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邀參加敬邀參加敬邀參加敬邀參加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2012201220122012 年世界科技大會年世界科技大會年世界科技大會年世界科技大會(WCIT)(WCIT)(WCIT)(WCIT)參訪團參訪團參訪團參訪團」」」」    

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orld Congres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CIT）

係由代表全球 82 個國家資訊通訊產業同業組織所組成之「世界資訊通訊與服務

業聯盟」(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rvice Alliance )所主辦，每二

年舉辦一次。歷年來均邀請重量級之業界人士及備受敬重之前瞻思想領袖，分享

其對未來資訊科技發展之觀點及願景。 

第 18 屆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 2012）將於本(101)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假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行，主題為「ONE Vision for a Global Digital Society」。

討論議題將涵蓋雲端運算、醫療保健、能源與環境、運輸與智慧城市、政府與公

共服務、教育與數位技能、媒體藝術與文化等領域。預計將邀請 100 餘位全球頂

尖資訊科技人士擔任主講人，並將有來自 80 餘國，3,000 餘位產業代表齊聚ㄧ

堂，共同討論當前資訊及通訊科技產業之熱門議題，以及資通訊對全世界之整體

影響。 

WCIT 2012WCIT 2012WCIT 2012WCIT 2012 台灣參訪團將以雲端運算為主題台灣參訪團將以雲端運算為主題台灣參訪團將以雲端運算為主題台灣參訪團將以雲端運算為主題，，，，中華民中華民中華民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國資訊軟體協會國資訊軟體協會國資訊軟體協會與台與台與台與台

灣雲端運算產業灣雲端運算產業灣雲端運算產業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共同組團協會共同組團協會共同組團協會共同組團至加拿大蒙特婁至加拿大蒙特婁至加拿大蒙特婁至加拿大蒙特婁、、、、多倫多參訪多倫多參訪多倫多參訪多倫多參訪，邀集國內產、官、

研共同參加，於 WCIT2012 大會期間集結國內業者能量打造「台灣雲端主題館」。

並規劃參訪團順道至多倫多進行企業參訪、台加雲端運算圓桌論壇、台加雲端產



 

 

 

業座談會等活動，瞭解加拿大雲端運算產業服務及技術發展現況，增進台加產業

合作交流，促成我國產業外銷商機。有關參訪團行程及報名表詳見附件，歡迎有

興趣參與之會員廠商踴躍報名。 

� 組  團 時 間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至至至至 29292929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 參  訪 地 點  ：加拿大蒙特婁加拿大蒙特婁加拿大蒙特婁加拿大蒙特婁、、、、多倫多多倫多多倫多多倫多 

� 報名截止日  ：2012 年 9月 21 日(五) 

� 報名聯絡人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趙小姐 

  電話：02-2553-3988 分機 387 

  E-mail：vanessa@mail.cisanet.org.tw 

� 資   料  下  載：如附件 

  

 

 

 

 

 

 



 

 

 

【附件一】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暨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共同籌組 

2012 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參訪團 暫定行程(V3) 
10 月 20~29 日 

加拿大 蒙特婁、多倫多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10/20 (六)  18:40 自台北搭長榮航空 BR36 前往多倫多轉機，轉機航班 23:45 加
拿大航空 AC434 

住宿蒙特婁 

10/21 (日)  00:55 抵達蒙特婁   住宿蒙特婁   

10/22 (一)  WCIT 2012   
Day 1: 

- Opening Ceremony  
- Panel : Building a Digital Society 
- Panel : IT Ministers’Forum  
- Panel : Commerce & Creativity in the Cloud 
- 台灣雲端主題館開幕式 

台灣團歡迎晚宴; 
晚宴; 住宿蒙特婁   

10/23 (二)  WCIT 2012   
Day 2: 

-Panel : Closing the Global Skills Gap 
-Panel : Planetary Intelligence & the Smart City 
-Panel : Collaborative Healthcare 
-台灣雲端成果發表會 

WCIT 2012 正式晚宴 
(Gala Dinner) ; 
住宿蒙特婁 

10/24 (三)  WCIT 2012   
Day 3: 

-Panel : Digital Innovation in Canada 
-Unveiling the Digital Society Action Plan 
-Closing Ceremony  
-台灣/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商機洽談會(TBC) 

