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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日程表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三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時間／ 2017 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
地點／土耳其 安塔利亞 CALISTA 度假村

5/25
（四）

5/26
（五）

時間

活動行程

地點

16:00-19:00

高爾夫球賽參賽者報到

19:00-20:30

住酒店人員

09:00-16:00

歐洲台商盃高爾夫球賽

Sueno Golf Club

參賽者 9:00 飯店大廳集合

14:00-18:00

與會員人員報到

Medusa 會議室
（秘書處）

全體與會人員

16:00-17:30

預備會議

Candor 會議廳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9:00-19:30

僑委會歡迎雞尾酒會

另行公布

全體人員

19:30-21:00

僑委會歡迎晚宴

主餐廳 Bellum

全體人員

Medusa 會議室（秘書處）

Candor 會議廳

10:15-10:30 咖啡、茶點休息時間

Fuaye

Candor 會議廳

全體人員

12:00-14:00 經濟部午宴

主餐廳 Bellum

全體人員

14:00-15:00

第二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

Candor 會議廳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5:00-16:00

會員代表大會。總會長、監
事長及副監事長改選

Candor 會議廳

全體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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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aye

16:15-17:00

閉幕典禮暨新舊任總會長、
監事長交接

Candor 會議廳

全體人員

17:00-18:00

第二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

Candor 會議廳

全體新任理監事以上人員

Candor 會議廳

全體人員

19:00-21:00 外交部惜別晚宴

5/29
（一）

全體人員

專題演講
‧土耳其招商局―土耳其投
資介紹
10:30-12:00
‧伊堡台貿中心―功能介紹
‧東元黃茂雄會長―國際新
情勢下的台商機會

16:00-16:15 咖啡、茶點休息時間

5/28
（日）

高爾夫球參賽者

主餐廳 Bellum

09:00-10:15 開幕典禮

5/27
（六）

備註

08:30-16:30

安塔利亞一日遊

大會招待

出席一日遊者

16:30-19:00

享受度假村設施

CALISTA LUXURY RESORT

出席一日遊者

19:00-21:00

晚餐

主餐廳 Bellum

出席一日遊者

賦歸或
自費旅遊

A 團：土耳其精華深度遊七天六夜
B 團：土耳其南部浪漫古跡遊五天四夜
C 團：伊斯坦堡遊一天二夜

第 23 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高爾夫球賽規則
2017/5/26 土耳其，安塔利亞
規則訂定：黎萬棠（西班牙）
一、比賽獎品部分
1.「總桿」冠軍、亞軍。
2.「凈桿」冠軍、亞軍、季軍。
3.「近洞獎」及「遠距獎」各一個。
4. Birdy 獎。
注意事項：
1. 每位參加選手大會皆有準備參加獎。
2. 第三項若同時為一個人獲得則只能選擇一個獎，也就是說每人最多只能獲得兩個獎，但 Birdy 獎不在此限。
3. 由於此次女選手參加的不多，所以我們參加的選手僅分一組，但第一及第二項的獎項中最少有一個獎是給女
選手的保障名額。
4. 獎杯及獎品由主辦單位提供。
5. 獎杯及獎品在歡迎晚宴上頒發。
二、比賽方式
1. 總桿獎取二名：總桿以桿數最少的為冠軍，次少者為亞軍。
2. 凈桿獎取三名，其比賽方式采新新貝利亞方式進行計分。最高分者為冠軍，次高者亞軍，再其次為季軍。
3. 由於此次比賽只有兩位女選手參加，故比賽不分男女組，只有一組，那就委屈女選手了。
4. 新新貝利亞計分法。抽洞方式以賽後公開方式進行。
其計分方式如下：
1. 從 18 洞中抽去 6 洞成績不計桿數（18 洞總桿－差點 = 淨桿）。
2. 差點 =（其餘 12 洞桿數總和 ×1.5 － 18 洞標準桿數）×0.8。
3. 為防弊端，合計 12 洞桿數總和時採 3.4.5 制；PAR3 洞超過 5 桿，此洞以 6 桿計算，PAR4 洞成績超過 7 桿，
此洞以 8 桿計算，PAR5 洞成績超過 9 桿，此洞以 10 桿計算。
4. 以此淨桿成績高低排列名次。
對照表（以 18 洞標準桿 72 桿為例）
12 洞總和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差點
0
1.2
2.4
3.6
4.8
6
7.2
8.4
9.6

12 洞總和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差點
10.8
12
13.2
14.4
15.6
16.8
18
19.2
20.4

12 洞總和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差點
21.6
22.8
24
25.2
26.4
27.6
28.8
30
31.2

12 洞總和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差點
32.4
33.6
34.8
36
37.2
38.4
39.6
40.8
42

比賽規則：
1. 計算後之差點如果超出 30 以上者，皆以 30 計算。
2. 淨桿相同者，以差點較少者名次在前。
3. 如差點也相同，則從 18 洞往前逐洞比，以單洞桿數較少者贏。
4. 總桿冠、亞軍不計算淨桿成績。
注意事項：
1. 報名參賽球友請於開球前 30 分鐘完成報到手續。
2. 比賽依國際規則及比賽球場之單行規則執行。
3. 比賽之編組以每人所報之差點編之，參賽人員請勿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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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三屆會員代表大會暨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報名人員名單
第二十三屆理監事人員：
總會長：張昭倫
名譽總會長：沈為霈（英國）、鄭東平（德國）、許瑞麟（荷蘭）、劉文堂（德國）、蔡國泰（法
國）、高慶雄 ( 荷蘭，假 )、黎萬棠（西班牙）、蕭培森（比利時）、周仲蘭
（瑞士）、黃行德（法國）、黃貴乾（英國）、陳秫娟（法國）、李耀熊（西
班牙）、林玉麟（英國）、張語揚（德國）、張志康（比利時）、李永慶（法
國）、董淑貞（英國，假）、吳輝舟（奧地利）
監事長：梁秋生（英國）
副監事長：薛世蓉（瑞典）
秘書長：王玉珍（土耳其）
財務長：吳佳璇（土耳其，假）
副總會長：郭珮涵（法國）、劉金枝（西班牙）、戴培聰（瑞典）、劉淑慧（德國）、曾仲殷（荷
蘭）、劉欣怡（挪威）、王玉珍（土耳其）、劉美姬（盧森堡）、張步仁（希臘）、
張碧玉（俄羅斯，假）
諮詢委員：林奇雋（法國，假）、曾金華（法國）、黎輝（法國）、丘世璿（法國）、李玉
英（瑞典，假）、楊必誠（俄羅斯）、楊景德（波蘭）、陳燕發（蘇格蘭）、林
姵妏（德國，假）、儲中流（英國）、李志俊（西班牙，假）、阮紹棣 ( 波蘭 )、
林葳（英國，假）、柯秀麗（西班牙，假）、張志光（荷蘭，假）、陸錦林（西
班牙，假）、曹行之（奧地利，假）
顧問：謝美婷（法國）、鄭蓓斐（法國，假）、賴志剛（荷蘭）、張慧玲（德國）、張春娟（奧
地利）、廖天儀（西班牙，假）、莊玉靜 ( 瑞典，假 )、陳乃琛 ( 蘇格蘭，假 )
理事：吳秀麗（瑞典）、簡偉華（法國）、劉晊廷（西班牙）、林啟安（英國，假）

會員及眷屬：
英國：廖再思、李端容
荷蘭：王儷靜、賴林淑琪
德國：魏菊貞、蘇郁榮、Moritz Reimers
瑞士：Rudolf Lortscher
瑞典：梁錦蘭
約旦：黃麗玲、吳俊鞍
西班牙：張以利、李輝全、馬康淑、曾尺
俄羅斯：林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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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Nicole Putteman
盧森堡：Gina Lost
土耳其：謝宗憲、黃秋滿、陳春風、涂麗秋、簡宏達、彭子晏、安米塔、陳孟淳、陳璟宜、
林惠君

第七屆青商會出席人員：
歐總青商會會長：陳詩瀅
眷屬：Robin Lindeberg

出席貴賓：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 僑務委員長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汪樹華 僑商處處長
中華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鄭泰祥 大使
世總名譽總會長：吳松柏（南非）
世總名譽總會長：連元章（巴拉圭）
世總名譽總會長：溫玉霞國策顧問（南非）
世總名譽總會長：黃正勝國策顧問（澳洲）
世總總會長：林見松（澳洲）
世總諮詢委員：許明芳（紐西蘭）、林貴香（美國）、溫嵐珠（南非）、施至隆（新加坡）
中華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樊雋白經濟組組長、張智棠秘書
伊斯坦堡台灣貿易中心：陳淑華主任
台灣土耳其商業協會：黃茂雄、邱純枝、連昭志、卓士昭、游敏建、劉安炳、張美瑗、張金明、
吳明雪（夫人）、魏寶生、趙秋芬（夫人）

各國代表及家屬：
美國：林鋕銘、王維、林猛雄、李安邦
澳洲：呂素滿
南非：田麗、陳哲輝
巴拉圭：陳淑芬、張淑雲、許銀瓊、連梓喬、連紋慧
貝里斯：邢唐雯霞
紐西蘭：楊秋鶴
台灣：陳宗文（世總榮譽顧問）、謝玲玉（世總主任）、周怜婉、陳昭松、曾淑媛
世界青商會：邱臣遠、杜盈儀、杜盈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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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題 詞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總統

蔡英文

副總統

陳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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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erce in Europe
23rd Annual Conference 2017

行政院院長

林全

立法院院長

蘇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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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題 詞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立法院副院長
世界台商之友會會長

蔡其昌

外交部部長

李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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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erce in Europe
23rd Annual Conference 2017

經濟部部長

李世光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吳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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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題 詞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外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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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駐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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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3 屆歐 總工 作團隊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總會長的話

總會長

張昭倫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三屆 總會長 張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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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承認這一年過得真快，去年五

各國菁英美女男士們上台熱舞，平時商

月在奧地利接下總會長職務，上台致感

場運籌帷握，到了商會嗨翻全場，讓人

謝詞時自己放空說不出話，不知如何作

驚艷。十月底參訪堪稱歐總模範的瑞典

好總會長的工作，頓時徬徨的原故，經

台商會，感謝戴培聰會長和李玉英副會

過一年的淬煉，我想我達到使命，讓歐

長熱心安排，看到瑞典台商會運作活絡，

總順利走完第 23 個年頭，當然，仍有許

會務蒸蒸日上，同時參加歐洲青商會年

多應該做得更好的地方，感謝歐總先進

度活動，來自各地優秀青年在遊輪上辦

們對我不吝賜教！歐總大家庭有著敦厚

講習活動，見證新一代未來無限的景況。

寬容的優良傳統，人才濟濟專業數養高，

吳名譽總會長輝舟任內與世台基金會

碰到瓶頸時總有人伸出雙手，逢刃而解，

STUF（多數董事來自世總成員）簽立備

商會前輩先進們的無私奉獻與熱忱服務

忘錄，擔任敘利亞難民孩童冬衣救援活動

精神，讓歐總家人們向心力強，非常榮

的發放任務，當時有幸參與土耳其和希臘

幸為大家服務一年。

二地發放活動，世台基金會本著國際事務

去年九月底世總年會前在台北舉辦

參與精神，進行第二次敘利亞難民孩童冬

「歐總小家聚」餐會活動，讓難得聚首的

衣救援活動，歐總簽立第二年度備忘錄，

歐總家人們同堂聯歡，熱鬧非凡，世總年

發放地區是土耳其、希臘和約旦，三萬件

會晚會表演，歐總團隊打破傳統，總會

由美國台商在中國工廠縫製的防風防水夾

克越洋而來，我們是經營生意的台商，

慮與詢問意見，決定 23 屆年刊採用電子

對救難發放不專門，然而熱心公益善心不

書方式編輯，讓更多歐總家人們隨時可以

落人後的歐總家人們積極參與，讓不可能

閱讀，增加歐總年會大會特刊閱讀率。

任務順利完成，再度見證歐總團結力量！

多年來歐總先進們有著「到土耳其

聯合國 NGO 官員對世台基金會發放敘利

開年會」的想法，接下總會長任務後對年

亞難民孩童的方式很驚嘆，透過歐總商會

會舉辦特別用心，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

組織進行，而不是專業發放團體去執行。

自古以來土耳其位居多事之地，加上國內

感謝梁秋生監事長、薛世蓉副監事長和王

外多種變化，安全變成大家最在意的重

儷靜會員出馬參與活動，連續二年負責希

點，歐總團隊尋找年會地點隨著土耳其政

臘發放的張步仁會長，辛苦您了，土耳其

情不斷改變，經過十多家飯店商談試住，

發放在距離敘利亞邊境 15 公里難民營城

最後選在 2015 年 G20 舉辦地點安塔利亞

市 kilis，在砲彈攻擊威脅下舉辦，感謝土

Antalya，地中海岸邊的美麗城市充滿歷

耳其商業協會會長王玉珍連續二年熱心參

史古蹟，Calista 度假村是 G20 時美國總

與，同時也是歐總秘書長的她不怕危險，

統歐巴馬下塌旅館，度假村地形與維安管

盡責完成各項任務，最大的驚喜是約旦商

理最佳，走路七分鐘可到達高爾夫球場，

會成立，負責約旦發放的黃麗玲博士同時

會議設備與餐飲娛樂是安塔利亞 Belek 區

經營事業，最艱困的約旦發放透過她順利

前五大排名，讓遠道而來的歐總家人們不

完成，居住約旦多年對當地台商熟悉，有

虛此行，歐總團隊盡心準備活動，要讓大

幸成立約旦台商會，她完成申請手續以觀

家享受到土耳其式的熱情與活力！

察員身分出席 23 屆歐總年會，可望理監

感謝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遠道前

會通過提案讓約旦台商會加入歐總。慈善

來打氣加油，來自世界各地三十多位先進

活動是商會回饋社會的最佳方法，歐總連

好友前來光臨指教，中華民國台灣土耳其

續二年參與敘利亞孩童冬衣救援活動發

經貿協會理事長／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先

放，與有榮焉，當我們雙手遞出冬衣給孩

生率團參加歐總年會，感謝駐土耳其代表

子們，見到孩子眼中閃耀光芒，就是最好

處和經濟組的大力協助，讓年會籌備順利

的回饋。

進行，最重要的是歐總各位理監事和會員

每年歐總年會大會特刊是大家最期待

們熱情報名與贊助，年會將以林見松總會

的，甚至有些先進保有收集年刊的習慣，

長口號「向下扎根、向上提升」為主題，

秘書處編輯時發現許多困難點，經過小調

期待歐總經過 23 個年頭後，發揮團結合

查得知，目前世總六大洲當中有三個洲總

作互助優良傳統，進一步提升商會層次，

會使用電子書多年，要看年刊可隨時上雲

在此敬祝年會順利圓滿，闔家安康，事業

端閱讀，大家早已習慣沒有紙本年刊，的

蒸蒸日上，財源滾滾！

確是趨勢也是商務人的特性，經過多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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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3 屆歐 總工 作團隊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監事長的話

監事長

梁秋生
感謝大家的支持，讓秋生有機會在歐總為大家服務。一年來我盡可能參與歐總及
世總的各項活動，從中了解會務運作並確認其公平、公正、公開、合情、合理、合法。
數項工作如下：
一、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代管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公積金帳戶，按理監事會提案
通過領取共計六千歐元。含土耳其首次擔任洲總會長之會員國得使用公積金最高
五千歐元。每次接任歐總青商會得動用公積金壹千歐元。
二、確認籌備本會第 23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訂於 2017 年 5 月 26、27、28 日召
開。會議地點：土耳其安塔利亞 CALISTA LUXURY RESORT 舉行。
三、2017/02/04 張總會長、王理事儷靜及本人，在首都安曼見證約旦台商會的成立，
並選出會長黃麗玲博士。
四、見 證歐洲總會秘書處二月份配合世台基金會敘利亞難民兒童冬衣救濟活動，展
開約旦、土耳其、希臘三地的發放工作，在昭倫總會長組織的夢幻團隊下，協
調各地實際的發放，約旦是由 NRC 執行，伊斯坦堡由紅星月會執行，雅典則由
ELPIDA 來執行。

14

秘書長的話

秘書長

王玉珍
光陰似箭，一年的時間就快到了！感謝在這期間所有先進與各國好朋友的相互支
持！友誼是支撐歐總最強大的力量！讓身為後輩的我，可以在學習中進行會務，方可
順利完成任務！
心中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謝謝您們的支持！
今年有幸假土耳其 ANYTALYA CALISTA 度假村舉辦「歐總第二十三屆第二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在現有的資源下，我們會盡到最大的力量來完成這使命！加油！
Figh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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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總會組織圖、工作委員、選務委員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三屆總會組織圖
會員代表大會

監事會
總會長

監事長

張昭倫

梁秋生

名譽總會長

王玉珍
吳佳璇

秘書長
副總會長
財務長

張步仁

盧至謙

希臘台灣商會

蘇格蘭台灣商會

張碧玉

高偉淙
袁

俄羅斯台灣商會

賴天福

英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瑞士台灣商會

許婉容

義大利台灣商會

平

旅捷台灣商會

劉欣怡

劉倖佑

挪威台灣商會

匈牙利台灣商會

劉芸秋

劉美姬

德南台灣商會

彭冠均

盧森堡台灣商會

德西台灣商會

曾冠誌

簡文達

德中台灣商會

陳清峰

葡萄牙台灣商會

林子揚
游享哲
王玉珍

德東台灣商會

王英鳳

范素珍

德北台灣商會

摩納哥台灣商會

波蘭台灣商會
奧地利台灣商會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

劉金枝

戴培聰

西班牙台灣商會

瑞典台灣商會

曾仲殷

郭榮助

荷蘭台灣商會

郭珮涵
劉淑慧

比利時台灣商會

法國台灣商會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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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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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工作委員會
危機處理委員會委員

