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四十一屆年會參加辦法
主題：『兩岸融冰、海外先行‧維持現狀、步步為營』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謹訂於今年 8 月 24 日至 8 月 26 日，在洛杉磯聖蓋博市喜來登
大酒店 San Gabriel Sheraton Hotel, 303 E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舉行
第四十一屆年會，以『兩岸融冰、海外先行‧維持現狀、步步為營』為年會主題，
探討海外華僑關注的美中台三方關係的發展，並策劃了城市外交、凝聚鄉情、團結
愛國僑胞的多項活動，竭誠邀請各地分會會長，理事，顧問，會員，其眷屬及關心
故鄉的鄉親們踴躍報名參加。
在民進黨「自毀式」執政下，造成中華民國外交崩裂、兩岸崩盤、經濟掏空、社會
崩解、族群分裂、高教崩毁、人才流失、僑心分裂以及道德淪喪的境地。堪稱是自
1979 年中美斷交以來，國家面臨存亡的空前危機。
民進黨的主政下的外交及僑務系統，對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的打壓與霸凌，讓海外
僑社充斥著寒蟬效應。無懼於綠色恐怖，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今年由「洛杉磯台灣
同鄉聯誼會」承辦的第四十一屆全美年會，誓言為推翻民進黨的專權暴政，為復興
中華民國國家榮景，為兩岸重新尋回生機、更為台灣找回明日的希望，在海外開出
第一槍。第 41 屆全美年會籌備會，以救國的精神投入空前的資源，全力營造「贏
回中華民國」的氣勢，有您攜手同行，即使推翻民進黨邪惡政權的革命之路漫長，
但並不孤單！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以『時時關心台灣，處處服務同鄉』為宗旨，四十一年來在北
美各地以實際行動團結支持中華民國，認同台灣的海外鄉親，目前北美各地共有二
十四個分會，推動愛國活動以及草根外交，是支持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最堅定的
一股海外力量。如今，僑胞在民進黨僑委會的操作下被分為三六九等，「華僑」更
成為外國人。全美台聯會有意願與責任，在將民進黨掃進歷史之前，盡己所能推動
兩岸關係的融冰，維持海外華僑對中華民國支持的動能與現狀。
民進黨政府窮凶惡極的打壓，如驚弓之鳥的僑團，讓本屆全美年會情勢極其嚴峻，
持此時刻，籌備會懇切期盼各地分會團結一心，為這次年會活動注入正能量，踴躍
參與、更請務必以贊助的方式，支持本屆全美年會。
備註：本屆全美年會所有相關活動，不歡迎民進黨政府官員入場。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四十一屆年會 - Page 1 of 5

有關參加各項活動內容及費用如下：

※活動內容：
8 月 24 日 星期五

1.歡迎餐會 2.年會預備會議

8 月 25 日 星期六

1.年會開幕 2.城市外交 3.午宴
4. 全美兒童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5.鄉情座談 6.晚宴 7.《寶島之夜》愛國晚會

8 月 26 日 星期日

1.理事顧問會議 2. 歡送午宴

※參加費用：
一‧ 住宿者：三天兩夜、歡迎餐會(8/24)、早餐(8/25、8/26)
午宴(8/25、8/26)、寶島之夜晚宴(8/25)
1.

個人住宿單人房者，每人 $588.00

2.

兩人同住雙人房者，每人 $398.00

3.

夫妻共住雙人房者，兩人 $698.00 (如需兩張雙人床，另加 50 元)

4.

子女與父母同住不加床位者，每人 $188.00

二‧ 不住宿者
1.

僅參加歡迎餐會(8/24)、午宴(8/25)、歡送午宴(8/26)、寶島之夜(8/25)，
每人$288.00 (不包括 8/25 及 8/26 早餐)

※報名辦法：
1.

即日起接受通訊報名，住宿者報名截止日期為 6 月 30 日。
不住宿者報名截止日期為 7 月 5 日。

2.

請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寄至：9526 Las Tunas Drive, Temple City, CA
91780 (ATTN: Alice Hsu)
支票抬頭請填寫：TBALA

3.

請善加利用今年推出之手機線上報名系統 www.2018TBAA.us
若習慣以傳統方式報名，請在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 626-270-8898
或 e-mail 至: 2018TBAA@gmail.com 以便統籌安排住宿及製作名牌。

4.

