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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C 第22屆年度活動
第六屆青商會活動

會員及眷屬：
土耳其： Mithat Araci
比利時：郭文龍（病假 , 提報 23 屆副總會長）、曾曉蓉（提報 23 屆理事）、劉子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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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封面裡
封底
封底裡

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俄羅斯：王豐玉
英國：林啟安（提報 23 屆理事）、李端容、林庭瑜、林啟華、聞穎、Andrew Couldrake
荷蘭：陳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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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胡紹菊
瑞典：戴培聰（提報 23 屆副總會長）、吳秀麗（提報 23 屆理事）、 吳文瑄、王文莉、梁錦蘭、
Nils Hedlund、Topi Waris
德國：劉淑慧（提報 23 屆理事）、王東和、翁富貴、高素貞、黃淑珍、葉炤萍、鄭邢秀玲、盧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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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三槐、魏菊貞
奧地利：林世昌（提報 23 屆理事）、王 薇、田辛農、包國楓、戎亞屏、何秉修、李曉風、宋桂琴、唐治平、
張春媚、陸慧敏、黃偉文、黃翠娟、廖怡玲、廖真實、劉基正、鄭光佑、賴鏡仙、謝麗珠、瞿銘鑫、
羅弘煜

出席貴賓：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 僑務委員長

第六屆青商會青商會出席人員：

中華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史亞平 大使

歐總青商會會長：張達揚 （英國）

巴西：劉徐利英

荷蘭青商會會長：王儷靜 （世總青商會會長）

世總名譽總會長：吳松柏 （南非）

歐總青商會秘書長：呂亭儀（英國）

世總名譽總會長：連元章 （巴拉圭）

歐總青商會監事長：洪士淵（荷蘭）

世總名譽總會長：溫玉霞國策顧問 （南非）

青商會會長：魏歷維（比利時）、畢詳笙（法國）、陳詩瀅（瑞典）、潘羽筑（奧地利）

世總名譽總會長：盧起箴 （南非）

青商會理事：魏歷綸（比利時）、 游惟涵（法國）、 黃傑瑞 （荷蘭）

世總名譽總會長：黃正勝國策顧問 （澳洲）

會員：吳若慈、楊長蓉（英國）、邱甯雅、黃凱琳（法國）、宋秉淵、 吳宗諺、詹堯仲（德國）

世總名譽總會長：劉學琳 （巴西）

奧地利出席貴賓：國會議員 Mr. Werner Amon

世總監事長： 邢增輝（貝里斯）

吳向穎、劉睿涵、張維昇（奧地利）

世總諮詢委員：楊昭諄 （美國）、林見松 （澳洲）、謝美香 （日本） 、張崇斌 （多明尼加） 、

眷屬：曹芯瑜（荷蘭） 、蔡真漪（奧地利）

林誌銘（世總顧問，STUF 秘書長）
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主任：郭昀光
中華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莊惠明經濟組組長、陳槱順組長、林柏廷、黃中兆、楊國誠、蕭光偉

各國代表及家屬：
巴拉圭：陳淑芬、王建華、周美玲、林秀春、洪秀碧、許銀瓊、陳妍蓁、黃秀女、劉康財、蔡秀鸞、嚴珮玲
日本：王坤保
貝里斯：邢唐雯霞
美國：王維、吳香玲、吳禮春、徐麗娜、羅安雅
澳洲：呂素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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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總會長 吳輝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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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六屆青商會

延續與傳承
會務報告
2015 年 5 月 23 日，在英國倫敦接任歐總 22 屆總

瑞典台灣青商會在 2015 年 11 月 21 日舉辦成立大

會長，也接下歐總 21 屆大會的決議，希望敦請世總前

會，我與世青總會長王儷靜以及世青歐洲會長張達揚，

輩，一同 團拜訪歐盟議會，共同促進有關歐盟與台灣

皆前往斯德哥爾摩祝賀。奧地利青商會經過多年的籌

簽定 BIA 及 ECA 一案，已於 2015 年 7 月 3 日，特別

備，由奧地利僑務委員張春娟召集，加上中華民國駐奧

將歐總歷任總會長及各國現任會長列名，由我代表簽字

地利代表處史亞平大使全力的支持，終於在 2016 年 4

後，請奧地利代表處陳連軍大使，轉給比利時歐盟貿易

月 2 號正式成立。4 月 3 日，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成立，

委員會。九月底，感謝世總台北年會，通過決定 織世

應張昭倫諮詢委員之邀請，前往伊斯坦堡祝賀，他們已

界台商歐盟訪問團，在李耀熊總會長的帶領下，於今年

依規定申請加入歐總，希望在歐總大會時能通過入會。

3 月 1 到 3 日，30 多位台商代表訪問歐盟及比利時經部，

日期

07:30-07:30
12:00-18:00

決了多年來，每屆移交不便的問題，每年可在台北辦

幾個商會的會務紛爭之外，歐總新增了兩個會員國。

理。關於去年上屆理監事會閉幕典禮交接時，承諾對小

2015 年 7 月 25 日，參加了希臘歐洲華人 41 屆年會時，

國家的補助，同意給沒有名譽總會長的會員國活動，延

鼓勵希臘成立台商會，由張步仁先生擔任會長；另外摩

續補助 500 歐元，只要有向我申請，基本上都已兌現。

納哥也成立台商會，由范素珍小姐擔任會長，此兩會已
今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在奧地利百水山莊溫泉酒

提報歐總，擬由本屆大會追認，正式加入歐洲總會。

店 Rogner Bad Blumau Hotel，舉辦的第 22 屆會員代表
2015 年 9 月 24 日，在參加世總台北年會時，為響

大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同時舉辦歐洲青商會

應美國世台基金會 -STUF（多數董事都是世總成員）對

第六屆大會，非常感謝各位理監事和會員們熱情地報名

敘利亞難民發起的冬衣救助一案，我代表歐總與世台基

參加以及各界熬心的贊助，更歡迎許多來自世界各商會

金會秘書長林誌銘簽定合作備忘錄，負責協調歐洲各國

的朋友，不遠千里前來光臨指教！

救助事項，土耳其已在 2016 年 1 月 7 日，由台商會張
昭倫與王玉珍兩位負責，完成兒童冬衣六仟件分發的工

這次的年會，為響應僑務委員會的呼籲，以僑界新

作，其他兩國，希臘與奧地利難民的救助工作，也分別

舊傳承為主題，歐總已過 22 個年頭，期盼大家的愛心
與努力，能讓多年來歐總前輩們，團結與合作的優良精

指派張步仁與游享哲兩位會長負責，奧地利已於今年 3

神，可以順利繼續地延續下去！

月 18 日在薩爾玆堡，完成冬衣一萬件與雨衣夾克五仟
件的分發；希臘方面，冬衣與雨衣夾克各一萬件，也於

敬祝 今年大會順利圓滿，大家身心愉快，事業順

3 月 29 日順利分送完成。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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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酒店人員

酒店大堂

開幕典禮
專題演講
茶點休息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ㄧ）
青商會第六屆年會（ㄧ）
經濟部午宴
理監事聯席會（二）
青商會第六屆年會（二）
第 22 屆會員代表大會及總會長、監事長改選
茶點休息時間
閉幕典禮暨新舊任總會長、監事長交接及頒獎
第 23 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搭車前往晚宴地點
外交部城堡晚宴和舞會

酒店會議室 全體人員出席
酒店會議室 全體人員出席

酒店大堂

報名參加人員

5/29
（日） 15:30-16:00
18:30

格拉茲及酒村品酒一日遊，
午餐由吳總會長招待
晚班機返航人員，安排送機
續住酒店人員，晚餐由大會安排招待

酒店餐廳

當晚離開人員
續住酒店人員

5/30 08:30
（ㄧ）

會後旅遊出發
全天安排送機

5/27
14:00-15:00
（五）
15:30-17:30
16:30-18:00
18:30-22:30
09:00~09:45
09:45~10:30
10:30~10:45
10:45~12:00

使用，歐總公基金帳號將轉設在台北世總的帳戶下，解
這一年來，除了加強歐洲各國商會的聯繫以及處理

酒店大堂
酒店餐廳

參加人員

高爾夫球賽人員大堂集合 07:30 準時出發
台商會及所有會員報到
開會期間，家屬親友可自由安排 SPA、泡溫泉
青商會會員報到
青商會聯誼活動
理監事預備會議
僑委會歡迎晚宴

會秘書處謝主任聯繫，感謝世總能提供台北帳號供歐總

表的參與！

地點

5/26 14:00 以後高 高爾夫球賽人員或提前抵達人員報到
晚餐由大會安排招待
（四） 18:00

財務方面，為方便本會帳戶交接，我已多次與世總

順利完成拜會，感謝比利時代表處的協助與世總各國代

時間及節目

5/28
（六）

12:00~14:00
14:00~15:00
15:00~15:45
15:45~16:00
16:00~16:45
16:45~17:45
18:00~18:30
18:30~24:00
10:00-16:00

酒店大堂
酒店大堂

酒店餐廳

青商會成員
青商會成員
理監事以上人員
全體人員出席

理監事以上人員
青商會成員
全體人員出席
理監事以上人員
青商會成員
理監事及會員代
表出席
酒店會議室 全體人員出席
酒店會議室 理監事以上人員
全體人員出席
酒店大堂
Herberstein 全體人員出席
城堡
酒店會議室
酒店會議室
酒店餐廳
酒店會議室
酒店會議室
酒店會議室

酒店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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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球賽人員
全體人員

報名參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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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游享哲 2016/4/19 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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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者名單

秘書長感言
感謝吳輝舟總會長的厚愛，推薦本人可以擔當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2 屆會秘書長的重任！心中除了不勝惶恐外，更多的還是興奮與熱情！
今年 5 月 27 日至 5 月 29 日，一年一度的歐洲台商的盛事，22 屆會員
代表大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以及歐洲青商會第六屆大會將在奧地
利舉行！身為地主國的我期待可以見到老朋友認識新朋友！
我深知能力有限，主辦這一屆的大會，一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還請
大家包涵，希望大會成功，留下美好的樂章！
我們最要感謝的是吳輝舟總會長全力規劃，無一不是親力親為。幾乎
可以說是不眠不休為這次大會盡心盡力！加上團隊的合作無間！相信在吳
會長的帶領之下，大會ㄧ定成功圓滿！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7300 歐元
中華民國外交部 8000 歐元
中華民國經濟部 12 萬台幣
中華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史亞平大使 2000 歐元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溫玉霞國策顧問 （南非）1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蔡國泰（法國）5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盧起箴 （南非）1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黃正勝國策顧問（澳洲）1000 美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李耀熊（西班牙）2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長：林奇雋（法國）500 歐元 120 瓶葡萄酒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邢增輝（貝里斯）1000 美元禮品 200 件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林見松（澳洲）2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謝美香（日本）5000 美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黃行德（法國）1000 美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林玉麟（英國）7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張志康（比利時）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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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長 郭琛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吳輝舟（奧地利）50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曹行之（奧地利）500 歐元

22 屆歐總年刊報告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王玉珍（土耳其）2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張碧玉（俄羅斯）1000 歐元禮品 200 件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薛世蓉（瑞典）500 歐元

第 22 屆歐洲台商總會不受台灣政治選舉年的影響，一切風調雨順。即
使土耳其商會自去年有些異常變化，現任總會長多方折衝下，已一步步化
解，相信是商會各會員國所樂見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總會在配合世台會的敘利亞難民救救濟活動裡，
在土耳其、在希臘均都有傑出的表現。
監事是屬於備而不用的編制，僅在組織出現異常才運作。本屆監察無
作為表現是反映出歐總的傑出表現，本屆監事長是此時無聲勝有聲。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李玉英（瑞典）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張昭倫（土耳其）2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楊必成（俄羅斯）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楊景德（波蘭）10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駱瑤玲（瑞典）600 美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23 屆）：林啟安（英國）2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張春娟（奧地利僑務委員）2000 歐元
奧地利僑務諮詢委員 瞿銘鑫 500 歐元
奧地利僑務顧問 劉基正 1000 歐元
奧地利台商 謝志強 先生 500 歐元
中華航空公司：維也納 - 台北來回機票，商務艙及豪華經濟艙各一張
長榮航空公司：維也納 - 台北來回機票，菁英艙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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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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第7條

組織與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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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修訂

1. 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事長之選舉與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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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員之停權或除名；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六日第四次修訂

3. 修改章程、本會組織之變更或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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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日第七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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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九日第八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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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一 O 一年六月二日第九次修訂

員代表至多五名。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五月十八日第十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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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一 O 三年五月十日第十一次修訂

理緊急重大事項。
第一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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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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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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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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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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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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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宗旨如下：

4. 審核一切依本章程規定應由理事會通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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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審核一切不屬於會員代表大會職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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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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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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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條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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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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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負責監督會務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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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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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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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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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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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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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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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條

第 14 條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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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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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籌募贊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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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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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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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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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

應繳納贊助金予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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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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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條

長每年應繳納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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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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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第 16 條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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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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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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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章程修訂與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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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條

3. 歷屆卸任副監事長。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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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條

會議及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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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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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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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九日訂定

已擔任世界總會顧問以上較高職務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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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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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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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則與組織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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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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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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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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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年長者為優先。

查通過後成為會員。
第二章
第3條

第四章

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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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條

第7條
第五章

理事會（工作委員會）與理事

第8條

2、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之同意聘任案。

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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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屆總會長、副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及副監事長應全勤出席會議，如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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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會費訂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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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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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第6條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與顧問

卸任後不得聘為名譽總會長或、諮詢委員或顧問。2008 年或之前已卸任之本會副總會長、

3、會務發展計劃案。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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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會議至少二次，否則不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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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監事聯席會議

並由監事會核可後，提請新屆理事會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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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第六章
第 11 條

經費與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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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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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委員

150 歐元

副監事長

130 歐元

顧

130 歐元

問

理 事（含副總會長）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舉罷免辦法

100 歐元

中華民國一 OO 年五月二十八日制定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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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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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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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一 O 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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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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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第七章

會議與議程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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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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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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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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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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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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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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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近似者得併案處理。
第 17 條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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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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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交與修訂

2. 參選人之登記，資格審查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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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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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會長移交本會印信及銀行帳戶資料。

7. 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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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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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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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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總第二十二屆理監事會及世總職稱名單（通訊錄）
第6條

22 屆歐總職稱

姓名

所屬
商會

English Name

Telephone

Email

1

名譽總會長

沈為霈

英國

Wilfred Sing

+447785361314

wilfred.sing@gmail.com

2

名譽總會長

鄭東平

德國

Dong-Ping Jeng

+491735668842

dpjeng@comtecele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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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譽總會長

許瑞麟

荷蘭

Hsu Jui-Lin

+886933022677

decoco@tpts5.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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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譽總會長

