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TECH INNOVATION VISIT IN SHANGHAI 

金融科技創新交流參訪團-上海 

 行程時間：2017 年 7 月 14 日(五) 至 7 月 17 日(一)，共 4 天，3 夜〪 

 團    費： 本會會員: NT$ 46,700 (二人一室報價) / 非會員: NT$ 49,035 (二人一室報價)            

           本會會員: NT$ 55,700 (一人一室報價) / 非會員: NT$ 58,485 (一人一室報價) 

實際票價及房價,須以訂位及訂房當天回覆確認為準,請留意. 

 團費內容：含長榮航空，台北/上海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一張(若需延回，要另訂機位開個人票，團體票不能更改

回程)、各地機場稅、燃油稅、展覽入場門票、導遊、司機小費、國外旅遊加值型 5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意外

醫療險、上海本地全程專車、早、午、晚餐全程包含。若需延回、提早回來、商務艙均需另外計價。 

 報名截止：預計招收團員 20 位，額滿為止 

 行程內容：本行程部分還在安排中，為行程豐富與流暢，本會將保留更新與變動行程之權利，並隨時公告異動〪 

 報名須知: 報名後，如承辦旅行社已安排機會開票，恕不辦理退費及更換參團人員。報名截止日為   

                         本活動名額限制 20 人，若報名人數不滿 10 人即取消活動。    

2017 年 6 月 30 日，費用繳款截止日為 2017 年 6 月 30 日，敬請盡速報名共襄盛舉，額滿截止。 

 請填妥以下報名表格以電郵或傳真方式回傳臺灣金融科技公司 方小姐收，報名後由臺灣金融科技公司洽收團

務費，若需要洽辦台胞證之團員，將請旅行社與團員聯繫辦理，謝謝。    

 承辦窗口: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業務: 方鈞儀小姐 mandy.fang@fusions360.com 

臺灣金融科技協會   秘書長: 劉仲祥先生 Shawn.liou@fusions360.com 

電話: 02-8789-6636/ 傳真: 02-8789-6616                                                       

太古國際旅行社  本案旅行社承辦窗口: 汪致君 手機：+886-988-858-826 

電話：+886-2-2536-0106 傳真：+886-2-2564-2065  E-Mail：Regiinawang@swiretrave.com.tw 

 

天數 日期 預定行程 備註 食宿 

 

第一天 

 

 

7/14 

(五) 

台北桃園機場 ->上海浦東機

場 

航班 BR712  

 10:10 起飛  12:05 抵達 

午餐、晚餐 

下午 參訪 國際金融科技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總部  上海浦東嘉里酒店 

第二天 7/15 

(六) 

活動時間: 08:30~18:00 

活動主旨:  

2017 年度朗迪金融科技峰會 

附件 1 早餐:飯店/中餐:大會 

晚餐: 待安排 

上海浦東嘉里酒店 

第三天 7/16 

(日) 

活動時間: 08:30~18:00 

活動主旨:  

2017 年度朗迪金融科技峰會 

*參訪團專屬交流會議 

Speakers to meet:  

Gregory Gibb, Chairman & CEO, Lufax  

Alex Tapscott, Author, Blockchain 

Revolution  

Ken Lin,CEO &FOUNDER, Credit Karma 

Sponsors to meet:  

Weidai.com  

早餐:飯店/中餐:大會 

晚餐: 待安排 

上海浦東嘉里酒店 

第四天 7/17 

(一) 

朗迪上海、杭州公司參訪  

(參訪其中 2 家) 上午&下午 

 

晚上班機返台 

Fosun 复星集團/ 51.Credit / Wacai 挖財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 微貸網(杭州) /  

眾安保險  

早餐:飯店 

午餐: 待安排 

晚餐: 飛機上 

 航班 BR721 

20:05 起飛  22:00 抵達 

mailto:mandy.fang@fusions360.com
mailto:Shawn.liou@fusions360.com


 

 

 

 

FINTECH INNOVATION VISIT IN SHANGHAI 

金融科技創新交流參訪團-上海 報名表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中文）          

（英文）  

公司聯絡電話  公司聯絡傳真  

公司簡介(300 字內) 

請提供公司 LOGO 

解析度 300dpi 

(中文) 
 

 

(英文) 
 

 

公司業務代表聯絡人

(英)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行程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分機  

手機  E-mail  

參加人 1 

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姓名  分機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 身分證字號  

護照國別 □台灣 □其他國家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期  護照有效期限  

飲食習慣 □一般食物  □全齋  □早齋 □不吃    肉 □加訂機上素食餐(□去程/□回程) 

住宿選擇 
□單人房 

□雙人房(與__________________同房 / □ 請代安排室友) 

護照說明 

□已有護照(效期需有 6 個月以上有效期限) 

□委託旅行社代辦(工作天數 5 天)，費用 NT$1,400〪 

□收據需開抬頭(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程特殊說明 
□加價升等商務艙(需補差額 NT$14,600) 

 

參加人 2 

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姓名  分機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年 身分證字號  

護照國別 □台灣 □其他國家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期  護照有效期限  

飲食習慣 □一般食物  □全齋  □早齋 □不吃    肉 □加訂機上素食餐(□去程/□回程) 

住宿選擇 
□單人房 

□雙人房(與__________________同房 / □ 請代安排室友) 

護照說明 

□已有護照(效期需有 6 個月以上有效期限)  

□委託旅行社代辦(工作天數 5 天)，費用 NT$1,400〪 

□收據需開抬頭(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程特殊說明 
□加價升等商務艙(需補差額 NT$14,600) 

 



 

 

FINTECH INNOVATION VISIT IN SHANGHAI 

金融科技創新交流參訪團-上海 

                                攤位報名 

活動說明: 朗迪金融科技峰會無疑將繼續提高水平，為廣大贊助商在新金融科技時代穩固市場 

     地位提供強有力支持。無數優選渠道等待您發掘利用。 

活動名稱: 全球創新金融科技峰會 

活動日期: 7/15~7/16 (六)(日) 08:30~ 6:00 pm 

活動地點: 嘉里大酒店 3F, 上海浦东 

活動內容：  

 在 TFA大廳的展廳內設有一組 5個展示位 (mini booths) 

 位置展示包括：標牌/橫幅/標誌，清楚表明廠商 Logo 

 公司 Logo和簡介會於 LDF的英文和中文網站中露出 

 朗迪 Fintech三張門票 (You can put materials out, some signage and ideally someone should be 

present at each booth so that they and speak to people who walk by who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總價格: 6300 USD/ 一個展示 (含稅) 

 

 

 

*需至少五間公司才可成團參展 

 

報名請洽: 臺灣金融科技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432 號 4 樓之一 

電話：02-8789-6636                               郵寄地址：mandy.fang@fusions360.com 

 

 

http://www.langdifintech.cn/china/2017/ven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