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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4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報名須知 

 
一、 會議日期：2018 年 3 月 23 日至 3 月 25 日（請參閱日程表）。 
 
二、 會議地點及住宿：Sibaya Casino and Entertainment Kingdom  
                    1 Sibaya Dr, Umhlanga Rocks, Durban 4320 South Africa 

房間類別 房 價 

Double Room (1 King Bed) 雙人大床 R1,100.00 (含 2 早+免費網路) 

Twin Room (2 Beds) 雙人兩床 R1,200.00 (含 2 早+免費網路) 
★ 訂房後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 3 月 15 日前以書面通知飯店，否則應負擔全部的房費。 

    
三、 會議出席費： 

(一) 本次大會，理監事以上人員、貴賓及青商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 
     出席，免收出席費；第二人起每人需繳交出席費R1,000元。 
(二) 會員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參加，會員及眷屬均需繳交出席費 
        R1,000元。 
(三) 無識別證者，謝絕參加所有會議及餐宴。 
 

四、 總會贈品數量有限，贈品之發放以報名者 1 份為限。 
 
五、 會議出席報名表暨飯店訂房表請於 2018 年 1 月 14 日前，以 Email、Fax 或線上報

名方式向秘書處登記報名。線上報名請上 ATCC 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官網首頁連
結進入報名或直接點入網址 https://www.atccza.org/event 報名。 

 
六、 非洲青商會報名表由非洲青商總會統一彙整，務請於 2018 年 1 月 14 日前將報名

者資料詳列於出席總表，並回傳總會秘書處，俾便彙整統計出席人數。 
 
七、 聯絡人資料如下： 

總會聯絡人: 林世能副秘書長        電話: +27 63 6806858 

傳真: +27 86 500 5112              Email: 23atcc@gmail.com 

非洲青商總會聯絡人: 楊勝閎總會長  電話: +27 72 8777000 

          Email: gtccy1@gmail.com 

https://www.atccza.org/event
mailto:23at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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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南非簽證申請須知 

 
1. 簽證申請表格DHA-84： 
    以黑色墨水填寫並由申請人簽名 (未滿18歲申請者，請由其父和母簽名) 
 
2. 護照及舊護照正本：(目前的護照有效期至少比預定在南非停留期限多三十天，並附至少兩張以 
    上的空白頁 )以及目前護照的影本(生物特徵辨識頁面/簽名頁面的影本) 屆時舊護照有可能需 
    要附上。 
 
3. 最近三個月拍攝的彩色照片一張 (寬3.5公分，高4.5公分)，規格同護照相片、背景為白色的正 
    面照片，照片不得更改或利用電腦修圖; 不得露齒或微笑，頭髮不得遮蓋耳朵。 
 
4. 簽證費用NTD1110.00 (不退費)，持有台灣護照者無需繳交簽證費。 
 
5. 航班訂位證明 (入境南非時必須出示已訂妥航班之來回機票或續程機票)。 

 

6. 財力證明：最近三個月銀行存款對帳單 (請於來本處辦理前證前一、二天 先去更新銀行存摺簿 
    然後再影印存摺的戶名頁和最近三個月內的所有交易紀錄。未成年申請者若沒有銀行帳戶，可 
    以影印父或母的財力證明)。 
 
7. 非台灣護照持有人須檢附外僑居留證 (ARC) 正本和影本。 
 
8. 如果在入境南非之前，已經前往黃熱病疫區旅遊；或者在入境南非之後，將要前往黃熱病疫區 
    旅遊，需檢附預防注射證明及影本，此證明必須最晚在抵達南非十天前由衛生當局簽發。 
 
9. 南非親友英文邀請函(它務必經由南非當地警察局(SAPS)驗證，信件內容需包含)： 
    邀請者的全名、南非身分證字號、南非居住地址、聯絡電話號碼、電郵並親筆簽名同時註明寫 
    信日期。受邀者的全名、護照號碼、出生日期、拜訪理由、停留期間/ 天數與住宿地址。在南 
    非停留期間，若不幸有醫療費用和遣返費用的產生，請註明將由邀請者負責或受邀者來負責。(收 
    到報名表後會立即由非總出邀請函。此邀請函純屬方便簽證之用途，邀請者(非總)不會承擔此 
    邀請函上的一切承諾) 
 

10. 南非邀請者的南非護照或身分證影本 (收到報名表後會立即由非總出文件)： 
     影本必須由南非警察局驗證蓋章。 邀請者若非南非公民，則請出示護照首頁及長期居留的證 
     明文件影本，如:工作證、南非永久居留身分證...等。 
 
11. 南非邀請者的地址證明影本，並由南非警察局驗證蓋章。地址證明如:水、電單。若南非房子登 
     記在他人名下，則請在邀請函上說明並附上相關文件影本(如:租賃合約或擁有者的身分證。影本 
     必須由南非警察局驗證蓋章。) (收到報名表後會立即由非總出文件) 

 
【上述 9、10、11 項，以申請者送件簽證日期算起，在南非警局驗證過的文件不可超過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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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4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出 席 會 議 報 名 表 

