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海峽兩岸暨香港鑄造業合作論壇

>> 通 知 <<

主題：「創造智能經濟、擁抱綠色鑄造」

此活動已向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申請『會員終身學習計畫』

~~~~~~~~~~~~~~~~~~~~~~~~~~~~~~~~~~~~~~~~~~~~~~~~~~~~~~~~~~~~~~~~~~~~~~~~~~~~~~~~

“兩岸三地鑄造業合作論壇”自 2001 年起，每年由兩岸三地鑄造協會輪流主辦，今年已經是第

十九屆了。本次論壇由臺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主辦，香港鑄造業總會、中國鑄造協會協辦。

論壇將於 7月 19 日(星期五)在臺灣淡水漁人碼頭褔容大飯店召開；主題為「創造智能經濟、擁抱

綠色鑄造」，本次論壇主要是有關鑄造業經濟發展及綠色鑄造環保技術應用等創新永續發展鑄造制程，

打造高技術產品，加強產能合作。此次同期舉辦的還有第五屆亞洲鑄造論壇，以促進國家、地區和成

員間的合作。

本會將組團出席此一年一度之盛會，屆時還將組團參觀臺灣企業。為關顧會員之需要，以及鼓勵

會員之配偶及朋友出席，行程分有 A團、B團兩種，任君選擇，現敬函誠邀參與，名額有限，這是一

次難得的參觀學習機會，希望大家踴躍報名。報名截止日期 6月 20 日，逾期價格可能會有變動。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香港鑄造業總會秘書處：

 總會國內秘書處：

聯繫人：高小姐（Coco)/胡小姐(Helen)電話：0755-8469 1366/8469 1266 傳真：0755-8469 1366

郵箱：hkdfachinaoffice@163.com

 總會香港秘書處：

聯繫人：鄧小姐（Beryl)/ 電話：（852）2463 5388 傳真：（852）2464 2298

郵箱：info@foundry.org.hk

祝頌商祺

香港鑄造業總會

2019 年 5 月 16 日

mailto:hkdfachinaoffice@163.com


《行 程 安 排》

A 團 三天 2019/07/17–2019/07/19 論壇+參觀企業

日期 時間 日程

7月 17 日

(星期三)

08:30 自行前往香港機場

10:30 準時到達香港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在登機口集合。

12:20-14:15 乘坐 國泰航空 CX406 航班 香港-臺北

15:00-15:30 乘坐大巴前往西門町商圈

15:30-17:00

 西門町商圈

臺北繁華又時尚的商業區，臺北市一條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步行街，擁有

紅樓、刺青街、電影街、KTV、萬年大樓、萬國百貨、誠品書店和各式

各樣的精品小店以及電影宣傳、街頭表演等

17:00-18:00
專車直往入住臺灣淡水漁人碼頭附近 淡水福容大飯店

(注：房間以二人一間，單人需付加費)

7 月 18 日

(星期四)
全天

吃完早餐辦理退房手續

參觀工廠（2條路線）

入住臺灣淡水漁人碼頭附近 臺北承億文旅淡水館

7月 19 日

(星期五)

8:30-9:00 早餐後前往淡水福容大飯店參加會議

9:30-10:00 海峽兩岸暨香港鑄造業合作論壇報到（3樓芙蓉廳）

10:00-12:00 海峽兩岸暨香港鑄造業合作論壇

11:30-13:00 歐式自助午餐（2樓田園咖啡廳）

13:00-17:00 第五屆亞洲鑄造論壇（3樓芙蓉廳）

18:00-20:00 晚宴（3樓芙蓉廳）

21:30-23:30 乘坐國泰航空 CX479 航班 臺北-香港



B 團 五天 2019/07/17–2019/07/21 論壇 + 參觀企業+旅遊

日期 時間 日程

7月 17 日

(星期三)

08:30 自行前往香港機場

10:30 準時到達香港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在登機口集合。

12:20-14:15 乘坐 國泰航空 CX406 航班 香港-臺北

15:00-15:30 乘坐大巴前往西門町商圈

15:30-17:00

 西門町商圈

臺北繁華又時尚的商業區，臺北市一條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步行街，擁

有紅樓、刺青街、電影街、KTV、萬年大樓、萬國百貨、誠品書店和各

式各樣的精品小店以及電影宣傳、街頭表演等

17:00-18:00
專車直往入住臺灣淡水漁人碼頭附近 淡水福容大飯店

