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CS/3B/20-5, Level 20, Block 3B, Plaza Sentral, Jalan Stesen Sentral 5, Kuala Lumpur Sentral, 50470 Malaysia,  
電話 : +603-62436663  傳真 : +603-62430663 信箱 : atccd25@gmail.com 

台北辦事處 : 台北市松江路 75-1號 11樓  Tel : 886-2-25080918  

                     Fax : 886-2-25080919     E-mail : vntcc@ ms47.hinet.net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函) 

發文字號  : 亞 25 洲字第 011 號 

發文日期  : 2017年 9月 25日 

受文者： 

副本：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駐馬來西經濟文化代表處 

主 旨：本會謹訂於 2017年 12月 3日至 12月 5日，假馬來西亞雲頂高原 Genting 

International Show Room (GISR)，召開第廿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敬請各會員

國成員踴躍報名出席。 

說 明： 

一、本會謹訂於 2017年 12月 3日至 12月 5日，假雲頂高原 Genting International Show Room 

(GISR)，召開第廿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檢附邀請函、日程表、報名表格(含理監事以上、會員報名表/亜青報名表，請務必填寫正確報

名表格)、提案表、委託書、活動須知及酒店訂房表、一日遊行程表及會後旅遊報名表，敬請

查照。 

三、敬請各國秘書處通知貴會之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資深理事、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等，踴躍

報名參加。亞總秘書處不受理個人直接報名，煩請報名者，先報名給所属國秘書處，以利作

業。 

四、報名表，均由各國秘書處彙整後，務請於 2017年 10月 20日前，將報名者資料詳列出席總表，

Email至亞總秘書處: atccd25@gmail.com 俾便彙整統計各國出席人數。敬請各國秘書處協助

彙整。 

五、訂房優惠截止日期為 2017年 10月 20日，大會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年 10月 20日；敬請各會

員國秘書處協助處理報名相關事宜。 

  

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陳總會長正旻 

印尼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賴總會長維信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劉總會長樹添 

香港台灣工商協會邱總會長文潛 

汶萊台灣商會莊總會長錫山 

柬埔寨台灣商會張總會長清水 

澳門台商聯誼會簡總會長廷在 

寮國台灣商會黃總會長新棟 

亞總台北辦事處王主任祈函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許總會長玉林 

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許總會長正得 

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林總會長裕玲 

印度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柯總會長喬然 

菲律賓台商總會林總會長在良 

孟加拉台灣商會高總會長文富 

緬甸台商聯誼會何總會長廷貴 

關島台灣商會虞王總會長利英 

東帝汶台灣商會李總會長穆洋 

 

       總會長 拿督 江文洲   

         監事長  張南蘋 

mailto:atccd25@gmail.com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名表  

   2017年 12月 3日～5日雲頂高原酒店 
                                      

個 

人 

資 

料 

商會名稱：                                                                                                  

商會職稱： 亞總職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護照國籍：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飲食：□一般   □ 素食 

電    話： E-mail： 

會員籍別： □亞總理監事以上        □ 亞總會員 

出席費用：(大會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 20 日) 

1. 理監事以上人員本人及配偶或一位直系親屬免繳出席費。 

2. 理監事以上人員攜帶眷屬第二人起，均需繳交出席費美金 200元 。 

3. 各國會員代表每位出席費美金 200元 。 

隨 
行 
眷 
屬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性別 年齡 關係 飲食 

         □  一般     □  素食 

       □  一般     □  素食 

飯店 
入住日期  :  12 月      日/ 退房日期  :  12 月      日   共     晚/天     同房者：  

請另填飯店訂房表格 

房型 
□云豪酒店 - 俱乐部套房  □云豪酒店 - 高级客房 □美星酒店- 高级客房 □名胜酒店- 客房 

訂房需填寫訂房表格及信用卡資料後, 回傳雲顶高原酒店做確認 

 

 

餐宴 

 

 

   餐宴及活動請確實填寫                                          

★12月 3日歡迎晚宴  □参加 ___  人     □否        

★12月 4日午宴    □参加 ____  人     □否                      

★12月 4日晚宴    □参加 ____  人     □否 

★12月 5日吉隆坡休閒一日遊 参加 ____  人 (總會長招待)    

★12月 5日高爾夫球賽 □参加 ____  人 (USD70/人 or RM300/人,9AM TEE OFF) 

★12月 5日晚宴          □参加 ____  人     □否 

※請注意餐宴是指定席請您務必填寫，若無勾選代表不參加，請您考慮後填寫。 

（如缺席者罰馬幣 100 元，謝謝！） 

溫馨提示 :  

