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ỆP HỘI THƯƠNG MẠI ĐÀI LOAN TẠI VIỆT NAM
越 南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函)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VIETNAM
107 Ton Dat Tien, Tan Phu Ward, District 7 HCMC Tel:(028) 54138348
Fax: ( 028 ) 54138349 E-mail : ctcvn@ctcvn.vn Web: ctcvn.vn

受文者：(詳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1日

發文字號：越總 18林字第 042號

速別： 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 旨：敬請出席本會第十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第十八、十九屆總會長、

監事長交接典禮等活動。

說 明：

一、 本會謹訂於本(106)年12月23(星期六)下午13:00在同奈「Aurora Hotel」

舉行第十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十八、十九屆總會長、監事長交

接典禮等相關活動，敬請理監事以上人員踴躍參加，以增活動光彩。

二、 敬邀本活動受邀人員循例踴躍贊助伴手禮或認捐桌次費用（每桌750萬越

盾）。

三、 檢附活動相關行程表及報名表，擬報名參加者，請務必於本(106)年12月05

日前填妥報名表並傳真或e-mail至本會秘書處，以利後續相關作業；本案

聯絡人：李彩霞 秘書 +84-909500983 /+84-983168218 辦公室聯絡電話

：+84-28-54138348，傳真：+84-28-54138349

E-mail：ctcvn@ctcvn.vn

總會長

許玉林

正本：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河內分會、海防分會、太平分會、峴港分會、林同分會、同奈分會、平陽分會、隆

安分會、西寧分會、胡志明市分會、新順分會、頭頓分會、北寧分會、河靜分會、青商會、本會歷任名譽

總會長、監事長、本會副總會長、本會歷任諮詢委員、顧問、本會第十八屆全體理監事暨會員代表

副本：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外貿協會、胡志明台灣學校

Tel:(028)
mailto:ctcvn@ctcvn.vn
mailto:ctcvn@ctcvn.vn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暨第十八、十九屆總會長、監事長交接典禮

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2017年 12月 05日，逾期恕不受理）

商會名稱： 職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請務必填寫與護照相同)

性別： 男 女 飲食： 一般 素食

手機: E-mail:

隨
行
眷
屬

中文姓名（同護照） 英文姓名(同護照） 關係 性別 飲食

一般 素食

一般 素食

接

送

方

式

班機抵達及離開時間(敬請詳填以利安排接送車輛)：
扺達日期：12月 日 時 班機編號:
離開日期：12月 日 時 班機編號:
 自理

出
席
費

1. 總會會員代表以上人員得攜眷乙人參加，免繳出席費。

2.非總會會員代表以上人員及眷屬者，每人應繳出席費越盾2,000,000元；並

請於報到時繳交總會秘書杜玉蘭。

訂
房
資
料

入住日期：12月 日 退房日期：12月 日

自理：□
Aurora Hotel - Bien Hoa：253 Pham Van Thuan, Tan Mai Ward, Bien Hoa City,
Đong Nai Province
標準房 一大床□ 二小床□ 價格：200萬(含稅及含早餐)

備註：若總房數40間以上價格是180萬

餐
宴

為方便統計用餐人數，請勾選參加與否並填上人數：

12/22歡迎晚宴： 是 人、否□

12/23歡迎午宴： 是 人、否□ 惜別晚宴： 是 人、否□

企業

參訪
12/22企業參訪(金車工廠、VPIC-越南精密公司) 是 人、否□



贊
助
項
目

□伴手禮 ： 數量：____份

□其他 ：

□7,500,000 越盾/桌 數量： 桌

訂

房

保

證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效期： 卡別：□Amex □Diners □Visa □Master □JCB

信用卡號碼：╴╴╴╴ -╴╴╴╴ -╴╴╴╴ -╴╴╴╴

上述信用卡資料作為本人預訂住房之保証

持卡人簽名（必須與信用卡戶口指定之簽署相同） 日期

備

註

1. 敬請各位會員儘早報名，機位及房間有限，按報名先後順序排位；

請於報名截止日期（2017年12月05日）前，傳真或E-mail至總會秘書處，

聯絡人：李彩霞秘書+84-909500983/ +84-983168218; 辦公室聯絡電話：

+84-28-54138348、傳真：+84-28-54138349、總會信箱：ctcvn@ctcvn.vn
2. 如有退房或欲取消參加活動，請於11月30日前通知，逾期須支付乙天的房租

及相關活動費用。

mailto:ctcvn@ctcvn.vn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暨第十八、十九屆總會長、監事長交接典禮

行程表（暫定）

日期 時間 活動行程 備註

12/22
(五)

10:00 企業參訪(機場接機後直接前往)
金車工廠

VPIC-越南精密公司

18:00 歡迎晚宴（與同奈分會合辦）

12/23
(六)

08:30-13:00 大會報到 5樓大廳

Aurora Hotel

09:30-11:30 健康講座
Lotus室
5樓

09:45-10:45 預備會議（諮詢委員以上人員參加）
Chrysan
室-5樓10:45-11:45

監事會議(監事人員以上參加,總會長,財務長,秘
書長等需列席)

11:45-13:00 午宴(自助餐) Grand餐

廳-6樓

13:00-13:20 開幕典禮

Lotus室
5樓

13:20-13:30 簽到〜〜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13:30-15:20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5:20~15:30 TEA TIME

15:30~16:30 越南股市教戰守則

16:30~17:50 PWC專題演講

18:00-20:30
惜別晚宴暨第十八、十九屆總會長、監事長交

接典禮
Jasmine
室-5樓

12/24
(日) 08:00~ 交通車發車至機場

【附註】

開會地點：Aurora Hotel - Bien Hoa
開會地址：253 Pham Van Thuan, Tan Mai Ward, Bien Hoa City, Đong Nai Province
電 話：+84 (251) 391 8888
連 絡 人：周莉麒 秘書長:+84-903848168

李彩霞 秘書 :+84-909500983 / +84-983168218
杜玉蘭 秘書 :+84-903133833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暨第十八、十九屆總會長、監事長交接典禮

提案表

提案日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提案事項：

說 明：

辦 法：

 為使會議進行順利，敬請於 106年 12月 05日前, 將本表回傳至總會秘書處彙整

處理，逾時恕不受理,敬請體諒。

電話 : +84-28-54138348
傳真 : +84-28-54138349
總會信箱： ctcvn@ctcvn.vn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暨第十八、十九屆總會長、監事長交接典禮

委 託 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理本人參加越南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第十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行使理監事權責。

委 託 人：

簽 名：

所屬分會：

越總職稱：

日 期： 年 月 日

註:受託人限擔任越總理監事以上人員，僅得受理一人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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