許瑞麟

( 荷蘭 )

議事規則小組委員

陳秫娟

( 法國 )

婦女聯誼委員會委員

劉美姬

( 盧森堡 )

紀律委員會委員

李玉英

( 瑞典 )

青年商業委員會委員

蕭梅杏

( 法國 )

網路資訊委員會委員

張志光

( 荷蘭 )

商機促進委員會委員

張碧玉

( 俄羅斯 )

活動聯誼委員會委員

戴培聰

( 瑞典 )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周仲蘭

( 瑞士 )

第 23 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鄭東平

( 德國 )

選務委員

沈為霈

( 英國 )

選務委員

吳輝舟

( 奧地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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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者名 單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贊助者名單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中華民國外交部

10,000 歐元

中華民國經濟部

12 萬台幣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5,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林見松（澳洲）

3,000 美金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

楊景德（波蘭）

1,000 美金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連元章（巴拉圭）

1,000 美金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溫玉霞 ( 南非 )

1,000 美金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黃正勝（澳洲）

1,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李耀熊（西班牙）

1,2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

林貴香（美國）

2,000 美金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

施至隆（新加坡）

2,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

溫嵐珠（南非）

1,000 美金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張志康（比利時）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李永慶（法國）

1,0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董淑貞（英國）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吳輝舟（奧地利）

500 歐元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張昭倫（土耳其）

5,0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王玉珍（土耳其）

1,500 歐元
禮品 100 件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監事長

薛世蓉（瑞典）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郭珮涵（法國）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戴培聰（瑞典）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張碧玉（俄羅斯）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劉淑慧（德國）

200 美金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

林奇雋（法國）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

黎輝（法國）

500 美金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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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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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歐總理監事會人員名單及世總理監事職稱
第二十三屆歐總理監事會人員名單及世總理監事職稱

若被
24 屆續聘

世總職稱

世總職稱

23 屆
歐總職稱

姓名

所屬商會

22 屆
歐總職稱

21 屆
歐總職稱

24 屆
歐總職稱

22 屆
世總職稱

23 屆
世總職稱

1

名譽總會長

沈為霈

英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名譽監事長

2

名譽總會長

鄭東平

德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3

名譽總會長

許瑞麟

荷蘭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4

名譽總會長

劉文堂

德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5

名譽總會長

蔡國泰

法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6

名譽總會長

蔡吉春

英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7

名譽總會長

高慶雄

荷蘭

名譽總會長
(缺)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8

名譽總會長

黎萬棠

西班牙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理事

理事

9

名譽總會長

蕭培森

比利時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0

名譽總會長

周仲蘭

瑞士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1

名譽總會長

黃行德

法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名譽監事長

12

名譽總會長

黃貴乾

英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3

名譽總會長

楊梅芳

德國

名譽總會長
( 請假 )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4

名譽總會長

陳秫娟

法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5

名譽總會長

李耀熊

西班牙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16

名譽總會長

林玉麟

蘇格蘭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7

名譽總會長

張語揚

德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8

名譽總會長

張志康

比利時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9

名譽總會長

李永慶

法國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20

名譽總會長

董淑貞

英國

名譽總會長

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

21

名譽總會長

吳輝舟

奧地利

總會長

諮詢委員

名譽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22

總會長

張昭倫

土耳其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名譽總會長

顧問

副總會長

23

監事長

梁秋生

英國

副監事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監事

副監事長

24

副監事長

薛世蓉

瑞典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理事

監事

25

秘書長

王玉珍

土耳其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顧問

顧問

26

副總會長

郭珮涵

法國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顧問

顧問

27

副總會長

劉欣怡

挪威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顧問

顧問

28

副總會長

劉金枝

西班牙

副總會長

副監事長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29

副總會長

戴培聰

瑞典

新改選

副總會長

理事

理事

顧問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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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總 幹部 及理 監事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二十三屆歐總理監事會人員名單及世總理監事職稱

世總職稱

世總職稱

24 屆
歐總職稱

22 屆
世總職稱

23 屆
世總職稱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23 屆
歐總職稱

姓名

所屬商會

22 屆
歐總職稱

30

副總會長

劉淑慧

德國

新改選

31

副總會長

游享哲

奧地利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32

副總會長

黃榮光

荷蘭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33

副總會長

張碧玉

俄羅斯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34

副總會長

林子揚

波蘭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理事

35

副總會長

范素珍

摩納哥

副總會長

新任

副總會長

理事

36

副總會長

劉美姬

盧森堡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總會長

37

副總會長

高偉淙

英國

新改選

副總會長

38

副總會長

郭榮助

比利時

副總會長 ( 缺 )

副總會長

39

副總會長

張步仁

希臘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40

副總會長

劉倖佑

匈牙利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41

副總會長

許婉容

捷克

副總會長

理事

副總會長

42

副總會長

賴天福

義大利

副總會長 ( 缺 )

新任

副總會長

43

副總會長

簡文達

葡萄牙

副總會長 ( 缺 ) 副總會長 ( 缺 )

副總會長

44

副總會長

袁

平

瑞士

副總會長 ( 缺 ) 副總會長 ( 缺 )

副總會長

45

副總會長
(24 屆提報 )

曾仲殷

荷蘭

46

諮詢委員

林奇雋

法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諮詢委員

47

諮詢委員

曾金華

法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48

諮詢委員

黎

輝

法國

諮詢委員

監事長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49

諮詢委員

丘世璿

法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0

諮詢委員

吳秀琪

義大利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1

諮詢委員

李玉英

瑞典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2

諮詢委員

楊必誠

俄羅斯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3

諮詢委員

楊景德

波蘭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監事長

54

諮詢委員

駱瑤玲

瑞典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5

諮詢委員

陳燕發

蘇格蘭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6

諮詢委員

阮紹棣

波蘭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7

諮詢委員

林姵妏

德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8

諮詢委員

陸錦林

西班牙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59

諮詢委員

張中峙

比利時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20

21 屆
歐總職稱

若被
24 屆續聘

理事

副總會長

理事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erce in Europe
23rd Annual Conference 2017

第二十三屆歐總理監事會人員名單及世總理監事職稱
23 屆
歐總職稱

姓名
葳

若被
24 屆續聘

世總職稱

世總職稱

所屬商會

22 屆
歐總職稱

21 屆
歐總職稱

24 屆
歐總職稱

22 屆
世總職稱

23 屆
世總職稱

英國

諮詢委員

秘書長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60

諮詢委員

林

61

諮詢委員

李志俊

西班牙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62

諮詢委員

傅佩芬

德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63

諮詢委員

郭

琛

德國

監事長

諮詢委員

副監事長

理事

64

諮詢委員

蕭梅杏

法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65

諮詢委員

柯秀麗

西班牙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66

諮詢委員

張志光

荷蘭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67

諮詢委員

李俊德

英國

諮詢委員

財務長

諮詢委員

68

諮詢委員

儲中流

英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69

諮詢委員

邱立端

德國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70

諮詢委員

曹行之

奧地利

財務長

71 諮詢委員（缺）

黃尚義

德國

諮詢委員（缺）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72

顧問

廖天儀

西班牙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諮詢委員

73

顧問

謝美婷

法國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74

顧問

鄭蓓斐

法國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75

顧問

陳乃琛

蘇格蘭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76

顧問

李瑞蓮

西班牙

理事

理事

顧問

顧問

顧問

77

顧問

李貽章

比利時

顧問

顧問

顧問

理事

理事

78

顧問

賴志剛

荷蘭

顧問

顧問

顧問

理事

理事

79

顧問

張慧玲

德國

理事

理事

顧問

理事

理事

80

顧問

張春娟

奧地利

顧問

顧問

顧問

81

顧問（缺）

劉致媛

盧森堡

顧問 ( 缺 )

顧問

顧問

82

顧問

莊玉靜

瑞典

理事

理事

顧問

83

理事（提報 24
屆顧問）

吳秀麗

瑞典

顧問

理事

顧問

84

理事

簡偉華

法國

理事

85

理事（提報 24
屆副總會長）

劉晊廷

西班牙

副總會長

86

理事

曾曉蓉

比利時

理事

87

理事

林啟安

英國

理事

88

理事

林世昌

奧地利

理事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21

歐總 幹部 及理 監事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二十三屆歐總理監事會人員名單及世總理監事職稱
22 屆
歐總職稱

21 屆
歐總職稱

若被
24 屆續聘

世總職稱

世總職稱

24 屆
歐總職稱

22 屆
世總職稱

23 屆
世總職稱

23 屆
歐總職稱

姓名

所屬商會

89

會員 ( 提報
24 屆理事 )

李輝全

西班牙

理事

90

會員 ( 提報
24 屆理事 )

黃翠娟

奧地利

理事

91

會員 ( 提報
24 屆副總會長 )

戎亞屏

奧地利

副總會長

92

會員 ( 提報
24 屆副總會長 )

蘇郁榮

德國

副總會長

93

會員 ( 提報
24 屆副總會長 )

沈谷良

匈牙利

副總會長

94

會員 ( 提報
24 屆理事 )

叢日春

希臘

理事

95

會員 ( 提報
24 屆理事 )

王儷靜

荷蘭

理事

96

會員 ( 提報
24 屆理事 )

梁錦蘭

瑞典

理事

97

會員 ( 世總理事 )
第 24 屆理事

廖再思

英國

理事

98 會員 ( 世總顧問 )

伍政哲

99 會員 ( 世總顧問 )

理事

理事

理事

俄羅斯

顧問

不參加

李綺娟

蘇格蘭

顧問

顧問

100 會員 ( 世總顧問 )

周碧薇

瑞典

顧問

顧問

101 會員 ( 世總顧問 )

林奇聰

德中

顧問

顧問

102 會員 ( 世總顧問 )

莊振澤

義大利

顧問

顧問

會員
( 世總資深顧問 )

楊美華

德國

顧問

資深顧問

104 會員 ( 世總顧問 )

楊建修

荷蘭

105 會員 ( 世總理事 )

李英松

西班牙

理事

106 會員 ( 世總理事 )

李蕙芬

德東

理事

107

陶德華

德國

理事

103

22

會員

顧問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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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交接

張總會長致詞

發表政見

新、舊任總會長印信交接，由李總會長與吳僑務委員長新興監交

新、舊任監事長印信交接，由邢監事長與吳僑務委員長新興監交

第 23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

歐洲總會全員大合照

23

歐總 活動 剪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第 42 屆年會―義大利羅馬

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第 42 屆年會―義大利羅馬

貴州訪問團

吳名譽總會長輝舟率團參訪貴州

歐總在貴州

24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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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總台北小家聚

貴賓致詞

澳洲貴賓助陣

亞洲貴賓助陣

張總會長歡迎貴賓

大快朵頤

歐總菁英合影

25

歐總 活動 剪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歐總青年才俊

歐總帥男美女

林諮詢委員贊助紅酒

歐總全家福

世總台北年會

26

歐總秘書處報到

世總第 23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新聘任理事

餐會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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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美女團

熱舞上場前準備

歐總熱情表演

圓山飯店餐聚

秘書長王玉珍責任重大

歐總大合照

27

歐總 活動 剪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瑞典台商會拜訪

瑞典台商會副會長李玉英前來接機

瑞典台商會歡迎餐會

28

瑞典台商會戴會長父餐廳掌廚 5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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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青年度活動參加

歐青堅強陣容

歐青會議

歐青年度活動

歐青座談活動

瑞典遊輪海鮮大餐

29

歐總 活動 剪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世台基金會敘利亞難民孩童冬衣發放
土耳其

土耳其紅星月會與流行公會協助發放

土耳其當地協助單位共同舉辦發放大典

發放大典記者招待會

感謝當地政府官員協助

30

土耳其發放團對

土耳其當地媒體刊登報導

發放地點在土耳其南部近敘利
亞邊境的 Kilis

幫孩子們穿上世台基金會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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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

希臘冬衣發放

希臘冬衣發放

張步仁會長參與發放

敘利亞難民孩童領取冬衣

歐總協助希臘 STUF 發放

薛世蓉副監事長參與發放

約旦

Zarqa 難民營所在地

31

歐總 活動 剪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世台基金會敘利亞難民孩童冬衣發放
約旦

32

冬衣備好開始發放

拜紡約旦難民署署長

拜訪協助發放 NRC 機購經理

發出世台基金會冬衣給難民孩童的媽媽

發放工作人員合照

進入約旦安曼 Zarqa 難民營

感謝黃麗玲博士協助約旦發放

歐總、世台基金會接受媒體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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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台商會成立

約旦商會

成立大會

會員大會

祝賀商會成立

協助歐總擔任 STUF 冬衣發放

33

歐總 活動 剪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世總墨爾本年會

墨爾本年會大會開幕

墨爾本年會僑委會晚宴

墨爾本年會歡樂照

34

歐總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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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台灣商會
活動照片

法國台灣商會會長 郭珮涵

法國台灣商會─第 21 屆會員大會

法國台灣商會─第 21 屆會員大會

迎新送舊餐會

母親節酒會

巴黎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

35

會員 國活 動剪 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歡迎世總李總會長蒞臨

跨年餐會聯誼活動

2017 聯歡晚會

36

跨年餐會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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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與動態介紹
英國台灣商會於 2016 年 9 月舉行第九屆年會與會長／
理監事改選，此次選舉充分展現了台灣商會一直倡導與期
盼的「傳承」精神，順利交棒至年輕一輩掌舵。由高偉淙
（David Kao）先生新任英國台灣商會會長，新任理監事團
隊則由來自資訊、旅遊、貿易、法律、金融等各界多元菁英
組成（圖 1）。
注入年輕血液的英國台灣商會藉由活動拉近與當地華
人與學生的距離，聖誕餐會邀請大師級的英國專業級品酒
英國台灣商會會長 高偉淙
師舉行現場品酒會，同時嘉賓分享如金融科技 （FinTech）
在英國與台灣的契機與未來發展，讓參與者不只是增廣見聞，吸收新知，也可說是個歡樂氣氛
滿堂，成功的交誼餐會。最後在假人挑戰（mannequin challenge）大家玩得不亦樂乎的氣氛下，
圓滿落幕（圖 2）。
2017 年春節，英國台商會也接下台灣旅英僑學各界「金雞雀喜慶新春節」團拜園遊會，
當天活動現場除了有備具台灣特色的小吃攤，遊戲攤位加入之外，還舉辦了代表我們華人國粹
的麻將及棋牌比賽，更有古箏演奏、舞獅表演，現場氣氛熱鬧滾滾，年味十足（圖 3、4）。
英國台灣商會第一季度餐會除了邀請了投資專家向大家分析 Brexit 後投資房地產機會等最
新商業資訊外，還特別針對旅英的學生及打工度假人士邀請職業培訓顧問分享英國就業市場解
析等話題，會後的討論交流更是熱烈，可見活動內容深得人心（圖 5）。
每年夏日時光由英國台灣商會與旅英各界聯合舉辦的年度盛會「台灣旅英各界聯合園遊運
動會暨球類錦標賽」在 Regent’s Park 公園百花齊放中舉行！活動內容除了往年的聖火傳遞（圖
6）、田徑、拔河與趣味競賽之外（圖 7），還增加如羽毛球、乒乓球、高爾夫球、花式撞球、
籃球……等項目，以及豐盛美味的台灣小吃攤，並提供豐富獎品。藉此活動向世界宣示中華民
國世代薪火相傳，以運動會友之台灣全球化精神，增進臺灣旅英各界人士互動、提倡運動健身、
聯誼各臺僑家庭，以及親子之間之互動，同時推廣臺灣美食與文化。
四月底英國台灣商會協同駐英國帶臺北代表處盛大舉辦台灣魏德聖導演在英國的電影巡演
與座談會（圖 8），同時也計劃安排國際企業參訪以及與英國西班牙商會等組織的各項交流活
動，相信接下來的一年，在高偉淙會長的帶領下，英國台灣商會將會格外豐富精彩。

會長的話
原本的人生規畫是：在繁忙的工作中，2016 年就會卸下已經擔任八年的商會「長」字輩
的職務，未來的二年，只要專心擔任「志工」就好了……。然而，在 2016/09/16 這個特別的
中秋餐會暨台商會年會上，與新任林大使永樂見面會，我被推舉為新任的英國台商會會長。除
了感謝各位前輩先進與會員的支持，內心也深深感受到，未來商會所付予給我的責任，將會更
加重大。
回憶從 8 年前參加商會以來，歷經溫文慈祥的李勳墉名譽會長、創新與活力十足的梁秋生
名譽會長、不遺餘力堆動改革的董淑貞名譽會長，及歷屆名譽會長的指導與傳承，與過去幾年
來並肩合作的理監事團隊，謝謝您們的提攜和一起努力的付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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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僑社的事務不僅是服務僑胞的平臺，更是理念實踐的渠道，藉由各項活動的籌辦，凝
聚僑心與團隊的感情，是我任內最大的收穫。希望帶領著英國台灣商會在地化、本土化、進而
國際化。深耕瞭解當地文化與民風，建立重要人脈網絡。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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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九屆年會與會長／理監事改選

圖 2 聖誕餐會

圖 3 「金雞雀喜慶新春節」團拜園遊會

圖 4 「金雞雀喜慶新春節」表演現場

圖 5 英國台灣商會第一季度餐會

圖 6 「台灣旅英各界聯合園遊運動會暨球類錦標賽」聖火傳遞

圖 7 「台灣旅英各界聯合園遊運動會暨球類錦標賽」趣味競賽

圖 8 魏德聖導演電影巡演與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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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與動態介紹
瑞典台灣商會在 2016 年 4 月 23 日舉辦年度會員大
會並改選會長及理事會成員，選舉後由戴培聰先生接任會
長，副會長李玉英女士，西南部保障副會長一名由莊玉靜
女士擔任，此提案決議不但強化聯繫散居瑞典地廣人稀各
地的台灣僑胞，也讓商會更能實地協助代表台灣前來瑞典
的鄉親，使商會觸角更加廣泛。