1) 亞總成員請務必經由母會秘書處報名。 

2) 飯店訂房需知 : 請填妥飯店的專用訂房表(如附件)，直接電郵或傳真至飯店並與飯店確認。 

3) 一日遊請慎重勾選，以利安排交通及午餐，勾選参加缺席者罰 100 馬幣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青商報名表 

2017年 12月 3日～5日 

溫馨提示 :  

1) 亞總成員請務必經由母會秘書處報名。 

2) 飯店訂房需知 : 請填妥飯店的專用訂房表(如附件)，直接電郵或傳真至飯店並與飯店確認。 

3) 一日遊請慎重勾選，以利安排交通及午餐，勾選参加缺席者罰 100 馬幣 

 

個 

人 

資 

料 

商會名稱：                                                                                                    

商會職稱： 亞總職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護照國籍：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飲食：□  一般   □  素食 

電    話：(       ) E-mail： 

會員籍別：□ 亞青理監事以上 □ 亞青會員    □ 世青會員 

出席費用：(大會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 20 日) 

1.青商理監事以上人員及配偶(或一位直系親屬)免繳出席費。 

2.報名眷屬第二人起成員出席費每位美金 100 元。 

 

隨 
行 
眷 
屬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性別 年齡 關係 飲食 

       □  一般     □  素食 

       □  一般     □  素食 

飯店 入住日期  :  12 月     日/ 退房日期  :  12 月     日   共     晚/天   同房者： 

房型 

□云豪酒店 - 俱乐部套房  □云豪酒店 - 高级客房 □美星酒店- 高级客房 □名胜酒店- 客房 

訂房需填寫訂房表格及信用卡資料後, 回傳雲顶高原酒店做確認 

□云豪酒店 - 俱乐部套房  □云豪酒店 - 高级客房 □美星酒店- 高级客房 □名胜酒店- 客房 

 

 

餐宴 

 

 

   餐宴請確實填寫                                          

★12月 3日歡迎晚宴  □参加 ____  人     □否        

★12月 4日午宴    □参加 ____  人     □否                      

★12月 4日晚宴    □参加 ____  人     □否 

★12月 5日吉隆坡休閒一日遊 □参加 ____  人  (總會長招待)                         

★12月 5日晚宴    □参加 ____  人     □否 

 

※請注意餐宴是指定席請您務必填寫，若無打勾代表不參加，請您考慮後填寫。 

（如缺席者罰馬幣 100 元，謝謝！）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廿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程表（暫定,25-Sep-17）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備註 

12/3 

(日) 

12:30～18:00 大會報到 GISR 全體與會人員報到 

14:00～15:00 監事會議 GICC ROOM 2 監事人員 

14:00～15:00 長期發展委員會 GICC ROOM 4-5 副總會長以上 

15:30～17:30 常務理事會議 GICC ROOM 13-17 資深理事以上 

13:30～14:30 第七屆亞青長期發展委員會 GICC ROOM 3 青商資深理事以上 

15:00～15:30 第七屆亞青監事會議 GICC ROOM 2 青商監事人員 

16:00～17:30 第七屆亞青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GICC ROOM19-11 全體青商會成員 

18:00～21:00 歡迎晚宴 GISR 全體與會人員出席 

21:00～22:00 大會報到 GISR 未報到人員 

12/4 

(一) 

09:00～09:50 開幕式 
GISR 

全體與會人員出席 

 09:50～10:00 中場休息(茶點招待) 

10:00～11:00 

專題演講:  

主題:新南向市場分析及商機(20分

鐘) 

主講: 財訊雜誌 謝金河董事長. 

 

主題: 新南向市場實務(20分鐘) 

主講: 外貿協會 黃志芳董事長  

 

主題: 新南向成功案例分享(20分

鐘) 

主講:中國輸出入銀行 林水永理事

主席 

 

GISR/ 

Genting 

International 

Show Room 

全體與會人員出席 

11:00～12:00 

專題演講:新南向發展實務論壇 

論壇貴賓:  

財訊雜誌 謝金河董事長 

外貿協會 黃志芳董事長 

中國輸出入銀行 林水永理事主席 

  GISR 全體與會人員出席 

12:10～14:00 午宴 Coffee Terrace 全體與會人員出席 

14:00～14:50 馬來西亞貴賓專題演講 
 

GISR 

 

理監事以上人員/

青商理監事出席 

務必本人親自簽到 

14:50～17:00 第二十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5:50～16:10 中場休息(茶點招待) 

