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台北國際扶輪年會

國內團體註冊流程說明

報告人：HOC秘書何姿瑩
Jennifer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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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 2021台北國際扶輪年會，將於2021年 6 月 12-16

日假南港展覽一、二館舉行，預計大約有
40,000 人參加。

• 經地主籌備委員會(HOC)多次溝通協調後，RI

特別提供台灣12個主辦地區，得透過團體註冊
表格的方式完成年會報名。

• 因此向各位說明如何完成RI團體報名的填表事
宜，在6月20-26日之前完成早鳥註冊 (美金315/

每位)，以達到 75% 社友的註冊人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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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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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程 & 註冊費一覽表

報名流程

填表內容

信用卡繳費單作業說明

注意事項 & 18歲以下子女同意表

確認版團體註冊名單 (每社一個註冊ID)

報告人：
HOC秘書 Jenn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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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時程 & 註冊費一覽表



報名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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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0-6/26

(美國芝加哥時間)

• RI 於6/20開始辦理

團體註冊作業

• 享早鳥優惠價期間

2020/6/27~

• 等候RI 回覆確認版

團體註冊名單

• RI提供每份團體報

名表(每社)一個註

冊ID

即日起至

2020/6/26

• 收集社友報名資料

• E-mail 提供團體註

冊表給RI

• 6/15之後傳真Fax 

信用卡繳費單給RI

★ 時逢端午連假，作業時間僅有6/22、6/23、6/24三日。

★ 建議及早準備，6/20之前可隨時提交資料 (報名資料及

信用卡繳費單)，讓RI預先檢核內容。



註冊費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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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費
2020年

6月 20-26日

(早鳥優惠註冊)

2020年
6月27日 –

12月 15日

2020年
12月16日–

2021年 3月 31日

2021年
4月 1日 –

6月16日

31歲或以上之社員、貴賓 US$315 US$365 US$440 US$515

30 歲或以下之社員、貴賓、
扶輪計畫前受獎人

US$100 US$120 US$170 US$220

5 至 18 歲之貴賓 US$10 US$10 US$20 US$40

5 歲以下貴賓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僅參加星期六友誼之家
HOF 入場券

US$50 US$50 US$50 US$100



註冊費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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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Category

2020/6/20-

2020/6/26
(early-bird 

registration)

2020/6/27-

2020/12/15

2020/12/16-

2021/3/31

2021/4/1-

2021/6/16

Club Member (31 or over),

Guest (31 or over)
US$315 US$365 US$440 US$515

Club Member (30 or under),

Guest (30 or under),

Rotary Program Alumnus

US$100 US$120 US$170 US$220

Guest 5-18 US$10 US$10 US$20 US$40 

Guest under 5 Free Free Free Free

Saturday HOF only US$50 US$50 US$50 US$100



年會前活動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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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報名費 說 明

國家間委員會：為和平打開機會
(Intercountry Committees: Opening 

Opportunities for Peace)

2021年
6 月 11 日

US$90
凡是熱心締造和平的社員
及參加者，都可參加。

扶輪青年服務團年會前會議
(Rotaract Preconvention)

2021年
6 月 11-12 日

US$125
關心扶青團的扶輪社員或
扶青團團員都可參加。

青少年交換職員年會前會議
(Youth Exchange Officers 

Preconvention)

2021年
6 月 11-12 日

US$125
投入青少年交換計畫的社
員都可參加。

青少年交換職員晚宴
(Youth Exchange Officers Banquet)

2021年
6 月 11 日

US$125

投入青少年交換計畫的社
員都可參加，但歡迎任何
註冊年會前活動及年會者
參加。



國際扶輪售票活動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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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報名費 說 明

社長表彰午餐會
(President's Recognition Luncheon)

2021年
6 月 14 日

US$65

現任RI職員、地區總監、社
長、RI委員會委員、寶眷為
對象。但歡迎任何註冊年會
者參加。必須註冊年會才能
參加。

社長當選人領導人午餐會
(President-elect's Leadership 

Luncheon)

