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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的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九屆 總會長    張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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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總會長的任期轉眼就到了。自認自己在商會的經歷尚淺，
絕沒想到會有出任歐洲台商會總會長的⼀一天。⼀一切都要感謝商會朋友的協助與
支持，讓我有機會在這個職務上為大家服務，學習到不同領域的工作。⼀一年的
努力付出，深感收獲良多，希望沒辜負大家的期待。     

 

早前志康在盧森堡經營餐飲事業，少有機會與鄉親接觸聯絡感情，在事業
轉移到布魯塞爾後，才得機緣與此地的台商交流。商會是⼀一個聯絡感情和交換
工作、經濟、財務經驗與心得的最佳平台，在此經濟狀況嚴峻的時期，歐洲嚴
苛稅務制度下，不需再隻身單打獨拼。大家在聯誼中互助交流，創造商機。相
信您也跟我⼀一樣，在商會中多有受益，也因此商會才能凝聚這麼多國家的台商
使台商會遍佈全世界。

 

這⼀一年中，因職責所使，我走訪了幾個國家，參與會員國商會活動及理監
事會議。見識到各地台商會蓬勃的生機，鼓舞著比利時團隊的努力。我的工作
重點是希望藉台灣商會團體的力量，擴展商機，並配合E時代網路通訊的必要
性，協調各會員國E化將活動資訊連結歐總與世總網站，維護更新歐洲台商網
隨時報導各國動態，加強各國信息的流通。我們也推動各國精英及領導人員返
國參與僑委會的訓練班、呈報優良經理人，並且鼓勵青商會員返國參加活動加
強國家向心力。但⼀一年的時間很快，很多的工作都未臻完美，還請大家包涵，
也請不吝指教。最重要的是請大家繼續支持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積極參與
商會的各種工作與活動。

 

最後，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衷心感謝周圍默默幫忙的朋友們，因有您們
的不計較與犧牲才有今天的盛會。歡迎大家來到比利時，並祝福大家事業蒸蒸
日上身體健康，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和各台商會蓬勃發展。
 

首先志康要藉此機會歡迎大家來到比利時布魯塞爾這個小而
美的國家，小而美的城市來參加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會
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您的蒞臨讓布魯塞爾的台灣
同胞同感榮幸。比利時的台灣人雖然不多，但我們都以最大的熱誠
來歡迎您，希望大家在此都能度過愉快的會議與參訪時光。



       又近五月了，又是歐陸春回大地，萬物復甦的時刻，也是歐洲
台灣商會好友相聚的時刻！

       去年此時，個人有幸承蒙前輩好友提𢹂肯定，當選歐洲台灣商
會總會監事長。有更多的機會向歷屆前輩請教，與各洲好友切磋，
更有機會進⼀一步參與歐洲會務，盡心學習。⼀一切的點點滴滴都令人
珍惜、值得深思銘記。如果有人問我，去年⼀一年來，對商會最深刻
的體驗是什麼。我的回答是：商會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大家庭。大家
同是在歐洲打拼的台灣人，出外靠朋友，相護相持，有競爭，更要
相互提𢹂，心中永存⼀一個善念。這是前輩最讓人感佩之處，也是台
商會最高的精神，更是個人⼀一年來最深的體驗。也正是這樣的精神
使台灣商會日益茁壯，成為世界各地台商之家！

       人生有起有落，有順境，也有逆境，有巅峰也有低谷。離鄉背
井的台灣子弟在異地奮鬥，更是時時遇到挑戰。個人認為所謂幸
運，並不是永遠福星高照，事事順心。真正的幸運是，不論是順境
或逆境，總有⼀一群好友相持，可以從困境中學習到更多人生的道
理，體驗到更多人情的滋味，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卸任在即，但是學習不會終止，為商會努力的心，也會繼續不
斷。在此特別感謝各位前輩好友⼀一年來的指教提𢹂。預祝今年大會
成功，也祝會務蒸蒸日上，再創新高峯！

監事長的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九屆 秘書長    傅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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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歐洲32年承傳前輩精神，僑社的活動及參與始終都是互相
扶持，情義相挺，⼀一代⼀一代的接續下來，從早期目不識丁的父執
輩們出錢自娛，創立僑社支持政府，對主流社會的接觸更是寥寥
可數，大家初來乍到只為生活打拼，養家糊口，語言的溝通能力
欠缺，⼀一心指望下⼀一代的教育，殷切盼望自己的孩子們能有所
成，如今僑社活動也因為經驗的累積及語言溝通順暢而蓬勃發
展，今天能在歐盟首都布魯賽爾召開第19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是匯聚前輩們的辛勞及大家持續不斷的努力所成！感謝大家！