劉文堂

德國

Tony Liu

+8613707582405

tliu0401@gmail.com

5

名譽總會長

蔡國泰

法國

Tsai Kuo-Tai

+33612966525

tsai@victorfrance.com

6

名譽總會長

蔡吉春

英國

Jason Tsai

+447490961925

jason.tsai@entagroup.com

7

名譽總會長

高慶雄

荷蘭

Billy Kao

+886988818172

billykao@totalbb.net.tw

8

名譽總會長

黎萬棠

西班牙

Li Wan Tang

+34649433076

liwanta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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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名譽總會長

蕭培森

比利時

Eric Shaw

+32486888852

shaw.ps@gmail.com

後亦不得兼任理事。

10

名譽總會長

周仲蘭

瑞士

Joy Chou

+41792516817

joy.jon.lan.chou@gmail.com

11

名譽總會長

黃行德

法國

James Huang

+33607517818

james@asialand.fr

12

名譽總會長

黃貴乾

英國

Q.C. Huang

+447768057200

qcxhuang@gmail.com

13

名譽總會長

楊梅芳

德國

Yang Eissfeller MeiFank

+491733172472

heicoeissfeller@gmx.net

14

名譽總會長

陳秫娟

法國

Sabine Chen

+33686084398

chensabine183@gmail.com;
schen@steeringlegal.com

15

名譽總會長

李耀熊

西班牙

Lee Yao-Hsiung

+34606503014

iberochina@teleline.es;
leeyao22@yahoo.com.tw

16

名譽總會長

林玉麟

蘇格蘭

Jack Lin

+886939948987

jack.lin@jhmkj.cn

17

名譽總會長

張語揚

德國

Luis Chang

+491715715791;
+494067379557

everhugmbh@hotmail.com;
LC@GOTOP.DE

18

名譽總會長

張志康

比利時

Chi Kong Chang

+3222190598

changchikong13@hotmail.com

19

名譽總會長

李永慶

法國

Li Yung-Ching

+33671041168

liycmt@hotmail.com

20

名譽總會長

董淑貞

英國

Susan Tung

+441908506888

susan-515@163.com;
Tung515@googlemail.com

21

總會長

吳輝舟

奧地利

Alfred H.C. Wu

+43676842965889

alfredwu1103@yahoo.com.tw

22

監事長

郭琛

德國

William Guo

+4915787730034

w.kuo@umax.de

23

副監事長

梁秋生

英國

Harry Liang

+44 7704627910

harryliang@hotmail.com

24

秘書長

游享哲

奧地利

Yu Hsiang-Cho

+436764081982

austriatour@hotmail.com

25

財務長

曹行之

奧地利

Jeff Tsao

+436643013668

jtsao@ictgroup.at

26

秘書處

謝麗珠

奧地利

Hsieh Li-Chu

+436801181358

family_laschan@hotmail.com

27 副總會長 ( 世總顧問 ) 王玉珍

土耳其

Gema WANG

+905323054547

gema.wang@next.com.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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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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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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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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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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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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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屆歐總職稱

姓名

28 副總會長 ( 世總理事 ) 張中峙

所屬
商會

English Name

Telephone

Email

比利時

David Chang

+32479275915

david_cng@yahoo.com
sunriseimpex@outlook.com

劉倖佑

匈牙利

Nick Liu

+36309145497 ;
+3612806383

30 副總會長 ( 世總理事 ) 劉金枝

西班牙

Chin Chih Liu

+34625331774

chinchihliu@gmail.com

31 副總會長 ( 世總顧問 ) 郭珮涵

法國

Pei Han Guo

+33620453605;
+33145214911

kuopeihan@yahoo.fr

32

波蘭

Leo Lin

+48 503012775

leo.lin@chunghong.com.pl

33 副總會長 ( 世總理事 ) 張碧玉

俄羅斯

Larissa Chang

+79161191027

34 副總會長 ( 世總顧問 ) 劉欣怡

挪威

Ivy Liu

35

副總會長

許婉容

捷克

36

副總會長

黃榮光

29

副總會長

所屬
商會

English Name

Telephone

Email

57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張昭倫

土耳其

Shron Chang

+905366367577;
+902124384491

sharon@dakong.com.tr

58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陳燕發

英國

Yen Fa Chen

+447838150587

yenfachen@hotmail.com

59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陸錦林

西班牙

Juan Lu

+34630826227

juanluchai@hotmail.com

60 諮詢委員 ( 世總理事 ) 傅佩芬

德國

Pey-Fen Fuh

+491791141547

eu_2012@lawﬁrm-fuh.com

+33680985097

nancy_t@asialand.fr

22 屆歐總職稱

姓名

61

諮詢委員
( 世總諮詢委員 )

曾金華

法國

Chin Hua Tseng

skywell88@gmail.com

62

諮詢委員

黃尚義

德國

Jackie Huang

+4796669011

ivy.liu@kraabol-as.com

63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楊必誠

俄羅斯

Neil Yang

+886933728455

neil@su-ao.com

Stephenie Hsu

+420773496629

stephenie120521@gmail.com

64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楊景德

波蘭

Ching-Der Yang

+48600355905

cdyang@wallmark.pl

荷蘭

Richard Wong

+31648315028

nltba21@gmail.com

65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黎 輝

法國

Philippe Le

+33607867215

lihui838@hotmail.fr

37 副總會長 ( 世總理事 ) 游享哲

奧地利

Kevin H.C. Yu

+436764081982

austriatour@hotmail.com

66 諮詢委員 ( 世總理事 ) 蕭梅杏

法國

Carol Hsiao

+33618399500

carole6688@yahoo.com

38 副總會長 ( 世總理事 ) 薛世蓉

瑞典

Susan Johansson

+46708125225;
+ 86 13063551598

susan1415@hotmail.com

67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駱瑤玲

瑞典

Jenny Jenving

+46707278963

jenny.jenving@gmail.com

68

諮詢委員

儲中流

英國

John Chwu

69

顧問 ( 世總理事 )

李貽章

比利時

Linda Li

+32485915838

lindasmile0214@gmail.com

70

顧問

張春娟

奧地利

Jenny Wu

+43676842965888

jenny@eetstravel.com

71

顧問 ( 世總顧問 )

陳乃琛

蘇格蘭

Jenny Cheng

+447786025909

ncyau@hotmail.com

Tian Yi Liao Lin

+34687987942

ajinnliao@gmail.com

+ 352 661 073 097

chihyuan.liu@arcelormittal.com

副總會長

林子揚

39

副總會長

賴天福

義大利

40

副總會長

簡文達

葡萄牙

41

副總會長

邱立端

42 副總會長 ( 世總理事 ) 劉美姬

info1@o-p-c.com.tw
+351919557266

wentachien@hotmail.com

德國

Li-Tuan Chiu

+491712244438;
+49761589096

tuan_chiu@yahoo.de

盧森堡

Diana Liu

+352 26370461

diana.jost@shoprider.eu.com

72

顧問 ( 世總顧問 )

廖天儀

西班牙

73

顧問

劉致媛

盧森堡

74

顧問 ( 世總顧問 )

鄭蓓斐

法國

Isabelle Te

+33621380348

peifeilam@hotmail.com

75

顧問 ( 世總理事 )

賴志剛

荷蘭

Charlie C.K. Lai

+31620628945

charlie@rocam.nl

76

顧問 ( 世總顧問 )

謝美婷

法國

Mieh Ting Hsieh

+33-(0)6 7104 1168

liycmt@gmail.com

77

理事 ( 世總顧問 )
( 提報 23 屆顧問 )

李瑞蓮

西班牙

Jui Lien Lee You

+34963890439

geminymybsl@hotmail.com

78

理事 ( 世總理事 )
( 提報 23 屆顧問 )

張慧玲

德國

Hui-Ling Chang

+4917635359588

huilichang@aol.com

瑞典

Jean Heide

+46 70 3631684

jean@heide.se

副總會長

張步仁

希臘

Peter Chang

+30 6944351549;
+30(210)7758450

zhang@otenet.gr

44

副總會長

范素珍

摩納哥

Sherry Fan

+33 6 79434552

monaco.etcc@gmail.com

副總會長

袁平

john@chwu.net

Chien Wen-Ta

43

45

laborschule@googlemail.com

yuanwelt@gmail.com;
yuan2004@blue.ein.ch

瑞士

46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丘世璿

法國

Alex Chiu

+33153791188

chiualex47@yahoo.fr

47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吳秀琪

義大利

Marco Wu

+39337509285

ristorantelapagoda@hotmail.it

48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李玉英

瑞典

Yu-Ying Hedlund

+46707224331

yu.ying@home.se

49 諮詢委員 ( 世總理事 ) 李志俊

西班牙

Pedro Lee

+34620991222

pedrolee22@gmail.com

79 理事 (提報23屆顧問) 莊玉靜

李俊德

英國

Eddie Lee

+447956877318;
+442087434950

eddielee@btinternet.com

80

會員 ( 世總理事 )
( 提報 23 屆副總會長 )

戴培聰

瑞典新任台商
會會長

Pei-Tsung Dai

+46 72 2686852;
+46-8-6427130

yistony168@gmail.com

51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阮紹棣

波蘭

Sandy Juan

+48501418758

bosmann@bosmann.com.pl

81

吳秀麗

瑞典

Wu Shiow Lih

+46 73672-6438

shiowlihwu@uutsa.org

52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林奇雋

法國

Jean-Charles Lam

+33611676688

jcl6688@hotmail.com

會員 ( 世總理事 )
( 提報 23 屆理事 )

53 諮詢委員 ( 世總顧問 ) 林姵妏

德國

Lin Peh-Wen

+491747032989

lin.pehwen@gmail.com

德中
台灣商會長

Cecelia Liu

+491718650019

chenliu6789@yahoo.com.tw

54 諮詢委員 ( 世總理事 )

林葳

英國

Michelle Lin

+447767835956

linwe66@yahoo.com

83 會員 ( 提報 23 屆理事 ) 林啟安

英國

Angie Lin

+447763 209 808

angielin@btinternet.com

Shiu-Li Ko Lin

+34619255 435

luciako@telefonica.net

84 會員 ( 提報 23 屆理事 ) 劉晊廷

西班牙

Liu Chih Ting

+34648098013

argenagri@gmail.com

hc@eubranch.eu

85 會員 ( 提報 23 屆理事 ) 簡偉華

法國 ( 女 )

Dorothy Denis

+33-6 4014 3565

dorothy.denis@kimo.com

50

諮詢委員

55

諮詢委員

柯秀麗

西班牙

56

諮詢委員

張志光

荷蘭

20

82

會員 ( 提報 23 屆理事 )
劉淑慧
( 世總理事 )

21

E
T
C
所屬
商會

English Name

86 會員 ( 提報 23 屆理事 ) 曾曉蓉

比利時

Tang, Hieu Dung

87 會員 ( 提報 23 屆理事 ) 林世昌

奧地利

Lin Schi Chang

88

會員 ( 世總顧問 )

伍政哲

89

會員 ( 世總顧問 )

90

C

22 屆歐總職稱

姓名

Telephone

第二十二屆歐總理監事會人員名單及世總職稱

Email
luucaroline@hotmail.fr

+436645102128

lschichang@hotmail.com

俄羅斯

+79057484578

yistony168@gmail.com

李綺娟

蘇格蘭

+441418127645

jilllee222@gmail.com

會員 ( 世總顧問 )

周碧薇

瑞典

+46707278963

sophy_ado@hotmail.com

91

會員 ( 世總顧問 )

林奇聰

德中

+4917696451428

tony@awama.de

92

會員 ( 世總顧問 )

莊振澤

義大利

+393487109367

italy329@hotmail.com

93

會員 ( 世總顧問 )

楊美華

德國

+491704248457

94

會員 ( 世總理事 )

李英松

西班牙

95

會員 ( 世總理事 )

李蕙芬

德東

96

會員 ( 世總理事 )

陶德華

德國

97

會員 ( 世總理事 )

廖再思

98

世總青商會會長

99

若被 23 屆續聘

第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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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屆歐總職稱

姓名

所屬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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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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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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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awama.de

7

名譽總會長

高慶雄

荷蘭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 缺席 )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34-677508918

lee@economist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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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172-8818935

huifen.lee@lillylife.de;
moresuntai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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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ner Dao

+496940893230

wthd@hotmai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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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委員

英國

Peter Leo

+447769703918

ptsleo@yahoo.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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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儷靜

荷蘭
青商會會長

Lily Wang

+31624681999

lilywang.typin@gmail.com

13

名譽總會長

楊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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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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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商會

張達揚

歐總
青商會會長

Daniel Taut-Yang
Cheung

+44-7988 038 013

daniel.cheung@maxwellalve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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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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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青商會

歐總
呂亭儀
青商會秘書長

Tina Lu

+447756726619

t.lu@maxwellal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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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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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商會

洪士淵

歐總
青商會監事長

18

101

Hung Shih Yean

+31-613712775

julius.h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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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青商會

畢詳笙

法國
青商會會長

David Burie

+33 626621308

david.burie@ftcc-jc.fr;
buriedavid@gmail.com

20

名譽總會長

董淑貞

英國

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21

總會長

吳輝舟

奧地利

諮詢委員

總會長

名譽總會長

理事

副總會長

103

青商會

陳詩瀅

瑞典
青商會會長

SY Chen

sychen_nctu@hotmail.com

22

監事長

郭琛

德國

副總會長

監事長

諮詢委員

理事

副監事長

23

副監事長

梁秋生

英國

諮詢委員

副監事長

顧問

Louis Pan

+43 660 3161 565

louispan@gmx.net

24

秘書長

游享哲

奧地利

副總會長

秘書長

諮詢委員

曹行之

奧地利

諮詢委員

werbitore@gmail.com

新任

財務長

+32 479 971097

25

財務長

Robert Wei

26

副總會長

王玉珍

土耳其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27

副總會長

張中峙

比利時

副總會長

28

副總會長

劉倖佑

匈牙利

29

副總會長

劉金枝

30

副總會長

31
32

104

青商會

潘羽筑

奧地利
青商會會長

105

青商會

魏歷維

比利時
青商會會長

Pi-Wei Sophy
Adolfsson

22

21 屆歐總職稱 22 屆歐總職稱 23 屆歐總職稱 21 屆世總職稱 22 屆世總職稱

監事
理事

理事

副總會長

理事

顧問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理事

理事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 缺
席)

西班牙

副監事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監事

理事

郭珮涵

法國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顧問

顧問

副總會長

林子揚

波蘭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 缺
席)