2021年
6 月 15 日

US$65

以下屆的RI職員、地區總監、
社長、以及寶眷為對象。但
歡迎所有年會者測者。必須
註冊年會才能參加。

保管委員會主委慶祝午餐會
(The Trustee Chair's Celebration 

Luncheon)

2021年
6 月 16 日

US$65
歡迎所有年會註冊者參加。
必須註冊年會才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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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名流程



報名流程與說明 - 1

1.建議由各社執秘擔任各社的RI註冊負責人 (Group

Organizer)。

2.提供團體註冊表的執秘，RI視其為團體註冊的負責
人 (Group Organizer)。

3.負責人收集社友及寶眷(來賓)的報名資料，並按照團
體註冊報名表(excel表單)填寫內容。 (一社一份表單)

4.最遲於美國芝加哥時間6月26日23點59分(台灣時間6

月27日中午12點59分)，分別以e-mail提供團體報名

表Excel檔及傳真信用卡繳費單給RI，以享有早鳥優

惠，否則將以實際日期所對應的註冊價格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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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流程與說明 - 2

5.請將填寫好的團體報名表以e-mail方式給RI ：
Jessica Castellanos (jessica.castellanos@rotary.org)。

6.E-mail後6/15之後將信用卡繳費單以傳真方式給
RI：
Fax: +1 847-556-2194 

收件人： Jessica Castellanos

7.因涉及資通訊安全風險，RI不接收任何以e-mail

方式提供的信用卡資訊，也請勿在email信件中
提供任何完整的信用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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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流程與說明 - 3

8. 如提早完成作業，敬請於6月20日前按上述說明提交報名資
料給RI職員Jessica Castellanos，以利預先檢核內容。

9. RI 將於6月20日開始處理團體註冊表。

10. 提交報名資料之後，如有任何的新增或取消報名，請務必
統一由負責人(執秘) email通知 RI 職員Jessica Castellanos 。

11. 完成報名手續後，負責人(執秘)將會收到RI提供的確認版
團體註冊名單，包含一個註冊ID (以社為單位)。

12. 每位社友不會個別收到自己的確認信，而是由負責人收到
整份確認版的團體註冊名單。

13. 台灣12地區內的扶青團也適用此團體註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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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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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註冊總表

*您是主要註冊者

還是貴賓？*

*所屬扶輪社名稱 (限扶輪社

員)或城市(非社員貴賓)*

*社員 ID

(扶輪社友必填)*

*註冊者類型

(若僅出席部分年會活

動：如限參加星期六的

活動，請選類別「 8」)*

出生年份

(選擇 30 歲或以下類

別者必填)

*姓* *名*
名牌(暱稱)

名字

職業分類

(限扶輪社友)
*國名* 地區 義工糾察

特殊需求：指明 特殊需求：備註 特殊需求：餐飲限制 特殊需求：備註
*註冊者是否希望使用

電子版節目小冊？*
*緊急連絡人姓名*

*緊急連絡人電子信

件地址*

*緊急連絡人

電話號碼 (包含國碼和區

碼)*

國家間委員會：

為和平打開機會

6 月 11 日

(US$90 / 每人)

扶輪青年服務團年會前會議

6 月 11 日-12 日

(US$125 / 每人)

青少年交換職員年會前會議

6 月 11 日-12 日

(US$125 / 每人)

青少年交換職員晚宴

6 月 11 日

(US$125 / 每人)

入場劵 合計
信用卡繳費金額

Payment Amount

社長表彰午餐會

6 月 14 日

(US$65 / 每人)

社長當選人領導人午餐會

6 月 15 日

(US$65 / 每人)

保管委員會主委慶祝午餐會

6 月 16 日

(US$65 / 每人)

週六友誼之家入場證

6 月 12 日

(US$50 / 每人)

*費用總額(美元)*

請利用自動加總功能

，分別填寫信用卡的

繳費金額

備用信箱：寄送「確認通知」副本的電子信件地址

(建議填寫社友本人的email信箱)

CARD GROUP

(填寫繳費信用卡後四碼)