       本屆大會的籌備工作⼀一如大家所知悉，千頭萬蓄，從籌備會
的組成到籌備會議召開，會議行程安排，會刊排印，各會員國貴
賓接待住宿安排，議場設施，晚會彩排等等工作，我們都懷著謹
慎之心，事前秘書處的連絡工作更是不勝其繁的打擾摧促大家，
更感謝我旅居歐洲的台商情義相挺才能有今天的盛會，也要向我
們中華民國政府致十二萬分的謝意，台商在海外打拼有政府做為
後頓，更有全世界都找不到的24小時服務的精神，我們在為自己
的事業奮鬥時也能為台灣做宣傳，讓台灣的產品行銷到世界，行
有餘力則回饋台灣返台投資，增加國民的就業機會，充份展現出
我們海外的台商時時刻刻都懷念台灣，想著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同
胞！

       千言萬語想表達的就是除了感恩之外還是感恩！
       感謝大家的熱情支持參與！
       感謝大家永遠的支持台商會！
       感謝台灣政府全力支持我們台商會！

       最後謝謝大家遠到而來參與，招待不周，安排欠妥，叨擾之
       處請多見諒！需要改進的地方也請不吝賜教！

       祝福大家身體建康！闔家平安！生意興隆！事事順心！
       我們明年再見！

秘書長的話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九屆 秘書長    楊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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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九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及青商會會議

時間：2013年5月17日至19日 
地點：比利時 布魯塞爾Novotel酒店

日   程   表

日期 時　　間 活　動　行　程 地      點 備   註

5月17日
(五)

10:00-19:00 歐洲台商盃高爾夫球賽 Golfclub 

Kampenhout
10:00大廳集合
11:00 開球5月17日

(五)
10:30-11:30 青商會會員報到 Novotel會議廳 全體青商會人員

5月18日
(六)

12:00-13:45 青商會午宴 Kabuki餐廳 全體青商會人員5月18日
(六) 14:00-17:00 青商會大會 Kabuki餐廳 全體青商會人員

5月18日
(六)

14:00-17:00 與會員人員報到 Novotel會議廳 全體與會人員

5月18日
(六)

17:00-19:00 預備會議 Novotel小會議室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5月18日
(六)

19:30-22:00 外交部歡迎晚宴 Kabuki餐廳 全體人員

5月18日
(六)

09:00-10:00 開幕典禮 Novotel會議廳 全體人員

5月18日
(六)

10:15-11:00 專題演講：歐盟組織
主講人：外交部駐歐盟 

王副代表萬里

Novotel會議廳 全體人員

5月18日
(六)

11:00-11:20 咖啡，茶點休息時間 Lounge

5月18日
(六)

11:20-12:00 專題演講： 

歐盟與台灣經濟關係
主講人：經濟部駐歐盟
張副代表光裕

Novotel會議廳 全體人員

5月18日
(六)

12:10-14:00 經濟部午宴   Novotel 餐廳 全體人員

5月18日
(六)

14:00-16:00 第十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Novotel會議廳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需簽到）

5月18日
(六)

16:00-16:15 咖啡，午茶時間 Lounge

5月18日
(六)

16:15-17:15 會員代表大會。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
事長改選

Novotel會議廳 全體會員代表出席

5月18日
(六)

17:15-18:00 閉幕典禮暨新舊任總會長， 監事長交接 Novotel會議廳 全體人員

5月18日
(六)

18:00-19:00 第二十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Novotel會議廳 全體新任理監事以上
人員 （需簽到）

5月18日
(六)

19:30-23:00 僑委會惜別晚宴 Kabuki餐廳 全體人員

5月19日
(日)

08:30-18:30 根特、布魯日⼀一日遊 總會長招待 出席⼀一日遊者5月19日
(日) 19:00-21:00 晚餐 (比利時台商會招待) Kabuki餐廳 出席⼀一日遊者

5月20日
(⼀一)