副總會長

張碧玉

俄羅斯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理事

理事

23

E
T
C
C

第二十二屆歐總理監事會人員名單及世總理監事職稱

若被 23 屆續聘

世總職稱

若被 23 屆續聘

第二十二屆歐總理監事會人員名單及世總理監事職稱

世總職稱

22 屆歐總職稱

姓名

所屬商會

66

諮詢委員

駱瑤玲

瑞典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副總會長

67

諮詢委員

儲中流

英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68

顧問

李貽章

比利時

顧問

顧問

顧問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理事

69

顧問

張春娟

奧地利

顧問

顧問

顧問

瑞典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理事

70

顧問

陳乃琛

蘇格蘭

顧問

顧問

義大利

新任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 缺
席)

71

顧問

廖天儀

西班牙

顧問

72

顧問

劉致媛

盧森堡

73

顧問

鄭蓓斐

74

顧問

75

22 屆歐總職稱

姓名

所屬商會

21 屆歐總職稱 22 屆歐總職稱 23 屆歐總職稱 21 屆世總職稱 22 屆世總職稱

33

副總會長

劉欣怡

挪威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34

副總會長

許婉容

捷克

理事

副總會長

35

副總會長

黃榮光

荷蘭

副總會長

36

副總會長

游享哲

奧地利

37

副總會長

薛世蓉

38

副總會長

賴天福

理事

顧問

世總職稱

世總職稱

21 屆歐總職稱 22 屆歐總職稱 23 屆歐總職稱 21 屆世總職稱 22 屆世總職稱
顧問

顧問

理事

理事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法國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賴志剛

荷蘭

顧問

顧問

顧問

理事

理事

顧問

謝美婷

法國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76

理事

李瑞蓮

西班牙

理事

理事

顧問

理事

顧問

77

理事

張慧玲

德國

理事

理事

顧問

理事

理事

78

理事

莊玉靜

瑞典

理事

理事

理事

79 會員 (23 屆理事 ) 吳秀麗

瑞典

理事

理事

理事

39

副總會長

簡文達

葡萄牙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 缺
席)

40

副總會長

邱立端

德國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41

副總會長

劉美姬

盧森堡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42

副總會長

張步仁

希臘

新任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43

副總會長

范素珍

摩納哥

新任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44

副總會長

袁平

瑞士

副總會長

副總會長 ( 缺
席)

副總會長 ( 缺
席)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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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會員 (23 屆理事 ) 林啟安

英國

理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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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會員 (23 屆理事 ) 劉晊廷

理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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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
台商會秘書長

48

諮詢委員

李志俊

西班牙

副總會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82 會員 (23 屆理事 ) 劉淑慧

德中
台灣商會長

理事

理事

理事

49

諮詢委員

李俊德

英國

財務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50

諮詢委員

阮紹棣

波蘭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顧問

戴培聰

瑞典

副總會長

理事

理事

51

諮詢委員

林奇雋

法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84 會員 (23 屆理事 ) 簡偉華

法國

理事

52

諮詢委員

林姵妏

德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顧問

85 會員 (23 屆理事 ) 曾曉蓉

比利時

理事

53

諮詢委員

林葳

英國

秘書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86 會員 (23 屆理事 ) 林世昌

奧地利

理事

54

諮詢委員

柯秀麗

西班牙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87 會員 ( 世總顧問 ) 伍政哲

俄羅斯

理事

顧問

55

諮詢委員

張志光

荷蘭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88 會員 ( 世總顧問 ) 李英松

西班牙

理事

理事

56

諮詢委員

張昭倫

土耳其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89 會員 ( 世總顧問 ) 李綺娟

蘇格蘭

顧問

顧問

57

諮詢委員

陳燕發

英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90 會員 ( 世總顧問 ) 李蕙芬

德東

理事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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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會員 ( 世總顧問 ) 周碧薇

瑞典

顧問

顧問

59

諮詢委員

德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92 會員 ( 世總顧問 ) 林奇聰

德中

顧問

顧問

93 會員 ( 世總理事 ) 莊振澤

義大利

顧問

顧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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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會員 ( 世總理事 ) 陶德華

德國

理事

理事

61

諮詢委員

黃尚義

德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95 會員 ( 世總理事 ) 楊美華

德國

顧問

顧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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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會員 ( 世總理事 ) 廖再思

英國

63

諮詢委員

楊景德

波蘭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64

諮詢委員

黎輝

法國

監事長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顧問

顧問

65

諮詢委員

蕭梅杏

法國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傅佩芬

24

理事

83

會員
(23 屆副總會長 )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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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工作委員會、選務委員會

第 21 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五屆青商會議
第一場會議記錄

第 22 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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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機促進委員會委員

張碧玉

俄羅斯

活動聯誼委員會委員

劉金枝

西班牙

12:04 會長報告

青年商業委員會委員

薛世蓉

瑞典

荷蘭會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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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諮詢委員會委員

游享哲

奧地利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鄭東平

德國

日期：2015 年 5 月 23 日
時間： 12:00pm
地點：英國倫敦 Gloucester Millennium Hotel
會議記錄： Acacia
應到人數：67
實到人數：67

台商家數 160 家，台商會登記會員 101 家，本屆活動包括：高雄氣爆募款，台商家庭同樂，菫總 長參訪，
台商會尾牙聚餐，經貿座談，台商杯高爾夫球賽，除以上活動，商會也致力于和當地政府相關單位促進台荷
經濟合作！
盧森堡會長報告：

第 22 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務委員
第十八屆名譽總會長

張語揚

德國

第十九屆名譽總會長

張志康

比利時

第二十屆名譽總會長

李永慶

法國

1. 參與 Luxembourg Taiwan business council 盧森堡活動，Luxembourg chamber of commerce 與華航歐洲貨運總
部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活動
2. 參訪盧森堡歷史博物館及聯合國世界遺產盧森堡市護城墻及河古蹟
3. 參與成立大盧森堡經濟區台灣鄉親會，（含旅居盧森堡，德國 Trier, Saarland , 法國 Lorraine 區 , 比利時盧森
堡省）
4. 將 參與 支援舉辦端午節活動于六月二十一日

第 22 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籌備處 工作小組
職務

姓名

手機

總會長

吳輝舟

+43676842965889

秘書長

游享哲

+436764081982

財務長

曹行之

+436643013668

秘書處

謝麗珠

+436801181358

報到組

包國楓

+4369913939888

接待組

田辛農

+436604502829

服務組

戎亞屏

+436607008281

接送組

李曉風

+436763107568

醫療組

唐治平

高球組

黃偉文

協調組

黃翠娟

場地組

鄭光佑

議事組

賴鏡仙

康樂組

羅弘煜

+43676842965886
+436641380138
+436642829998
+436767553368
+4369914081949
+4368120881512
26

捷克秘書長代表報告：
謝謝總會長去年的來訪鼓勵我們參加活動，捷克和俄羅斯台商會結構相似， 捷克台商會成員結構以企業
成員較多，個人與受雇台商較少，所以成員參與歐洲與世界商會活動有限。捷克台商會與代表處經濟組合作
互動密切，一年定期舉辦端午節與中秋節慶祝活動，稅務與法務講座等。未來商會發展可以著重在系統組織
化與人員固定化，累積集中資源。
12:22 董總會長 - 請會長將書面報告交與紀錄
12:22 秘書處 - 若接機方面出了差錯請多多包涵
12:23 財務長報告 - 目前歐總有美金 3827
29543.58 歐元
8367.41 英鎊
會員國還沒有繳會費情況：（補上
是否該取消呆帳 ? 下午會員大會討論
12:27 監事長報告 - 感謝總會長，希望明年歐總更加團結努力
12:28 李名譽總會長 - 希望今天下午會內事情會內解決
12:28 董總會長 - 請各位下午兩點準時出席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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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貴乾：選罷辦法不該年年都討論更改加減 - 建議將條件放寬並且取消附屬條件，若是沒有被提名的候選人，

第 21 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五屆青商會議

蔡名譽總會長：請修改紀錄，蔡名譽總會長也是本案聯署人，需要商會推薦應該是最基本的條件因此不該取消

C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只要在年會時符合資格及可參與競選
許名譽總會長：贊成蔡名譽總會長，應該每年應視不同情況而修改，並且應該清楚表明修改後由哪一屆開始

第二場會議記錄

生效
李玉英諮詢委員：非常贊同本提案
日期：2015 年 5 月 23 日
時間：14:00
地點：英國倫敦 Gloucester Millennium Hotel
應到人數：68
實到人數：48
紀錄ㄤ Acacia

決議：提案通過
陳秫娟提案人：補補充說明 - 本提案修正只是跟進世總的改變，本案宗旨在於讓候選人有在世總代表本會的經
驗和能力，另外，修正案的生效時期根據討論結論，追加修正：本提案希望通過後立即生效
董總會長：本案已通過 但是因為追加立即生效之情況 若無反對則立即生效
黃貴乾：反對 – 並且希望討論，因為目前本會出席率不高，若是立即生效，將剝奪了未出席本會之會員國的
權利，因此希望下屆開始生效而非立即生效

1. 按照章程和正確的流程，會議開始應當首先確認上屆會議紀錄 - 並且將會議流程公布告知參加理事

表決：是否立即生效？

2. 黃貴乾會長：建議更改會議記錄，將“董總會長”改為“下任總會長”

6 位反對立即生效

3. 黃貴乾會長：是否有執行之前通過的提案 ? 請董總會長報告

25 位贊成立即生效
決議：本案通過並起立即生效

4. 提案一
案由：為加速推動台歐盟簽署 BIA/ECA 特提出 呼籲歐盟各成員國支持台歐盟簽暑 BIA/ECA 案 同時籲請本總

7. 提案四

會在歐洲各地分會知會員以實際行動展現支持 , 提案人希望本案能由提案人卸任後繼續敦促 , 或者全權

董總會長：是否有人反對或者通過 , 請討論是否立即生效？

交給下一屆執行

儲諮詢委員：建議從下一屆開始執行

提案人：董淑貞

林奇雋：是否該讓秘書長升為諮詢委員

連署人：沈為霈、林葳、儲中流、梁秋生

許：只要成為顧問兩年，本身就已是諮詢委員

黃貴乾會長：是否執行已通過之提案應按照章程為現任會長分內的責任

董總會長：是否立即生效本案通過並起立即生效

決議：通過 由第 22 屆執行

陳秫娟：若要更改章程，則不在理監事會的權限，而只需要決定是否在會員代表大會提報並修改章程，因此
不存在是否立即生效的問題

5. 第二案

吳輝舟咨詢委員：是顧問或者諮詢委員差異不大

案由：蔡吉春先生回聘本總會名譽總會長及陸錦林先生重聘本總會諮詢委員案

董總會長：是否將此提案於會員代表大會提報 ?

提案人：沈為霈、陳秫娟

要改：0 人

聯署人：蔡國泰、李耀熊

不改：十餘人

黃貴乾：請當事人表示是否同意

決議：不提

決議：通過
8. 提案五
李玉英諮詢委員：更正提案“董淑貞、郭琛、郭佩涵、 李志俊、薛世蓉、黃榮光、王玉珍、 劉欣怡、劉美姬、

6. 第三案
案由：修訂本總會選舉罷免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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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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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碧玉”
郭琛諮詢委員：贊成提案，以正面的方式鼓勵參予大會活動 , 但若是會員國有派人（諮詢委員）
參與活動，應該有指派自己國家理事的權利，而非由總會決定當國理事人選

及”
歐總陳秫娟：世總章程24條已改–曾經身為世界總會五屆以上理事，得已聘請為顧問，因此也希望修正本提案,

吳輝舟：個人贊成，但是很重要的是，事先應該要讓會員國知道參加者是否為理事以免影起爭議
陳秫娟：解釋 – 上屆會議紀錄第四案已通過理事推派順序，不該再有爭議

讓歐總章程跟進改為五屆而非六屆
提案人皆同意本修正 – 本提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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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章程表示一國有兩個理事名額可參加會議 – 推派順序也清楚，總會長並不指派理事人選，則不影響會員

a 秘書處收到奧地利吳輝舟報名（符合第五條選罷辦法以及參選條件（2 號）
b 楊景德諮詢委員 - 資格符合 不過未經過波蘭商會推薦（1 號）

國指派理事的權利
李玉英諮詢委員：本案是針對沒有足夠參加者的會員國，減輕其理事費用的負擔，而非剝奪參加者多於兩名

選務委員表示應公平競選

的大會員國選擇理事的權利
4. 1 號楊景德發表政見：

董總會長：將本案保留至下屆討論

身為長時間以來第一位自薦候選人，希望各位支持 - 波蘭和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皆關係良好
2 號吳輝舟發表政見：加強各會員國的聯繫，會力輔助李耀熊名譽總會長，今年參選世總總會長。

財務長補充報告
美金帳戶：3827.34 美金

關於總會長候選人提問時間：

歐元帳戶：29,543.58 歐元

許名譽總會長：如何加強和諧，以及在世總競爭？關於大會會議紀錄手冊問題 - 以後該如何執行？

英鎊：8,367.41

1 號：在台灣造勢拜票，勤於聯絡各台商會參予世總會議，關於手冊，將來必當印製漂亮的手冊讓各位方便，

會員國家理監事會費家出席費總收入 : 歐元 13,940 英鎊 6,380

並且可當紀念品
2 號：最大的問題 - 如何輔選？親身聯絡更加熟悉的台商會，手冊沒什麼好說的，當然讓大家方便

註：第 21 屆實際移交金額：英鎊 30.07； 歐元 44545.72；美金 8222.58

5. 投票方式：請在選票上面寫一或者寫二，不寫名字 - 開票
發出 64 張選票 - 1 號候選人 26 票，2 號 37 票，廢票 1 票
6. 提名監事長候選人，如有多名時，抽籤決定號碼順序
1 號候選人 英格蘭 梁秋生
2 號候選人 德國 郭琛
3 號候選人 西班牙 劉金枝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大會

7. 正副監事長候選人政見發表
1 號 - 個人做事仔細，希望有機會能夠成為監事長

會議紀錄

2 號 - 成為監事長至少能保持和台商會的連結，希望能有這個機會
15:52 宣布大會開始

3 號 - 已經身為副監事長，並且和兩位監事長學了很多，若能成為監事長必遵循章程完成任務
沒有人提問

實際出席：64 票
下屆總會長選舉

8. 說明投票方式：發選票，進行監事長投票
63 選票發出 1 號 19 票、2 號 27 票、3 號 15 票、廢票 2 票
9. 開票，公布當選人

選務委員：2 位 - 李耀熊選務委員，陳秫娟選務委員

歐洲總會長 - 奧地利 吳輝舟當選

李選務委員：
黃貴乾：選務委員必須要有三位，不能有兩位，以防兩位互不同意時無法主持會議，應當遞補選務委員
林玉麟名譽總會長遞補為選務委員

監事長 - 德國 郭琛當選
副監事長 - 英格蘭 梁秋生當選

1. 選務委員會報名情形：沒有人報名
2. 說明選舉罷免辦法關於參選人之條件
3. 提名總會長候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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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1 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 5 屆青商會議