16:30～17:30 第二十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8:00～21:00 外交部晚宴 GICC 全體與會人員出席 

12/5 

(二) 

07:30～17:00 吉隆坡休閒一日遊 Hotel Lobby 報名參加者 

08:00～15:00 高爾夫球賽(阿娃娜球場) Hotel Lobby 報名參加者 

18:00～21:00 僑委會惜別晚宴      GISR 全體與會人員出席 

12/6 

(三) 
 8:00～17:00 會後自費旅遊 Hotel Lobby 報名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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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 案 表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提案人：                         

連署人： 

亞總職稱： 

※ 提案人限擔任亞總理事以上人員，並有三位理事以上人員連署，否則

不予受理 
 

※ 本表請於 2017年 10月 20日前傳至亞洲總會秘書處 

電郵(E-mail) : atccd25@gmail.com 

 

 

 

mailto:atccd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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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委 託 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理本人參加亞洲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行使理(監)事權責。 

 

 

委  託  人：                   

簽      名：                   

所屬會員國：                   

亞 總 職 稱：                        

                                         

日      期： 2017年     月       日 

 

註：受託人必須為亞總理監事以上人員，方可接受委託，否則不予受理，本函請先傳真

或電郵至亞總秘書處，正本請受託人於報到時繳交。 

 

本表請於 2017年 10月 20日前傳回亞總總會秘書處： 

電郵(E-mail) : atccd25@gmail.com 

 

 

 

mailto:atccd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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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報名及活動須知 
 

一、 WORLDRESERVATIONS CENTRE雲頂高原酒店 

地址：17th FLOOR, WISMA GENTING, JALAN SULTAN ISMAIL, 502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718 1118  FAX: 603-2718 1888 

Website: www.rwgenting.com 
E-Mail：atccd25@gamil.com 

 

二、 飯店訂房須知： 

請填妥飯店的專用訂房表(如附件)，直接電郵或傳真至飯店並與飯店確

認，接到訂房確認書方算完成訂房手續； 請將確認書影本傳至所屬國秘

書處，各國秘書處連同會議報名造冊傳送至亞總秘書處以利核對；訂房額

滿即不再優惠。取消訂房需在入住日期前 15天自行向酒店取消，否則會

産生如訂房表所列之費用。(訂房優惠日期為 2017年 10月 20日) 

 

三、 接送機： 

1.請各會員國秘書處統計其會員需要接機及送機服務之日期、該航班編

 號、抵達與離境時間、所有人員姓名。 

2.凡參加會後旅遊者統由兩大旅行社安排送機服務。 

 

四、 大會報到： 

如有訂房者抵達後請直接先到雲豪飯店大廳亞總專用櫃台、辦理入住手

續，完成後再至三樓報到處。 

※請各會員國事先安排 2名工作人員支援報到工作，依會員國別辦理簽到

手續及領取名牌。 

報到時間 :12月 3日 11：30-17：30 及 21：00-22：00(星期日) 

     12月 4日(星期日）10：20-11：40  

 

五、 亞總出席費： 

1. 理監事以上人員本人及配偶或一位直系親屬免繳出席費。 

2. 理監事以上人員攜帶眷屬第二人起，均需繳交出席費美金 200

元 。 

3. 各國會員代表每位出席費美金 200元 。 

4. 青商理事或一位直系親屬免繳出席費，報名眷屬第二人起成員出席

費每位美金 100元。 

http://www.rwgenting.com/


5. 請於報到處繳交應付費用。 

 

六、 大會於 12月 6日舉辦「一日遊」，由總會長招待，但必須先報名，未報

名者恕不招待，報名未參加者罰款 100馬幣。 

 

七、所有報名必須經過母會，亞總秘書處不接受個人報名 

 

八、報到櫃台加設 25屆資深理事以上規費，各會員國會費，收費處。 

 

 九、大會工作人員通訊錄 :  

   

秘書長            林韋羽 秘書處 +60163366516 

財務長           林凱民 總務組 +60198530231 

副秘書長         邱顯智 秘書處 +60129204116 

副秘書長         蔣平勇 禮品組/旅遊組 +60162285210 

副財務長         陳宏霖 接機組 +60126063230 

副主委           拿督蔣榮訓 高爾夫球賽組 +60125080909 

公關主任         陳柏淞 接機組 +60163300158 

資深理事         張永泉 報到組 +60162107285 

亞青會長         蕭博志 舞台禮品組 +60175789311 

馬來西亞台商總會 鄭添丁主任 議事組 +60123867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