瑞典台灣商會會長 戴培聰

2016 年 5 月底在奧地利舉行的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第二十二屆年度大會中，本商會除了戴會長、李副會長
和莊副會長全員赴會會員共有 9 位報名參加，陣容僅次於
奧地利當地商會，充分展現瑞典商會會員團結熱絡會務的
精神。

9 月初商會並協助接洽瑞典大道劇團飛抵台灣，進行全台北中南三大城市共六場兒童劇演
出，瑞典劇團團員共 5 人深獲台灣家庭熱烈喜愛，也對台灣美食及人民文化的高水準留下深刻
印象。9 月中在瑞典馬爾摩市舉辦的 2016 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台灣代表隊今年由景美台
師大聯合隊組成參加這項兩年一度的世界賽事。除了駐瑞典代表團廖大使東周先生與黃參事南
下到場加油之外，南區莊副會長玉靜女士亦偕同會員與當地僑胞，準備了水果乾糧等至馬爾摩
賽事現場為台灣代表隊加油。景美台師大女選手們果然不負眾望，完封地主國瑞典隊，首度勇
奪 540 公斤組冠軍。9 月底戴會長亦帶領多名會員共襄盛舉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的世界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年度大會，並在僑委會晚宴中與國策顧問溫玉霞女士同台演唱，獲全場嘉賓熱烈
掌聲。
10 月份歐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張昭倫女士偕同夫婿飛抵斯德哥爾摩，出席參加歐洲
青商總會年度大會，本商會亦藉此齊聚熱烈歡迎張總會長，會員們更感恩張總會長帶來的溫情
並支持在土耳其發放冬衣救濟難民兒童，當天下午捐款募集 1600 歐元，共襄盛舉世台基金會
「送愛給難民」活動。
11 月份台灣三立電視台到瑞典採訪錄製老人照護與無紙鈔新創產業相關議題，商會除了
協助聯繫適當受訪對象，戴會長並支援交通等安排，讓台灣記者不但對本會感謝有加之外，對
瑞典僑胞更深感熱情溫馨。今年 4 月商會並協辦「瑞典求職午餐座談會」，深獲在瑞典留學過
或就學中的年輕朋友們喜愛，會後都深感受益良多。

會長的話
進入 2017 年，本會會員人數持續增加，尤其是西南部因為保障副會長名額一名，讓商會
在瑞典各大城市更加活躍，僑胞聯繫更加密切，相信瑞典台灣商會將邁向穩當發展之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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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2016-05-28 瑞典臺灣商會參加奧地利歐總年會團隊

2016-10-22 駐瑞典廖大使東周先生、經濟組周組長永清先生、歐總會長張昭倫女士、歐青名譽會長王儷靜小姐、
瑞典台商會戴會長培聰先生，以及瑞典台商會、瑞典青商會以及歐洲各國青商會員合影留念

2016-10-22 為期三天的歐洲台商聯合總會青商會年會，包括一天一夜的遊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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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1 駐瑞典廖大使東周先生、黃參事、瑞典台商會莊副會長玉靜女士偕商會會員，在馬爾摩市為參加兩年一度世界盃室外
拔河錦標賽的台灣景美台師大代表隊，一齊歡呼加油

2017-04-09 台商會與 Vi Taiwan 協會合辦「瑞典求職午餐座談會」

瑞典台灣商會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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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與動態介紹
荷蘭台灣商會於 2016 年 7 月 8 日召開第二十三屆理
監事會議及新任理監事改選。會議期間，順利選出新任理
監事並推選新任理事曾仲殷擔任第二十三屆商會理事長
（會長），新任監事楊明擔任監事長（圖 1）。荷蘭台灣
商會秉持一貫的服務精神，凝聚台商向心力，持續深耕荷
蘭並放眼國際。
回顧 2016 年上半年，金猴年春節前夕 2 月 2 日商會
與婦聯會邀請旅荷台灣青年音樂家於阿姆斯特丹藝術學院
荷蘭台灣商會會長  曾仲殷
音樂廳共同舉辦歲末年終音樂會（圖 2），曲風多元，包
含巴洛克樂派、浪漫樂派、後浪漫樂派、新古典樂派、拉丁、探戈、電影配樂、臺灣民謠及當
代音樂，演出精采絕倫；同月下旬 2 月 20 日，商會與荷蘭台灣鄉親會於荷蘭古城 Zeist 市聯
合舉辦春節聯歡會，同時歡迎由僑務委員會信世昌副委員長率領九天民俗技藝團蒞臨表演（圖
3），駐荷蘭代表處周台竹大使、烏特列支市政府代表 Albert Hutschemaekers 先生與嘉賓及
四百多位來自荷蘭。
各地的僑胞親友歡慶春節，也體驗難得一見的陣頭文化，令春節期間無法返台探親的僑胞
也能感受年節氣氛。緊接著於新春聯歡會次日，由荷蘭台灣商會與德法兩國台灣商會共同邀請
創意思考管理大師陳龍安教授蒞臨歐洲三國巡迴演講，於荷蘭大城鹿特丹舉辦人生講座，談創
意思考與管理——腦筋轉個彎，人生更美滿（圖 4）。共有台商暨眷屬與留學生等八十餘人參
加，會場座無虛席，共度了時而感動、時而歡笑、充實的一天。時序來到 4 月，商會繼 2015
年底的新修訂稅法講座後，於 20 日再次與 HIL 法律事務所合作，舉辦新修訂之勞工法令講座，
主題著重於荷蘭移民法對企業聘雇歐盟以外居民可適用的簽證類別。
2016 年下半年，商會活動由荷蘭社會住宅之發展未來之探討展開，此次的講座得到荷蘭
享譽國際之建築師事務所 Mecanoo 的支持，於 7 月 29 日假其位於荷蘭歷史悠久古城台夫特
總部舉行（圖 5）。除 Mecanoo 代表，我們亦邀請到由台灣「第五屆世界公民島旅行家」所
組成的「好窩好窩」團隊參加，座談目的是希望借助荷蘭經驗給新政府施政提供借鏡。同年適
逢荷蘭寶島高爾夫球隊輪值主辦歐洲台商盃高爾夫球賽，商會除共同贊助此次大賽之外，更藉
此難得的場合於活動前夕 8 月 12 日為出席的歐洲各地台商舉辦經貿講座，我們特地邀請到經
濟組沈參事及荷蘭 Deloitte 資深會計師 Christina 主講英國脫歐之前因後果與潛在影響（圖 6），
近百位歐洲各地台商參加本次座談。9 月 8 日，荷蘭僑界歡迎新任委員長吳新興蒞臨荷蘭並舉
辦僑務工作會談（圖 7），吳委員長除宣導新政府僑務政策，也希望聽取荷蘭僑界建言，會談
圓滿成功。
本年度大事之一莫過於朱宗慶打擊樂團慶祝成立三十週年的歐洲四國巡迴表演，於 9 月
30 日造訪荷蘭（圖 8）。商會與鄉親會共同號召超過兩百位台商及鄉親一同共襄盛舉，參與此
次盛會，同時，也獲得代表處周台竹大使的大力支持，演出獲得滿堂彩，並獲當地主流媒體報
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國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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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於本年度也嘗試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秋季舉行的歌劇及古典音樂入門賞析座談會
便是一次極為成功的活動，此次座談在極負盛名的荷蘭國家芭蕾舞歌劇院舉行，但礙於場地限
制，只開放六十個名額，結果一天秒殺。這次座談我們很榮幸邀請到荷蘭國家芭蕾歌劇院合唱
團總監也是台灣之光——吳淨蓮女士主講，其詳盡及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古典音樂與歌劇，讓
大家陶醉及融入於古典音樂與歌劇浪漫的世界裡，席間引發熱烈迴響（圖 9）。
一直以來深獲商界人士好評的經貿講座系列，於同年 10 月 28 日商會再次與荷蘭勤業眾
信（Deloitte NL）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本次講座聚焦如何因應荷蘭移轉訂價制度及英國脫歐
投資評估，透過專業人士的分析及探討，令與會成員獲益良多（圖 10）。時序進入深秋，除
了經貿座談之外，品味生活的聯歡活動更不能少，商會於 11 月 27 日在位於 Uithoorn 的知名
Maison Vinocerf 酒窖舉辦葡萄酒品酒會，駐荷代表周台竹大使暨夫人與近六十位會員暨眷屬
在品酒師的專業帶領之下，細細品味各國紅酒、共度愜意的午後時光（圖 11）。
歲末之際，商會把握機會與世赫律師事務所（Heffels Spiegeler Advocaten）合作，於 12
月 2 日假其海牙總部舉辦稅務及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保護法講座（圖 12）。多位專業律師
輪番講解，透過深入淺出的法律介紹、實務應用及會後交流，讓與會者更深入了解荷及歐盟相
關法規。
揮別 2016，商會於 1 月 15 日與西荷蘭投資局共同籌劃了第二屆台灣家庭日，讓新的
一年有個溫馨圓滿的開始。此次於歷史悠久超過三百年的台夫特皇家御用製陶廠舉行的活
動，吸引超過百位會員攜家帶眷參與，並邀請到台夫特市長范畢斯特維爾特女士（Marja van
Bijsterveldt）、西荷蘭投資局局長范哈倫女士（Ilja van Haaren）、Innovation Quarter 主席范
佛登先生（Chris van Voorden），及台夫特皇家藍瓷廠主席史考登先生（Henk Schouten）等
嘉賓出席開幕儀式，儘管天氣冷冽，賓客仍不減瞭解荷蘭藍瓷製作流程與歷史演進的熱情，也
使成員間及台荷雙方情誼升溫（圖 13）。
大年初二，1 月 29 日，商會舉辦年度盛會新春聯歡團拜午宴。駐荷各界代表、台商及眷
屬於海牙月滿樓餐廳歡度金雞年，席間觥籌交錯、洋溢濃厚年節氣氛，商會更特別準備耳熟能
詳的台灣民歌迎賓。中華民國駐荷蘭代表處邱隆藤副代表特此頒發榮譽職僑務顧問聘書予荷蘭
台商會曾仲殷會長，感謝會長熱心公益，並期許會長持續為僑社付出與貢獻（圖 14）。
隨著春暖花開之際，台商會與荷蘭知名律師事務 Buren 所於 3 月 24 日假其海牙總部共同
舉辦國際合同法座談，由 Philip der Burg、Steven van der Waal、David Korzec 及 Mar c van
der Velden 四位律師主講者，深入簡出地剖析台商於國際貿易環境簽訂商業合約時需注意之事
項（圖 15）。
本年度另一場重要活動是商會與婦聯會共同合作於 5 月 14 日舉辦《超越文化衝突的健康
人生》講座，讓母親節活動兼具知性及感性。這次我們難得不談經貿，法令規章，也不談歐洲
大選，更不談英國脫歐影響，我們將暢談與我們息息相關的身邊大小事——醫療、健康、文
化，是個適合全家參與的身心靈講座，加上座談前的專業導覽——參觀台夫特藍陶廠暨博物館
（www.royaldelftgroup.com），相信將帶給大家充實的一天及非常受用的內容。商會另計畫於
6 月 3 至 5 日年舉辦第二十三屆荷蘭台灣商會自強活動——波爾多知性之旅，也計劃於 6 月中
旬舉辦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導覽與座談，期待成員們能踴躍參與，促進旅荷台商彼此情誼與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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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回顧 2016 年至 2017 年初，荷蘭台灣商會共計舉辦超過十場以上經貿座談及聯誼性質活
動，獲得大家全力支持及踴躍參予，相關團體跨過國籍界限與年齡限制，可說是量多質佳，深
獲好評。商會期許在 2017 年持續秉持一貫熱情為會員服務，凝聚台商暨眷屬向心力，深根台
商在荷影響力，共創雞年好契機。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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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
 016-07-08 荷蘭台商會改選第二十三屆理監事，由曾仲
殷與楊明榮任理事長（會長）與監事長

圖2 2
 016-02-02 荷蘭台商會於阿姆斯特丹偕婦聯會共同主辦
新年音樂會

圖3 2
 016-02-20 荷蘭春節聯歡會暨九天民俗技藝團巡演，台
灣陣頭演出驚豔

圖 4 2016-02-21 人生講座

圖 5 2016-07-29 社會住宅座談

圖 6 2016-08-12 經貿講座：英國脫歐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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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6-09-08 僑務工作會談

圖 8 2016-09-30 朱宗慶打擊樂團歐洲巡迴表演

圖 9 2016-10-22 古典音樂座談

圖 10 2016-10-28 與鹿特丹 Deloitte 共同舉辦經貿座談 -1

圖 10 2016-10-28 與鹿特丹 Deloitte 共同舉辦經貿座談 -2

圖 11 2016-11-27 Maison Vinocerf 品酒會

圖 12 2016-12-02 世赫經貿座談

圖 13 2017-01-15 台夫特藍瓷工藝博物館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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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2017-01-29 海牙金雞年新春聯歡午宴 -1

圖 14 2017-01-29 海牙金雞年新春聯歡午宴 -2

圖 14 2017-01-29 海牙金雞年新春聯歡午宴 -3

圖 15 2
 017-03-24 與 Buren 律師事務所共同舉辦國際合同法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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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介紹
西班牙台灣商會於 2017 年進入第十屆。
本商會組織架構及運作都依照西班牙台灣商會章程之
規定實行。目的在團結旅西台商，促進台西經貿關係，對
內建立聯繫管道，加強聯誼，互助合作，提供經貿商情資
訊，激勵台商創業，對外增強競爭能力，擴大市場開拓貿
易，保障台商權益，提升台商經貿地位。

西班牙台灣商會會長 劉晊廷

西班牙的台商不多，目前經濟復甦緩慢。本商會廣收
會員，並無從事行業之限定。

商會動態
本（2017）年三月二十六日西班牙臺灣商會假馬德里洽菈娜餐廳，舉行西班牙臺灣商會
第十屆會長選舉暨交接儀式。包括駐西班牙代表處柯森耀大使伉儷、僑務秘書孫樹立的三十多
位會員暨家屬參與。
第十屆會長選舉係由第九屆會長劉金枝主持，由劉晊廷順利當選。在駐西班牙大使柯森耀
的見證下，順利完成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會長的話
西班牙台灣商會成立至今已進入第十屆，在歷任會長及全體理監事、會員及前輩們多年來
的付出奉獻，成就了西班牙台灣商會。小弟自 2014 年移居西班牙，2015 年擔任西班牙台灣商
會秘書長，今年有幸當選第十屆會長，深感自己才疏學淺，所負責任重大。
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與支持，讓我有這個機會為大家服務，與歐洲台灣商會各位先進與前
輩相比，資歷實為淺薄。接任西班牙台灣商會會長至今才一個多月，要說感言還太早，唯有期
許自己在未來的兩年內努力做好商會各項工作，以維護我們西班牙僑界的重要資產。
猶記得去年三月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2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在馬德里舉行，我
參與了由前世界台商會會長李耀熊帶領的四個多月的籌備工作。聯席會議進行的過程中，與前
輩先進們學習了很多，也深深感受了台商這個大家庭的關懷與友誼。
盼望往後能不辜負會員的信任與厚愛，期待各位先進們不吝鞭策、指導與鼓勵。期許在不
景氣的大環境下，能共同努力，發揮台商團結精神，共創無限的未來。
最後，敬祝大家閤家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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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臺灣商會第十屆會長選舉

第九屆會長劉金枝主持第十屆會長選舉

西班牙臺灣商會第十屆會長選舉

西班牙臺灣商會第十屆會長選舉

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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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介紹
係由來自台灣或認同台灣之德國各地區台灣商會組
成，分德東、德西、德南、德北路、德中五分會，為民間
非營利之國際工商社團聯合組織。宗旨為加強德國各地區
台灣廠商組織之合作聯繫與協調，共謀發展工商業及開拓
國際市場。並為促進中華民國與德國經貿關係及交流，建
立溝通管道，維護台灣廠商正當權益及良好形象，提升國
際地位，以增進共同了解促進經濟發展與合作。

德國台灣商會會長 劉淑慧

網頁：http://www.taiwanhandelsvereinigung.de/tw/

第二十三屆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組織
總會長：劉淑慧
副總會長（各分區會長）：陳清峰（德東）彭冠均（德西）王英鳳（德北）劉芸秋（德南）
冠誌（德中）
顧問：邱立端（德南）
監事長：黃尚義（德北）
諮詢委員：郭琛（德西）毛祚華（德中）陶德華（德中）劉文堂（德中）
秘書長：曾冠誌（德中）
財務長：殷泰蘭（德中）

商會動態
◆ 2016 全德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暨德南台灣商會春季自強活動
5 月 6 日至 8 日在德國巴登－符騰堡聯邦州的多瑙艾辛根（Donaueschingen）舉行，除
了召開會議外，特別安排經貿、法律、健康講座，持續凝聚全德五個台灣商會、加強台德經貿
交流，並安排健行，體會黑森林的風光（圖 1、2）。
◆ 2017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暨高爾夫球賽
6 月 2 日至 4 日將在萊茵河中游河谷區的中世紀古都 Boppard 的 Jakobsberg Hotel&Golfresort
舉行，大會安排三場經貿及生活的專題演講外，另有高爾夫球賽以及 UNESCO 保護區的美景導
覽。希望藉著一年一度的盛會，吸收最新資訊， 並促進會員們情感交流及經驗分享，共同為台德
經貿努力（圖 3）。
◆ 德中台商會活動