19:00 自蒙特婁搭乘
加拿大航空 AC425 前
往多倫多，20:15 抵達; 
住宿多倫多 

10/25 (四)  台加雲端運算圓桌論壇- 
多倫多大學 

企業參訪 晚宴; 住宿多倫多 

10/26 (五)  台加雲端產業座談會- 
加拿大科技金三角中心 

企業參訪 台交業者交流晚宴 
住宿多倫多 

10/27 (六) 參訪行程   

10/28 (日)  01:30 自多倫多搭乘長榮航空 BR 35 前往多倫多轉機 
10/29 (一)上午 05:05 抵達台北  

*主辦單位得保留行程修改之權利，WICT 2012 詳細每日議程請參考大會網站：

http://www.wcit2012.org/en/program-a-schedule/conference-program 
 

� 團費說明 

項目 預估費用 說明 

WCIT 2012

報名費 

30,000 WCIT 2012 報名費原價每人$1,450 加幣(未稅)，含稅約新台幣 50,000 元，本

會為主辦單位 WITSA 會員，透過本會可享優惠報名價每人新台幣 30,000 元。 

住宿 46,000 蒙特婁 4 晚；多倫多 3 晚。以單人房計算。 

機票 66,000 台北─多倫多─蒙特婁─多倫多─台北(經濟艙) 

團費 8,000 遊覽車、餐費、保險 

合計： 150,000  

 *凡於加拿大消費需繳付約 15%消費稅(聯邦稅 GST 稅率為 5%；魁北克省稅(TVQ)稅率為 9.5%)。 

 



 

 

 

� 建議住宿飯店 

蒙特

婁 

Hyatt Regency 

Montreal 

4 星，距離會場步行約 5 分鐘。單人房每晚新台幣 7,750 元；雙人房

每晚新台幣 8,500 元。 

多倫

多 

Sheraton Parkway 4 星，單人房/雙人房每晚新台幣 4,850 元 

 *以上房價為標準房，含稅及早餐；因房間有限，若房間數量不足，將協助預訂同等規格飯店/房型。



 

 

 

【附件二】 

 

2012 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參訪團 報名表 
單位名稱 中文  統一編號  

英文  

地址 中文  

英文  

電話  傳真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e-mail  分機  

參團人員 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姓名  

職稱(中)  職稱(英)  

e-Mail  分機  

飲食習慣 素食  不吃牛肉 手機  

WCIT2012 報名、

機票及飯店預訂 

 委託中華軟協統一辦理 (機票艙等：____________) 

 自行辦理 

*若為自行辦理，建議搭乘與本參訪團相同之班機，以便安排接送機 

擬參加行程(詳暫定行程表，歡迎全程參加) 

 全程參與(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9 日) 

 部分參與：與本團於____月____日在____________會合；另於____月____日離開本團 

代訂房 蒙特婁 多倫多 

日期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單人房        

雙人房        

同房姓名        

申請人或公司簽章：                                   填表日期： 

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 101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止。 

報名方式及訂金 1. 請詳填報名表後，連同護照影本(訂房、保險用途) email 至

vanessa@mail.cisanet.org.tw 或傳真至本會 02-25531319 

2. 報名後請先預付訂金新台幣 50,000 元，餘款請於 10 月 12 日前繳清。 

 

 

 

 

備註 � 取消細則： 

1) 所有更改或取消報名、訂位，請以書面通知辦理，恕不接受口頭或電話等方式。 

匯款銀行：玉山銀行中山分行(銀行代號 808) 

銀行帳號：0417-968-026668 

匯款戶名：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匯款後請將匯款收據傳真至(02)2553-1319 趙小姐收) 



 

 

 

2) 報名表簽回後 7 日內欲取消，本會將全額退回訂金；9 月 21 日前取消，本會將

收取訂金 50% 作為手續費；9 月 21 日後取消，恕不退還訂金。 

3) 若本會已與團員作最後確認，且機票、住宿皆已預訂，但團員因故臨時若取消或

變更訂位時，在此情況下，本會得按航空公司、飯店之規定收取手續費或罰款。 

� 報名聯絡人：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趙小姐   (02)2553-3988 分機 387 ; 

vanessa@mail.cisane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