(注：房間以二人一間，單人需付加費)

7 月 18 日

(星期四)
全天

吃完早餐辦理退房手續

參觀工廠（2條路線）

入住臺灣淡水漁人碼頭附近 臺北承億文旅淡水館

7月 19 日

(星期五)

8:30-9:00 早餐後前往淡水福容大飯店參加會議

9:30-10:00 海峽兩岸暨香港鑄造業合作論壇報到（3樓芙蓉廳）

10:00-12:00 海峽兩岸暨香港鑄造業合作論壇

11:30-13:00 歐式自助午餐（2樓田園咖啡廳）

13:00-17:00 第五屆亞洲鑄造論壇（3樓芙蓉廳）

18:00-20:00 晚宴（3樓芙蓉廳）

20:00-20:30 入住臺灣淡水漁人碼頭附近 臺北承億文旅淡水館

7月 20 日

(星期六)
全天

早餐後，導遊及專車直往
臺北故宮博物館

野柳地質公園

士林官邸

7 月 21 日

（星期日）

上午
早餐後，導遊及專車直往

中正紀念堂

15:20-17:20 乘坐國泰航空 CX467 航班 臺北-香港



香港簽證備註：

1) 臺灣簽証自理。

2) 護照有效期必須長達 2020 年 2 月或以上。

3）臺灣通行證有效期是 5 年。

4）旅行社責任險及 32 萬旅遊意外保險（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適合年齡滿 30 天的嬰兒

及以上人士，80 周歲及以上人士保額減半），臺灣段 200 萬元台幣旅遊意外險和 3 萬元台幣醫療險

5）若機票已落實，報名者如需更改行程或取消，將根據比例進行扣除相關費用。

6) 支票抬頭請注明“香港鑄造業總會有限公司” 。

7）香港居民說明：

1、香港本土居民可自行辦理

2、移民第一次辦理入臺證需要到金鐘辦理。

8）辦理團隊入臺證需要：

1、臺灣通行證正反面

2、身份證正反面

3、白底照片電子檔（3.5*4.5）

4、自備港澳通行證 需要有一次香港有效簽注

9）國內自由簽證需要提供資料：

1、簡便版表格（本人聯繫電話及現任職公司全稱及職務）

2、臺灣通行證（照片頁+簽注頁）

3、身份證（正反面）、相片（2寸白底）

4、財力三選一（金卡信用卡/五萬存款證明/在職證明）

10）商務簽需要提供資料：

1、大陸護照（照片頁）6 個月以上有效期

2、身份證（正反面）、相片（2寸白底）

4、個人申請表（WORD 文檔版）

5、個人簡歷表（WORD 文檔版）

6、公司在職證明（職稱必須是經理級別或工程師）

7、公司營業執照掃描件（請加蓋公章）

8、臺灣聯繫人表(請提供邀請方聯繫人和電話）

9、臺灣商務行程表（請邀請方蓋章）

10.六個月以上有效期之港澳通行證及有效簽注（出發時帶上即可）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香港鑄造業總會秘書處：

 總會國內秘書處：

聯繫人：高小姐 18594227038 胡小姐 13322931691

電話：0755-8469 1366/8469 1266 傳真：0755-8469 1366

郵箱：hkdfachinaoffice@163.com

 總會香港秘書處：

聯繫人：鄧小姐（Beryl）

電話：（852）2463 5388 傳真：（852）2464 2298 郵箱：info@foundry.org.hk

mailto:hkdfachinaoffice@163.com


*************2019年海峽兩岸暨香港鑄造業合作論壇報名表*************

致：香港鑄造業總會 傳真：(86)755-8469 1266 / (852) 2464 2298

(注：*請刪去不適用者，請以正楷填寫，以便準確訂購機票)

英文姓名︰ (姓名必須與護照所載相同 )

中文姓名︰先生/小姐/女士＊ 身份證號碼︰

公司名稱︰ 職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流動電話︰ 電郵︰

香港居民︰ □ 是 □ 否 旅遊証件號碼︰

旅遊証件︰ □ 香港特區護照 □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

□ 中國護照 □ 其他，請注明

□ 中國臺灣通行證

本人報名參與以下活動：

 A 團 三天 2019/07/17–2019/07/19 (4500RMB/5200HKD）- 論壇+企業參觀

 B 團 五天 2019/07/17–2019/07/21 (6500RMB/7500HKD）- 論壇+企業參觀+旅遊

 如需安排單人房間，需加付費用(A 團：三天 1200；B團：五天 1800）

備註：

1.費用包括：入臺證費用、往返機票、住宿費、餐費、交通大巴費、資料費、旅遊費

2.三天 A團成員無法辦理團簽，只能辦理自由行簽證或者商務簽證；自理簽證可減少相關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