劉淑慧提供

2016/06/07-08 歐洲地區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圖 4、5、6）
2016/07/13 保齡球運動活動（圖 7、8）
2016/09/16 中秋節聯誼聚餐（圖 9、10）
2016/11/27 德中台商會迎新送舊及年度改選餐會（圖 11、12）
2017/02/04 德國中部各僑團齊聚喜迎金雞年（圖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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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北台商會活動

王英鳳提供

研討座談會：從社群媒體看創業商機與融資租賃之創業籌資方式（圖 15-18）
時間：2016 年 6 月 18 日 下午 14:00-17:00
地點：漢堡辦事處 會議室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主題 (1)：The Digital Eco System – E-Commerce and Social Media（英文）
演講者：Mr.Torsten Sollitzer/Tolmao Group，E-Commerce & Digital Strategist Mr. Florian
Knust/Tolmao Group，Digital Consultant
主題 (2)：台資中小企業海外創業之資金籌措方式―以融資租賃為例（中文）
演講者：Mr. Tsung-Han Lee（李宗翰）
◆ 德東台商會活動

陳清峰提供

2017/02/11 迎新僑委會張玉枝秘書餐會（圖 19、20）
2017/01/07 歡送僑委會吳曉竹秘書（圖 21、22）
2016/07/02 柏林市政府舉辦全世界大使館美食日（圖 23、24）
2016/10/08 十月份舉辦國慶健行（圖 25）
◆ 德南台商會活動

撰文者：劉芸秋

德 南 台 商 會（ 簡 稱 ） 成 立 於 公 元 1992 年（ 民 國 81 年 ）5 月 以 促 進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Baden-Wuerttemberg）和巴伐利亞邦（Bayern）的台灣廠商之相互認識，交換資訊及經驗，
加強廠商與我政府派駐德國地區各單位聯繫，以期培養共識，結合力量，建立與德國政府、工
商企業團體及工商企業領袖之溝通管道，拓展台德經貿關係為宗旨。
根據德國方面消息，在巴登－符騰堡邦（Baden-Wuerttemberg）和巴伐利亞邦（Bayern）
的台灣廠商約有四、五十家，可惜願意加入德南台商會的正式會員只有 21 家。德南地區兩邦
幅員廣大，最東和最西兩家廠商要碰面的話，在不塞車狀況下要開大約五小時車程。因此，
在 90 年代德南台商會開始組織一年一度的週末聚會，三天兩夜，並邀請專業人士作不同專題
演講，大部分用中文，並印發有圖片暨內涵的活動手冊。因為活動受到歡迎，從 2006 年開始
就演變成春、秋兩季活動，而每次參加的會員與會友有高達五、六十人之眾。去年春季在多
瑙艾辛根市（Donauechingen）探訪多瑙河源頭（圖 26），秋天到 St-Johann-Lonsingen，
Schwäbische Alb 區一個小村學習老人失智的預防和照顧（圖 27），今年 5/12-5/14 我們安排
在巴伐利亞自然保護森林裡一個小市鎮 Drachselsried 聆聽專家們介紹電動汽車運作、鋰電池
發展趨勢，又可參觀鄰近有名的玻璃村和玻璃藝術品的製造，並趁此享受大自然的靜和美，歡
迎大家參加！
◆ 德西台商會活動
2016 年 2 月 27 日春季講座
2016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01:30 到 06:30 春季講座，於杜賽道夫（Düsseldorf）火
車站前的 Hotel Nikko 會議廳舉辦。
這次很高興邀請到享譽華人社會的教育學博士――陳龍安教授與其夫人師鐸獎得主――錢
秀梅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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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座當日區分為兩場：
◎ 第一場：以親子，家庭為主題，適合所有的僑界朋友
親情是天長地久的，用 3Q 打開孩子的教養難題。陳教授指出，IQ（傳統智商）已無法
滿足，必須兼顧情商（EQ），當兩者調合發揮功效則必須掌握創商（CQ），也就是創
意，更重要的是，具有感恩的心，也就是智慧、愛與創意的教育，這也是古今中外成功
名人的特質。
◎ 第二場：以商業應用為主題，適合我們在地的所有商務人士，及未來有心經商者！
陳教授說：進入創意門，終生創意人；擁有創意鑰，開啟成功門！
為何要創新？「不怕改朝換代，就怕被人取代」，企業要時時有怕被取代的危機意識。
「創意是企業生命的活水，也是解決問題的要素。」除了創造力是可以經由訓練培養而
增進之外，創新思維模式也有基本的脈絡可循。陳教授有絕佳的策略與方法引導我們
――挖掘自己的創造力與創新的思維。
2017 Heimbach 聚餐 + 半日遊
時間：3 月 12 日（星期日）
Heimbach， 一 個 北 威 州 人 口 最 少 的 城 市， 在 魯 爾 河 與 埃 菲 爾 山 交 叉 激 盪 中， 創 造
出豐富的自然美景、寬廣的綠野風光！這座甜美的小城風情中，其實有著一段悲傷的過
去 ― ― Heimbach 市 在 1687 年 慘 遭 大 火 侵 襲， 建 築 物 幾 乎 全 毀， 著 名 的 亨 格 巴 赫 城 堡
（Hengebach castle），也燒到只剩下廢墟，市政府隨即投入重建工作，新蓋許多房屋，以容
納市民居住，城堡則是到了 1904 年，才在原址開始重建。Heimbach 市勇敢地挺過艱辛又漫
長的重建歲月。
如今，已蛻變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包括 Eifel 國家公園、Rur 水壩、Mariawald 修道院、
Hengebach 城堡等等，年年吸引眾多遊客拜訪，令人深深沉迷陶醉其中。暖風和煦的三月天，
正是郊遊踏青的好季節，德西台商會邀請大家，一同走入春色宜人的大自然，探索萬物的轉折
變化，欣賞感動人心的城堡建築。

會長的話
本人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接任 23 屆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總會長一職，雖深受來自德北、
德東、德中、德南、德西各分會的大力支持，但德國地幅寬廣，台商各行各業分佈各地，實在
難以提供完善服務，只好戰戰兢兢盡力而為。2016 年 11 月 6 日以視訊方式開了第二次理監事
會。首先工作是推動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網頁的更新及加強內容，希望各分會多做橫向連結。
2016 期間代表總會參與下列國內訪德官員接待及意見交流：
1. 9 月 2 日陪同僑委會吳委員長抵德訪問，在法蘭克福、杜塞道拜會當地台商企業，並參
觀由僑委會輔導創業的僑營餐廳。
2. 10 月 30 日與經濟部王次長美花率團「2016 年經濟部歐洲招商暨攬才團」團員餐敘，
交換德國經濟訊息。此團以促進廠商至臺投資及擴大其在臺營運規模，拜會德商討論國
際產業人才培育合作之可行性。
3. 11 月 30 日與前往德國巡察的監察委員江綺雯及尹祚芊在法蘭克福餐敘，介紹僑務工作
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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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4 日即將在舉辦 2017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暨高爾夫球賽，活動完成後
不久也是我要卸任，交棒給下一屆（24 屆）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總會長的時刻，相信在大家
共同努力下，德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即將繼續成長茁壯，也能貢獻薄力於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盡會員國的責任及義務。在此預此次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 屆會員大會圓滿成功！

活動照片

圖1 2
 016 全德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暨德南台灣商會春季自強
活動

圖2 2
 016 全德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暨德南台灣商會春季自強
活動

圖 3 2017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暨高爾夫球賽

圖 4-6 德
 中台商會 2016/06/07-08 歐洲地區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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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德中台商會 2016/07/13 保齡球運動活動

圖 8 德中台商會 2016/07/13 保齡球運動活動

圖 9 德中台商會中秋節聯誼聚餐

圖 10 德中台商會中秋節聯誼聚餐

圖 11 德中台商會迎新送舊及年度改選餐會

圖 12 德中台商會迎新送舊及年度改選餐會

圖 13 德中台商會 2017/02/04 德國中部各僑團齊聚喜迎金雞年

圖 14 德中台商會 2017/02/04 德國中部各僑團齊聚喜迎金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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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8 德北台商會研討座談會：從社群媒體看創業商機與融資租賃之創業籌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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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德東台商會 2017/02/11 迎新僑委會張玉枝秘書餐會

圖 20 德東台商會 2017/02/11 迎新僑委會張玉枝秘書餐會

圖 21 德東台商會 2017/01/07 歡送僑委會吳曉竹秘書

圖 22 德東台商會 2017/01/07 歡送僑委會吳曉竹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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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德
 東台商會 2016/7/02 柏林市政府舉辦全世界大使館美
食日

圖 24 德
 東台商會 2016/7/02 柏林市政府舉辦全世界大使館
美食日

圖 25 德東台商會 2016/10/08 十月份舉辦國慶健行

圖 26 德南台商會春季探訪多瑙河源頭活動

圖 27 德南台商會秋季學習老人失智的預防和照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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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與動態介紹
去年七月份的會員大會，由土耳其流行公會理事長
MR. HUSEYIN 與土耳其衛星機頂盒領導品牌 CEO Mr. Erol
YUKSEL 為我們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與對面臨經濟危機
如何應對！他們都是與台灣有密切生意往來的企業成功人
士，同時也希望協助台灣人在土耳其的投資與減低風險！
炎炎夏日，會員同享烤肉趣！

土耳其台灣商會會長 王玉珍

之後十月份由經濟部駐土耳其經濟組贊助的商業講
座，說明台灣對外經濟政策及專題解說匯率風險管理之
講座！

重頭戲是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歐總第二十三屆理監事聯席會議，將在土耳其南部地中海美
麗城市 ANTALYA 舉行！在此也先預祝大會成功順利！

會長的話
土耳其商業協會希望為台商跟土耳其當地廠商建立一個互新互動的橋樑！會員中除了台商
也加入土耳其當地的成功的企業家！
希望藉由各種企業講座，經商經驗分享，讓與會的會員們對這的市場有更多了解，進而帶
動更多商機與機會交流。

活動照片

TTBA 會員大會與講習 July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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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合照 TTBA Oct 16

講習全神貫注 1 TTBA Oct 16

夏日烤肉

TTBA Oct 16 餐會 1

TTBA Oct 16 餐會 2

TTBA Oct 16 餐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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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台灣商會
會長的話
首先感謝我們的理事團隊，大家一起同甘共苦，並肩
合作兩年多，竭誠無私地為僑界同胞服務！
本人很榮幸擔任第十屆奧地利台灣商會會長。一轉眼
兩年會期已過，這兩年多經歷了很多事情，舉辦了許多活
動。會員人數從 32 名增加到 58 名，在僑界得到肯定的
認同。

奧地利台灣商會會長 游享哲

一、為因應歐洲社會普遍關注的難民潮議題及響應人道精
神，本人負責出面聯繫世台聯合基金會及 Caritas 組
織，共同組織了一萬五千件難民兒童冬衣捐獻及分送
活動。此舉發揮了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台灣精神，
為世界盡了一份心力！

二、並於奧地利召開歐洲台灣商會總會第 22 屆會員大會、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及青商會第 6
屆大會，世界各國台商先進齊聚奧地利，一同共襄盛舉此盛會。身為奧地利的商會代表與
有榮焉。
三、本人於 2014 年 11 月 15 日接任會長一職之後，致力於商會的數位網路建設及推廣。
1. 成立奧地利台灣商會臉書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oetaiwancc/）
2. 成立奧地利台灣商會電子信箱（oetaiwancc@gmail.com）
3. 成立 Line 奧地利台灣商會群組
4. 成立 Wechat 奧地利台灣商會群組
此舉不只增進商會的資訊流通，也促進同胞間的情誼交流，使僑界這個大家庭更有向心力
以及凝聚力。
四、為推廣本土文化，本會已向僑委會申請並取得原住民服裝補助。期望未來能多加善用。
五、舉辦的僑界活動如下：
• 2014/12/13 香水化妝品講座
• 2015/3/7 鬧元宵聯歡活動
• 2015/05/09 Orange Telecom 手機上網講座
• 2015/10/10 十月自強國慶活動「秋季旅遊」
• 2016/3/20 慶元宵卡拉 ok 暨歡迎新任大使晚宴
• 2016/5/16 台灣衛福部游麗惠司長長照座談會
• 2016/12/23 聖誕卡拉 OK
六、近期活動如下：
• 2017/4/15-17 復活節假期「奧帕提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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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規劃及展望：
1. 為鼓勵母語教育，增進中華文化認同，建議舉辦青少年母語演講比賽，分別為國語、閩
南語與客家話。
提案人：游享哲――待第十一屆理事團隊研議方案。
2. 為鼓勵商會會員子弟積極向學，建議頒發年度獎學金計畫！
衷心祈願第十一屆奧地利台灣商會理事團隊，永續傳承商會精神！

活動照片

2016/5/16 台灣衛福部游麗惠司長長照座談會

2016/12/23 聖誕卡拉 OK

2017/4/1 第十一屆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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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介紹
挪威台灣商會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工商組織，主要成員
為自台灣移民到挪威各地的業界人士。
商會成立目標：
一、促進台商與挪威工商業界的經貿交流與合作關係。
二、促進會員與會員之間的工商聯繫及聯誼。
三、促進會員在挪威社會中建立專業形象。

挪威台灣商會會長 劉欣怡

商會動態
挪威台灣商會近年主要會務及工作重點在於促進台挪兩國之經貿文化及產業交流。劉欣怡
會長定期與挪威當地商會及產業協會合作舉辦產業研討會及投資台灣說明會，並在主流企業及
科技產業大力推動台挪技術及策略合作同時帶領挪威重要企業人士訪台參訪；在這兩年促成數
項綠能，先進材料及生技科技等重點產業的商業及專案合作。
在僑社活動與文化推廣方面，挪威台灣商會與旅挪華人聯誼會共同舉辦重要節日之餐敘及
聯誼活動；並支援台灣電影節及觀光旅展會中的台灣展位活動。同時協助台北駐奧斯陸代表處
於國慶酒會及經貿參訪團等活動中邀請主流及產業重要人士與會。
自 2016 年起，挪威台灣商會針對台僑人士舉辦每一季專業主題講座，提高台僑對挪威商
業環境的認識並建立台僑間專業技能的交流平台，以鼓勵及培養更多的台僑在挪威的商業環境
中發揮所長，展露頭角。

會長的話
旅居挪威的台僑雖然人數較其他歐洲國家少，但對台灣的向心力及故鄉情讓台僑間的聯繫
密切。去年傳出外交部將裁撤台北駐奧斯陸代表處的消息後，挪威台灣商會及旅挪華人聯誼會
的僑領盡力奔走希望政府能保留挪威這個具有人權指標意義國家的代表處。在此特別感謝歐總
及世總台商先進的支持與協助，將挪威台商及台僑的心聲用不同渠道傳達至政府相關部門。挪
威台灣商會將繼續秉持海外台商精神，繼續在挪威深耕台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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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劉欣怡會長陪同挪威太陽能之父 Dr. Alf Bjørseth 參訪工研院及
台灣綠能產業策略合作夥伴

挪威台灣商會與奧斯陸商會共同舉辦台灣產業說明會

挪威觀光旅展台灣展位

2016 年十月創業講座

2017 年四月稅務講座

講座互動

立法院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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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介紹
俄羅斯台灣商會是一個自發性的互助互動的聯誼團
體，一般來說加入的會員朋友有自營商，台灣公司駐俄
羅斯的幹部，在俄的台籍配偶和對團體有認同感的台籍朋
友。會員人數平均在 30 人左右，行業遍及旅遊；消費性
電子；電機；運輸；IT；貿易；美容美髮；教育；食品；
鞋帽；精品；工具；餐飲；汽車；漁產等， 可見台商在俄
羅斯的多樣性和活潑性。
商會組織設有會長、副會長、財務長、監察長各一位，
會長任期 2 年，可連選連任。每年各舉行一次年中會議和
俄羅斯台灣商會會長 張碧玉
年終會議，會員資格以有無繳交年費和無不良行為紀錄為
第一必要條件，而本商會以人為本的結合精神，著重於急
難救治，大凡國際 SOS 支援到緊急醫療互助，都有本會會長全力的協助和會員之間關懷的身
影， 實為我會的一大特色。

商會動態
我商會以相互照顧為聯誼的目的，平日以群組通訊軟體互相噓寒問暖，每年的四大節氣皆
有舉辦戶內和戶外的聯誼活動，歲初的新年團拜，開春的春酒餐敘，端午的近水戶外烤肉活動，
中秋的遊河和烤肉聯誼，歲末冬至的湯圓團聚，另有不定期俄羅斯投資商情的座談會，僑務座
談會等精彩絕倫，充滿歡笑和知性的活動都由會長大力贊助，會員踴躍參加。
我商會更結合旅俄台胞組織一支台灣旅俄壘球隊，參加莫斯科壘球大聯盟，與各國在莫斯
科僑民做國際性國民外交的聯誼。

會長的話
做就做最出色的，吃就吃最美味的，玩就玩最入流的，談就談最知性的。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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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介紹
捷克台商會現有約 15 家台灣知名廠商公司為會
員公司，包含大同，金車，群光，正文，友達，緯創，
達方，英業達，和碩等。現任會長為許婉容，副會長
吳思穎與秘書長謝宛璇。

捷克台灣商會會長 許婉容

商會動態

活動照片

商會每年固定舉辦新春聚餐，端午
團聚與中秋賞月活動等聯誼出遊，也和
代表處經濟組合辦投資講座請在地知名
會計師律師事務所對當下值得關切的稅
務法務議題做專題介紹。

會長的話
擔任會長兩年來，先要謝謝台北駐
捷克經濟與文化辦事處的支持與各家台
商們對商會活動的參與與鼓勵，特別謝
謝吳副會長和謝秘書長的友情無私奉
獻，希望捷克台商會能繼續在有限的人
力資源下一步一腳印地成長，更好地服
務與為台商同胞發聲。