賦歸 或 

自費旅遊
A 團 : 俄羅斯7日遊
B 團 : 土耳其7日遊
A 團 : 俄羅斯7日遊
B 團 : 土耳其7日遊
A 團 : 俄羅斯7日遊
B 團 : 土耳其7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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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3年5月18日（六） 14:00-16:00

地點： 比利時 布魯塞爾Novotel酒店
主席：張總會長志康

⼀一、秘書處統計報告理監事出席人數
二、出席人數超過半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三、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
	 2. 秘書長楊文龍報告
	 3. 財務長張中哲報告
	 4. 名譽總會長張語揚報告
	 5. 副總會長（各會員國會長）報告
	 6. 監事長傅佩芬報告
四、提案討論
五、臨時動議
六、總會長及監事長改選
七、散會

第十九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議程及討論事項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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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6日前報名名錄）（2013年4月16日前報名名錄）
貴賓 李芳信（世總總會長）、廖妙溶（馬來西亞）、林國彥（世總監事長）、林瑞香

（美國）、黃正勝（世總名譽總會長）、呂素滿（澳洲）、連元章（世總名譽總會
長）許明芳（世總諮詢委員）、楊秋鶴（紐西蘭）、許逸玲（紐西蘭）、林勝輝
（世總諮詢委員）、呂美月（紐西蘭）、陳宗文（世總榮譽顧問）、周怜婉（台
灣）、陳昭松（台灣）、曾淑媛（台灣）、楊信（世總諮詢委員）、何巧玲（美
國）、周森林（迦納商會會長）、楊雪清（迦納）、朱蘭香  (亞總諮詢委員)、曹天玉
(新加坡)

德國 傅佩芬、楊梅芳、楊李春鳳、張語揚、陶德華、林姵妏、郭琛、張慧玲、
KennethS.Kilimnik、Volker Werner Treiber、廖啟郎、陳玉玫、劉芸秋、劉葉好
樣、Matthias Vogl、劉清林、張淑芬

英國 沈為霈、陳燕發、黃貴乾、林玉麟、何傑、董淑貞、儲中流、林威、陳乃琛、黃乃
瑜、黃鼎

法國 蔡國泰、黃行德、陳秫娟、蕭梅杏、李永慶、曾金華、林奇雋、鄭蓓斐、謝美婷、
黎輝

荷蘭 許瑞麟、張志光、林小玲、張育碩、賴志剛、賴林淑瑛、彭琴紋

瑞典 駱瑤玲、李玉英、Nils Hedlund、莊玉靜、薛世蓉、吳秀麗、吳明哲

西班牙 黎萬棠、李耀熊、李曾尺、李志俊、徐鈺茵、柯秀麗、李瑞蓮、廖天儀、蕭秀芬

奧地利 吳輝舟、張春娟

義大利 吳秀琪

瑞士 周仲蘭

捷克 蔡上然、林淑文

盧森堡 劉美姬、林斐研

挪威 劉欣怡

波蘭 阮紹棣、楊景德

土耳其 張昭倫、Mithat Araci、王玉珍

比利時 張志康、楊文龍、張中哲、蕭培森、張中峙、李貽璋、吳衛

青商會 謝佳蓁世界青商會總會長（菲律賓）、 翁靖欣歐總青商會總會長（德國）、鍾賢達
（德國）、劉怡君（德國）、楊佳惠（德國）、楊弘農（瑞士）、施沛瑩（英
國）、黃甯（英國）、魏歷維（比利時）、魏歷倫（比利時）、李筱琪（西班
牙）、陳佩宇（瑞士）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九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出席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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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九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工作籌備委員會名錄

工作項目 負責人
總會長 張志康

秘書處/緊急連絡 楊文龍

總幹事 李玉英

財務 張中哲

工作項目 負責人
接待 蕭培森/李貽璋

會場佈置 魏歷維/魏歷綸

報到處 吳衛/王爾基/邱寶蓮

交通組/接送機 張中峙

工作項目 負責人
大會記錄 彭良燕/薛嘉仁

開幕、閉幕式司儀 陳艾芸

翻譯 林雅虹

大會手冊編輯 林貴寶/李玉英

晚會節目主持人 林天章/謝寶娜

工作項目 負責人
醫療 王志堯

餐飲晚宴 張蘊潔

會後旅遊 張春娟

⼀一日遊 張中峙

高爾夫聯誼 龍思漢

20

緊急聯絡電話
  張志康總會長 +32 496230822

  楊文龍祕書長 +32 496642789      

  張中峙會長    +32 497275915

  吳    衛           +32 496230823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感謝贊助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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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交部 歡迎晚宴 6 000 歐元