報名後恕不受理退費要求。

5.

任何有關報名及活動事項請洽：
第四十一屆籌備會主任委員許淑麗 電話 626-810-0189 / 626-285-7112
或 e-mail : 2018TBAA@gmail.com 籌備處電話 714-469-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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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2018 年刊 刊登廣告辦法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分會會長們鈞鑒：
洛杉磯台灣同鄉聯誼會今年承辦第四十一屆年會，除了動員理事，會員及顧問全力
以赴，全美各地分會的大力支持更是我們最重要的力量。根據慣例，無論是年刊的
內容或經費，貴分會都鼎力相助，今年情況異常困難，我們更需要您繼續的支持，
希望貴分會能循例贊助 $500.00 作為年刊出版費用，我們將提供 1-6 頁的版面供貴
分會使用，不論是照片、新聞稿或文章皆可。讓我們為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共同努
力。承蒙您及貴會的支持和贊助，洛杉磯台灣同鄉聯誼會表達誠摯謝忱!

特刊廣告收費價目(請在下列選項打勾)
□彩色全頁
□彩色半頁
□封底(彩色)
□彩色 1/4 頁
□封面首頁 (彩色)

$1,000.00
$500.00
$3,000.00
$350.00
Negotiable

□黑白全頁
□黑白半頁
□黑白 1/4 頁
□封面/封底內頁(彩色)
□封底首頁(彩色)

$500.00
$375.00
$250.00
$1,500.00
$2,500.00

如蒙贊助，敬請於 6 月 30 日之前回覆，以俾編排。謝謝您的支持！
1.

聯絡方式：籌備會主任委員許淑麗 626-810-0189、籌備處 714-469-2888

2.

請附上廣告資料，可傳真至：626-270-8898 e-mail 至
2018TBAA@gmail.com 或 jbcbeauty1984@yahoo.com

3.

支票抬頭請寫：TBALA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Los Angeles)
寄至： ATTN: Alice Hsu
9526 Las Tunas Drive, Temple City, CA 91780
==================================================

本人/公司/行號/社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刊登全美台聯誼會第 41 屆年會年刊 ____________頁，刊登費為 $ 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金額 ＿＿＿_______＿＿＿＿＿＿＿＿＿＿
經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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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四十一屆年會報名表
除了傳統報名方式，本屆年會新增手機線上報名系統，敬請各位多加利用。
手機線上報名系統網站 www.2018TBAA.us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手機 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
所屬分會：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職稱：__________ 總會職稱：___________
同行眷屬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 分會/總會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會員關係：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館 Check-in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Check-out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需接送機，敬請填寫下列班機抵達及回程班機資料，並建議使用洛杉磯國際機場
(機場代號 LAX)，班機抵達時間中午至下午四時以前為佳，請將接送機資料表傳真
(FAX) 626-810-4789 EMAIL: 2018TBAA@gmail.com 或 jbcbeauty1984@yahoo.com
謝謝!
*接機服務時間 8/24 當日 10:00am-6:00pm
*送機服務為 8/26 當日惜別午宴後，統一送機
需接機:[ ]
航空公司及班機號碼 ___________ 到達日期 _____________

時間 _____________

需送機:[ ]
航空公司及班機號碼 ___________ 起飛日期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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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_____________

第 41 屆全美年會住宿飯店：San Gabriel Sheraton Hotel
303 E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住宿與活動費用如下：
類別

內容

住宿者單人房每間

費用

小計

備註

8/24-8/26

$588.00

三天兩夜

□室友姓名________________ 8/24-8/26

$398.00

三天兩夜

住宿者雙人房每位

□請籌備處安排
夫妻同住雙人房

8/24-8/26

$698.00

三天兩夜

夫妻同住兩張床 (Option)

8/24-8/26

$50.00

三天兩夜

子女與父母同住
（不加床位者）

8/24-8/26

$188.00

三天兩夜

不住宿者

8/24-8/26

$288.00

三天活動行程

7 月 10 後報名者酌增 $50

$50.00

提前入住飯店/晚
總計金額

$213.00
Check#

支票抬頭 TBALA 並寄至：9526 Las Tunas Dr, Temple City, CA 91780
(已完成網上報名者，請於支票上註記姓名，毋須重複填寫報名表）

報名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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