2017 年台商會與經濟組在布爾諾合辦的投資講座

2016 年與代表處合辦端午聚餐

2016 年台商會許會長代表出席捷克眾議院為台灣、日本與
韓國投資者而設的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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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介紹
義大利本身天然資源並不豐富，且義國企業多以中小
企業為主，與我國類似之經濟結構，能擠身成為 G8 全球
八大工業化先進國家，其科技、精密機械、藝術及設計更
獨步全球，必有其值得學習及合作之處。

義大利台灣商會會長 賴天福

就地理位置而言，義大利位處地中海中心地帶，北與
法國、瑞士、奧地利為鄰，南隔地中海與北非相望，東隔
亞得裏亞海與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阿爾
巴尼亞、希臘為鄰，西與西班牙、葡萄牙為鄰，地理位置
非常優越。

就市場環境而論，義大利係為擁有 6,000 萬人口以上之高所得巿場，北義素以工業見長、
南義則以農業為主，具有多元化屬性之廠商與消費人口。另義大利為歐盟（EU）及歐洲貨幣
聯盟（EMU）之會員國，隨歐元啟用及歐盟東擴為 27 成員國之廣大單一巿場後，歐盟市場區
域更為廣大，基於義國與北非及中東歐國家在地緣及歷史上之傳統悠久關係，義大利長期拓展
當地巿場並持續與當地政府及民間保有相當友好經貿關係，為我國廠商前進中歐、南歐及北非
等環地中海地區之最理想跳板。
秉持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之成立宗旨，促進義大利台商之聯誼與與經驗交流，共謀工商
業發展機會，以便與世界台商會接軌。

商會動態
在組織架構方面，明確規定會長由理事會選舉產生，任期兩年，得連選連任一次；理事會
成員五至七名及監事一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兩年，得連選連任；以及會員資格放寬
為凡來自台灣或其他國家持中華民國護照，在義大利及歐盟其他會員國註冊立案之公司行號任
職者。
商會特別與台灣留學生加強聯繫與合作，除了協助照顧留學生及為企業攬才之外，也可借
助留學生的才學為舉辦的活動增色。海外台商是國家的重要資產，也是國力的延伸。台商會的
組織更可讓鄉親們分享海外創業的心得，經驗交流及商情交換。
根據駐義大利代表處聯絡統計，目前代表處聯絡上的義大利台商總共有五十二家，總投資
額約三億美元，跨足的行業包括航運、電腦及週邊設備、機車及零配件、服飾雜貨、展覽與餐
廳。以地區來分，大部分台資企業集中在義大利北部地區，有三十三家，中部地區有十四家及
南部地區三家。

會長的話
義大利時品牌市場品牌經過數十年經營，已在國際市場上創造許多佳績，育釀出諸多知名
品牌，從時尚精品、首飾珠寶、生活用品、汽機車輛工業、機械工業……等等，已於世界產業
市場屹立不搖；台灣廠商憑藉著在義大利米蘭時尚之都發展，除了可以和義大利廠商、商品並
列於國際市場展示，還可以叩門進入義大利及歐洲各國市場，相當有效率展覽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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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本身不屈不撓、堅毅不拔的鄉樸農村氣息純樸行事為人，只要願意來到義大利發
展，一定是會有成果的，這是近年來所見台灣人的精神所在；當然義大利臺商會還是會一本
初衷給予任何一位前來義大利發展的台商們所有的協助，相輔相成，屹立於義大利及至於歐
洲市場。

活動照片
（1）2016 年聖誕節音樂會
義大利台商聯誼會會長賴天福誠摯地邀請您
參加米蘭基督教會舉辦的 2016 年聖誕節音
樂會。讓在義鄉的遊子們一起來歡度，并共
享聖誕愛宴。
時間：2016 年 12 月 18 日週日上午 10:30

（2）2016 eicma Moto
一年一度世界級的義大利米蘭摩托車展隆重登場，國際知名大廠在展場上戶別苗頭比行頭
比設計，而歐博興也沒讓他們專美於前，帶領著台灣廠商一起共襄盛舉摩托車兩輪業界的
盛會，今年的表現更創造驚人佳績。讓我們一起欣賞台灣廠商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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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機車展台灣團體區

米蘭機車展台灣團體區

三陽攤位

三陽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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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美食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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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母親節

（5）宣導經濟部活動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辦理「2016 年投資台灣商機研討會」預訂於 9 月 13 日於台北辦理，
該活動網站資料如下：http://www.digitimes.com.tw/seminar/kpmg_20160913/
（6）客家鄉親活動推廣
台灣客家電視台的「作客他鄉」節目預計今年七月底～八月初期間尋訪旅居義大利的客
家鄉親。希望能找到旅居北義地區（以米蘭或威尼斯周遭為主）的臺灣客家鄉親，（客
語程度不限～不論是去求學、工作、短期交換、當導遊……都可以唷）。如果各位有符
合這些條件的，請大家積極聯繫節目製作單位，謝謝。
「作客他鄉」透過主持人拜訪旅外鄉親的過程，從鄉親的在地視野看見不同文化的生活
價值觀與風俗民情，體驗海外遊子旅外的心情點滴。從 2007 年開播迄今，走過五大洲
30 多個國家，拜訪不同身分、各行各業、人生各階段的客家鄉親，跟著他們一同走過遠
颺的離愁喜樂，分享不同文化的生命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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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納哥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介紹
摩納哥商會（兼管南法蔚藍海岸地區）成立於 2016
年 4 月，由會長范素珍協同副會長林肇新創立。商會成立
目的為：
1. 促進旅居摩納哥及南法地區台商間之合作與聯繫，共謀
發展在摩納哥及南法地區的企業工商業。
2. 加強與摩納哥及南法地區各主要工商團體及各國商會之
聯繫，使本會融入摩納哥及南法地區各工商社團，彼此
交換資訊並協助促成相互合作之機會。

摩納哥台灣商會會長 范素珍

3. 提昇台商在摩納哥及南法地區的地位，為台商爭取最高
權益，並解決各項紛爭。

4. 促進摩納哥及南法地區台商與當地社會文化之交流，以增進共同瞭解與經濟發展。
5. 推廣台灣在摩納哥及南法地區知名度。
有鑒於摩納哥以及南法蔚藍海岸地區台灣企業相較於法國其他地區明顯較少，所以商會成
立至今主要工作為加強推廣台灣知名度。

商會動態
目前商會約有 10 名成員，主要成員皆為台灣人在本地公司擔任管理職工作或自行創業
人士。
有鑒於台灣企業在此地區商業活動較少，故目前多以線上行銷溝通為主要的聯絡以及發言
管道。
官方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CCMonaco/
自從 2017 年 1 月成立臉書專頁以來，目前臉書專頁按讚人數為 28 人，每週接觸人數約
為 100 人。希望透過持續經營能夠加強與本地企業的連結。

會長的話
摩納哥及南法蔚藍海岸地區一直以來台商的活動都相對平緩，較無有關企業於本地有投
資以及商業活動。希望未來能藉由摩納哥台商會在本地建立一個平台，有效串聯台灣企業以
及摩納哥及南法蔚藍海岸地區企業及政府機關，替本地區有投資意願的台灣企業開啟一條新
的道路。
由我們做領頭羊幫助台灣企業在此地先開闢一塊天地，讓將來的台灣企業能在此有生根落
地成長茁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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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台灣商會
商會概況介紹
匈牙利臺灣商會由許前會長暨當時在匈牙利的台商，
合力於 1997 年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創立至今，歷經
林前會長、曠前會長幼蔓（現為僑委會僑務顧問）、林前
會長昆民、黃前會長銀城、王前會長琮暘、劉前會長倖佑
等的帶領下已邁入第 11 屆。目前台商會員數約 10 家左右，
在電子、傢俱、海運運輸、鞋類、餐飲業的各領域裡發展。

匈牙利台灣商會會長  沈谷良

商會動態
目前匈牙利台商會成員不多，平常各會員忙碌於各自的生意打理，因此我們都利用各個
節日慶典組織活動―春節聚餐、春季郊遊、端午、國慶日、中秋辦理聚會聚餐。我們也積極配
合代表處及經濟組暨外貿協會的各項活動，商展協助從台灣來匈牙利的參展商了解匈牙利的現
況，並一起討論各項商業的可行性以及潛在的風險等等！我會前會長劉倖佑先生也規劃了希
望未來台商聚會時，由各個成員輪流擬定主題舉行談話會―可以針對自己的行業或者熟悉的法
規，更歡迎把自己在匈牙利親身體驗的生活或者商業上的經歷等提供給各會員參考及討論！

會長的話
匈牙利商會於 2017/02/28 推選本人（沈谷良）擔任匈牙利台商會第十一屆會長，很榮幸
擔任這個職務，也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機會，讓目前在匈牙利打拼的各位台商，在生活以及商業
的經驗能夠透過各項的聚會交流傳承！
匈牙利與西歐國家比較算是開發程度相對低落的國家，但是公共建設―尤其是交通設施卻
是一流的國度，全國有鐵路 7685 公里，公路 3 萬零 808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總長度為 1314
公里。旅遊業則以溫泉為主要的休閒項目！礦業鋁土的蘊藏量居歐洲第三，農業上則以鵝肝及
葡萄酒聞名於世！以平均人口計算，匈牙利的奧運金牌及諾貝爾得獎也是排世界第一名！匈牙
利的醫科大學目前也有將近百名的台灣留學生就讀中！這樣的匈牙利，我想應該是值得您有空
來一探究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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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台商會成員及家眷暨代表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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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制定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八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三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六日第四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三日第五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八日第六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日第七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九日第八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 O 一年六月二日第九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五月十八日第十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 O 三年五月十日第十一次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會定名為「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為本會），英文譯名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

第2條

本會係由來自台灣、認同台灣之歐洲各國臺灣商會聯合組成之民間非營利工商組織。

第3條

本會會徽為：

第4條

會址：由當屆總會長決定之。本會註冊地址：由理事會決定之。

第二章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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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本會宗旨如下：
1. 促進歐洲各國台商之合作，共謀發展工商業，及開拓國際市場。
2. 加強歐洲各國台商之連繫、互助與聯誼，及交換工商管理與學術科技之經驗。
3. 提供歐洲各國台商各種工商及財經資訊，進而加強區域性經合作關係。
4. 提昇台商之國際地位 ，並促進各國對台商權益之保障。
5. 促進歐洲區域內社會文化之交流 ，以增進共同瞭解與經濟發展。

第三章

會員

第6條

本會會員採團體會員制，由歐洲各國之臺灣商會組成，每一歐洲國家設立之台灣商會，
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同意立案，並向本會申請加入，由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成為
本會會員。
台商組織之單位，經理事會審查通過者，得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員代表大會，但無投
票及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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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組織與權責

第7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1. 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事長之選舉與罷免；
2. 會員之停權或除名；
3. 修改章程、本會組織之變更或解散；
4.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秘書長、財務長、諮詢委員、
顧問及理事均為當然代表，其他會員代表由各會員國推派，每一會員國應於每屆年會
前推派會員代表至多五名。
本會每年定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經理事會通過得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
會，處理緊急重大事項。

第8條

本會設「總會長」一人，由各會員國推舉該會一人參選，經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多數決定之。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總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務，並為理監事會議與會員代表大會之主席。
總會長參選人之資格條件，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本會各會員國之會長為本會之「副總會長」。

第9條

本會設理事會，其成員包括本會總會長、副總會長、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顧問及
各會員國推派之一名理事，每一會員國應於每屆年會前推派一名理事。
本會理事應出席理監事聯席會議，每屆缺席超過 1/2 者，得停權 2 年。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協助總會長制定本會之發展方針、重大活動、財務規劃等事項；
2. 決定理、監事之停權；
3. 審查應提報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一切議案；
4. 審核一切依本章程規定應由理事會通過之事項；
5. 審核一切不屬於會員代表大會職權之事項。

第 10 條

本會設秘書長及財務長各一人，襄助總會長處理例行會務，對總會長負責，以上各職俱
由總會長遴選，向大會報備，任期一年 ，與總會長同進退，秘書長兼理事會秘書事務。

第 11 條

本會設監事會，由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一人組成，監事長及副監事長由會員代表大
會選舉，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並不得由同屆總會長所屬會員國產生，當選後不得兼
任理事。
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參選人之資格條件，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監事會負責監督會務及財務。
本會監事應出席理監事聯席會議，每屆缺席超過 1/2 者，得停權 2 年。

第 12 條

本會於每年五月份舉辦會員代表大會，每年會員代表大會應改選下屆總會長、監事長
及副監事長，每屆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理事及會員代表之任期至翌年五月為止。
本會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事長之罷免，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第 13 條

本會會員代表為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之會員大會當然代表。

第 14 條

本會每年應依規定向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推舉 21 名理事，其中一名保留由本洲青商
會成員出任，相關推舉辦法依本會章程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本會之世界理、監事，應向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繳納會費，並出席該會理監事聯席
會議，未繳該會費者，不得行使世界總會總會長或監事長之選舉權，如每屆缺席會議
超過 1/2 者，應繳納贊助金予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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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本會名譽總會長若干名，由歷屆卸任總會長擔任，具有本會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名
譽總會長每年應繳納會費。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之聘任條件，依章程實施細則之規定。

第 16 條

本會設諮詢委員若干名，由總會長自歷屆卸任監事長、副總會長、秘書長及財務長中
聘任，現任世界總會諮詢委員並連續參加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兩次以上者，亦聘為本會
諮詢委員。經聘任後具有本會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諮詢委員每年應繳納會費。
本會設顧問若干名，由總會長自符合下列條件者聘任：
1. 凡已擔任世界總會顧問並最近連續參加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二次以上者，
2. 連續擔任歐洲總會理事兩年以上並全勤出席歐洲總會會議者，或
3. 歷屆卸任副監事長。
顧問經聘任後具有本會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每年應繳納會費。
因具有世界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資格而被聘為歐洲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者，如喪失世
界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資格時，亦同時喪失歐洲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資格。

第五章

會議及會務

第 17 條

本會每年舉行會員代表大會一次，由當屆總會長所屬之會員國主辦。其時間、地點及
議程，由總會長及相關主辦之會員國籌備規劃，經理事會協調同意後執行。

第 18 條

本會每年舉行理事會議至少一次，其時間、地點及議程，由總會長協調副總會長訂定
之。如遇重要事項，經三分之一理事成員請求，三分之一以上理事出席，總會應即召
開臨時理事會議。

第 19 條

本會所有會議之決議，應有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罷免案應
有半數以上人員之出席及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 20 條

本會得定期舉辦聯誼活動，如商展、觀摩、觀光或專題研討會等，並發行會訊，由總
會籌辦之。

第六章

經費

第 21 條

本會會員國應每年繳納會費，以充當會務經費，不足之數得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或
向會員籌募贊助金。
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諮詢委員、顧問及理事每年
應繳之會費以及本會世界理、監事依本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應繳之贊助金，金額皆由理
事會決定。
本章程規定之一切會費，應於每年五月份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改選總會長前繳清，逾期
三個月未繳者，得暫停其會員或理、監事資格。

第 22 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各項專案活動之經費，由理事會及主辦會員國負責籌措。

第七章

附則

第 23 條

為實踐章程之宗旨，便利會務之推行，經理事會通過另訂「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
程實施細則」及「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舉罷免辦法」執行之。

第八章

章程修訂與施行

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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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九日訂定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五月十八日修訂
中華民國一 O 三年五月十日修訂

第一章

總則與組織入會

第1條

本施行細則依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

第2條

歐洲各國台灣商會欲加入本總會時，應檢附其章程、組織表、負責人員名單（含會長、
副會長、理監事、秘書長及財務長）、成立日期及籌備活動概況等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
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成為會員。

第二章

會員代表大會

第3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提案，應於會前 15 天將提案內容及說明，以書面方式提交秘書處，如
有近似者得併案處理。

第三章

理事會（工作委員會）與理事

第4條

每屆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議時，其議程應包含下列事項：
1、秘書長及財務長之聘任同意案。
2、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之同意聘任案。
3、會務發展計劃案。
4、會費訂定案。

第5條

各會員國會長依本會章程第九條規定，應於每屆年會前推派理事乙名出席會議，並提
報本會秘書處。

第6條

本會應配合世界總會提報各工作委員會歐洲委員，由總會長就當屆理事或本會適當人
士中選任。
本會推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20 名理事之順序如下：
1、前一年已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且繼續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
月份年會者；
2、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副總會長；
3、如會員國有若干分會時，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下屆總會長；
4、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諮詢委員；
5、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顧問；
6、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當屆理事或曾任理監事者；
7、尚有餘額時，授權本洲總會長自返台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
會員代表中選任。
已擔任世界總會顧問以上較高職務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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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台灣 商會 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推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一名青商理事之順序如下：
1、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隸屬本洲之甫卸任世總青商會長；
2、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會長；
3、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會員國青商會長，如多名會長同
時參加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4、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會理事，如多名理事同時參
加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5、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會成員，如多人同時參加時，
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第四章
第7條

理監事聯席會議
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總會長與監事長聯名召集，由總會長擔任主席。

第五章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與顧問

第8條

本會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為本會最高榮譽職，每屆應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暨理
監事聯席會議至少二次，否則不予續聘。

第9條

當屆總會長、副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財務長及副監事長應全勤出席會議，如有
缺席，卸任後不得聘為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或顧問。2008 年或之前已卸任之本會副
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如卸任後仍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時，得聘為諮
詢委員。

第 10 條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總會長、副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財務長、副監事長、
顧問及理事之出席會議記錄，秘書處應確實列表登錄，於每屆交接前將出席記錄交選
務委員會審查並由監事會核可後，提請新屆理事會聘任。