中華民國經濟部 午宴 180 000 台幣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惜別晚宴 7 3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黃名譽總會長正勝 1 000 美金

世界台灣商會林監事長國彥 1 000 歐元

世界台灣商會楊諮詢委員信 1 000 美金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張總會長志康 5 0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傅監事長佩芬律師 75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林諮詢委員奇雋 500 歐元

德南台灣商會陳會長玉玫（阿里山旅行社） 15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黃名譽總會長行德 1 000 美金

土耳其台灣商會張會長昭倫 高級織襪 300 雙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張網路資訊委員志光 食品 450 包

廣告贊助廣告贊助

海外台商旅行社 1 000 美金 

長榮航空公司 歐洲各點到台灣來回
菁英艙機票兩張

中華航空公司 華航歐洲(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

維也納/羅馬, 選擇⼀一航點 )至臺
北來回機票壹張(Y class confirm, 

C class sub-load)

陽明海運公司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林名譽總會長玉麟 500 歐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概況介紹

      在僑委會以及多
位歐洲台商前輩奔
波努力下，首先於比
利時召開籌備大會，
之後，1994年7月底
假歐華年會之便，歐
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於荷蘭舉行成立大
會，選出創會會長英國
之沈為霈會計師；參與
成立大會者尚有德國、法國、荷蘭、比利
時、西班牙、義大利、奧地利、挪威等國
會長及代表。
      在歐洲與非洲總會相繼成立後，1994

年9月旋於台北召開第⼀一屆世界性大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於
焉正式成立。(北美洲及
亞洲聯合總會於1994年
之前即已成立，故世界
總會創會會員為歐、
非、亞及北美四洲，之
後，中南美洲聯合總會
於1995年8月成立，而
大洋洲聯合總會則於1997

年始成立，並加入世界總會。) 歐洲總會
成立以來經歷屆總會長的犧牲奉獻，會務
推展順利，歐洲總會成員日益增加，經濟
社會實力更加擴展，是政府最重視的海外
民間團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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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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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加強區域性經貿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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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宗旨與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之
宗旨接軌，完全⼀一致。

      鑑於僑居海外台商大多單兵獨鬥，實
力分散，商機無法貫通，中華民國政府乃
指定僑務委員會推動協助世界各地區成立
商會組織，並依政府外交行政區域劃分為
六大洲 ﹕亞洲、歐洲、非洲、北美洲、

中南美洲、大洋洲，在各洲之下先成立各
國臺灣商會，嗣組洲際聯合總會，再組世
界性總會。為凸顯商會成員皆由來自臺
灣，乃定名為「台灣商會」。

⼀一、緣由與沿革

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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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與會議

1. 會員國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目前有會員國 ﹕法、
德、英、荷蘭、西班牙、比利時、盧森堡、瑞士、義
大利、奧地利、瑞典、挪威、波蘭、匈牙利、捷克與
俄羅斯等，葡萄牙與土耳其於2009和2010年相繼加
入，商會成員總數約數百家廠商。

2.  總會長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設總會長⼀一人，任期
⼀一年，不得連任。總會長對外代表歐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對內綜理會務，並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主席。 

總會長依章程聘任義務職秘書長及財務長各⼀一人，協
助處理會務，任期⼀一年，與總會長同進退。

3. 副總會長與其他成員  所有各會員國之當屆會長為歐
洲總會之「副總會長」。所有卸任之總會長得聘為名
譽總會長，所有卸任之監事長得聘為諮詢委員。

4. 會員代表大會  會員代表由各會員國推派，每⼀一會員
國每屆皆應推派會員代表，至多五名，係會內之最高
權責機構。 總會長、副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及諮詢
委員均為當然會員代表。 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自2007年起固定於五月份於總會長所在國舉辦。

5. 理事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設有理事會，成員為
總會長、副總會長、名譽總會長、諮 詢委員及各會
員國推派之理事，每⼀一會員國最多僅得推派⼀一名理
事。 理事會議每年應至少舉行⼀一次，時間、地點不
定，理事有出席會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6. 監事會  由會員代表大會推選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各⼀一
人，負責監督會務及財務，任期⼀一年，不得由總會長
所屬會員國產生，理論上亦不得由理事兼任。監事有
出席理監事聯席會議之義務。