第 22 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C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閉幕典禮 紀錄

日期：2015 年 5 月 23 日
時間：18:00
地點：英國倫敦 Gloucester Millennium Hotel
主席：吳輝舟

日期：2015 年 5 月 23 日
時間：17:26
地點：英國倫敦 Gloucester Millennium Hotel

出席人員：

司儀：宣布閉幕典禮開始
董主席致詞：很高興報告下一任會長已選出，奧地利吳輝舟將為下任歐總會長，相信他將延續補助 500 歐元
的傳統，甚至增加至 2000 歐元，謝謝大家這一年來大家給予的包容，也未過去曾經得罪到各位
的部分深深三鞠躬，希望將來商會會辦得更有聲有色更有活力
貴賓致詞：陳士魁：這是一個非常多采多姿的一年，感謝董總會長在這一年來的努力，或許有些事情不盡如
人意，但是他的努力大家看得見，請大家給予掌聲鼓勵，這是一個可愛的家庭，已經過去的事情
大家都不太放在心上，甚至向前看將來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和維護，歐洲最重要的還是發展，相信
大家團結的力量可以讓事情做得更好，事業發達以後化僑力為國力，也因此當然希望大家都能發
達，希望將來吳總會長能帶領大家繼續往前進，未來的一年歐洲台灣商會將會是非常蓬勃並且充
滿活力的一年，祝大家萬事如意事業發達，謝謝
貴賓致詞：劉大使：今天非常高興能來參加第 21 屆的歐洲商會聯合總會閉幕典禮，過去一年英格蘭商會為了
籌辦這個會議也花費了非常多時間和心力、民意、最後能圓滿完成年會的任務，身為駐英代表我
感到與有榮焉 , 恭喜董總會長，也謝謝這次年會通過決議支持政府和歐盟的洽簽，如何把這個決
議送到目的地，將是吳總會長的任務，希望各國台商會聯名，或者請吳總會長考慮組成一個代表
團，親自將今日年會通過的決議當面交給他們，希望歐盟能夠盡快和台灣完成這個協議的簽訂，
拜託吳總會長，謝謝。最後恭喜吳總會長和郭監事長，真心祝福各位生意欣隆，還有各位會員，
你們都是我們的好夥伴，希望你們在這次能有個愉快的旅程謝謝
貴賓致詞：劉學琳：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 還是要講話了，大家午安大家好，昨天我問大家候選人是誰，大
家說不知道，我還大吃一驚，不過今天還是選出來了，歐洲果然是個文化大國，我們大事變小事，
小事變無事，和氣生財，相信將來台商會前途光明萬丈、閃亮、容量的量、不是光亮的亮！
在此拜託大家九月份回去我們的故鄉參加世總大會，祝福大家順順利利，旅行一路順風
頒獎：高爾夫球比賽

新任會長致詞：希望各位前輩多多指教、希望以和諧為原則。章

遠距離獎：郭珮涵

程很繁複不容易記得，但是做事情有程序很重要。關於小國家的

短洞近距獎：郭珮涵、陶曉勝

補助我也會好好考慮，基本上同意，沒有名譽總會長的會員國活

新舊任會長交接、由委員長監交

動，將延續補助 500 歐元。

新舊任監事長交接、由委員長監交

司儀宣布：閉幕典禮圓滿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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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吳輝舟（奧地利）
名譽總會長：沈為霈（英國）、許瑞麟（荷蘭）、蔡國泰（法國）、蔡吉春（英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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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長：郭琛（德國）
副監事長：梁秋生（英格蘭）
副總會長：王玉珍、劉金枝、郭珮涵、張碧玉、劉欣怡、黃榮光、薛世蓉、劉美姬
諮詢委員：丘世璿、李玉英、李志俊、李俊德、林奇雋、林姵妏、林葳、柯秀麗、張昭倫、陸錦林、傅佩芬、
曾金華、黃尚義、楊必誠、楊景德、黎輝、蕭梅杏、儲中流
顧問：李貽章、張春娟、陳乃琛、廖天儀、劉致媛、鄭蓓斐、謝美婷
理事：李瑞蓮、張慧玲、莊玉靜
秘書長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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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總會長致詞：請大家發表意見，我們應該如何執行上次會議已通過的提案一，用世界總會的名義拜訪效果應
該會比較好？
許瑞麟：總會長自行承擔並且籌畫該如何執行 - 世總是否全力支持歐洲的計畫我們沒控制的能力，但是請世總
領導是有可能的，拜訪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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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長吳輝舟決議：為求歐總更團結，更多人參與，今年缺席或請假者，若願補交會費，名譽總會長與上屆諮
詢委員、顧問及新提報之理事，皆延續聘任為 22 屆理監事會成員。有關會議已通過的提
案一：拜會歐盟一事，總會長將於九月底世總台北年會，全力輔助李耀熊名譽總會長競選
世總總會長，並敦促與世總籌組世界台商歐盟訪問團。
** 有關拜會歐盟一案，吳總會長已於 2015 年 7 月 3 日以歐總會代表列名方式，經奧地利代處轉寄一封歐盟英
文請願信 ，給比利時歐盟貿易委員會。內容參見會刊附本：（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歐盟英文請願信），世
總也於 2016 年 3 月 1 日，順利籌組“世界台商歐盟訪問團”，共 30 多位台商代表訪問歐盟及比利時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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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第二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歐盟英文請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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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日期：2015 年 9 月 30 日
時間：12:00
主席：吳輝舟
椰林溫泉美食餐廳
訂位專線：（02）2875-1234 FAX：（02）
2874-8253
台北市北投區行義路 269 號
北投溫泉 台北美食，椰林溫泉美食會館
提供溫泉泡湯、美食餐點，
南洋露天溫泉泡湯最佳選擇

報名參加名單：
鄭東平、許瑞麟、蔡國泰、沈為霈、蕭培森、黃貴乾、楊梅芳、陳秫娟、曾金華、黃行德、林玉麟、

H.E. Dr. Cecilia Malmström,
Commissioner for Trade,
European Commission,
Rue de la Loi 200,
B-1049 Brussels
Belgium

Reference:
Urgent Request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aiwan-EU
Negotiations on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 /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

張語揚、張志康、李永慶、楊美華、楊景德、李玉英、謝美婷、吳秀琪、郭珮涵、丘世璿、駱瑤玲、

July 3, 2015

楊必誠、林媛玲、林奇雋、鄭蓓斐、張昭倫、陳乃琛、李綺娟、劉文堂、林奇聰、莊振澤、陸錦林、
廖天儀、蕭秀芬、劉金枝、王玉珍、阮紹棣、李瑞蓮、李志俊、吳秀麗、薛世蓉、張碧玉、黎萬棠、
郭琛、林葳、李貽章、張慧玲、劉美姬、劉淑慧、李英松、廖再思，（有 3 位未簽到）

Dear Commissioner Malmström,
We are writing this letter to urg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C） to commence negoti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眷屬：

China （Taiwan） on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 /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 We are

蒲德蔓、陳淑媛、吳明哲、酈文娟及另外 4 位。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lack of progress so far on this matter, and hope that concrete actions by both sides in the near

2015 年九月底，為了回台參加世總會年會的理監事人員聚會，於九月三十日中午，由吳總會長作東聚餐，

future will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related efforts.

順便召開第 22 屆第二次臨時理監事會，因為沒有提案，改為聯誼餐敘，在大包廂內 KTV 唱歌及招待免
The European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ETCC） is a coalition of 17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費泡湯。

in European countries representing 761 Taiwa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made signiﬁcant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in Europe. These companies operate in a wide variety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electronics,
machinery, optics, plastics,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nd ﬁnance and insurance.
During the 2nd Board Meeting of the 21st Session of the European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on 23rd of May
2015 in London, the presidents and secretary generals of these 17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an
countries adopted a resolution to express our concerns regarding ECA/BIA
between EU and Taiwan. A copy of this resolution is herewith enclosed for your ki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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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elcome the fact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adopted a resolu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even closer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urging the EC to begin talks with Taiwan on pacts regarding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market access. We are also pleased that 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wan （ECCT） has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igning of Taiwan-EU investment and trade agreements. In fact, it is widely expected
that such accords would generate many beneﬁts and serve the E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aforementioned beneﬁts. First, Taiwan’s industries,

Alfred H. C. Wu 吳輝舟
President
European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ETCC）

Ivy Liu 劉欣怡 , Chairwoma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Poland
Leo Lin 林子揚 , Chairma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Portugal

William Kuo 郭琛
Chief Supervisor
with member chambers:

Chien Wen-Ta 簡文達 , Chairma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Russia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Austria
Yu Hsiang-Cho 游享哲 , Chairman,

Larissa Chang 張碧玉 , Chairwoma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wede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lgium
David Chang 張中峙 , Chairman,

Susan Johansson 薛世蓉 , Chairwoman,
Turkey 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zech Republic
Ray Wu 吳瑞全 , Chairman,

Gema Wang 王玉珍 , Chairwoman,

unlike those of other advanced Asian economies, complement those of the EU. By forging even closer TaiwanEU trade ties, EU industries can enjoy sustainable growth by exploiting Taiwan’s ﬁrst-class industry clusters and
superior R&D capabilities. Second, a study conducted by Copenhagen Economics in 2008 forecasted that a TaiwanEU BIA/ECA would enlarge the EU’s sales to Taiwan by 11.8 billion Euros. Major beneficiaries of this growth
would be automobiles and related parts,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ﬁnan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Third, with its strategic position, Taiwan can serve as an excellent gateway to the AsiaPaciﬁc market for EU companies. This advantage has become even more evident since the 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came into effect in 2010. ECFA offers free access to mainland China
for machinery, electronics, and chemicals, coinciding perfectly with the EU’s key export interests in Asia.
Last but not least, we call on the EC to ensu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EU. The
EU has so far entered into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le, Mexico, South Af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Of particular note is that, following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EU’s trade deal

and the Honorary Presidents: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England
Harry Liang 梁秋生 , Chairman,

Wilfred Sing 沈為霈 （UK）
Cheng Dong-Ping 鄭東平 （Germany）

Camara de Comercio de Taiwan en Eapana
Liu Chin- Chih 劉金枝 , Chairwoman,

Hsu Jui-Lin 許瑞麟 （Netherlands）
Tony Liu 劉文堂 （Germany）

Association Des Entrepreneurs Taiwanais En France
Kuo Pei-Han 郭珮涵 , Chairwoman,

Tsai Kuo-Tai 蔡國泰 （France）
Jason Tsai 蔡吉春 （UK）

with Korea in 2011, Taiwa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in the EU marke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U’s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ill further worsen this differential treatment, preventing
Taiwanese companies from effectively contributing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in Europe.
Your favorable consideration of our request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the future to boost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In the meantime, please accept the assurances of
our highest consideration, as well as our best wishes for your good health and continued success.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favorable decision and with best regards.

Billy Kao 高慶雄 （Netherlands）

German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Chiu Li-Tuan 邱立端 , Chairwoman,

Li Wang-Tang 黎萬棠 （Spain）
Eric Hsiao 蕭培森 （Belgium）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ungary
Nick Liu 劉倖佑 , Chairman,

Joy Chou 周仲蘭 （Switzerland）
James Huang 黃行德 （France）
Huang Guei-Chien 黃貴乾 （UK）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Italy
Walter Su 蘇文楨 , Chairman,

Yang Eissfeller Mei-Fank 楊梅芳 （Germany）
Sabine Chen 陳秫娟 （France）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Luxembourg
Diana Liu 劉美姬 , Chairwoman,

Lee Yao-Hsiung 李耀熊 （Spain）
Jack Lin 林玉麟 （UK）

Sincerely Yours

Taiwan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Richard Wong 黃榮光 , Chairma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Norway

Luis Chang 張語揚 （Germany）
Chang Chi-Kong 張志康 （Belgium）
Li Yung-Ching 李永慶 （France）
Susan Tung 董淑貞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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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2 屆

第 22 屆年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 21 屆年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此案交 22 屆討論）

提案：1

秘書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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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享哲秘書長報告：
1、2015 年九月底，為了回台參加世總會年會的理監事人員聚會，於九月三十日中午，由吳總會長作東聚餐，
順便召開第 22 屆第二次臨時理監事會，因為沒有提案，改為聯誼餐敘，在大包廂內 KTV 唱歌及招待免費

說明：歐總現有十七個會員國，在 2012 及 2013 年僅有 9 位理事與十一位會長與世界其他各洲相比，陣容過
於單薄。有鑒於每年出席年會理事名額不足，許多會員國因會員不多，無法派任理事人選，雖無理事

泡湯。

出席仍需繳付理事年費，增加會員國負擔。有會員國卻因會員眾多也僅能派任二名理事，許多對歐總
有實質貢獻，或連續多年出席年會支持歐總者，卻無法爭取到理事資格。除了可惜，也凸顯出現行體

2、每年秘書處最困擾的是聯繫工作，每年除了歐總會的理監事會報名及處理世總會兩次大會的報名之外，有

制的僵化，以致爭議頻生。故建請理監事會討論，以類似「不分區立委」概念，除各會員國二名理事

許多事需要聯繫，但是或許有些人不太看郵件沒有回音，有些電話與郵件地址無法更新，因此吳總會長花

資格外， 得「跨國補足當屆理事名額」的彈性空間，活絡體制，鼓勵會員踴躍參與，出席支持歐總。

了很多時間整理通訊錄，也刊登在本屆會刊上，希望有變動的人能與下屆秘書處主動聯絡更新。

辦法：副總會長出席歐總開會，如該國當屆理事名額不足時可建請總會代為補足理事名額，由秘書處提報當

3、本屆提報 23 屆新理事與提升顧問人員

屆有資格與意願之各國會員並說明提報資格。例如 ：協助歐總會務實績、贊助歐總 或 連續出席支持

22 屆理事：李瑞蓮（西班牙，提報升 23 屆顧問）

歐總…等等。在預備會議時由理監事以上人員投票通過。

張慧玲（德國，提報升 23 屆顧問）
莊玉靜（瑞典，提報升 23 屆顧問）
22 屆會員：戴培聰（瑞典已改選新會長，提報 23 屆副總會長）
吳秀麗（瑞典，提報 23 屆理事）
林啟安（英國，提報 23 屆理事）

秘書處 補充說明：
一：根據倫敦第 21 屆年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此秘書處提案交由第 22 屆來討論
本會章程與施行細則如下：

劉淑慧（德國，提報 23 屆理事）

二：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

劉晊廷（西班牙，提報 23 屆理事）

第9條

簡偉華（法國，提報 23 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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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曉蓉（比利時，提報 23 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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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世昌（奧地利，提報 23 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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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長曹行之報告：