第六章

經費與財務長

第 11 條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長、諮詢委員、
副監事長、顧問及理事每年應向本總會繳納會費金額如下：
會員國：200 歐元
總會長：500 歐元
名譽總會長：200 歐元
監事長：150 歐元
諮詢委員：150 歐元
副監事長：130 歐元
顧問：130 歐元
理事（含副總會長）：100 歐元
本會世界理、監事依本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應繳之贊助金金額訂為 100 歐元。
第 12 條 財務長就前條所定會費之應收、已收、未收及支出等，應於每次理監事會議時提出
報告。
第 13 條 本會理事及當然理事於行使權利（投票等）前應先盡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 14 條 本會所有財務收支報告均應經總會長、財務長簽名後送監事會審查，並應經監事長簽
名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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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會議與議程

第 15 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應於 30 天前發出開會通知，理監事會議應 15 天前通知。
第 16 條 理事會於開會議程內應有上次議決案之追蹤及執行報告。理事會所有提案應經二名以
上理事之連署，並應於會前 30 天將提案內容及說明，以書面方式提交秘書處，如有近
似者得併案處理。
第 17 條 各項會議之記錄，秘書處應於會後三十天內完成送交理監事及當然理事。

第八章

移交與修訂

第 18 條 修改章程應先經理事會審核後提報下屆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 19 條 本會新舊任人員移交方式如下：
1、總會長移交本會印信及銀行帳戶資料。
2、財務長移交財務收支明細及款項。
3、秘書長移交會議記錄、理監事名冊及其他相關資料。
第 20 條 本施行細則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得隨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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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台灣 商會 聯合總會選舉罷免辦法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舉罷免辦法

中華民國一 OO 年五月二十八日制定施行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 O 三年五月十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 O 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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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會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事長之選舉及罷免，應依本會章程，章程施行細則暨本
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會各項選舉應秉持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且不得委託投票，唯出席者始有投
票權。

第三條

本會應於每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時成立下屆選務委員會，負責下屆選務事宜。
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成，按歷屆名譽總會長順序輪流擔任，輪畢時再回溯至第一任
名譽總會長續輪。
每屆選務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當屆選務委員互推產生。
每屆選務委員會任期至總會長、監事長交接後新屆選務委員會成立止。

第四條

選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1. 各項選舉通告（含報名日期、截止日期、資料審核日期、選舉日期、候選人政見
發表時間等）；
2. 參選人之登記，資格審查及公告；
3. 選舉人名冊，選票及票箱之製作，選定投票場所，處理開票及計票；
4. 選舉結果之宣告；
5. 受理及裁決當屆選務糾紛；
6. 受理、審查及公告本會三分之一以上理事連署之罷免提案；
7. 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宜。

第五條

總會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曾任本會副總會長，監事長或諮詢委員或參選前連續擔任本會理事職務三年以上者；
2. 參選前連續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三次以上者；
3. 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以上職務或曾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五
屆以上且參選前曾連續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二次以上者；及
4. 在台灣出生，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或曾擔任或現任中華民國政府僑務
榮譽職者。
總會長參選人應由其本國商會推薦，並檢具該國理監事會決議佐證，但提名國商會未
設理監事會或證明確有困難提供理監事會決議佐證時，經提報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
得免檢具理監事會決議佐證。
每一會員國每年僅得推舉該會一人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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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監事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曾任本會理事，副監事長或諮詢委員者；
2. 參選前連續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二次以上者；及
3. 在台灣出生，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或曾擔任或現任中華民國政府僑務
榮譽職者。
監事長參選人應由其本國商會推薦，並檢具該國理監事會決議佐證，不得由當屆總會
長所屬會員國產生，當選後不得兼任理事。每一會員國每年僅得推舉該會一人參選。

第七條

副監事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具有本會會員代表資格者；
2. 參選前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一次以上者；及
3. 在台灣出生，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或曾擔任或現任中華民國政府僑務
榮譽職者。
副監事長得由出席會員代表當場推薦參選，不得由當屆總會長及監事長所屬會員國
產生，當選後亦不得兼任理事。

第八條

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參選人僅一人同額競選時，其得票數應達出席會員代表
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宣布當選。

第九條

罷免權之行使應有本會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方得提案。
受理提案單位為選務委員會，選務委員會應於三十天內審查提案，審核通過時應立
即提送總會長於三十日內召集理監事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表決，罷免案經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後立即進行改選，改選者任期即當屆者之任期，至翌年五月為止。總會長
怠於召集會議時，由選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代為召集。
前項各罷免案之表決，應有半數以上人員之出席以及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十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中華民國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79

會議 紀錄 及決 議事項處理情形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
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六屆青商會
會議記錄
日期：2016 年 5 月 28 日
時間：10:45
地點：奧地利 Hotel Rogner Bad Blumau
司儀：黃翠娟
紀錄：賴鏡仙
出席會員人數：74 位
出席理監事人數：54 位

秘書處：
本次會議應到人數，實際出席人數，超過半數，總會長宣佈會議開始。

總會長吳輝舟報告：
22 屆歐總總會會務報告，為節省開會時間，請參見會刊報告：延續與傳承。今年只有一
重要提案，可能需要多一些時間討論，
昨日預備會議已達成共識，擬將提案四延到最後討論。
1. 增聘第二十二屆歐洲總會組織成員：
秘書長：游享哲，財務長：曹行之
2. 本屆提報 23 屆新理事與提升顧問人員― 22 屆理事：李瑞蓮（西班牙，提報升 23 屆顧
問）、張慧玲（德國，提報升 23 屆顧問）、莊玉靜（瑞典，提報升 23 屆顧問）。
3. 22 屆會員：戴培聰（瑞典已改選新會長，提報 23 屆副總長）、劉淑慧（德國已改選新
會長，提報 23 屆副總會長）、吳秀麗（瑞典，提報 23 屆理事）、林 安（英國，提
報 23 屆理事）、劉晊廷（西班牙，提報 23 屆理事）、簡偉華（法國，提報 23 屆理事）、
曾曉蓉（比利時，提報 23 屆理事）、林世昌（奧地利，提報 23 屆理事）。

財務報告：
為方便本會帳戶交接，我已多次與世總會秘書處謝主任聯繫，感謝世總能提供台北帳號供
歐總使用，歐總公基金帳號將轉設在台北世總的帳戶下，目前帳戶歸於世總之下，解決了多年
來，每屆移交不便的問題，每年可在台北辦理。
第 21 屆累計移交金額：英鎊 30.07，歐元 44545.72，美金 8222.58。
本會轉到台北世總的帳戶以後為：英鎊 10.74，歐元 30,615.08，美金 8,152。根據 2014
年 5 月 10 日，在巴黎的第 20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第二案決議，凡首次擔任洲總
會長之會員國，得支用公基金最高五仟歐元，根據 2014 年 5 月 10 日，在巴黎的第 21 屆第一
次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第一案決議，每屆得動用公共基金壹仟歐元，給新接任的歐總青商會
舉辦年會及理監事會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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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主席：吳輝舟
提案：1
案由：歐總理事會理事資格，各會員國皆有兩名理事代表（副總會長為當然理事與另一名理
事），但如會員國無法提報理事人選出席歐總年會時，得由歐總理監事於預備會議時票
選補齊理事出席名額。提請審議。
提案人：秘書處（第 21 屆年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此案交 22 屆討論）
主席：請大家發表意見，我們應該如何執行上次會議通過要本屆討論的提案 1。
許瑞麟：請歐洲總會長自行承擔並且籌畫該如何執行。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2
案由：繼青商會的成立成功運作，建議能建立海外台商青少年聯誼平台，期使更年輕的在學大
學生及職前海外台商青年，能藉著台商會的協助進行橫向聯誼活動，使能更往下傳承台
灣精神。
提案人：劉美姬
連署人：張春娟、薛世蓉
決議：第二案通過，請下一屆秘書處統籌辦理。
提案：3
案由：希臘與摩納哥兩國台商會申請加入歐洲總會
說明：根據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
第三章

會員

第 6 條 本會會員採團體會員制，由歐洲各國之臺灣商會組成，每一歐洲國家設立之台
灣商會，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同意立案，並向本會申請加入，由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
成為本會會員。
台商組織之單位，經理事會審查通過者，得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員代表大會，但無投票
及表決權。
希臘與摩納哥兩國台商會，已經向僑務委員會報備，2015 底申請加入歐洲總會，兩國
創會會長張步仁及范素珍，亦以觀查員身份，在今年三月參加世總西班牙年會，請理事
會審查通過，正式入會。
提案人：秘書處
許瑞麟：補充說明
歐洲台商為數不多，在本屆吳總會長的領導下，增加了兩個新會員國希臘和摩納哥，難能
可貴。
加入台灣商會歐洲總會必須由各國台灣商會申請的時代背景，當年歐洲台灣商會成立時，
歐洲總會長選舉是利用歐華會議在阿姆斯特丹舉行時，兩名候選人由與會人員投票表決通過，
之後各國才開始加入台灣商會歐洲總會。由於各地區已有經貿協會及台灣商會組織，為整合其
單一性故有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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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秫娟：請問是否該兩國如總會章程第二條章程組織條件符合要求。
主席：已報備且核准，但由秘書處協助其建立組織架構及章程，由理監事審核。根據歐洲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章程第三章會員第 6 條「由歐洲各國之台灣商會組成，每一歐洲國家設立
之台灣商會」。
張步仁：所有資料都有正式主案。
決議：第三案通過
提案：5
案由：本總會擬正式推薦楊景德諮詢委員代表歐洲總會參選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三屆
監事長，敬請核議。
提案人：秘書處
楊景德（參選世總 23 屆理監事候選人）：5 月份歐洲總會年會，6 月份為中南美洲北美，7 月
初大洋洲，7 月中亞洲，期許能當潤滑劑，當有爭
議時協調及溝通，感謝各位給予支持。
決議：第五案拍手通過
提案：4
案由：支持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加入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並為該國唯一台商組織代表。
說明：（詳情參見會刊）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於 2016 年 4 月 3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成立，該協會由土耳其台灣商
會創始人歐總諮詢委員張昭倫和現任歐總副總會長王玉珍共同發起，為土國第一個正式官方登
記有案的台灣商會組織。該協會已依歐總章程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申請加入
為歐總會員。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成立起因於 2015 年 4 月份開始的土國台商會內部糾紛。（參見歐總
22 字公函第 002；003；006；008 及 009 號附件）
張昭倫就任土國台灣商會會長期間，和副會長王玉珍推動該國會務不遺餘力，六年來積極
參與世總歐總活動從不缺席，目前兩位具有世總顧問及歐總諮詢委員資格。她們二位在調解期
間，聽從歐總會多位資深理監事成員的意見。
提案人：林奇雋、張語揚、李永慶、郭珮涵、薛世蓉、鄭蓓斐、謝美婷
連署人：鄭東平、周仲蘭、黎萬棠、張志康、林玉麟、李玉英、李志俊、劉美姬、黎
劉金枝

輝、

主席：已複印 64 頁處理報告在秘書處，有問題請查閱。此案在昨天的籌備會有討論過，無其
他意見，目前的複印件請傳閱。
決議：第四案拍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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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記錄
日期：2016 年 5 月 28 日
時間：14:00
地點：奧地利 Hotel Rogner Bad Blumau
司儀：黃翠娟
紀錄：賴鏡仙
出席會員人數：74 位
出席理監事人數：54 位

奧地利游享哲會長報告：
在奧地利第一屆台商會時期就加入，前年 12 月接任即申請商會的銀行戶頭，成立奧地利
商會臉書以利資訊的公佈，建立 Line 理事群及 e-mail 信箱群，有活動時可在群邀請將事務簡
單化。在僑界有很多社團，因大家都身兼數職所以辦活動時也會與各社團協商如不辦新春聯歡
而以元宵節聯歡取代。

比利時：請假
荷蘭黃榮光會長報告：
台商將近 1 萬人，繳費會員 50 幾位會員，並有增加趨勢，但近幾年新來台商及創業者不多。
今年辦了 3 個專題演講，兩個是稅務及勞工法平均都有 40 位參加，另一個演講也超過 70 人。
歲末音樂會 100 個名額 48 小時及額滿報名，反應踴躍。新年活動邀請九天技藝團表演有 400
多人參加。4 月台商會辦高爾夫球賽有 30 人參加。

法國郭珮涵會長報告：
會員有 70 幾人，但繳費只有 35 位，大都舉辦小型活動，如去年 3 月份台商杯高爾夫球賽，
11 月份國慶杯高爾夫球賽。今年 5 月 22 日總統副總統就職酒會 140 人參加，6 月 9 日及 10
日舉辦僑委會美食展。

德國邱立端會長報告：活動如手冊第 48 頁
今年 7 月卸任，5 月份所選的新任會長劉淑慧今天也參加會議。
德國總共有德北、德中、德西、德南及德東 5 個分會，雖然會員數持續減緩中，目前繳費
費員約 100 多位，但是在大家及僑委會的支持下一定會越來越好！

瑞典薛世蓉會長報告：如會刊書面報告
瑞典有 10 幾位參加此次大會，為參加人數最大國，以行動證明團隊的精神，在做與學著
做，在捨與得之間，共同為商會做一個傳承的延續。

盧森堡劉美姬會長報告：
在商務上盡量配合官方要求，大使館也會到盧森堡來做活動，光陽、必翔、台翔等公司及
華航歐洲貨運中心以盧森堡為中心擴展業務。在金融方面，台灣基金有百分之七十從此處發
行，盧森堡著重電子商務很多知名公司都設在此設點。
6 月 12 日舉行端午節包粽子大型活動，將此傳統延續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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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劉金枝會長報告：
去年 7 月接任會長，感謝 3 月份世總會議時，大家踴躍參與及幫忙。本總會於 3 月 4 日至
6 日，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第 2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及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暨
世青第 6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3 月 6 日李總會長耀熊分別招待塞戈維亞及托雷多一日遊。

俄羅斯張碧玉會長報告：如會刊書面報告。
希臘張步仁會長報告：
自 1975 年起參加歐華會議至今，認識了許多僑界的好朋友，今年希臘台灣商會申請加入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會員國。

改選第 23 屆歐總總會長
出席會員領選票人數：71 位
選務委員：張語揚、張志康、李永慶
承認土耳其台商會的創始會長張昭倫，2009 年 12 月 -2015 年 12 月勞苦功高以茲代表本
會肯定其資歷。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王玉珍王會長寫推薦函，提名張昭倫女士競選歐洲總會歐洲台灣商會
總會長。
秘書處接受其申請，以上符合申請程序。

張昭倫競選政見發表：
大家好！ 2010 年在馬德里以觀察會員身份，參與歐總活動至今，從未缺席，來歐總參加
年會已成了生活的一部份，在這裡像一個大家庭，從前輩處學到很多東西，常在想有朝一日可
以在土耳其辦活動請大家一起來。
當總會長不只是辦年會，還包括會員國的連繫及洲與洲之間關係連繫，讓歐總的精神光環
能比其他五洲更加展現，將撥出大部份的精力與時間經營歐洲總會，希望大家能給機會。

總會長選舉無記名投票結果：71 人領票，62 票高票當選
正副監事長選舉：
提名三位：英國：梁秋生

瑞典：薛世蓉

以票數最高兩位當選：
監事長：英國 梁秋生（28 票）
副監事長：瑞典 薛世蓉（2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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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三屆會員代表大會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2016 年 5 月 28 日
時間：16:45
地點：奧地利 Hotel Rogner Bad Blumau
司儀：黃翠娟
紀錄：賴鏡仙
出席理監事人數：60 位
主席：張昭倫

新任監事長：梁秋生
很高興張昭倫女士當選新任總會長，土耳其是第一次擔任總會長，相信會做的很好，不負
大家的期望，請全力支持，謝謝。

新任總會長：張昭倫
新任監事長：梁秋生
新任副監事長：薛世蓉
聘任第二十三屆歐洲總會工作團隊：秘書長王玉珍、財務長吳佳璇
決議：通過
聘任第二十三屆歐洲總會組織成員：
名譽總會長：沈為霈、鄭東平、許瑞麟、劉文堂、蔡國泰、蔡吉春、高慶雄（缺）、黎萬棠、
蕭培森（假）、周仲蘭、黃行德、黃貴乾、楊梅芳（假）、陳秫娟、李耀熊、
林玉麟、張語揚、張志康、李永慶、董淑貞、吳輝舟
副總會長：郭珮涵、劉金枝、戴培聰、劉淑慧、游享哲、張碧玉、劉欣怡（假）、黃榮光、
郭榮助（缺）、劉美姬、張步仁、劉倖佑（缺）、林子揚（假）、許婉容（假）、
賴天福（缺）、簡文達（缺）、范素珍（假）、袁 平（缺）
諮詢委員：郭琛、丘世璿、吳秀琪、李玉英、李志俊、李俊德、阮紹棣（假）、林奇雋、林姵妏、
林葳、柯秀麗、張志光（假）、陳燕發、陸錦林、傅佩芬（假）、曾金華、楊必誠、
楊景德、黎輝（假）、蕭梅杏、駱瑤玲、儲中流（假）、張中峙（假）、邱立端、
曹行之、黃尚義（缺）
顧問：李貽章、張春娟、陳乃琛、廖天儀、鄭蓓斐、賴志剛（假）、謝美婷、李瑞蓮、張慧玲、
莊玉靜
理事：吳秀麗 、林啟安、劉晊廷（假）、簡偉華、曾曉蓉、林世昌
9 月份在台灣聚會時，會通知大家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議，年會按照章程會在 5 月底前召開，
原則上會在伊斯坦堡舉行，但因土耳其政局不甚穩定，會考慮到南部安塔利亞舉辦，安塔利亞
2015 年舉辦過 G20，環境優良可以打高爾夫球、開會、游泳或遊船。