23



四、歷屆總會長

    在歷任總會長努力下，會員已發展近20國，歷任會長
及舉行年會地點如下﹕

 1. 1995年 英國沈為霈 – 倫敦
 2. 1996年 德國鄭東平 – 慕尼黑
 3. 1997年 荷蘭許瑞麟 – 阿姆斯特丹
 4. 1998年 德國劉文堂 – 柏林
 5. 1999年 法國蔡國泰 – 水都
 6. 2000年 英國蔡吉春 – 倫敦
 7. 2001年 德國孫玉順 – 柏林
 8. 2002年 荷蘭高慶雄 – 奈美根 

 9. 2003年 西班牙黎萬棠 – 馬德里 
10. 2004年 比利時蕭培森 – 日內瓦
11. 2005年 瑞士周仲蘭 – 日內瓦
12. 2006年 法國黃行德 – 巴黎
13. 2007年 英國黃貴乾 – 倫敦
14. 2008年 德國楊梅芳 – 慕尼黑
15. 2009年 法國陳秫娟 – 巴黎
16. 2010年 西班牙李耀熊 – 馬德里
17. 2011年 英國林玉麟 – 愛丁堡
18. 2012年 德國張語揚 - 漢堡
19. 2013年 比利時張志康 – 布魯塞爾

 
五、本年度工作

1. 連絡歐洲各國台商會感情，親自參與各國商會改選及
理監事會議。

2. 全力支持歐洲青商會年會
3. 積極參加世界總會的活動及會議。
4. 擴展商機組團訪問大陸各省招商會議。
5. 協調各會員國E化，活動資訊連結世總網站，並維護
更新歐洲台商網報導各國動態。

6. 推動各國精英及領導人員返國參與僑委會的訓練班。 

7. 配合經濟部呈報優良經理人鼓勵青商會成員返國參加
並加強國家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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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務展望
1. 積極配合政府「鮭魚返鄉計劃」鼓勵事業基礎穩固之台
商返國投資，增加國內就業率！

2. 在現有的青商會的架構下，積極拓展並鼓勵其他會員國
成立青商會！

3. 綜合各會員國資源，組成返國投資座談會及訪問團！
4. 協助國內廠商到歐洲投資及訪問，並就各國稅則舉辦說
明會！

5. 配合世界總會參與國內各項慈善活動，展現海外台商愛
台灣的正面態度！

註： 以上歷史沿革部份，擷錄自第15屆歐洲臺灣商會聯合
總會陳秫娟總會長於2008年7月21日寫於巴黎之「歐洲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概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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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

張志康張志康張志康張志康張志康張志康
監事長監事長 副總會長副總會長 秘書長秘書長

傅佩芬傅佩芬 陳燕發陳燕發 楊文龍楊文龍
名譽總會長名譽總會長

沈為霈 鄭東平 許瑞麟 蔡國泰蔡國泰 黎萬棠

蕭培森 周仲蘭 黃行德 黃貴乾黃貴乾 楊梅芳

李耀熊 林玉麟 張語揚

第十九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行政組織暨工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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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會長

吳輝舟（奧） 張昭倫（土） 劉欣怡（挪） 蔡上然（捷） 李志俊（西）

劉美姬（盧） 伍政哲（俄） 駱瑤玲（瑞典） 阮紹棣（波） 楊明（荷）

王琮暘（匈）
簡文達（葡）

張中峙（比）
蘇文楨（義）

梁秋生（英） 蕭梅杏（法） 陶德華（德）
諮詢委員諮詢委員諮詢委員諮詢委員諮詢委員

李永慶 李玉英 楊景德 林姵妏 柯秀麗

儲中流 吳秀琪 林奇雋 王雙秀 曾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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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謝美婷 郭珮涵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理事