★ 請注意：每份註冊(每個註冊 ID)須有一名主要註冊者。如果您希望分別註冊，則每份個別註冊需要有一名主要註冊者。

★ 若為多位共同註冊，則須一名主要註冊者，而其餘人士皆須註冊為貴賓。

★ 請將每位個別註冊者的下面留下一行空白。請參考「樣本」標籤的填寫範例。

★ * 為必填欄位。

(請填寫欲使用的信用卡卡號後四碼。

切勿提供完整的信用卡號)

註冊

年會前活動

國際扶輪售票活動



填表說明 - 1

1. RI 提供中英文版本的團體註冊報名表(excel檔案)。

2. Excel 檔案中包含四個工作表，分別為：

1) 2021年年會註冊說明

2) 註冊表單 (請將資料填寫於此頁)

3) 樣本

4) 子女同意表

3. 報名資料內容都請以英文字母 (abc…)填寫。
(表單內的下拉選單除外)

4. 填寫資料時，請於每批主要註冊者提供的報名資料
之間間隔一行空白列，以利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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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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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資料內容都請以英文字母(abc…)填寫
(表單內的下拉選單除外)。

• 請於每位社友提供的資料之間間隔一行空白
列，以利辨識。

↓ 4 個工作表



填表說明 - 2

• 欄位說明： ( * 為必填欄位)

1. 您是主要註冊者還是貴賓？

請選擇主要註冊者或貴賓

2. 所屬扶輪社名稱 (限扶輪社員) 或城市 (非社員貴賓)

3. 社員 ID（扶輪社友必填）

4. 註冊者類型：請使用下拉選單填寫，類型請參考次頁列表

5. 出生年份：選擇 30 歲以下類別者須填寫

6. 報名者姓名 (請以RI登記的姓名為主)

7. 名牌名字 (Nickname暱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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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註冊者類型 –中文 英文

1. 社員 (31歲或以上) Club Member (31 or over)

2. 社員 (30歲或以下) Club Member (30 or under)

3. 扶輪計畫前受獎人 Rotary Program Alumnus

4. 貴賓 (31歲或以上) Guest (31 or over)

5. 貴賓 (30歲或以下) Guest (30 or under)

6. 貴賓 (5歲-18歲) Guest (5-18)

7. 貴賓 (不滿 5 歲) Guest (under 5)

8.
僅參加部分年會活動
(限參加年會前活動或星期六的
友誼之家入場證)

Not attending full convention

註冊者類型：代號 & 中英對照

★ 年齡以參加年會當年度(2021年)計算，且僅以年份為單位，不以

完整的出生年月日計算。 ★ 未滿18歲者另需繳交子女同意表。



填表說明 - 3

• 欄位說明 (續)：

8. 職業分類 (限扶輪社友)

請填寫社友的職業分類，請勿填寫扶輪職位的抬頭

9. 國家

10. 扶輪社所屬地區

11. 義工糾察(SAA)：請填寫Yes或No，以表擔任糾察的意願。

12. 特殊需求：

請使用下拉選單填寫，選項包含：

□沒有□輪椅□代步車□點字資料□助聽器

□其他(請於次欄備註說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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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 4
• 欄位說明 (續)：

13. 特殊需求 –飲食限制：

請使用下拉選單填寫，選項包含：

□沒有 □飲食敏感 (請具體說明) □素食 □糖尿病

□不吃紅肉 □不吃豬肉 □不吃甲殼類 □不吃海鮮

□其他(請於次欄備註說明)

14. 註冊者是否希望使用電子版節目小冊？

請填寫Yes 或 No

15. 緊急聯絡人姓名、e-mail、電話號碼(含國碼和區碼)

16. 備用電子信箱：後續寄送「確認通知」副本的電子信件
地址 (建議填寫社友本人的email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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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 5
• 欄位說明 (續)：

17. 報名年會前活動：

請於要參加的活動欄位註記” X ”，費用會自動加總。
年會前活動及收費列表，請參考本簡報第 6 頁。

18. 報名國際扶輪售票活動：

請於要參加的活動欄位註記” X ”，費用會自動加總。
國際扶輪售票活動及收費列表，請參考本簡報第 7 頁。

19. 週六友誼之家的入場券 (6月12日)：

僅限於6月12日(星期六)當日參觀友誼之家，且沒有註冊其
他年會活動的報名者。收費標準為：為2021年3月31日之前
每人US$50元，其後則為US$100元。如已註冊年會全程活動
的註冊者無須另外購買此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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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 6