臨時動議：因大家行程緊湊，希望能在大會召開 4 個月前發通知。
主席：年底聖誕節前會公佈，屆時會協調幾個會的開會時間，配合歐總及世總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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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
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六屆青商會
閉幕典禮記錄
日期： 2016 年 5 月 28 日
時間：17:00
地點：奧地利 Hotel Rogner Bad Blumau
司儀：黃翠娟
紀錄：賴鏡仙
出席人數：80 位

吳總會長致詞：
感謝所有人員的幫忙與支持。讓此屆會議能和諧快樂的順利完成，祝賀新任土耳其張總會
長，任重而道遠，必能完成歐總延續與傳承的使命。

貴賓僑委會吳委員長新興致詞：
大家好，感謝團隊的辛苦讓活動成功圓滿！
土耳其有 15 家台商，期許新總會長上任，能用包容誠懇的愛心，讓時間化解彼此的誤會，
兩會重新整合為一會，屆時將親自到土耳其祝賀。
感謝奧地利史大使及代表處今晚宴請的城堡晚宴，大家都很期待。
隨時歡迎大家到台灣來，相約吃個辦公室便當，聊聊僑訊，四海之內皆兄弟，希望大家給
予支持，知道海外同胞的辛苦，明天回台後也會對預算做檢討，在僑團辦活動時增加經費，給
予補助。
也轉達蔡英文總統，行政院林全院長，立法院蘇嘉全院長，祝賀大會園滿完成的心意。

奧地利史亞平大使致詞：
感謝感謝再感謝；祝福祝福再祝福！
1. 感謝僑委會吳委員長接任新職一切順利。
2. 新任總會長張昭倫女士任重而道遠，奉獻付出，祝福台商會業務順利，蒸蒸日上！
3. 祝福在座各位一切順利成功，人生旅途圓滿平安健康。
會後由外交部提供晚宴，明天還有大會題供的半日遊及之後的旅遊活動，希望大家玩的愉快。

世總李耀熊總會長致詞：
給吳輝舟總會長及其團隊再一次熱列掌聲！
感謝各洲派專人與會道賀，新會長走馬上任，是機會；也是挑戰。
歐洲台商不多，團結用心，希望在張總會長的領導下能有很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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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今日的城堡晚宴拭目以待，並感謝代表處及經濟組的支持及幫忙，
讓會議順利進行。
感謝吳委員長為商會辦活動爭取經費，大家也要拿出世界台商的精神為中華民國台灣出錢
出力奉獻。

第 23 屆世總總會長候選人日本謝美香女士致詞：
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有機會領略音樂之都的美，安排在具有現代藝術風格的溫泉渡假村，
做為研習會議的地點，讓人沐浴在濃厚的藝術氣氛及感受到滿滿的熱情。
隨著國際情勢的瞬息萬變，第一時間湊出商機加強與政府之間的溝通，促進各洲商機的交
流，更積極培育各洲青商的後續接軌。做為第 23 屆世總總會長候選人，將以三大主軸，熱情、
商機、活力出發，期盼大家給予支持。
明年 3 月底日本看櫻，一同運籌帷幄，為世界台商開創新藍天。
祝福會議圓滿成功！

第 23 屆世總總會長候選人大洋洲林見松先生致詞：
恭喜新任總會長及監事長當選及年會圓滿成功！
從小在雲林林內鄉貧困山區長大，國中時每天要走 70 分鐘到學校，有天暈倒，校長發現
鞋底磨破幫忙買鞋，母親叮嚀要記得感恩。39 歲移民到澳洲，身在海外才體會到感恩的真諦，
自 1992 年以後只要對台灣有直接間接的幫助，任何活動只要能力所及一定幫忙。
10 幾年前參加台商會，學到很多高度及視野，在馬德里受前輩推薦競選第 23 屆總會長，
為服務大家，義不容辭接受挑戰。
每年幫助罕見疾病基金會幾十萬到幾百萬，幫助 200 個弱勢兒童，國中給 3 萬，國小給 2
萬，直接將補助款給學校，只用在學童學費及營養午餐。
1. 支持政府南下政策，達成共識壯大世台會。
2. 幫助青商會使其成長快速，是未來的希望。
3. 發展商機及商機轉移。
4. 讓東南亞及澳洲的僑胞，能善用台灣的醫療設備及迅速達到醫療照顧。
5. 台商的安全問題，透過有力的顧問公司得到解決。
新舊任交接李總會長監交
刑增輝見證

新任張總會長致辭：
大家好！非常興奮接任新總會長，同時感到肩頭沉重，相信在秘書長王玉珍的協助下，能
達成委員長及各位的期許，未來一年景氣雖不穩定，仍將加強會員連繫及發展商機連結，讓歐
洲台灣商會成為世總最佳後盾。
鼓掌閉幕典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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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議程
預備會議討論事項
討論 1
案由：請歐總理監事票選補齊理事出席名額
說明：第 22 屆年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會議通過提案一，歐總理事會理事資格，各會員國皆有
兩名理事代表（副總會長為當然理事與另一名理事），但如會員國無法提報理事人選出
席歐總年會時，得由歐總理監事於預備會議時票選補齊理事出席名額。提請審議。
辦法：秘書處提報下列會員為第 24 屆理事
會員―梁錦蘭（瑞典）
會員―王儷靜（荷蘭）
提案人：秘書處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時間：2017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14:00-15:00
地點：土耳其安塔利亞 Calista 度假村
主席：總會長張昭倫
紀錄：陳璟宜
一、秘書處報告理監事出席人數
理監事應出席人數：
出席及委託書人數：
二、出席理事超過半數，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三、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
2. 秘書長王玉珍報告
3. 財務長吳佳璇報告
4. 名譽總會長吳輝舟報告
5. 副總會長（各國會長）報告
6. 監事長梁秋生報告
四、提案事項
五、臨時提案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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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張昭倫報告（略）
秘書長王玉珍報告
在國際恐攻佈滿國際社會的情況下，願意相挺前來土耳其鼓勵第 23 屆歐總團隊，感謝各
位對歐總大家庭的支持與愛護，這次開會地點的選擇，在張總會長多方考量之下，基於安全
最重要的最高原則，選擇在 ANTALYA 安全防備與門禁管理嚴謹的 CALISTA 度假村內舉辦，
2015 G20 高峰會議時美國總統歐巴馬選擇在 CALISTA 住宿停留，就是因為維安條件最佳，減
少不必要突發情況，做好風險管理，希望提供各位先進們最舒適又安全的開會地點，同時享受
土耳其的美食與風景！
美中不足，ANTALYA 不是主要經濟大城，因此國際航班有所限制，很抱歉在飛航安排上，
讓各位先進辛苦了，我們歐總團隊盡心盡力安排各項活動，肯定讓歐總先進們、貴賓們、會員
家人們感受到我們的熱情！
本屆提報第 24 屆新理事、諮詢委員與提升顧問人員
23 屆副總會長提升諮詢委員：
游享哲（奧地利，提報 24 屆諮詢委員）
劉倖佑（匈牙利，提報 24 屆諮詢委員）
23 屆理事提升顧問：吳秀麗（瑞典，提報 24 屆顧問）
23 屆會員提升理事：
蘇郁榮（德國已改選新會長，提報 24 屆副總會長）
戎亞屏（奧地利已改選新會長，提報 24 屆副總會長）
廖再思（英國，提報 24 屆理事）
叢日春（希臘，提報 24 屆理事）
沈谷良（匈牙利，提報 24 屆理事）
黃翠娟（奧地利，提報 24 屆理事）
李輝全（西班牙，提報 24 屆理事）

財務長吳佳璇報告
第 22 屆累計移交金額明細如下
Date: 2017/3/23
第 22 屆累計移交金額（轉入台北世總帳號）

英鎊
10.74

歐元

美金

32,609.31

8,152.69

銀行利息

0.03

0.59

銀行利息 20170323

0.14

3.32

繳交第 23 屆世界台商會年費
usd2500=euro2300

3,880.00

-2,300.00

由第 23 屆可支出補助青商金額

-1,000.00

由第 23 屆可支出補助大會金額

-5,000.00

小計（台北世總帳號）

（歐元現金）

10.74

26,609.48

8,156.60

1,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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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帳戶內二筆金額，補助大會 5000 歐元和補助青商會 1000 歐元，上屆移交現金動用
2300 歐元於世總年費，餘額如上。年會結束後作最後結算，剩下現金計畫用銀行匯款方式匯
到歐總歐元帳戶，下屆財務移交將不會有現金移交。

名譽總會長吳輝舟報告（略）
副總會長（各國會長）報告
郭珮涵（法國）、劉金枝（西班牙）、戴培聰（瑞典）、劉淑慧（德國）、曾仲殷（荷蘭）、
劉欣怡（挪威）、王玉珍（土耳其）、劉美姬（盧森堡）、張步仁（希臘）、高偉淙（英國廖
再思代）

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每屆得動用公共基金銀行帳戶提領世總年費繳交金額
說明：歐洲總會公共基金存於世總名下台北帳號，方便每屆財務移交，根據世總公共基金管理
規定，提領必須出示理監會決議，根據 2014 年 5 月 10 日，在巴黎的第 20 屆第二次理
監事會議，臨時動議第二案決議，凡首次擔任洲總會長之會員國，得支用公基金最高五
仟歐元，根據 2014 年 5 月 10 日，在巴黎的第 21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第一
案決議，每屆得動用公共基金壹仟歐元，給新接任的歐總青商會舉辦年會及理監事會議
之用，以外無法提領銀行帳戶內的現金，無法提領繳交世總年費。
辦法：建議理監事會通過「每屆得動用公共基金銀行帳戶提領世總年費繳交金額」。
決議：

提案二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為加強代表歐總出席世總之理事參與歐總活動，建請修改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施
行細則第 6 條，增加「須參加當年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五月份年會」的規定。
說明：鑑於每年提報世總 20 位理事人選對歐總事務參與不強，而本會章程施行細則亦無明文
規定被提報理事應參加歐總活動，為活絡歐總團體增加向心力，建議每年被提報世總理
事應參加當年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五月份年會。
辦法：修改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如下：《本會推舉世界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理事，以曾參加當年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五月份年會為限，其順序如下 :
（其餘內容不變）》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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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約旦台商會申請加入歐洲總會
說明：根據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
第三章

會員

第 6 條 本會會員採團體會員制，由歐洲各國之臺灣商會組成，每一歐洲國家設立之台
灣商會，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同意立案，並向本會申請加入，由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
成為本會會員。
台商組織之單位，經理事會審查通過者，得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員代表大會，但無投票
及表決權。
約旦台商會，已經向僑務委員會報備，申請加入歐洲總會，創會會長黃麗玲，亦以觀查
員身份前來參加年會，請理事會審查通過，正式入會。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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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青商會會長

陳詩
會長的話
歐青會員國目前有八個國家：奧地利、比利時、英國、德國、法國、荷蘭、
西班牙、瑞典。會員共約一百一十人。
ETCC-JC has currently 8 countries, Austria, Belgium, U.K., Germany,
France, Netherlands, Spain, Sweden, with approximately 110 members in total.
歐青與瑞典青商合作舉辦 2016-2017 年度活動：於 2016 年 10 月 21-23 日
舉辦為期兩天半的瑞典文化之旅，其中包含四場關於歐洲及瑞典的新創行業的
講座。
ETCC-JC and Sweden Junior Chapter together held the 2016-2017
Annual Event, during October 21-23, 2016, a 2-and-half-day event, 「Sweden
culture and cruise weekend」. Four lectures were conducted in this event, with
focus on innovation of new industries in Europe and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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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青商會會議記錄
日期：2016 年 5 月 28 日
時間：11:18（一）
地點：奧地利 Hotel Rogner Bad Blumau
主席：張達揚會長
司儀、紀錄：呂亭儀
出席人數：20 位（14 位理監事）
一、主席張達揚致詞：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今年的年會，由於貴賓致詞時間不確定，及荷蘭會
長抵達時間推遲，所以我們會略為更動會議議程。
二、主席介紹本會：介紹歐青團隊，祕書長及監事長。
三、各國副會長報告：
（1）英國代表報告―高偉淙名譽總會長：時間很快，從第一屆在維也納到現在已經第六
屆了，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凝聚和延續青商會。就英國部分，在名譽總會長董淑貞的
領導之下，我們 520 剛完成台商會聚餐，英國青商會的人數已超越台商會的人數。
其中透過餐會、聯誼的方式可以團聚更多會員，也透與學生會合作，招募更多學生
加入，畢竟學生就是未來的青商。
（2）法國代表報告―黃凱琳秘書長：今年招會員人數成長一倍，我們有舉辦一些參訪活
動包括 Face Book 及 Google，也有品酒會。今天在西班牙有多達 7 位會員出席，
是一個突破性的表現。
（3）瑞典代表報告―陳詩瀅會長：我們是去年 11 月在瑞典成立，會員大多數是第二代或
第三代，所以並不是每位都是從商。11 月底有舉辦過滑雪活動，3 月西班牙有 3 位
代表參與，每年固定在四月會舉行年會。下周將有講座活動舉辦，之後也會辦內部
會議討論會務 SOP，7 月會舉辦戶外森林一日遊，10 月會有郵輪活動。
（4）比利時代表報告―魏歷維會長：比利時是一個小國家，會員人數也不多，今年大約
10 位與去年差不多，活動也不太容易舉辦，所以有改變活動舉辦的方式，去年 7 月
有邀請許多歐洲國家來比利時旅遊，去年八月去荷蘭看棒球賽，上個月 4 月也有前
往巴黎去拜訪。
（5）奧地利代表報告―劉瑞涵理事：我們於一個半月前才正式成立，會員大多數為台商
會員的第二代，目前正在討論舉辦一個大型與台灣相關的活動。由於目前我們這一
代，許多人都不會說或讀中文，所以在執行上需要克服這一部分才能增添參與感。
四、貴賓致詞─ 21 屆世界總會長劉學琳：記住海外僑胞的跟永遠是在台灣，不要忘記根在哪裡。
希望青商會員每一位將來都能成為大企業家或在各行各業能有一個突出的表現，對各國在
地發展能提供助力，並祝福各位未來前程似錦。
五、歐青會長報告：非常感謝各位會長報告，我們現在已經有八個會員國，雖然德國的部分有
些中斷，但希望之後能重新與德國連接上。參與這種青商會活動
六、監事長報告：我們今年的財務由上屆交接 4573 歐元之後，沒有項目支出，餘款仍為 4573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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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德國觀察員吳宗諺介紹：我們來自柏林，最早 2011 年參與過奧地利的年會。德國分為德
東跟德西，聯絡的橋樑似乎並沒有很完善，我們可能會討論重組德東的青商會。
日期：2016 年 5 月 28 日
時間：13:42（二）
地點：奧地利 Hotel Rogner Bad Blumau
主席：張達揚會長
司儀、紀錄：呂亭儀
出席人數：21 位（15 位理監事）
※ 延續上午的會議，我們先請荷蘭代表補報告。
（6）荷蘭代表報告―王儷靜會長：從上次倫敦年會之後，我們去年七月有棒球加油賽，
人數大概 100 多人上下，是一個大型的活動。而去年 11 月有辦品酒活動，我們即將
要交接，期待下一屆能帶領大家前往更好的方向。
八、致贈禮品與王儷靜會長及青商創會名譽會長高偉淙。
九、臨時動議：
（1）英國於此屆卸任的同時需要推一位擔任下一屆歐青監事長，經討論後決議，由楊長
蓉擔任。
（2）由於下一屆台商會極大可能性由土耳其擔任，而土耳其沒有青商會，所以我們必須
推選一位擔任下一屆歐青會長。會長除了應參加新的青商會開幕活動，也必須出席
歐洲年會（土耳其）、世青年會（日本大阪或大洋洲墨爾本），以及九月於台灣的
年會。由歐青張達揚會長提名瑞典青商會會長陳詩瀅，由 12 票通過當選。
十、提案：
提案 1：需要有理事資格，並須參與 2 年以上活動。
提案 2：由明年開始每年歐青理監事會費 50 歐，全數補助歐青理監事的出席費，不足部分由
歐青會員補足，由 12 票通過確認。
提案 3：由各屆青商會與台商會協調適當處理方案，不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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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活動
Sweden Culture and Cruise Weekend
時間：2016 年 10 月 21 日 -10 月 23 日
地點：斯德哥爾摩
特別感謝：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張昭倫會長

駐瑞典代表處

廖東周大使、張學仁秘書

瑞典台商會會長

戴培聰會長

瑞典台商會副會長

李玉英副會長

世青輔導會長

王儷靜會長

活動照片
Friday (10/21) Seminar dinner
The event took place during a weekend, divided into three days and two
nights with a soft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on Friday evening, 21th of October.

Friday (10/21) Seminar dinner

95

青商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museum visit
In addition to the meetings, there were also two museum visits to let the
participant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ﬁrst
was Vasa Museum. The museum takes you back to the 17th century. A time
when Sweden wa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leading powers in Europe in terms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ﬂuences.
The other museum is about the life and legacy that the inventor and
philanthropist Alfred Nobel left behind. The meaning behind the prize itself and
what those awarded ha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society
to receive this great honor.
In addition to the museum visit, there was some time for “ﬁka”, the popular
Swedish informal afternoon tea.