扈喆華（德） 廖天儀（西） 王玉珍（土） 吳春娟（奧） 劉致媛（盧）

工作委員會工作委員會工作委員會工作委員會工作委員會

危機處理委員會
楊景德（波）

議事規則小組
黎萬棠（西）

婦女聯誼委員會
劉美姬（盧）

金融財務委員會
沈為霈（英）

青年商業委員會
張昭倫（土）

蔡國泰主任委員

黎萬棠委員

蕭培森委員

網路資訊委員會
張志光（荷）

商機促進委員會
蕭培森（比）

活動聯誼委員會
吳秀琪（義）

公共關係委員會
李玉英（瑞典） 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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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國    家 職      稱 姓   名 國    家
1 名譽總會長 鄭東平 德    國 28 顧      問 楊必誠 俄羅斯
2 名譽總會長 許瑞麟 荷    蘭 29 顧      問 劉玉珍 土耳其
3 名譽總會長 蔡國泰 法    國 30 顧      問 林奇雋 法    國
4 副總會長 張志康 比利時 31 顧      問 鄭蓓斐 法    國
5 諮詢委員 沈為霈 英    國 32 顧      問 黎  輝 法    國
6 諮詢委員 高慶雄 荷    蘭 33 副監事長 傅佩芬 德    國
7 諮詢委員 蕭培森 比利時 34 監      事 周碧薇 瑞    典
8 諮詢委員 周仲蘭 瑞    士 35 理     事 李綺娟 英    國
9 諮詢委員 董淑貞 英    國 36 理     事 張昭倫 土耳其
10 諮詢委員 黃貴乾 英    國 37 理     事 陶德華 德    國
11 諮詢委員 楊梅芳 德    國 38 理     事 莊振澤 義大利
12 諮詢委員 李耀熊 西班牙 39 理     事 劉文堂 德    國
13 諮詢委員 陳秫娟 法    國 40 理     事 陸錦林 西班牙
14 諮詢委員 曾金華 法    國 41 理     事 陳乃琛 英    國
15 諮詢委員 黃行德 法    國 42 理     事 陳燕發 英    國
16 諮詢委員 林玉麟 英    國 43 理     事 林奇聰 德    國
17 諮詢委員 張語揚 德    國 44 理     事 劉欣怡 挪    威
18 顧       問 楊美華 德    國 45 理     事 李瑞蓮 西班牙
19 顧       問 楊景德 波    蘭 46 理     事 阮紹棣 波    蘭
20 顧       問 李玉英 瑞    典 47 理     事 黃林芝 德    國
21 顧       問 李永慶 法    國 48 理     事 張中哲 比利時
22 顧       問 謝美婷 法    國 49 理     事 廖天儀 西班牙
23 顧       問 吳秀琪 義大利 50 理     事 林姵妏 德    國
24 顧       問 楊建修 荷    蘭 51 理     事 李蕙芬 德    國
25 顧       問 郭珮涵 法    國 52 理     事 伍政哲 俄羅斯
26 顧       問 丘世璿 法    國 53 理     事 蕭梅杏 法    國
27 顧       問 駱瑤玲 瑞    典 54 理     事 王玉珍 土耳其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歐洲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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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歐洲活動花絮

2012年9月29日～10月2日 中華民國 台北



職      稱 姓    名 國    家 職      稱 姓   名 國    家
1 名譽總會長 鄭東平 德    國 21 顧       問 駱瑤玲 瑞    典

2 名譽總會長 許瑞麟 荷    蘭 22 顧       問 鄭蓓斐 法    國

3 名譽總會長 蔡國泰 法    國 23 理       事 劉文堂 德    國

4 副總會長 張志康 比利時 24 理       事 張昭倫 土耳其

5 副監事長 傅佩芬 德    國 25 理       事 陳乃琛 蘇格蘭

6 諮詢委員 周仲蘭 瑞    士 26 理       事 陳燕發 蘇格蘭

7 諮詢委員 董淑貞 英    國 27 理       事 李瑞蓮 西班牙

8 諮詢委員 黃貴乾 英    國 28 理       事 林姵妏 德    國

9 諮詢委員 楊梅芳 德    國 29 理       事 廖天儀 西班牙

10 諮詢委員 李耀熊 西班牙 30 理       事 王玉珍 土耳其

11 諮詢委員 陳秫娟 法    國 31 青 商 會1 翁靖欣 德    國

12 諮詢委員 曾金華 法    國 32 青 商 會2 陳佐亦 德    國

13 諮詢委員 黃行德 法    國 33 青 商 會3 薛雅俶 德    國

14 諮詢委員 林玉麟 蘇格蘭

15 諮詢委員 張語揚 德    國

16 顧       問 李玉英 瑞    典

17 顧       問 李永慶 法    國

18 顧       問 謝美婷 法    國

19 顧       問 吳秀琪 義大利

20 顧       問 林奇雋 法    國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歐洲理監事以上及青商會人員出席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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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歐洲活動花絮 