• 合計欄位的總額會依照填寫的報名資料，自動帶入
加總金額，請勿刪除已設定的公式，也請勿自行加
總。

• CARD GROUP：請於此欄位填寫繳費信用卡號的
後四碼，以便RI對照收費款項紀錄。

• 信用卡繳費單請勿以email方式提供，務必以傳真方
式傳給RI。

• 請勿於表單內提供完整的信用卡號及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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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用卡繳費單作業說明



信用卡繳費單–作業說明

• 填寫RI提供之團體報名信用卡繳費
單Group Registration Credit Card 

Payment Form (如右圖所示)。

• 填寫社名/地區、團報負責人(執秘)

姓名、執秘e-mail、信用卡類別、
付款金額、卡號、到期年月、持卡
人姓名及信用卡背面末 3 碼(CVV)

。並於最下方簽名及日期。

• 6/15之後以傳真方式給RI：
Fax: +1 847-556-2194 

收件人: Jessica Castellanos

• 因涉及資通訊安全風險，RI不接收
任何以e-mail方式提供的信用卡資
訊，也請勿在email信件中提供任何
完整的信用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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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繳費單–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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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名/地區

團體報名負責人 (執秘) 姓名
團體報名負責人 (執秘) e-mail

信用卡類別
付款金額 (US$美金)

卡號 到期月/年

持卡人姓名 (英文填寫)

信用卡背面末 3 碼(CVV)

簽 名 日 期



付款金額 (US$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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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利用Excel的自動加總功能，在表單最後的欄位加總信用卡的繳費金額。

(如下方截圖所示)



信用卡繳費單–注意事項

• 為避免刷卡銀行因海外大量刷卡等安全理由而拒

絕過卡，請持卡人務必事先通知銀行，以免RI 刷

卡時無法順利過卡，而因時差問題造成未完成註

冊的情況發生。

• 請各社執秘傳真繳費單之後，主動email通知RI (

提供 OO社及O-O-O-O 後四碼)，以利核對。

• RI 收到刷卡單之後，也將e-mail 通知各社執秘，

回覆執秘 RI 已收到 OO社及O-O-O-O 後四碼的繳

費單，以確保雙方資訊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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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意事項& 18歲以下子女同意表



注意事項

• 所有透過此團體註冊表格報名的人，報名者及貴賓
均視為同意以下條款與注意事項：

 取消及變更

 安全注意事項

 個人資訊的分享

 攝影/影音紀錄發佈及注意事項

• 各項的詳細敘述，請參見表格 excel檔案中的第 1個
工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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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及變更

• 若取消註冊，各註冊者(每位)支付50美元的處理費用。

• 如欲取消註冊或扶輪售票活動，必須以書面於2021年4月30日前寄
達扶輪。

• 除非因簽證遭拒而取消註冊，對過了截止期限後方才取消的註冊
者，請恕無法退款。若因簽證遭拒而須取消，必須以書面於 2021

年6月16日前寄達扶輪。

• 在 4 月30日後，因不可抗力而必須取消註冊，將逐件考量退款申
請。然而，任何核准的退款申請皆須支付50美元的處理費用。

• 請登入 convention.rotary.org 的您的帳戶取消註冊或活動。您也可
以將申請寄至 ri.registration@rotary.org。

• 如果年會取消，國際扶輪將退回註冊和票券費用，但概不負責扶
輪社友及其貴賓的交通或其他相關費用。不可轉讓註冊和入場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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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 基於安全的考量，所有註冊者必須出示有照片的身分證件(駕

駛執照或護照)，才能領取名牌。

• 國際扶輪保留在年會隨時檢查照片證件的權利。不符證件的

名牌會被沒收，且不獲退款；我們也將請違規者離場。

• 國際扶輪保留檢查所有皮包及提袋的權利。註冊者可以拒絕

檢查，但國際扶輪保留拒絕註冊者入場的權利。

• 名牌的近距離無線通訊 (NFC) 標籤，包括您所購的扶輪售票

活動編碼。在友誼之家，若您同意展示者掃描您的名牌，表

示您同意他們存取您的姓名和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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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訊的分享