2、決定理、監事之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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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審查應提報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一切議案；

總公基金帳號將轉設在台北世總的帳戶下，解決了多年來，每屆移交不便的問題，每年可在台北辦理。

4、審核一切依本章程規定應由理事會通過之事項；

第 21 屆累計移交金額：英鎊 30.07； 歐元 44545.72；美金 8222.58

5、審核一切不屬於會員代表大會職權之事項。

轉到台北世總的帳戶以後為：英鎊 10.74；歐元 30,615.08；美金 8,152.69

三：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

吳輝舟總會長報告： （略）
參見會刊：延續與傳承 -22 屆歐總總會長吳輝舟會務報告

38

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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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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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提案：2
案由：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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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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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繼蔡國泰始創的青商會成功的成立及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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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會員

能更往下傳承台灣精神。
辦法：建議參考世界扶輪社，常年舉辦的各種青年子女聯誼活動，歐洲台商會能協助 18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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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職前台商子女。建議舉辦：

由本會

1、海外台商子女臉書族群

理事會審查通過後，成為本會會員。

2、歐洲區假期聯誼活動營， （如冬季滑雪營， 夏季度假營， Club-Med 活動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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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營， 足球營， 其他活動營區…。 ）

表大會，但無投票及表決權。

3、短期互換居家
Home Stay Exchange （SSEP Short-term Stay Exchange Progra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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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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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行再考慮跨洲際鼓勵與其他州台商青少年聯誼

會審查通過，正式入會。

提案人： 劉美姬
歐洲總會職稱：婦女委員會、副總會長
提案人：秘書處
連署人：張春娟、薛世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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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2 屆年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案：4

附件：申請入會來往公文

案由：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申請加入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致 吳總會長 輝舟
吳總會長 鈞鑒

說明： 根據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
第三章
第6條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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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于目前 土耳其台灣商會至六屆為止， 未能與歐總總會有互動連結而為所有的台商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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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 為延續歐總為歐洲台商服務的宗旨 ，土耳其原為會員國 ， 為讓商會得以延續與傳承，

由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成為本會會員。

在此秉持著歐總台商會精神， 和諧， 服務，創造商機在此 向歐總提出申請， 日前 土耳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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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商業協會已正式在土耳其當地成立， 所有文件 請參照附件！

表大會，但無投票及表決權。

敬請 總會長予以裁示， 能讓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可以正式的延續 歐總台商精神接軌 進
與世總一起為海外台商朋友服務！

（一）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於 2016 年 2 月 26 日正式在土耳其當地註冊登記成立 是第一個台灣
商會在土耳其註冊登記合法商會，適用於土耳其當地商會法令管理，確保每位會員的權益，

祝 會務昌隆

章程得到主管機關核可而施行，將本著為台商服務且於四月三日已經正式舉行開幕儀式。
土耳其 王玉珍敬上
（二）
將本著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為台商服務的精神，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將促進台灣與土
耳其雙邊經貿合作 提供到土耳其經商的台灣商業界人士一個安全諮詢協助的服務單位，促進
土耳其當地台灣商業人士的資訊互通，交流，為台灣人在土耳其經商多一據點。永續經營，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 函

團結凝聚力量，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將努力不懈！

受文者：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7 日
發文字號：第 001 號

（三）所申請的附件文件：
章程、會議記錄、成立證書、照片（存於秘書處已查對）

主旨：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於土耳其政府登記核可成立
提案人：王玉珍
連署人： 張昭倫、林奇雋、李永慶、郭珮涵、薛世蓉、劉欣怡

說明：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於 26/02/2016 向土耳其政府登記成立，得到許可，創始會員如下，經過
土耳其政府商會主管機關確認資料與身分後通過，章程適用於當地商會法，主管機關查驗後
蓋章核可，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正式成立。
依法在六個月內將招募至少總數 16 位會員，屆時將舉辦土耳其台灣商會成立大會與召開第一
次會員大會。 創會董事與幹部名單如下，敬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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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函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2 屆年會暨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受文者：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5 日
發文字號：歐總 22 字第 014 號
附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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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

監事長，敬請核議。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入會申請案
說明：
一、根據歐總章程第 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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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根據歐總章程第 6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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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依世總會章程第十九條第四項規定，監事長候選人，由各洲總會薦舉一人，並須符合下列
資格條件，始得登記為候選 人：
（一）在台灣出生或曾在台灣設籍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台灣 ) 國籍者。
（二）於參選前連續擔任世總會顧問以上職務五屆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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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會將依章程規定，將貴會檢附之所有申請資料立案，於今年五月底年會時提交理事會

二、經本總會三次函請我總會符合上述規定，且有意願服務者，向秘書處登記，截至登記最後
期限 2015 年 12 月 15 日止，僅有波蘭楊景德諮詢委員登記。

審查，通過後始能成為正式會員。
三、經查楊景德諮詢委員之資格符合上述規定，擬正式推薦參選。

四、恭賀貴會圓滿成立。

連署人： 張昭倫、林奇雋、李永慶、郭珮涵、薛世蓉、劉欣怡
副本：本會郭琛監事長
決議：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 吳輝舟
提案人：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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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台商會長

游享哲
奧地利台灣商會2016慶元宵，模彩！

2016年3月18日奧地利台灣商會，代表美國世台基金會
STUF，在薩爾玆堡捐贈冬衣給敘利亞難民兒童

2015年11月奧地利台灣商會歡送陳大使

奧地利台灣商會舉辦智能手機電話講座

2016年2月10日奧地立台灣商會慶元宵活
動，暨歡迎新任大使史亞平！

奧地利台灣商會舉辦雙十國慶旅遊。

長榮航空搬遷新辦公大樓在
機場前，與僑胞一起前往同
祝賀！

46

2016年4月12日奧地利台灣青商會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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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台商會活動資訊
劉淑慧 會長提供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

邱立端 會長
我們的駐外單位， 歐洲及全德的台商， 住在德國

德 國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會 主 辦， 德 南 台 灣 廠 商
聯誼會及德北鷹隊協辦之“全德台灣商會聯合會

的僑民會友， 互相認識了解， 資訊分享交流。

2015 年大會暨台商歐洲盃高爾夫球賽“， 於 2015

※15 日則召開了 22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

年 8 月 14 － 16 日， 假 Feldaﬁng Hotel Residence

※15 ∼ 16 日 的 會 後 輕 旅 遊 則 一 覽 了 Starnberger

2016 年 2 月 28 日 演講座談會 創意思考 (CQ)
講師 : 陳龍安 錢秀梅

2016 年 2 月 14 日（日）春節法蘭克福僑團聯歡會 / 抽獎晚會

2015 年 10 月 10 日慶祝雙十節活動

2015 年 7 月 12 日“認識咖啡及品嚐鑑定“研習會
主講人 鄭華娟女士

See 及南德的湖光山色。

Starnberger See 舉行， 參加出席人數 120 位。

高爾夫球隊則於 15 ∼ 16 日進行了歐洲盃高球

在此感謝大家的共襄盛舉，讓活動圓滿完成，

比賽，這次共有來自德國、奧地利、法國、荷蘭及

留下美好回憶。

西班牙 5 國球隊的參與，在 2 天的賽事後，恭喜荷

更要感謝德國的大家長陳華玉大使， 奧地利

蘭隊勝出。

吳輝舟總會長， 柏林經濟組何組長，慕尼黑張處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第二十二屆第三次理監

長還有僑委會吳秘書的參與與支持。

事 會 議 暨 德 南 春 季 活 動 將 於 2016 年 5 月 6 － 8
日 在 位 於 黑 森 林 南 方 的 Donaueschingen （Baden-

活動簡介：

Württemberg） 舉行。

14 日週五下午舉辦的四場中德（英）文專題
經貿講座，讓 Starnberger See 在地的德經貿單位，

德北台商會活動資訊
陳怡伶 會長提供

陳龍安錢秀梅「創新思考與管理」歐洲巡迴講座杜塞道夫地區
德西台商會主辦、德北台商會協辦
時間：2016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13：30 到 18：30

六月份活動預告：
中華開發國際租賃 李宗翰「中小企業在中國之資金取得方式」演講座談
德北台商會主辦
主講人：中華開發國際租賃運營部 部門主管 李宗翰先生
時間：2016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14：30 到 16：30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總會長邱立端201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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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南台灣廠商聯誼活動資訊

德東台商會活動資訊

德南台灣廠商聯誼會 會長邱立端 2016 年 4 月 8 日

纂文：德東臺商會會長李錦鈺

德東臺商會在 2015 年下年度辦了兩個大活動，一個內部交誼活動。

德 南 台 灣 廠 商 聯 誼 會 2015

A。 2015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晚上舉辦 ”IFA 參展廠商與柏林臺商貿易洽談會“

的春季活動， 於 5 月 1 ∼ 3 日舉

B。 2015 年 10 月 11 日德東臺商會為柏林台灣僑界主辦國慶遊船活動。

行， 活動地點選在位於德國巴伐

C。 2015 年 12 月 19 日聖誕聚餐 ，聯絡內部感情。

利亞邦， 風景恬靜優美， 歷史
悠 久 的 小 市 鎮 Ottobeuren。 3 天

A 2015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晚上舉辦 「IFA 參展廠商與柏林臺商貿易洽談會」

2 夜的活動中， 40 位的會員會友
們齊聚一堂， 交流分享， 共度
了一個美好又充實的周末。

德東臺商會以及駐德國代表處經濟組
在 2015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 晚上 19：

活動簡介：

00-21：00 共同舉辦“IFA 參展廠商與柏

※參 訪 當 地 傳 統 老 企 業

林臺商貿易洽談會“。主旨：借重柏林

GEFRO， 一 探 GEFRO 90 年

IFA 國際展之機會，德東臺商會和駐德國

的經營史。

代表處經濟組以地主身份邀請臺灣來德參

※ 在中文講座部份，請到了德

展的臺灣廠商與德國

柏林臺商進行貿易

南廖前會長啟郎先生及德中台

洽談會。德國為歐盟最大經濟體，係歐洲

商會毛祚華先生講解及分享

經濟發展之火車頭，也是歐盟資通訊產品

寶貴之經驗。 德文講座則請

主要消費國之一，我商如攻入德國市場，

到 Kneipp 專業講師介紹說明

可藉由德國進入其他歐盟會員國。

Kneipp 水療法的精神及優點。

當 晚 有 共 約 45-47 位 出 席 參 加 此 盛
會。包括 35 位代表 17 家臺灣公司負責人

2016 年 德 南 春 季 活 動 將 於

以及高職人員，駐德國代表處經濟組何元

5 月 6 ∼ 8 日， 在 位 於 黑 森 林 南

圭組長， 蔡秘書，以及德東台商會成員。

方 的 Donaueschingen （Baden-

更難得的是世界台商會榮譽總會長鄭東平

Württemberg） 舉行， 這裏也是

先生以及德南資深曹增東會長也特別北上

歐洲第二大河， 大名頂頂多瑙河

來打氣支持。參展廠商們於洽談會上介紹

之源頭。

該公司概況及最新產品，並與柏林地區臺
商進行交流，場面熱烈。經費上，感謝駐
德國代表處經濟組提供場地費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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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1 日德東臺商會為柏林台灣僑界主辦國慶遊船活動。以下是宏觀雜
B 2015
誌對遊船活動的報導。

英國台商會

德國柏林僑界國慶遊船 300 人齊慶雙十，2015/10/18 15：18 駐德國代表處提供 歐洲

董淑貞 會長
英國台商會提早在 2015-12-9 倫敦與年輕俊男美女會員過耶誕節
2015-12-9 英國台商會完成了世代交替，這次參加臺
灣商會聖誕 party 有 90 以上 % 都是年輕俊男美女在英國
求學創業年輕人。我在致詞開玩笑的說現在臺灣總統都太
老，應該像歐美及其他國家總統只有 35 歲至 50，所以現
在在坐的俊男美女都是將來臺灣年輕一代的總統。大家聽
了哈哈大笑，並對自己人生更有信心。小時候立志當總統
慶祝雙十國慶，德國柏林地區僑界舉辦
別開生面的國慶遊船活動。（駐德國代
表處提供）

再也不是夢，不是嗎？另外我也讓我老公 Andy 坦負一點
小責任，將來在坐年輕人如有要在英國求職，可以將他們
簡歷（CV）寄給 Andy，他曾經做過德國銀行主管，面試

德國柏林地區僑界慶祝雙十國慶活動於 11 日

義，因為適逢對日抗戰勝利及二次大戰結束七十

很多人，他知道英國公司需要什麼人材簡歷。我請大家都

盛大舉行，300 位僑胞及德國友人齊聚 MS Havel

週年，中華民國在台灣已成為東亞華人社會的民主

利用我老公。嘻嘻！不是床上！只在簡歷！開心點！別勿

Queen 號歡慶，駐德國代表陳華玉偕代表處同仁共

典範，經濟發展同樣亮眼，目前有 153 個國家和地

解！哈哈哈！最後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耶誕節快樂

襄盛舉，氣氛熱鬧感人。

區給予中華民國國民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我國

並找到你要人生目標！

活動首先由柏林台灣攝影學會會長駱義一領唱

民赴國外更加便利，也代表我國國際地位的實質提

國歌，主辦單位德東台灣商會會長李錦鈺代表柏林

升。隨後分享這一年的台德關係，說明雙邊各方面

僑領致歡迎詞，他感謝僑務委員會及代表處的大力

的緊密交流與合作。代表處將繼續努力在既有的基

支持贊助，柏林地區僑界今年聯合籌辦別開生面的

礎上，加強推動雙邊關係。最後和出席人士一起祝

國慶活動，伴著美景，以高昂的熱情護隨著國旗，

福中華民國國運昌隆。
接續安排輪番上臺獻唱、猜謎等精采節目，最

航行在德國首都河道。

後還有幸運抽獎，為國慶遊船活動畫下圓滿的驚嘆

駐德國代表陳華玉女士致詞時首先簡介中華民

號。

國的政經發展，她提到，今年慶祝國慶格外有意

C 2015 年 12 月 19 日聖誕聚餐 ，聯繫商會部感情。

2015-12-9 英國台商會每位年輕俊男美女開心過提前過耶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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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9 臺灣駐英國劉代表抽獎紅包都落在二位漂亮女孩。好羡慕喲！

2015-12-9 歡迎英格蘭台商會董淑貞總會長和先生Andy一起合影

英國台商會請了年輕俊男演講年輕人如何創業？

2015-12-9 董淑貞在聚餐上發言與好友在餐桌上舉杯同慶

謝謝梁會長提供whisky
酒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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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台商會改選會長! 2016-4-17
由何傑（Bryan Ho）會長交接給盧至謙
（Fox Lu）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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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台商會簡介
法國台商

