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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人資料  (參加者每人必須填寫一份，請務必以正楷填寫)                                          2018年 1月 

英文姓名 (Last name, First name)：(Mr./Ms./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與護照相同) 

台灣姓名：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月____ /日____ /年_______ 

護照發行日期：月____ /日____ /年_______  護照截止日期：月____ /日____ /年_______    性別: 男 / 女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國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鄉會/國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友姓名(台灣/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別需求 ： Handicap Room  ：_______    Single Room ：_______    Vegetarian Meal ： _______ 

B  抵達及離開東京日期及班機資訊  

  抵達: 月____ /日____ /年_____  班機號碼 _______  機場代號：_____ 抵達時間： _____ /______ am/pm 

  離開: 月____ /日____ /年_____  班機號碼 _______  機場代號：_____ 離開時間：_____ /______ am/pm 

C  2018年會報名費 (每人美金$480，兩人一房; 個人一房，另加美金$200)   

 請務必挑選下 ____ 我只參加世台會年會，不參加年會後的旅遊行程 

 列兩項之一： ____ 我將參加世台會年會與年會後的旅遊行程 

D  會後旅遊行程  (請只挑選一個旅遊團，若名額已滿，世台會報名組將會立即通知您)     

___ B團 (東京 輕井澤 黑部立山 京都)   ___ C團 (伊豆箱根 富士山)   

___ D 團 (九州全覽 溫泉美食)   ___ E 團 (北海道 道東 道南)  

___ F團 (北海道 東北新幹線)    ___ G團 (南紀 伊勢 京都 東海道)   

 E 計算個人應繳總金額 

1. 參加世台會年會報名費                美金$ _________.00   

2. 會後旅遊 ： 我選  ____  團 (兩人一房 / 個人一房) 美金$ _________.00 

3. 提早 ____ 天到達 (住宿費每人每夜美金$100)  美金$ _________.00 

4. 延後 ____ 天離開 (住宿費每人每夜美金$100)   美金$ _________.00 

       應繳總金額 (Total) 美金$ _________.00 

  ____ 我將以美金支票(美國)或美金本票(非美國地區) 寄至下列地址報名組地址。 

  ____ 我將電匯至世台會戶頭 (加收取電匯費用) ，請於報名確認時提供電費資料。 

F緊急連絡連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安全舒適、主辨單位將盡力以赴。為安心、請您們自己注意安全、如遇緊急事故無法通知緊急聯絡

人且需要醫療時，則由承辦單位應變處理。並請您們考慮購買在旅途中的一切意外保険。也請承諾不

對世台會及主辨單位提出任何賠償及法律訴訟。最後請承諾者於下簽名。 

                 本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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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細節說明 

A 個人資料： 

參加者每人必須填寫一份，請務必攜帶個人護照，日常必備的葯品，並辦理所需簽證事宜，持

台灣及美國護照者免簽 。 

B抵達及離開東京日期及班機資訊： 

若於報名時尚未訂好機票，這欄資訊可以暫時不填。不過，當確定班機及機票購買後，請務必

告知世台會報名組。 

抵達日，因抵達機場 (成田機場/羽田機場) 及時間各自不同，由機場到旅館的接駁車單程費用需

請自理。抵達東京機場, 辦完入境手續及領取行李後，請於出海關後，前往 Airport Limousine櫃

台購買到達新高輪王子飯店 Grand Prince Hotel - New Takanawa 單程車票，再依票上指示的時

間到外面 Airport Limousine 車站搭車到新高輪王子飯店。 

有報名參加會後旅遊者，旅遊公司將於最後一日送您至東京的機場，費用已包含於旅遊費用，

離開日本東京的飛機請訂下午班機。沒參加會後旅遊者，由旅館到機場的接駁車費用請自理。 

C年會報名費用： 

每人美金$480，包含兩夜住宿 (九月二十九日/週六與九月三十日/週日，單人一房需另加美金

$200) 及五份餐飲 (九月二十九日/晚餐；九月三十日/早，午，晚餐；十月一日/早餐) 。 

D會後旅遊行程及費用：      (兩人一房) *  (個人一房) ** 

B團 (東京 輕井澤 黑部立山 京都:  11天 10宿 10/1 – 10/11)  美金$2,650   美金$3,300  

C團 (伊豆箱根 富士山:  8天 7宿 10/1 – 10/8 )    美金$2,000   美金$2,450  

D 團 (九州全覽 溫泉美食:  9天 8宿 10/1 – 10/9)   美金$2,340   美金$2,890  

E 團 (北海道 道東 道南:  9天 8宿 10/1 – 10/9)    美金$2,300   美金$2,900  

F團 (北海道 東北新幹線:  9天 8宿 10/1 – 10/9)    美金$2,500   美金$3,050  

G團 (南紀 伊勢 京都 東海道:  11天 10宿 10/1 – 10/11)  美金$2,550    美金$3,200  

 

會後旅遊於十月一日早餐後開始，每個旅遊團細節及行程說明 請參考付上的各團說明檔。請您

注意世台會報名截止日期是四月三十日，世台會以收到年會報名表及美金支票(美國)或美金本

票(非美國地區) 或電匯為完成報名程序。 

會後旅遊，每團以六十人為限，請盡快報名以免向偶。 

* 每人旅費 (住宿 - 兩人一房) 。世台會請同鄉們自行安排兩人一房住宿的室友。 

** 每人旅費 (住宿 - 個人一房) 。 

旅遊費用包含膳食，住宿，交通，司機及導遊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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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報名與繳費方式： 

1. 世台會鼓勵同鄉盡量於網上(WFTA2018_Reg_Link 在 e-mail上)報名後，依照報名處的 e-mail 回

函說明將重要的個資與護照及美金支票(美國)或美金本票(非美國地區) 寄至報名組。或是，

依照報名處的 e-mail 回函說明將重要的個資與護照寄至報名組，再由銀行直接電匯至世台會

戶頭(須收取電匯費用) 。 

2. 同鄉也可將報名表(第一頁，請務必以正楷填寫)完全填好，一併和美金支票(美國)或美金本票

(非美國地區) 寄至報名組。或是，將報名表(第一頁)完全填好寄至報名組，等收到報名組通

知電匯至世台會戶頭資訊(須加收取電匯費用) 。 

3. 可提早兩天抵達或延後兩天離開，住宿費兩人一房，每人每夜美金$100，單人一房，每人每

夜美金$200，不包含餐飲。 

 

F  

   填好報名確認表後，將美金支票(美國)或美金本票(非美國地區) 付費： 

支票抬頭請寫  WFTA  寄至下列地址 

Ms. Anna Chang 

3668 Edgecomb Court 

Dublin, CA 94568 

USA 

 

G退費規定： 

 於四月三十日    以前通知世台會 – 100% 退費 

 於五月三十一日以前通知世台會 – 80% 退費 

 於六月三十日    以前通知世台會 – 60% 退費 

 於七月三十一日以前通知世台會 – 40% 退費 

 於七月三十一日以後通知世台會 恕不退費 

 若能找到代替人者，則扣收手續會美金$100。 

H世台會連絡資訊： 

 世台會正式電郵 (e-mail) wfta2018@gmail.com 

副秘書長: 張月英 (美國) 586-453-2343 annachang5@gmail.com 

秘書長: 王康厚 (台灣) 02-2927-9954 (H) kh1wang@yahoo.com 

會長 :  周明宏  (美國) 703-743-9621 (H);  202-379-6738 (Cell);  ming.chow@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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