Lunch 瑞典台商會會長戴培聰會長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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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ﬁka

Check in for the cruise

(Swedish coffee time) at VIP Lounge

Mingle/ Free time

Mingle/ Free time

Dinner: Nordic buffet on the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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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 青商座談會
歐洲台商總會長張昭倫致詞內容：
蔡總統在世總年會勉勵大家，熟悉僑居地，深化連結當地主流社會與企業，
讓當地人認識台灣看見台灣，把台灣的商品賣到當地或是把當地技術轉到台灣，
成為僑居國具有影響力的組織，為台灣最佳行銷宣傳。感謝歐青總會長陳詩瀅
與團隊安排活動，不管參加人員多少，活動舉辦就是學習，透過商會組織資源
協助，相信大家受益匪淺，為歐青未來發展，感謝大家出席！

結論：
The main activity of this autumn event was the Cruise Conference on Birka
Paradise. Cruising is a popular leisure activity among the Swedish people. It’s
a pleasant way to relax and view the Swedish archipelago. Our focus was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our current situation and to explore different
approach to solve the current issues. As for seminars, our guest speakers
focus on young Swedish innovative companies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e Inspiration Project, an organisation that helps and guides Taiwanese
exchange students to a career where they study.
This event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experience and discussion of
serious issues got a good response. With a slight optimism, we hope to expand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existing channels to farther suppor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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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2017 年臨時會
今年由於報名土耳其安塔利亞年會青商會的報名人數未達具代表性的開
會人數，無法進行會議。依據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組織辦法草案第
二十二條：會員代表大會每屆（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臨時
會員代表大會，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由會
長在三十天之內召開之。各國副會長與理監事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達草案規定人數，因此確定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召
開的時間為五月十三日，地點為阿姆斯特丹。
此次臨時會出席的貴賓有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代表梁秋生監事長、荷蘭
台灣商會會長曾仲殷會長、世青輔導會長王儷靜會長。歐青出席國家為比利時、
德國、法國、荷蘭、瑞典。
會議中除了進行 2016-2017 年歐青及歐青各國的會務報告，以及促進青商
會社群網站功能及相關議題之討論外，並選出下一屆歐青會長，由法國的青商
邱甯雅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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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講座與歐青理監事聯席會議臨時會
大數據是現今最熱門的話題，內容龐雜多元、品質不一的巨量資料，如何
萃取潛藏其中的價值並加以應用，是目前各行各業想要瞭解的課題。同時透過
大數據應用，掌握商機脈動、成功經營創新服務的關鍵，翻轉傳統的行銷模式，
發揮最佳化的資源運用。
此次 TYPIN 與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聯合舉辦大數據講座與歐青理
監事聯席會議臨時會，地主國荷蘭安排了大數據講座，由任職飛利浦的 Casale
博士講授外，也邀請了 Tias 蒂堡大學商學院的學術院長演講，講座後召開歐青
聯席會議臨時會，隔日舉行 Giethoorn 羊角村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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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台灣商會青商會會長

陳詩

2016-2017 活動總覽
DATE

LOCATION

EVENT
2016

5/27-5/29

奧地利―維也納 歐洲第 22 屆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議

6/4

斯德哥爾摩

專業講座臺灣人的瑞典生活，旅遊與設計

6/18

斯德哥爾摩

Organisation development

7/30

斯德哥爾摩

森林浴 Day trip

9/25-9/27

台北圓山飯店

世總第 22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1-10/23 斯德哥爾摩

2016 歐洲青商會 Sweden Culture and
Cruise Weekend

11/28

斯德哥爾摩

Industry Visit －
VR application by SenseGraphics

12/11

斯德哥爾摩

JulBrunch
2017

4/29

斯德哥爾摩

瑞典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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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專業講座：臺灣人的瑞典生活，旅遊與設計
時間：2016 年 6 月 4 日
地點：斯德哥爾摩
講座邀請四位演講者分享和討論在瑞典工作、學習、生活和旅遊之經驗和
心得。演講者來自不同領域，分享各自如何在瑞典找到自己的一條路。

森林浴 Day trip
時間：2016 年 7 月 30 日
地點：Saltsjöbaden
Picnic, Swimming & Sauna:
This summer, TCCS-JC organized a summer outing in Saltsjöbaden. It
included visiting natural place, Saltsjöbaden, fika, and sauna, as well as a
charity story-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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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Visit － VR application
時間：2016 年 11 月 28 日
地點：Stockholm
參觀位於 Kista 的軟體公司：其主要業務內容，是與醫療設備硬體供應商，
和有臨床模擬需求的醫療單位達成異業合作，
以開發手術或侵入式檢查模擬器的軟體介面平
台為主。
參觀當天我們在接待者的解說和帶領下也嘗試了模擬器的操作：
1. 達文西手臂主控制器：遠端操控機械手臂群組。
2. 陰道超音波模擬器：以真實的超音波資料配合開發的 3D 立體剖面圖，也
導入了迴饋機制所做的觸控力道模擬，讓使用者可以感受到擬真的體腔內
環境受力。
3. 白內障手術模擬器：這是一個慈善計畫，欲幫助較未開發地區廣大的患者
恢復視力。
總結：目前以顧問開發的形式經營，主要的工作是建立軟體的操作平台，幫
助訓練操作者達到擬真的臨床經驗。

JulBrunch-Christmas brunch
時間：2016 年 12 月 11 日
地點：斯德哥爾摩 Fåfängan
Brunch & gift exchange:
To celebrate X’mas and the end of the year, TCCS-JC organized a special
Jul-Brunch event on 11th of Dec. Julbord is a traditional X’mas buffet which
allows people to talk and get together with friends o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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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歐洲青商會 Sweden Culture and Cruise Weekend
時間：2016 年 10 月 21 日 -10 月 23 日
地點：斯德哥爾摩
During the cold days in late autumn TCCS-JC had a joint event with
ETCC-JC. Besides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Swedish cuisine and
culture, we also brought up and discussed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ve
encountered since TCCS-JC founded. The event took place during a weekend,
divided into three days and two nights.

104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erce in Europe
23rd Annual Conference 2017

荷蘭台灣專業青年會長

王儷靜

商會概況介紹
荷蘭台灣專業青年自 2013 年第一次參加歐青第四屆於法國舉辦的歐青年會
後，不但號召更多專業青年加入歐青的版圖後，更積極參予世青的活動。目前
我們的活動參與人數都在五十人到一百人間，主要成員多為專業經理人，創業
家和台僑第二代，因應會員不同的需求，舉辦不同的活動。本會今年除了舉辦
專業職場規劃講座，了解歐洲創新創業的投資方向，招募更多旅荷台灣青年加
入我們，加強青商間的聯繫與合作，促進商機交流，共謀事業發展，也積極推
廣台灣在荷蘭的能見度，以台灣音樂，電影和美食等軟實力讓荷蘭主流社會更
認識台灣，深化與主流社會關係，爭取對台灣支持，協助拓展對外關係。

商會動態
日期
2016 年 5 月 28-30 日
2016 年 6 月 3 日
2016 年 8 月 27 日

活動
參加奧地利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年會。
台味十足董事長加夜市：董事長樂團訪阿姆斯特丹演
出，並搭配台灣夜市美食活動，讓荷蘭主流社會體驗
台灣音樂和美食。
應邀參加法國青商品酒出遊，與比利時青商和法國青
商聯繫感情外並討論聯合舉辦活動並加強招募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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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舉辦旅荷台灣留學生迎新烤肉活動，鼓勵更多旅荷台
2016 年 9 月 17 日
灣專業青年加入青商的行列。
參加歐青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創新創業論壇，了
2016 年 10 月 22-23 日
解歐洲各國對於創新產業的投資、法規與發展。
台灣專業青年舉行第三屆會長改選與交接，由王儷靜
2016 年 11 月 11 日
與洪世淵擔任第三屆會長及副會長。
2016 年 12 月 17 日
荷蘭、比利時青商德國亞亨聖誕市集一日遊。
TYPIN Career Event : 旅荷 Expat 經驗分享 & Undutchable
recruiter，北布拉邦省和林堡省南荷蘭外派專業人士
服務中心（Holland Expat Center: Ms. Olivia van den
Broek-Neri）和 Undutchable 獵人頭顧問公司應邀出
2017 年 3 月 11 日
席，分享荷蘭的專業經理人職場規劃與外派生活諮詢
服務外，還請到在 Deloitte，Philips 和自行創業設計
師的旅荷台灣菁英與大家分享荷蘭職場經驗，近五十
個人出席，大家收穫滿滿。
2017 年 52Hz, I love you 上映後，很多朋友都期待
魏德聖導演和黃志明製片再來荷蘭，重溫 2015 年
KANO 在荷蘭烏特列茲上映時和魏導一起替 Akira 桑
加油打氣的盛況。荷蘭台灣專業青年協會在僑委會與
駐荷蘭代表處支持下，再次邀請魏導帶他的新作品到
荷蘭來，透過《52Hz, I love you》把大家心中的愛和
勇氣灌的飽飽的。
201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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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票開賣十天後就搶購一空，超過百位觀眾觀賞電
影，現場音樂聲、歌聲和觀眾的笑聲、掌聲此起彼伏，
氣氛溫馨。長榮航空也提供荷蘭與台灣來回機票一張
讓影迷抽獎。荷蘭籍的影迷們對於片中的台北街景充
滿好奇，期待抽中機票有機會去台灣看看電影中的台
北。旅荷的台胞和留學生們看完電影後和超親切的導
演進行餐敘對談，聊生命中的堅持和努力，在異鄉城
市中的孤單，重新和心中的愛接軌充電，獲得滿滿的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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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荷蘭台灣專業青年協會邁入第三屆，承蒙荷蘭台商會第二十二屆會長黃榮
光會長與第二十三屆會長曾仲殷會長的栽培指導，和僑委會僑務秘書施博祥秘
書的輔導叮嚀下，會務日漸茁壯，會員人數也逐年成長。感謝荷蘭青商團隊們
在繁忙的工作創業與家庭生活之餘，仍積極參與對活動盡心盡力，積極把台灣
推向荷蘭，讓荷蘭看見台灣，我在此向所有的無私奉獻、指導與協助的長官與
夥伴們，致上本人滿心的感謝。期待荷蘭青商與歐青的友誼長存，在商情、商
機密切交流外也共謀事業發展，讓我們成為彼此最信賴的夥伴。

活動照片

2016 年 5 月 28-30 日：參加奧地利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年會

107

青商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16 年 6 月 3 日台味十足董事長加夜市：董事長樂團訪阿姆斯特丹演出，並搭配台灣夜市美食活動，讓荷蘭主流社會體驗台灣音
樂和美食

2016 年 8 月 27 日：應邀參加法國青商品酒出遊，與比利時青商和法國青商聯繫感情外並討論聯合舉辦活動並加強招募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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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7 日：舉辦旅荷台灣留學生迎新烤肉活動，鼓勵更多旅荷台灣專業青年加入青商的行列

2016 年 10 月 22-23 日：參加歐青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創新創業論壇，了解歐洲各國對於創新產業的投資、法規與發展

2016 年 11 月 11 日：台灣專業青年舉行第三屆會長改選與交接，
由王儷靜與洪世淵擔任第三屆會長及副會長

2016 年 12 月 17 日：荷蘭、比利時青商德國亞亨聖誕市集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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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1 日 TYPIN Career Event：旅荷 Expat 經驗分享 & Undutchable recru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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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欣賞與導演座談：魏德聖導演與黃志明製片攜片訪荷，將台灣電影 52Hz, I love you 介紹給荷蘭觀眾外，並鼓勵青商們以
樂觀的態度，堅持理想和勇氣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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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台灣商會青商組會長

畢詳笙
FTCC-JC Goals
Founded in June 2013, our Chamber’s members in France include sectors
of mining and metals trade policy, IT, ﬁnance, wine, legal, fashion, marketing,
art, interior design, medical, etc.
We were 10 members, we are now 32, and the number is still growing every
month.
Goals of the FTCC-JC are -• Enhance business networks, promoting bilateral business between.
• Europe and Asia, and in particular with France.
• Engage young Taiwanese in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Senior Chamber of
Commerce in France and in Europe.
Our ofﬁcial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ftccjc/

法國台灣商會青商組第四屆活動一覽表
• 13/01/2017：青商會幹部會議
• 01/01/2017：元旦升旗典禮
• 06/12/2016：台啤巴黎上市品嚐會
• 27/08/2016：法國中部勃根地地區舉辦夏布利酒莊之旅
• 07/08/2016：巴黎近郊教學農場舉辦夏季烤肉聯誼餐會
• 09/07/2016：法青第四屆第一次會議
• 23/05/2016：14th 總統 & 副總統就職典禮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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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由原來的「訓練自己、服務人群」進一步擴充，加入團結、合作、了解、
效率等主題，同時強調其性質為「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永久性」社團，
以「服務」為其基本原則。
法國青商會提供青年朋友三大機會：
（１）個人機會：青商會提供青年朋友激發潛能、人際關係的各種技巧學習，
諸如溝通協調、領導才能口才訓練……等等。藉以提昇個人本身實力興
外在應變能力，以期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達到終身學習的機會。
（２）國際機會：青商會在不同的國家皆有分會。會友可以藉由每年舉辦的「世
界大會」及亞洲地區的「亞洲、太平洋大會」而達到會務交流，進而結
交不同國家的會友，同時可以認識不同民族的風格與文化。
（３）商業機會：來自不同行業的會友，藉由參與會務的認識，交換彼此的工
作經驗，增進會友與會友之間行業聯誼，及經濟事務的研討與商業資訊
的交換，提昇彼此間個人商業機會的擴展。

活動照片

01/01/2017：元旦升旗典禮

06/12/2016：台啤巴黎上市品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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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8/2016：法國中部勃根地地區舉辦夏布利酒莊之旅

07/08/2016：巴黎近郊教學農場舉辦夏季烤肉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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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台灣商會青商會會長

薛嘉仁

會長的話
比利時青商會目前共有 15 位會員，除了居住在比京布魯塞爾外，也有部份
會員居住在離比京很遠的城市。由於會員們各自在不同崗位及地點工作，要安
排全體會員定期聚會，較為不易。
2016 年，比利時青商會舉辦了兩次跨國的青商會聯誼活動。一次前往德國
Düsseldorf 旅遊，另一次前往德國 Aachen 的聖誕市集，很榮幸的邀請到前任世
界青商會王儷靜會長由荷蘭前來參加，並與居住德國的台灣朋友們歡聚同樂。
我另安排了一些其他的活動，促使會員們可以同聚增加了解並促進友誼。
在未來，我計劃安排一些歐盟的文化和經濟相關的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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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Christmas market at Aachen december 2016

Recently meeting with 馬英九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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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第 23 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土耳其 安塔利亞 2017
CALISTA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活動記錄
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本（106）年 5 月
26-28 日在土耳其南部觀光城市安塔利亞（Antalya）舉行，近 150 位會員代表、眷屬以及世
界各大洲台商及貴賓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林總會長見松為表對歐洲台商的重視，特別
於 5 月 26 日飛抵土耳其安塔利亞，並於當晚宴致詞歡迎全體出席台商代表及各界貴賓。僑務
委員長吳新興主持 5 月 26 日歡迎晚宴時轉達政府對所有僑商的關心，另懇請旅歐台商積極協
助政府推動五加二創新產業及前瞻計畫，為台灣經濟注入活水，在歐洲扮演貿易橋樑的角色之
外，為台灣整體產業提供動能。5 月 27 日開幕典禮在總會長張昭倫主持下隆重開場，土耳其
外交部司長與外交部顧問應邀參加，致詞希望台土雙方經貿日益增加。
第 23 屆歐洲臺商會聯合總會理監事會議除了進行相關會務討論及理監事會議之外，並選
舉第 24 屆歐洲臺商會聯合總會長及監事長，結果由來自盧森堡的台商劉美姬女士及法國台商
曾金華女士分別當選，並在林見松總會長見證下，與第 23 屆總會長張昭倫、監事長梁秋生順
利完成交接。
本次歐總年會除安排土耳其招商局投資介紹外，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應專程邀請與會以
「國際新情勢下的台商機會」發表專題演講，伊斯坦堡臺灣貿易中心主任陳淑華也說明外貿協
會提供台商服務及臺土貿易現況。
大會在 27 日舉行閉幕典禮後，由外交部設宴款待全體出席貴賓，並由駐土耳其代表鄭泰
祥代表外交部李大維部長主持，鄭代表致詞時特別轉達李大維部長感謝台商多年來協助政府推
動外交工作，並請大家繼續支持政府。28 日大會安排全員 Aspendos、Perge 古蹟與安塔利亞
舊城參訪一日遊，29 日開始 A 團七天六夜土耳其精華深度遊、B 團五天四夜土耳其南部浪漫
古跡遊。在浪漫地中海風情下大家依依不捨道別，讓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 屆年會順利
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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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第 23 屆歐總年會大合照

歐總盃高爾夫球賽

預備會議接受意見發表

歡迎僑委會吳委員長蒞臨

僑委會歡迎雞尾酒會

張總會長致贈感謝獎牌予吳委員長

歐總菁英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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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 屆會員大會暨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總會長張昭倫開幕式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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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吳委員長致詞

駐土耳其代表處鄭泰祥大使致詞

全體肅立唱國歌

土耳其外交部司長致詞

歐總開幕式

德國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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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招商局投資介紹與分析

台貿中心陳主任演講貿協功能

黃茂雄會長解說當前局勢商機

專題演講受益匪淺

經濟部午宴樊組長致詞歡迎

歐總致謝詞代表陳燕發諮詢委員

歐總 23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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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們全神貫注

理監事們專業開會

投票決議

投票表決

會員大會

投票選舉

投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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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張昭倫閉幕式主席致詞

新舊總會長交接

新舊監事長交接

第 24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外交部惜別晚宴敬酒致謝

惜別晚會土耳其民俗舞蹈表演

晚宴貴賓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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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總 23 屆會慶慶生

晚宴

歐總致謝詞代表人楊必誠諮詢委員

青商貴賓

世總林見松總會長致贈感謝狀

世台基金會致贈歐總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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