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文件项目                       核对 ( 3 )    备注

A 部份

   1 PASSPORT SIZE 照片2 張背面寫姓名

   2  團費 RM3,888.00 支票/銀行匯票 (寫申請日期當天，抬頭誌明

 GMT AGENCY SDN BHD) 或轉帳憑單背面寫上姓名

   3  2022馬來西亞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團員資料表一份

   4  家長/團員切結書

   5  報生紙影印本一份

   6  身份證影印本一份 

B部份

   7  完整注射疫苗証書 (MYSEJAHTERA 截圖）

   8 護照 (有效日期必須在 2023 年 7 月1 日以後) 影印本 2 份 

C部份

   9  3 個 A4 信封, 每個貼 RM2.00 郵票, 並清楚寫上自己姓名、地址,

 以免延誤寄發通知信

2022年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
申请资料检查表

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   年龄: _______  申请人电话：_________________  州属: _________________
(本会发出讯息以此号码为准)

按照此表顺序一併呈上申請 
放在第一張



1.   活动名称：2022年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

 1.1. 活动目的： 僑務委員會以「認識中華民國臺灣」為主軸，以「行動式生活教學」之方式，讓馬來西亞青年透過

   動態與靜態的參訪與學習，親身體驗中華傳統文化之精髓與傳承、臺灣多元文化之融合力與創造

   力，並對臺灣各地人、事、物、體驗與認同，達到傳揚臺灣多元文化、擴增青年國際交流及搭建兩

   國青年友誼橋樑

 1.2.  活动内容：以认识中华民国台湾，增进国内外青年交流为主题之参访观摩活动，为期 3 週。

2.  主办单位：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

3.  指导单位：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4.  筹组单位：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辅导委员会

5.  行程日期：2022 年 12 月 11 - 31日 (共 21 天) 

6.  行前说明：2022年 12 月 10 日 (所有團員必須參加，地點: IBIS HOTEL KL CITY CENTRE) 

7.  团费： RM3,888.00 (含吉隆坡/台北往返機票，旅遊保險、行前說明會膳宿、送往機場交通、團服、感言特輯、團員在

  台健康保健、防疫配套、在台行程由僑務委員會支應)

8.  註冊費: 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團員12 月自行帶到臺灣繳交予承辦單位)

9.  申请说明:

 9.1.  年齡15-25 歲(1997 至2007 出生者) 居住馬來西亞，身心健康、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隊生活之華裔青年男女 

 9.2.   為使參加機會均等普及，以未曾參加者優先錄取，同一家庭限一人申請(雙胞或多胞胎則不在此限）

 9.3.  團員必須全程參與，所有團員必須隨團赴臺灣及返回馬來西亞，不得在臺灣延期居留

 9.4.  活動期間若宿疾復發或突發病症，送醫所需醫療等費用,團員及其家長應自行負擔，與主/承辦/籌組單位無涉

 9.5.  申請附上支票一旦過帳，視同錄取，獲錄取者不可因故申請退團，遣下缺額由本會遴選填補，不得自行遞補,

  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或得酌情審議同意退團唯視情況扣除行政費用最高不超過馬幣五百令吉

10.  必备文件:

 10.1.  本會印制團員資料表一份

 10.2.  PASSPORT SIZE 近期照片 2 張

  10.2.1. 已注射完整疫苗的 MYSEJAHTERA 截圖

 10.3.  家長/團員切結書一份

 10.4.  3 個 A4 信封貼上RM2.00 郵票, 並清楚寫上自己姓名、地址

 10.5.  A. 報生紙影印本 1 份   B. 身份證影印本1 份  C. 護照影印本 2 份(效期必須在 2023 年 7 月 1 日以後)

 10.6.  團費RM3,888.00 支票/銀行匯票 (寫寄出表格當天日期，抬頭誌明 GMT AGENCY SDN BHD，未被錄取者，

  原票退還) 或匯款轉帳至 PUBLIC BANK-3199619818 並附上轉帳憑單，未被錄取者，原銀退還

 10.7.  资料填妥、文件准备好后请径寄:
            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辅导委员会 GMT AGENCY SDN BHD
   8A, JALAN CUNGAH, 42000 PORT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010 - 558 3158 
  E-mail：guanmotuan22@gmail.com

11.  報名截止日期: 2022 年 7 月23 日(逾期不受理)

12.  錄取名單預計於 7 月下旬發佈，被錄取者將接本會發出電話簡訊並正式信函通知

2022 年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
申请须知



1. 姓名: (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   女 □

2.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 报生纸号码: ___________ 年龄: ________

3. 护照号码: 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婚 / 已婚 (配偶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4. 电话: 家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 紧急联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身高: _______ cm  血型: _______  体重: ________ kg  衣服尺码: S / M / L / XL / XXL   餐别: 一般 □  素食 □

6. 学历: ______________ 职业: 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 / 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读年级 / 班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 ___________

7.  永久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

8. 父亲姓名: (中) 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母亲姓名: (中) 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曾否参加观摩团 / 客家营? __________ 年  曾经报名未被录取: ______________ 年

    家中有成员曾经参加观摩团 / 客家营?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年度: __________  关係: __________

11. 参加活动 / 团体经验: (请填写 2 项最具代表性之记录)

 活动 / 团体名称           参加年度                     担任职务                       地点         备注

12. 专长: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参加观摩团的期待 / 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是否愿意为观摩团服务? 愿意 □   不愿意 □     

15. 今年是否参与 STPM / SPM 考试？有 □   没有 □

我確認以上所填屬實，遇有不實，自動棄權；
並同意支票過帳後視同錄取, 將不申請退團退費。

支票 / 汇票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截止日期: 23.07.2022
银行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申请人均必须具家长签名，否则不予受理)

推荐人/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2年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
团员资料表

编号:

贴照片一张



2022年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
家长 / 团员切结书

本人 (家长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吾儿 / 吾女

团员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参加本年台湾观摩团，並将督促遵守所定规章；

2. 本人同意吾儿 / 吾女於自由活动日与亲戚朋友外出，唯必遵守相关规定

3. * 吾儿 / 吾女确曾患 __________________ 病历，如今已无大碍

 若於活动期间遇有状况，概由本人承担责任归属，与主办、承办及筹组单位无关。

 

 特具此书。

紧急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团员签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

* 遇有相关情事者请填写

敬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