郭珮涵

會長

過去一年本商會辦兩次高爾夫球 、臺商杯和國慶杯、相片是幾位資深前輩頒獎 。

2015 年 7 月在雅典舉辦的第 41 屆歐華年會時，

金會會議室舉行，由基金會主席 MRS Marianna 親

由歐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吳輝舟及世界臺灣商

自主持，駐希代表張國葆致詞。歐洲台商會名譽會

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蔡國泰 諮詢委員沈為霈在

長張語揚，希臘台商會會長張步仁列席，發佈會

三人的提議， 牽線鼓勵下，再加上 22 屆世界臺灣

現場有 3 家電視臺媒體及 9 家報紙雜誌記者參加。

商會聯合總會現任總會長李耀熊的大力支持下，及

隨後在不同日均有各媒體、電視新聞、文字新聞、

中華民國駐希臘代表處張國葆大使。經濟組王耀輝

圖文報導此次世台基金會、歐洲台商聯合總會、

組長的指導幫助下，希臘 2015 年 11 月在駐希代表

希臘台商會發放難民衣物的圖文新聞把世界各地

處官員的見證下正式成立並同時向希臘有關部門登

台商的愛心報導出去。

記為一無盈利的社團法人，推選籌備人張步仁為創

希臘台商會會長張步仁也專程出席今年西班

會與首任會長，範東華為副會長，臺灣陽明海運公

牙馬德里的世界台商聯合總會年會。

司駐希臘代表處叢日春為首任監事長。
希臘台商會宗旨是促進台商之間的合作與連系
並與希臘各主要工商團體及在希臘的各國商會之間
聯繫，使本會融入希臘各工商社團，彼此交換資訊
和互相合作。努力提升台商在希臘的地位，為台商
爭取最高權益，並解決各項紛爭，促進台商與當地
08/11/2015 （星期
日）。 上午 11 時在
Bussy St。 Geoges 開
球， 舉辨高尔夫球賽，
賽後頒獎聚餐。

社會文化之交流，增進瞭解與經濟發展。
由去年 11 月希臘台商會受世台聯合基金會與
歐洲台商會聯合總會之托，發放 10020 件冬衣夾克
以及 5040 件雨衣給在希臘難民營的敘利亞難民，
並配 合駐希代表處奔波聯繫了希臘最大最有實力
的愛心孤兒社團， Marianna V。 Vardinoyannis 希
望基金會合作、提關來發放。
3 月 29 日下午希臘台商會會長張步仁代表歐
洲台商總會，與駐希代表處張國葆大使，張昭倫歐
洲台商聯合總會名譽會長張語揚會同希望基金會主
席 Marianna V。 Vardinoyannis 與該基金會各部門
主管，共同赴雅典市郊外西南區 SXISTO 難民孤兒
最多的難民營共同發放 600 件夾克，其餘的將在不
同日赴不同難民營發放，發放時來了 3 家電視臺，
8 家文字媒體作現場採訪與報導。
3 月 30 日上午希臘希望基金會與世台聯合基
金會歐洲台商聯合總會、希臘台商會共同舉辦四會
合作發放難民禦寒的夾克的新聞發佈會，在希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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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ungary

匈牙利臺灣商會

劉倖佑 會長
匈牙利臺灣商會自 1997 年成立以來已邁入第 10 屆，明年將屆滿 20 周年。目前台商會員數在 10 多家左
右，在各自領域打拼。

2015-07-11台商會聚餐暨歡送代表處曾三訊組長賢伉儷，任期屆滿榮調回台。

2015-10-08 匈牙利代表處於GUNDEL RESTAURANT舉辦104年國慶酒會，賓客出席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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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荷蘭臺灣商會

陳榮光 會長
荷蘭台灣商會於 2014 年中舉行第 21 屆理監事

化，能讓更多優秀人才投入荷蘭台商，雙向雙贏。

改選事宜，選出荷蘭台灣商會第 21 屆理監事團隊、

2014 歲末除了有會員家庭日，也有尾牙餐會，

正副商會會長，接續為大家服務的重任。黃理事

大家在溫馨開朗的氣氛之下度過了愉快的農曆新

榮光先生當選新任荷蘭台灣商會第 21 屆會長，積

年，活動後會員也能透過商會 Facebook 專頁上的

極帶領商會服務團隊籌劃各項活動。商會除了組

活動記錄，重溫開心時刻。商會也共同主辦或協

織義工團隊專職更新台商會網站，更開辦經貿講

辦其他單位的各式活動，鼓勵會員們積極參加，

座與聯誼性活動，讓在荷台灣僑胞及台商聯繫情

增進互動維繫情誼： 2016 年度來訪的春節訪問團

感。

「九天民俗技藝團」博得滿堂彩；由荷蘭台灣商
荷蘭台灣商會的新網站不僅包含了台商會各

會和婦聯會合辦，台北駐荷代表處指導的 2016 台

項活動訊息，更改用簡潔大方的版面，讓使用者

灣新年音樂會，更有十三位從台灣的青年音樂家

能夠更容易地找到資訊。目前正在建置中的在荷

於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表演廳一同演出。兩會希

人才資料庫專區，未來將有效協助在荷台商與專

望藉此音樂盛宴，讓大家在美妙的音樂中放下過

業人才的雙向媒合。藉著用網站將招聘資訊及時

去整年的忙碌，迎接新的一年。

2015-12-18 台商會聚餐暨歡送代表處楊政豪專員及滕家誠祕書，任期屆滿榮調回台。

2016-02-08 匈牙利代表處陶文隆大使，於台商桃太郎餐廳舉行春節餐會，宴請台商會員、僑民、學生
等共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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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波蘭臺灣商會

林子揚 會長
2016-02-20 荷蘭春節聯歡會暨九天民俗技藝團巡演，台
灣陣頭演出驚豔全場。

2016-02-02 由荷蘭台灣商會和婦聯會於阿姆斯特丹合
辦，由13位台灣音樂家精彩演出，掌聲不斷。

該波蘭臺灣商會中秋聯歡暨恭迎陳大使到任
餐會，假波蘭臺灣商會阮紹棣榮譽會長位於 Lodz
市的鄉間別墅舉行，旅波各地臺商偕同眷屬及烏

荷蘭台灣商會為了協助會員建構更獨到的營

考與管理」，會員在陳教授互動式講座當中重新

茲市波蘭友人超過 50 人參加聚會，除歡迎陳大使

運視野及專業領域，積極邀請各界專業人士定期

檢視自己在生活中的思考模式，以分組活動的方

銘政到任外，並共同提前歡度中秋，交流波蘭生

開辦經貿講座，分享實用的商務資訊。2015 年 12

式練習打破框架，創新思維。理論與實務兼具的

活與市場經營經驗。餐會以波式燒烤、酒水吧方

月「Tax & Transfer Pricing Update 移轉定價」講

精彩講座，讓在外經商任職的會員得以再次充電，

式進行，搭配室內卡拉 OK，讓這場餐會有著濃濃

座中分享 2016 年更新的稅務法及轉移定價相關條

探索潛能；即將於 2016 年 4 月舉辦的「勞工法」

台灣中秋味，並藉此凝聚台商向心力，有效傳達

款的最新資訊，會員皆受益良多；2016 年 2 月 更

講座，更是請到專業律師事務所解析實務中招聘

政府對海外台商的關懷，充份展現波蘭僑胞共聚

請到在兩岸三地備受推崇的創意思考大師陳龍安

僱用等常見問題與迷思，期望在荷台商能充分借

一心的團結情誼。

教授分享「腦筋轉個彎，人生更美滿 -- 談創意思

力使力，從容規劃因應勞工法新制的相關措施。

陳大使賢伉儷與Wroclaw當地政商交流，並推廣台灣文化。

陳大使與台商交流同歡度中秋，表達對台商關懷。

2015-12-16 於鹿特丹Deloitte所舉辦的稅務及移轉訂
價講座，在44樓的頂級空景下，為會員更新最新實務資
訊。

2016-02-21 荷蘭台灣商會禮聘陳龍安教授於
Nieuwerkerk舉辦創意獎座，讓會員透過活動創新思考。

商會會員雖然身在荷蘭，但是對國內重大事

心力。荷蘭商會的順利運轉，全賴志工們對商會

件的關心皆不遺餘力。商會在每一次的艱難時刻，

的努力和貢獻， 使本商會得以茁壯成長， 持續為

都協助各界人士捐款回台，為高雄氣爆、八仙塵

會員服務。

侯導演的聶隱娘在坎城得獎，波蘭電影節特別在佛洛茲瓦
夫（Wroclaw） 撥放，陳大使也一同來推廣台灣的藝術
文化。 本次活動也特別邀請了，美國商會，德國商會，
英國商會的會長一同參加與認識台灣。 陳大使也抽空與
Wroclaw當地的台資企業，昶虹電子及仁寶一同用餐討論
波蘭經濟。

爆、南臺大地震等不幸事件盡上一分遠自荷蘭的

波蘭各地台商駕車數百公里前來齊聚一堂，共同團員慶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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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臺商會

張碧玉 會長
Mob： +7-916-119-1027
E-mail： skywell88@gmail。com
陳大使伉儷（前排正中間戴墨鏡未戴帽之二人）及與會台商合影。

該活動亦邀請Lodz地區鄉長仕紳共度中秋（左
前方為熱心籌辦該活動的阮紹棣榮譽會長）

俄羅斯臺商會活動

波蘭投資研討會
為使在本地打拼的台商能更瞭解相關經營法規， 特將於 3 月 4 日於 Wroclaw 辦理台商波蘭經營投資法規
研討會， 敬邀各位先進參加。
外國投資人最應知的法規簡介：
█公司法， 不動產購買規定及討債程序
▲

如何設立公司， 以及購買波蘭不動產的規範

█取得

EU Fund 及進駐經濟特區的最佳程序

▲

有關於 EU fund 的介紹。 以及經濟特區 /EU fund 給的補助分類

█聘僱員工（如何建立正確且彈性的聘僱制度）

2016 年起有效的勞工法修改及注意事項。

2014年中秋遊船，暢遊莫斯科河。

2015年舊曆新年在莫斯科的臺灣餐廳聚餐。

2015年三八國際婦女節聚餐。

2015年端午節在工科的臺灣餐廳聚餐。

Putz | SKP事務所主要來自波蘭Ernst & Young法務團隊。

參加研討會的台商。

由波蘭各地過來的台商特地聚集一同研習新的波蘭法規。

研討會後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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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台灣商會

劉金枝 會長
2015年俄羅斯經濟狀況講座。

2015年6月財經文化莫斯科訪問團活動。

2015年11月14在俄羅斯經濟投資座談會。

2015中秋節室外烤肉活動。

假馬德里西格蘭餐廳，召開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侯清山大使，經濟組組長曾鉦德及僑務孫秘書） 。

西班牙台灣商會和青商會聯合舉辦瓦倫西亞文化自然之旅
（柯森耀大使夫婦圖中） 。

2015年11月14在俄羅斯經濟投資座談會。

2015年臺灣貿易協會講座。

西班牙台灣商會和青商會聯合舉辦瓦倫西亞文化自然之
旅。（柯森耀大使夫婦及經濟組組長曾鉦德夫婦參與） 。

西班牙台灣商會和青商會聯合舉辦瓦倫西亞文化自然之
旅。（柯森耀大使夫婦及經濟組組長曾鉦德夫婦參與）。

2015年政治大學俄研所講座。

西班牙台灣商會和青商會聯合舉辦
瓦倫西亞文化自然之旅。（柯森耀
大使夫婦及經濟組組長曾鉦德夫婦
參與）

2015年俄羅斯國際棒球協會臺灣臺商會組臺灣棒球隊活
動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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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weden

瑞典台灣商會

薛世蓉 會長

訪團出席瑞典代表團李澄然大使的歡迎午宴；九月

月初薛世蓉會長參加見證土耳其商業協會的成立大

中， 瑞典台灣商會理事們與第 31 屆台灣瑞典經濟

會，可見薛世蓉會長積極參與歐洲商會間的活動。

合作會議訪問團團員，共同出席瑞典代表團李澄然

四月二十三日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商會第八次會

大使的晚宴，與來訪團員交流瑞典投資經貿經驗與

員大會並改選，會中選出戴培聰先生 瑞典台灣商

資訊， 並由理事李玉英 明瑞典現行經濟概況。九

會第五任會長，任期兩年。五月底在維也納市郊舉

月底，在瑞典南部的副秘書長吳文瑄響應台北代表

行的第 22 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訊息發

團通告，台灣羽球選手代表團參加在赫爾辛堡舉行

布後，會員們亦踴躍報名參加此次難得的年度盛

的第 12 屆世界壯年羽球錦標賽，商會會員到場加

會，展現瑞典台商會的凝聚力與全力付出。

油支援外，並在賽後為賽績非凡的代表隊舉行餞行
餐會，會中並朗讀李大使澄然先生賀電。同年，在
商會積極努力籌畫下，十一月二十一日商會正式成
立了瑞典台灣商會青商會並選出第一屆青商會長陳
詩瀅，承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暉舟總會長與世
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王儷靜會長、歐洲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張達揚會長蒞臨督導，同時講
解台商會與青商會的結構與組織。
2016 年三月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西班牙
首都馬德里舉行年會，商會也是揪團參加盛會，在

2015-06-02 瑞典臺灣商會幹部在瑞典碼頭歡迎臺商搭
郵輪抵達瑞典。

惜別晚宴上更為年會帶來勁歌熱舞的表演節目；四
2015-04-25 瑞典
台灣商會會員大會
會員與李大使澄然
伉儷合影 。

會務報告
瑞典台灣商會自 2014 年底由薛會長世蓉女士

面對面的深度交流，為台瑞兩地的企業家拓展出更
廣闊的經營視野及事業疆域。

及改選後的理事會帶領之下，新製商會會旗並新設
商會網站，不但強化且聯繫了散居瑞典各地的台灣

瑞典台商會除了積極參與僑委會專為海外台灣

僑胞，也讓有意拓展商業版圖到瑞典的台灣企業多

人安排的國內活動外，對於歐洲及世界台商會在各

了一個聯繫窗口。

國舉行的年度盛會亦踴躍出席。2015 年五月，在

2015 年二月，商會副會長戴培聰回台參與僑

薛會長全力支援下，商會有多位會員與眷屬飛抵倫

商副會長高階領導班，為商會帶回許多台灣企業商

敦，參加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

機資訊，並加強商會與世界各國其他商會的聯繫。

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兩位青年會員特地

六月，商會會員張琴美小姐被遴選參加僑委會主辦

前來觀摩歐洲青商會的大會運作，並 年底瑞典青

的 2015 年傑出女企業家參訪團，並透過與會團員

商會的成立準備。薛會長在六月二日會同幹部，迎

的推薦，在今年三月底被邀至臺南大學演講分享台

接抵達位於斯德哥爾摩市郊港口的公主號郵輪，熱

商在瑞典開拓企業的心得，彰顯瑞典台商回饋故鄉

情歡迎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劉總會長學琳先生帶

的積極與用心；九月間並由薛會長回台參加僑委會

團的世界台商會旅遊團蒞臨瑞典首都；九月初，瑞

舉辦的會長高階領導班課程，同樣透過與國內企業

典台灣商會薛世蓉會長與理事們，應邀參加立委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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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3 瑞典臺灣商會薛世蓉會長與立委參訪團出
席瑞典代表處李大使澄然歡迎午宴與詹凱臣立委、楊應雄
立委合影。

2015-09-20 瑞典臺灣商會與第31屆臺灣瑞典經濟合作
會議訪問團團員，共同出席瑞典代表處李大使澄然晚宴。

2015-09-20 瑞典臺灣商會與第31屆臺灣瑞典經濟合作
會議訪問團團員，共同出席瑞典代表處李大使澄然晚宴。

2015-09-29 世界壯年羽球錦標賽台商啦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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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台灣商會

王玉珍 歐總副總會長
土耳其台商會活動
2016-03-29 會員張
琴美在臺南大學分享
企業心得經驗。

土耳其第六屆台商會是多事的一年！自 2015 年一月接下會長一職， 在風風雨雨中， 也完成了以下幾項
活動！

2016-04-03
合影。

一月份 舉行了會員
聚餐並為前貿協主
任餞行。

薛世蓉會長參加土耳其臺灣商業協會成立大會與協會發起人張昭倫女士、王玉珍小姐及多位臺商先進

2016-04-23 新舊任會長交接，由瑞典代表團
廖大使東周先生監交。

2016-04-23 瑞典臺台灣商會會員大會與青商會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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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由經濟部經濟組樊組長俊白，協辦的經濟講座！說明國內經濟政策，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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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舉行第二次經濟講座 由專業會計師
MEHMET ERIKAN 說明在土耳其投資及設立公司要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2 屆年度活動

注意的事項 !