請勾選： ☐理監事以上人員      ☐貴賓      ☐會員    ☐青商     

中文姓名(同護照): 英文姓名(同護照): 

護照國籍: 護照號碼: 

非總會職稱:  所屬地區商會:     

居住國家: 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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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 

隨 
行 
眷
屬 

中文姓名(同護照)：  關係： 飲食 

英文姓名(同護照)：  性別： □男  □女 □ 一般 □ 素食 

護照國籍: 護照號碼: 
出
席
費 

理監事以上人員、貴賓及青商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出席，免收出席費，第二人起需繳出席費R1000元。

會員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參加，會員及眷屬均需繳出席費R1000元。 

班
機 

如須接送機者，務請確認航班抵達、離開之日期及時間，若有變更，請即時通知 

接機與否:  □ 是  □ 否 

抵達: 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 

航空公司及班機號碼: ________________ 

送機與否:  □ 是  □ 否 

離境: 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 

航空公司及班機號碼: ________________ 

餐 

宴 

3 月 23日至 3月 24 日餐宴，敬請確定可以參加才勾選，以避免浪費資源。凡勾選而未參加者，將姓名公佈本會網站上， 
並須自行負擔餐費 R500元。 

3/23 晚宴參加 □是    人 □否。 
3/24 午宴參加 □是    人 □否；3/24 晚宴參加 □是    人 □否。 
 

工
商
名
錄 

免費將貴公司資料刊登在大會手冊上，敬請把握曝光機會提供完整訊息給非總秘書處做彙整。  
□ 願意 □ 不願意 勾選願意者，麻煩請再填寫下列公司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中英文)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公司營業項目：                                     公司網址： 
 (中英文)         

備

註 

1.本報名表於 2018 年 01 月 14 日截止報名。 

2.非洲總會聯絡人: 林世能副秘書長 電話: +27 - 63 680 6858 傳真: +27 - 86 500 5112 Email: 23atcc@gmail.com 

 

  

    

  

mailto:23at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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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DURBAN SIBAYA CASINO  
HOTEL BOOKING REQUEST FORM 飯店訂房表 

 
請用英文填寫並以 E-mail 方式在 2018 年 1 月 14 日前傳回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處: 

 

E-mail: 23atcc@gmail.com 
 

請勾選： ☐理監事以上人員      ☐貴賓      ☐會員    ☐青商     

Check In 入住日期:     月     日 Check Out 退房日期:     月     日 

Guest First Name 名  Phone Number 手機號  

Guest Surname 姓  Contact E-mail 電子信箱  

Room Type 房間類別 Room Rate per Day 房 價 訂房數 

Double Room (1 King Bed ) 雙人大床 R1,100 (含 2早 + 免費網路) ___間 

Twin Room   (2 Beds) 雙人兩床 R1,200 (含 2早 + 免費網路) ___間 

 
CREDIT CARD AUTHORISATION 

信用卡扣款授權 
 

I, the undersigned, hereby give authorization to Sibaya Hotel & Sibaya Lodge to deduct the amount 

of R        from my credit card. Confirmation number: ATCC24-2 

本人以所提供的信用卡資料，授權予 Sibaya Hotel & Sibaya Lodge 作為訂房扣款 R   。  

參考號為: ATCC24-2 

☐ Diners     ☐ Visa     ☐ MasterCard     ☐ American Express 

Credit Card Number 卡號  Expiry Date 有效日期  

Cardholder’s Name 持卡人姓名  CCV No. CCV 編碼  

Cardholder’s Signature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Date 簽名日  

Cardholder’s Address 持卡人住址  

☐ I AGREE WITH THE HOTEL RESERVATIONS TERMS AND CONDITIONS – 我同意飯

店訂房政策: 
Please note this is a booking request form only, and reservations are not confirmed until our 
Reservations Team provides a written confirmation letter. Reservation availability 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t time of processing. 
此定房表並非飯店確認書. 所有的預定將視收到訂房表當日飯店住房狀態而定. 請以收到飯店回傳
的”訂房確認書”為準。 
This form is valid for stay at Sibaya Hotel & Sibaya Lodge from 21th March 2018 until 26th March 
2018. A written cancellation is required before 15st March 2018 directly to Sibaya Hotel & Sibaya 
Lodge, otherwise that will be no refund for any late cancellations; it is also applied to no show and 
shortened stay. 
此訂房表僅適用於 2018 年 3 月 21 至 26 日。訂房後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 3 月 15 日前以書面
通知飯店，否則應負擔全部的房費，這包含沒到和提早退房。 

 

mailto:23at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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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4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提案表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非洲總會職稱： 
 
※提案人限擔任非洲總會理事以上人員，並有三位理事以上人員連署，否則

不予受理。 

 
※本表請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傳至非洲總會秘書處，以利彙總整理。 
＊非洲總會聯絡人: 林世能副秘書長            
  電話: +27 - 63 680 6858 
  傳真: +27 - 86 500 5112                       
  Email: 23atc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