• 您的隱私權對扶輪極為重要，因此您與我們分享的個人資訊

，僅限用於扶輪的官方業務。

• 也就是說，我們會將您的個人資訊用於方便您參與年會及加

強年會體驗的用途 (例如：扶輪得以分享您的個人資訊來印

製名牌)。

• 您在註冊年會時提供的個人資訊可能與扶輪服務提供者共享

(如：附屬單位)，以協助扶輪規劃年會相關活動。

• 您可能會收到說明有關年會和附加服務的電子信件。

您可隨時連絡 ri.registration@rotary.org，拒絕使用您的電子信

件地址。(請參考 rotary.org/priv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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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影音紀錄發佈及注意事項

• 出席、參加或參訪國際扶輪年會、年會前活動和扶輪售票活
動，以及地主籌備委員會和其他附屬活動，即為您同意以任
何方式記錄您和您的未成年子女。

• 記錄方式包括：照片、音訊、訪談和影像紀錄 (統稱為「影
音紀錄」)。

• 您免費授權扶輪，基於推廣、行銷和教育目的，在全球擁有
不可撤銷的權利使用、複製、展示、修改、傳播、出版以及
授權這些影音紀錄，以及您和未成年子女的影像、言論、姓
名和音檔。

• 國際扶輪或扶輪基金會無須對此負擔任何費用或責任。
扶輪將在其網站、出版品上，透過串流和社群媒體使用這些
影音紀錄，並出於歷史和研究用途保留所述影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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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以下子女同意表
• 報名貴賓若未滿18歲，需填寫並提交「18歲以下子女同意表」。

• 請參見表格excel檔案中的第4個工作表，完成後以PDF或JPG掃描

檔另外提供給RI專員Jessica Castella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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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為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註冊：

家長/法定監護人之聯絡資訊：
姓

名

電子信件地址（必填：此為主要聯絡方

電話號碼（包括國碼和區碼）

家長/法定監護人之電子簽名：
簽名

日期

您和子女的隱私權對扶輪極為重要，因此您與我們分享的個人資訊，僅會用於扶輪的官方業務。
也就是說，我們將您的子女的個人資訊用於方便他們參與年會及加強年會體驗的用途（例如：扶
輪得以分享他們的個人資訊來印製名牌）。註冊年會時提供的個人資訊可能會與扶輪服務提供者
分享（例：附屬單位），以協助扶輪規劃年會相關活動。此表格中個人資訊之收集受
rotary.org/privacy 中的「扶輪的隱私政策」規範。

為了讓您的子女可以註冊並出席 2021 年扶輪國際年會，我們需要您同意扶輪將他們的個人資料
儲存在我們的客戶和註冊資料庫中，來印製他們的名牌，而該資料會於年會結束後保存 30 天。

提交此表格，我確證已詳閱並同意以上注意事項，以及上述因年會目的，對表格中關於本人子女
資料之使用。

請
以
英
文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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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確認版團體註冊名單
(每社一個註冊ID)



確認版團體註冊名單

• RI 將於2020年6月20日開始辦理團體註冊報名。

• 完成報名程序後， RI 將提供負責人 (執秘) 一份

確認版的團體註冊名單。

• 註冊 ID 以團體為單位，一份團體註冊名單僅有

一個RI的註冊ID，請妥善保存。

• 每位社友不會個別收到自己的確認信，而是由負

責人收到整份確認版的團體註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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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註冊人數

• 請各社執秘完成註冊後，回報各社註

冊人數給所屬地區辦公室，以利統計

台灣註冊人數。

• 請各地區執秘協助統計各社報名人數

，並提供HOC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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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繫：

• HOC秘書 Jennifer ：0921-651-329

E-mail：jennifer@willypco.com.tw

• HOC PRID Jackson主委秘書 Joyce：02-2776-6622

E-mail： jacksonslhsieh@gmail.com

mailto:jennifer@willypco.com.tw
mailto:jacksonslhsieh@gmail.com


感 謝

各位扶輪先進、地區執秘、

各社執秘的支持及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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