2015-05-23 倫敦歐總21屆年會

經濟部經濟組樊組長俊白 跟 Mehmet ERIKAN 先生合照。

七月份博斯普魯斯海峽一日遊。

2015-05-23 倫敦21屆年會閉幕典禮-劉志攻大使致詞
2015-05-23 倫敦歐總21屆年會

八月份森林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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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3 倫敦21屆年會閉幕典禮-陳士魁委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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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3 21-22屆總會長交接

2015-05-23 6-22屆總會長致詞

2015-07-25 希臘第41屆歐華年會與陸 林諮詢委員

2015-05-23 21-22屆監事長交接

2015-07-25 歐華41屆年會

2015-07-25 希臘第41屆歐華年會
與陳士魁委員長及夏立言主委

2015-07-25 希臘第41屆歐華年會與蔡國泰名譽總會長

2015-07-25 希臘第41屆歐華年會與陳士魁委員長

2015-05-23 倫敦歐總21屆年會

2015-06-24 世總諮詢
委員江秋檳率芝加哥合
唱團訪問維也納貴賓及
陳連軍大使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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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4 全德台灣商會聯合會2015年大會

2015-08-14 全德台灣商
會聯合會2015年大會

2015-08-14 全德台商會

2015-08-14 全德台灣商會聯合會2015年大會

2015-08-15 全德台灣商
會聯合會2015年大會暨台
商歐洲盃高爾夫球賽

2015-08-14 全德台灣商會聯合會 2015年大會暨台商歐洲盃高爾夫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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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6 全德台灣商會聯合會
2015 年大會暨台商歐洲盃高爾夫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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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8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2015-09-28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2015-09-28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2015-09-28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2015-09-29 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傑出青年頒獎

2015-09-27 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2015-09-28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2015-09-29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2015-09-27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與外交部長林永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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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8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2015-09-29 參加世總第21屆台北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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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08 拜會立法院長

2015-10-08 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

2015-10-09 拜會經濟部

2015-10-09 拜會僑務委員會2
2015-09-30 台北臨時理監事會議-北投溫泉餐聚餐

2015-10-09 拜會僑務委員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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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1 參加僑務委員會會
議，委員長與歐洲委員們合影

2015-10-09 拜會外交部

2015-10-09 拜會世總

2015-10-22 參加僑務委員會會議與世總吳松柏名譽總會長合影

2015-10-24 參加僑務委員會會議
與世總總會長李耀熊、張碧玉、劉
金枝、張春娟、林奇雋委員合影

2015-10-10 參加雙十節四海同心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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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2 參加僑務委員會會議
與奧地利張春娟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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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5 金門參訪團張士魁委員長、黃正勝總統府國策顧
問與大家合影
2015-10-26 金門參訪團擎天廳門口與張士魁委員長合影

2015-10-25 參加僑務委員會金門訪問團

2015-10-25 僑務委員會金門參訪
團與尼加拉瓜邱倚星委員合影

2015-10-26 金門參訪團擎天廳與張碧玉、張春娟、林奇
雋委員合影

2015-10-25 僑務委員
會金門參訪團與張士魁
委員長合影

2015-10-26 與世總朋友慶祝盧起箴名譽總會長生日

2015-10-26 -拜訪國民黨中央黨部與王能章主任合影

2015-10-26 與世總朋友慶
祝盧起箴名譽總會長生日

2015-10-25 僑務委員會金門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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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參加瑞典青商
會成立大會，與薛世蓉會長、
李澄然大使夫婦及所有貴賓會
員合影

2015-11-21 -參加瑞典青商會成立大會，與李澄然大使
夫婦、王儷靜世青總會長及歐青會長張達揚合影

2015-11-2 參加瑞典青商會成立大會，與與薛世蓉會
長、李澄然大使、李玉英諮詢委員、王儷靜世青總會長及
歐青會長張達揚合影

2016-01-07 歐總與STUF簽備忘錄，世台基金會委託歐總處理救助敘利亞難民，兒童冬衣與雨
衣夾克，1月7日土耳其、3月18日奧地利、3月29日希臘，此三國已完成工作

2015-12-13 參加旅奧僑界歡送陳連軍大使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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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F備忘錄

STUF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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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F備忘錄

STUF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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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7 STUF土耳其敘利亞難民冬衣救助發放典禮

2016-01-07 STUF土耳其敘利亞難民冬衣救助發
放典禮，外交部駐安卡拉鄭代表泰祥賢伉儷、范組
長瀚清、外貿協會陳主任淑華、世台總會顧問王玉
珍、世台總會顧問張昭倫

2016-01-07 STUF土
耳其敘利亞難民冬衣救
助發於孩童

2016-01-22 參加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海外諮詢暨發展委員座談會

2016-01-22 參加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外交部晚
宴與林永樂部長與合影

2016-01-22
合影

2016-01-22 參加世界自由日慶祝大
會與亞洲總會長江永興合影

參加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外交部晚宴李澄然次長與

2016-01-22 參加世
界自由日慶祝大會外交
部晚宴與世盟總會長饒
穎奇、世總總會長李耀
熊等貴賓合影

2016-01-08 新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溫玉霞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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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1 參加維也納佛光山慶元霄新春音樂會後，與
覺彥法師合影

2016-02-21 奧地利台商會慶祝元霄與史大使、游會長及
兩位新舊僑務委員合影

2016-01-22 參加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外交部晚宴與葛永光秘書長合影

2016-01-22 參加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外交
部晚宴與總統府國策顧問溫玉霞合影

2016-02-23 副僑務
委員長信世昌來訪維
也納

2016-01-23 參加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馬英九總統頒發海
外諮詢委員聘書

2016-01-25 總統府國策顧問溫玉霞在世總會辦公室頒
發獎牌

2016-02-27 奧地利青商會第一次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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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2 世總歐盟訪問團全團合影
2016-03-01
館午餐

世總歐盟訪問團，在張志康名譽總會長餐

2016-03-01
晚宴1

世總歐盟訪問團，外交部高盧俱樂部酒會

2016-03-02 世總歐盟訪問團與比利時董國
猷大使

2016-03-01 世總歐盟訪問團
2016-03-02 世總歐盟訪問團與波蘭友台議
員Edward Czesak及吳松柏名譽總會長
2016-03-02

2016-03-01 世總歐盟訪問
團 ，外交部高盧俱樂部酒會
晚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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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總歐盟訪問團與歐洲議會友台小組座談代表致詞

2016-03-02 世總歐盟訪問團與歐洲議會友台小組座談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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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2 世總歐盟訪問團與比利時代表
處鄭元慶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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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4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外交部晚宴
2016-03-06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西
班牙之夜後與世青總會長王儷靜合影

2016-03-06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一日遊

2016-03-04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外交部柯森耀大使
晚宴
2016-03-04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

2016-03-06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西班牙之夜與
柯森耀大使、呂元榮副委員長、李耀熊總會長、邢增輝
監事長、世青王儷靜總會長及貴賓合影

2016-03-06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西班牙之夜，與世總大老
們合影

2016-03-05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經濟部午宴，與曾鉦
德組長、國策顧問黃正勝、溫玉霞及溫嵐珠副總會長合影

2016-03-04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外交部晚宴與劉學琳
名譽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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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5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

2016-03-06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西班牙之夜，與林貴
香諮詢委員（STUF執行長）合影

2016-03-07 世總第22屆西班牙年會後與陳龍安教授夫
婦、蔡國泰名譽總會長及李志俊兄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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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7 與希臘大使張國葆及奧地利史亞平大使聚餐

2016-03-27 與希臘大使張國葆及歐總財務長曹行之合影

2016-03-29 STUF敘利亞難民冬衣救助在希臘發放，希臘
大使張國葆協助、張步仁會長負責、張語揚名譽總會長支
持與當地負責人合影

2016-03-29 STUF敘利亞難民冬衣救助在希臘發放，希臘
大使張國葆、張昭倫（世台基金大使）及張語揚名譽總會
長等皆熱情參與

2016-03-18 STUF 委託之奧地利冬衣救助在薩爾玆堡發放工作人員合影

2016-03-18 助，由游享哲會長負責連
絡，經Caritas組織在薩爾玆堡發放

2016-03-18 STUF 委託之奧地利冬衣救助在薩爾玆堡發放，負責人合影

2016-04-02 奧地利青商
成立大會與全部會員合影
2016-03-18 STUF 委託之奧地利冬衣救助在薩爾玆堡發
放，與游享哲會長、田辛農總幹事及婦聯會副主委黃翠娟
合影

2016-03-18 STUF 委託之
奧地利冬衣救助在薩爾玆堡
發放, 史亞平大使與Salzburg
副市長

2016-03-18 STUF 委託之
奧地利冬衣救助在薩爾玆堡
發放, 史亞平大使與Caritas
處長
2016-03-18 STUF 委託之奧地利冬衣救助在薩爾玆堡發
放，史亞平大使請所有負責人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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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2 奧地利青商成立大會，與新任會長潘羽筑、
世總青商會王儷靜會長及台商會長游享哲合影

2016-04-02 參加奧地利青商成立大會

101

E
T
C
C
2016-05-27 22屆年會地點奧地利百水山莊溫泉酒店

2016-04-03 參加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成立大會

2016-05-28 外交部晚宴及舞會 Herberstein 堡

2016-04-03 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成立大會，張昭倫、王玉珍兩
位創辦人與外交部駐安卡拉鄭代表泰祥伉儷合影

2016-04-03 參加土耳其台灣商業協會成立大會與張昭倫、王玉
珍兩位創辦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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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歐總理監事聯席會議提報本會年度工作概況及財務報告。
四、 定期提報會員及理監事以上人員名冊暨通訊錄。
五、 接受歐總之輔導及支援歐總之活動。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張達楊 會長

第六條 本會以歐總之會址為當然會址，由當屆總會長決定之。
第二章
第七條

會員
本會以歐總各國台灣商會之青年商會組織為會員體。前項歐洲尚未成立該國青年台商組織
者，其所轄之各國青年台商組織，經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得成為個人會員。各會員之年齡，
以滿 21 歲至 40 歲為限，並須為歐總所屬國家台灣商會之會員。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組織辦法草案

第三章
第八條

第一章
第一條

組織
本會設會員代表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組成之會員體各推舉至多五名會員代表。會
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之。其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由各會員體訂定之。

總則
本會定名為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 以下簡稱「本會」），英文名稱為

第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修改組織辦法。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EUROPE –JUNIOR CHAPTER

二、 行使會長及監事長之選舉與罷免權。

本會會徽為：ETCC-JC

三、 議決理事會之會務發展計畫。
第二條

第三條

本會係來至台灣，或其父或母來自台灣，認同台灣與本會宗旨之歐洲各國青年商人所組成之

四、 議決理事會之提案。

民間非營利工商組織，以聯繫青年台商，共謀事業發展引導加入隸屬歐總之歐洲各國台灣商

五、 議決會員代表之提案。

會， 並參與其活動為宗旨。

六、 議決本會之解散。

本會隸屬於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以下簡稱「歐總」）。其成立須依歐總章程之規定。

第十條

本會設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構。由會長、名譽會長、副會長、秘書為當然理事及由各
國推舉十人為理事。 理事須為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惟歐總章程未訂定相關條文之前， 須經歐總總會長或其指定代表人授信，並於歐總指導之
下，遵守歐總章程與宗旨，始得進行組織發展及會務運作。
第十一條
第四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定會員（觀察員）之資格。

一、加強青年台商之聯繫與合作，促進商情、商機交流，共謀事業發展，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二、 本會組織辦法修改之建議。

二、 培養、發揮青年台商企業家之領導才能及管理能力，提升企業競爭力。

三、 提案及議決提案。

三、 號召並鼓勵台商第二代參加歐洲各國台灣商會，並參與其活動。

四、 議決會長所提會務發展企劃案。

四、 作為連結海外青年台商與台灣之平台，延續、促進與台灣之經貿關係。

五、 議決本會收支預算案。

五、 重視人文、人權、人道精神，提升台商之國際形象與地位。

六、 本會各項規章及選舉辦法之訂定及修改。

六、 深化與主流社會關係，爭取對台灣支持，協助拓展對外關係。

七、 名譽會長之聘任。
八、 行使會長所提之秘書長、財務長等人事案之同意權。

第五條

九、 議決其他重要事項。

本會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歐總章程暨施行細則。
二、 參加歐總舉辦之年會活動。

104

105

E
T
C
C

第十二條

本會設監事會，為本會之最高監督機構，由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一人組成。監事長及副監

第二十四條

席指導、監交。

事長由會員代表大會自會員代表中推選， 任期一年
但不得會長所屬會員國產生， 亦不得由理事兼任。監事長負責召開並主持監事會議。本會

本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及辦理會長交接，須正式備函邀請歐總總會長、副總會長列

第二十五條 理

事會與監事會，得召開聯席會議，議決重要提案。但監事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二十六條

本會各項會議，均須各以會員代表、理事、監事過半數（含被委託者）之出席，方得開會，

監事應列席理監事聯席會議，缺席超過 1/2 者，得停權 2 年。
第十三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其議決，並以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一、 監察本會各項會務之執行。
二、 審核本會各項財務收支及各類會計報表。
第二十七條
第十四條

凡因故無法親自出席會議者，得立委託書授權被委託人代行其職權，但被委託人以代理一人
為限，且不得跨國委託代理。對行使會長之選舉投票權，則不在概括委託授權之列。

本會設置會長一人。會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副會長襄助會長處理會務。會長由
各會員體推舉出候選人以一人為限，經會員代表大會無記名投票選舉之，任期一年，不得連
任。會長之選舉、罷免辦法另定之。副會長由各國之當屆會長擔任之。

第二十八條

本會每屆至少舉辦一次以上聯誼活動（如交流、觀摩、觀光、專題研討會及定期發行會訊
等），並接受歐總指定之相關工作委員會之輔導。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本會會長候選人以具有本會理監事身分者為限。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九條

本會會員體及理事、監事等以上職務，每年應繳納年費五十歐元，其金額由理事會決議之，

本會置秘書長、財務長各一人，襄助會長處理例行會務， 對會長負責，以上各職俱由會長
遴選，向大會報備任期一年，與會長同進退，秘書長兼理事會秘書事務。

以充當年度會務經費。前項年費，應於參加當屆年會報到時，一次全額繳納，並憑本會出具
第十七條

繳納年費收據行使各項選舉與被選舉之權利。凡逾期三個月不繳者，得經理事會決議，停止

本會監事得列席理事會議，有發言權，但無表決權。

其會員主體或理事資格，直至繳納，始得恢復其資格。
第十八條

本會得視需要，經理事會決議，設各項工作委員會。各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均由會長提

第三十條

報告財務收支情形。

名，經理事會同意聘任之。其聘期與會長任期同。各工作委員會須訂定辦事細則，經理事會
第三十一條

通過後實施。

本會得接受會員、歐總及外界之捐贈或贊助，挹注本會會務經費，本會應定期向歐總理事會
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會議及各項專案活動之經費，由理事會及主辦單位負責籌措及審
核。

第十九條

本會新卸任會長，得經理事會同意，聘為本會名譽會長，任期一屆（年），並得續聘。其續
聘條件另定之。

第二十條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為實踐組織辦法之宗旨，便利會務之推行，理事會得另訂組織辦法施行細則執行之。

第三十三條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可決定解散之。解散後，所有剩餘

本會新屆理監事及會員代表產生日期，由各國於每選舉年五月中旬前選派產生，並將名單造
冊，報本會秘書長。

第二十一條

第六章

會長、副會長、監事長、秘書長、財務長、理監事及會員代表之任期，至新舊任會長交接為

資產歸屬為歐總。本會如有違反本組織辦法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且情節重大，經歐總提

止。

議，並經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應予解散。
第三十四條

會議及會務

本組織辦法之修訂，須經理監事十人以上之連署或理事會提案，經出席會員代表人數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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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條

本組織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及歐總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當屆歐洲青商會會長希望和當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隸屬於同一個僑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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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理事會每屆至少召開二次會議，監事會每屆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
臨時會議。本會開會日期應與歐總開會日期相同。臨時理事會，其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者，由會長在三十天之內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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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總青商會監事長提出： 建議未來交接時，大家態度要更加積極一些，加快交接進度

C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提案討論 - 選舉推派世總青商會第六屆會長候選人

第 5 屆青商會會議記錄

候選人荷蘭青商會 LILY 發言：
日期： 2015 年 5 月 22 日
時間：16：00
地點：英國倫敦 Gloucester Millennium Hotel

- 參加世青的重要性：拓展人脈，加強各國間合作交流，異業結合，發掘商機
- 加強各國青商會員的溝通與聯繫，建議建立每人的 Proﬁle -> 前期可通過辦不同面向的活動讓大家
networking，讓大家更能理解世總宗旨，也更願意分享。
投票結果： 具備投票資格報到者 22 名， 贊成 21 票， 投票結果通過！
●頒發歐總聘書
●青商會會長李俊寬致閉幕詞

●英國青商會長李俊寬介紹 TCCE-JC

Paul 建議是否將來改變歐總商會會長與歐青總會會長綁定的模式，可以僅要求會長 or 秘書長其中一位綁定

- 成立目的及宗旨

即可。David 補充：第一屆開始時的確沒有這樣的綁定模式，但後來為了世總活動的舉辦便利性，所以慢慢

- 運作方式

演變為現在的模式。

- 組織成員
- 歷年活動
●各國會長報告：
1、比利時會長 ROBERT
- 去年 8 名會員，今年增加至 10 名
- 14 年活動介紹 （泛舟，參觀修道院，與法國青商會一起聯合參觀 ups 公司，平時小聚會）
2、法國青商會代表 MICHAEL
2013 年成立， 目前成員約 10 多餘人，宗旨為加強①加強法國與台灣的商務交流②在法國的台灣年輕
人可以多參與當地的 networking
過去活動介紹：
A、企業參訪（諮詢公司，鋼鐵產業，醫療行業， Huawei 以及其他如 Facebook， google 等新創公司）
B、與法國南部 ROTARY CLUB 聯誼
3、荷蘭青商會 -LILY
會員不只是青商，涵蓋所有 young professional
近一年活動介紹：
Paintball，棒球賽加油團，移民講座，參訪酒莊，三太子表演，跆拳道公開賽加油團，麻將教學比賽，台
灣電影 KANO 導演座談會
●歐洲台商會聯合總會進度報告 – 李俊寬
- 目前有 6 個會員國，比全年增加了一個西班牙
- 今年財務報告說明
- 未來建議： 將相關檔案存至雲端如 google drive，方便各國交接
2015-05-22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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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歐總 21 屆年會及第 5 屆青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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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青商會

魏歷維 會長

2015 年 6 月，比利時青商會會員一同參加 Karting 賽車活動。

2015 年 7 月，比利時青商會舉辦比利時 2 日遊，參觀歐洲議會、布魯塞爾市
區、以及滑鐵盧戰場。歐洲青商會會長張達楊，荷蘭青商會會長王儷靜（現任
世界青商會會長），均前來參加。

2015 年 8 月，比利時青商會會員結伴前往荷蘭鹿特丹觀看我中華成棒出賽厄瓜多爾之棒球比賽，為我中華隊加油。

● 2015 年 10 月，比利時青商會會長魏歷維及理事魏立倫均返台參加世界台商會及青商會的會議。
● 2016 年 3 月前往西班牙馬德里參加世界台商大會。
● 2016 年 4 月與世界青商會會長王麗靜一同參加法國青商會所辦之 Food festival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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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青商會

荷蘭青商會

畢詳笙 會長

王儷靜 會長

法國青商至 2016 年三月為止，總共召開了六次會員會議，旨在促進青商之間的交流以及團隊合作。會員

荷蘭台灣專業青年

人數也增加了一倍。目前法國青商人數有二十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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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號召更多荷蘭
荷蘭專業青年加入， 加入歐青的版
圖後， 更積極參予世青的活動。
2015 ∼ 2016 荷蘭專業青年除
了在國內舉辦活動外，與加強與其
他 青 商 的 串 連 與 聯 誼。2015 年 六
月與歐青一起拜訪歐盟總部，了解
歐盟組織架構與加強與歐青間的交
流。七月組織棒球加油團，與荷蘭
周台竹代表與近三百位旅荷僑胞一
起為台灣棒球加油。同年十月，會
長王儷靜應邀於比利時代表處進行
職涯講座經驗分享，也鼓勵更多旅
歐台灣專業青年加入青商的行列。
台灣最美的風景除了人以外還有享
2016 年 3 月新成員招募活動。

譽國際的威士忌與薩克斯風，十月
底舉辦了台灣葛瑪蘭之夜，邀請旅
荷薩克斯風音樂家吳文欽演奏，請
專業調酒師為大家講解葛瑪蘭威士
忌的甘醇底蘊。
2016 年 三 月 世 界 臺 灣 商 會 聯
合總會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年
會，我們除了踴躍參加外，也與來
自世界各地的青商交流聯誼，交換
海外生活的心得與商機。

2016 年 2 月新成員招募活動與年度活動義程討論。

世界青商會第 6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之後，法青也在馬
德里召開了一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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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4 -6/5 荷蘭、比利時、英國青商拜訪歐盟布魯塞爾總部和滑鐵盧ㄧ日遊。

113

E
T
C
C
2015/10/30 台灣葛瑪蘭之夜。

2016/03/04 第六屆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於西班牙馬德里年會。

2015 10/3 會長王儷靜應邀於比利時代表處職涯講座經驗分
享。

2015 7/17 荷蘭哈倫盃棒球賽加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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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5 世界各地青商（法國， 德國， 比利時， 瑞典， 蘇格蘭， 巴西與委瑞內拉）馬德里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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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台灣商會青商會

潘羽筑 會長
第一次會員大會。

奧地利青商會經過多年的籌備，今年初，在奧

台商會會長游享哲與理事的支持，也特別感謝吳輝

地利僑務委員張春娟與歐洲台商總會總會長吳輝舟

舟總會長，邀請了世總青商會王儷靜會長，抽空前

的召集下，加上中華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史亞平大

來指導，使得成立大會能圓滿成功！

使全力的支持下，終於在 2016 年 4 月 2 號已正式成

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的理監事會如下：

立。本會成員目前有 29 位，希望在第一任會長與幾

會長：潘羽筑 Louis Pan

位熱心理事的領導下，能促進奧地利第二代年青人

理事：宋芷霖 Chini Song，張士良 Aliang Chang，劉

商務資訊的交流，擷取台灣商業的優勢，加強團結

博文 Powen Liu，劉睿涵 Helen Liu，劉柏均

合作，發展更多元創新的事業。

Jeffrey Liu

第一次會員大會。

監事：顏志翰 Yan Chih-Han

成立大會有許多貴賓參加，感謝代表處史大使、
經濟部莊惠明組長及多位秘書的光臨，以及奧地利

成立大會後史大使宴請大家。

活動照片

世總青商會王儷靜會長在大會致詞。

吳輝舟總會長、王儷靜、游享哲會長與經濟部莊惠明組長合照。

全體會員與史亞平大使、吳輝舟總會長、王儷靜與游享哲會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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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總青商會王儷靜會長頒賀禮 新任會長潘羽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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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台灣商會青商會

陳詩瀅 會長

今年一月會員儷傑被僑委會核錄參加僑商青年

今年三月陳詩瀅會長與周星妤監事長參加了世

企業家邀訪團，加强了與海外青年企業家的聯係，

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召

這是青商成立後第一位參加僑委會活動的會員。

開的年會，這是瑞典青商第一次正式參加世界總會

瑞典青商會在一月舉辦了一次兩夜三天滑雪活

的活動，并在四月召開的會員大會中分享此次的與

動，由秘書處安排住宿於「達拉那」區的滑雪勝地

會心得。在西班牙的年會中詩瀅與星妤學習與理解

Sälen。會員們在冬景環繞下，召開計畫中的理事會

到世界臺灣商會的精神也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精

議，兩位無法到場的理事也分別從斯德哥爾摩和巴

英并與大家分享僑居地的創業心得。

黎與大家連線開會。隔日在一整天的滑雪活動後有

瑞典臺灣商會青商會是很年輕的商會但我們會

歡樂的 After Ski ！透過活動，大家分享生活經驗並

努力學習，期望未來的青商會會更茁壯。

互通僑居地工作甘苦談，增進情誼並加強了青商會

青商會會務報告
經過多年的籌備，瑞典台灣青商會終於在 2015

德哥爾摩圓山飯店，會中除了祝賀青商會成立並對

年 11 月 21 日舉辦成立大會， 現場貴賓雲集有已經

青商寄予厚望之外，更期盼青商會凝聚力量，傳承

回台接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的駐瑞典代表處李大使澄

台商打拼精神。隨後，與會青商們著手逐條審讀並

然先生、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總會長輝舟、世

通過青商會組織辦法，即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選

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王會長儷靜、歐洲臺灣

出理事與第一屆會長陳詩瀅，瑞典青商會自此奠定

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張會長達揚分別由奧地利、荷

組織基石，僑居瑞典的青年僑胞們有了更寬廣的商

蘭和英國蒞臨見證並致詞恭賀。瑞典台灣商會薛會

務交流平台。

凝聚力。

長世蓉及多位商會會員，以及瑞典各界僑領齊聚斯

第一屆會員大會。

在滑雪勝地開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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琺熱爾酒莊城堡 Chateau Fage 建於 1780 年，它是由
波爾多大劇院的建築師 維多。路易所設計，該莊園
佔地 120 公頃，葡萄園（50 公頃），森林（40 公頃）
和草地所組成。莊園具有的特殊性，是本區河流與
森林的邊界，具有無限的自然保護區的魅力，得天
獨厚的土壤也能孕育出優良品質的果實。

The Chateau was built in 1780, its architect being none other than Victor Louis, the
architect of the Grand Theatre of Bordeaux. The estate covers 120 hectares, composed of
vineyards (50 Ha), forests (40 Ha) and grasslands. It has the particularity to
represent a continous enclosure with natural boundaries (river and forest). Hence the
charm of this space, protected by nature and evolving with respect for it.
產品： Chateau Fage AOC Grave de Vayres ( 紅酒白酒 )
Mise en bouteille au Chateau

Once upon a family...

It is in 1930 that the Glotin family purchased the domaine. Henriette Glotin ran it for 40 years.
She was one of the first woman winemakers and she devoted herself passionately to the domaine.
Then paul extended the estate to resotre its orginal surface, broken up through the centuries.
Today, Yves runs Goudichaud in the same spirit of respect for the traditions and of development.
His aim is to produce every year a constant quality of wine vintage after vintage.
高 魯丁 家 族 在 1930 年 購買了古 帝 頌 酒 堡
Chateau Goudichaud，
第一代經營者 - 亨麗埃特。
高魯丁是當時屈指可數的女釀酒師，她貢獻一生
經營酒莊 40 年，隨後繼承者 - 保羅繼續保存原
有的釀酒風格並擴大莊園的面積，直至上個世紀
末。今日的第三代經營者 - 伊夫追隨家族的發展
精神，他的目標只有一個：每年生產出恆等質量的
美酒，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產品：
Chateau Goudichaud AOC Grave de Vayres ( 紅酒白酒 )
Chateau Bessac
AOC Bordeaux Superieur ( 紅酒 )
Mise en bouteille au Chate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