2013年4月6日～4月8日 馬來西亞 吉隆坡 



總會長工作誌
總會長張志康在任⼀一年當中，投入總會各項工作推動，在比利時當地也
積極發動參與團結當地僑胞支持台灣的活動，接待來訪企業代表與工作
人員，更代表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參與世界台商組織與活動。

總會長移交儀式

元旦升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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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總會長工作誌
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12年9月29日 -10月2日  中華民國 台北

第十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2013年4月 6 日 - 4月8日  馬來西亞 吉隆坡



總會長歐洲行腳

總會長張志康在任⼀一年當中，投入總會各項工作推動，尤其致力於連絡毆洲各
國台商會感情，不僅在台灣宴請歐洲各國台商貴賓，平時在百忙當中，也總是
設法出席各國商會改選及理監事會議，瞭解支持各會員國的會務，與各地台商
⼀一起努力。慷慨贊助會員國活動，更
親自參與尾牙餐會等活動與歐洲各國
會員⼀一同歡慶年節。令各國會員無不
留下深刻印象。總會長以行動展現出
台商互相關心協助，團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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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第⼀一站     英國

2012年12月
張總會長前往英國參加英國台商會理監事會議及年尾
聚餐。當日會議順利，聚餐場面盛大有超過百人參
加，總會長很高興有機會與眾多台商家庭見面，第二
天總會長更與英國慈濟義工⼀一同前往當地老人院，與
長輩們歡度年底節慶，使英國之行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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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第二站     法國

2013年1月初
張總會長拜訪法國
台商會，並參加法
國台灣商會「商會
愛您⼀一生⼀一世」餐
會。⼀一同歡送呂慶
龍大使榮退。
總會長與當地台商
餐敘，聯絡情感，
有感於法國台灣商
會組織盛大，同時
也對法國台商會留
下溫馨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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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第三站     捷克

2013年1月中

張總會長與監事長傅佩芬親往捷克參
加捷克台商會理監事會議和年尾聚
餐，氣氛溫馨愉快。此行深深感受到
當地台商會的活躍，台商間互助團結
的力量展現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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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第四站     西班牙

2013年3月總會長參加西班牙台灣商會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2013年3月2日西班牙台灣商會在西班牙北部著名旅遊城市聖巴斯丁
市(San Sebastian)召開理監事會議。
張志康總會長，特前往參加會議，同時慷慨解囊贊助西班牙台商會
二百歐元，並特別帶了比利時特產巧克力請當地會員品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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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第五站     德國

40

2013年4月20-21日總會長參加於德國
Oberursel召開的《德國台灣商會聯合
會2013年屆會員聯誼大會》。拜見德
國臺北代表處 魏大使武煉和來自全德
的台商與政經代表，並參與理監事會
議、座談會與講座，對德國台商會規
模興盛，感到敬佩而印象深刻。



歐洲台灣商會會員國活動報導

41

簡介歐洲各國台灣商會概況、工作內容以及年度活動回顧，
分享商會⼀一整年會員的互動和商會的工作成果



	   	   	   	   	  今年土耳其台商會步入第四個年頭，時間過得真快，第⼀一年目標是聯誼同歡，第二
年目標是團體共識達成，第三年目標是知識性研討，第四年是與當地社會連結，十分
感謝土耳其台商會會員們的支持與愛護，我們共同達到目標，縮短彼此距離讓商會更
加茁壯。
     儘管土耳其地理位置優良，人口結構具有發展潛力，土耳其仍然是台灣投資者不熟
悉與熱門的國家，有些會員因為公司政策改變，原本是常駐伊堡更改為不常駐，十分
遺憾，反觀歐美甚至於韓國企業在伊堡設辦事處，為長期深耕作努力，這也是台商會
會員數無法成長主因。 商會內的會員因為人員不多，彼此相處愉快形同家人，大家惜
福共同在異鄉打拼。

土耳其

台灣商會

2012年
10月
雙十節
晚宴

左：
2012年
5月 
春季健行

右：
2012年
12月
第三屆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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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台商會每年有十個月辦活動，提供會員多采多姿生活，2012年針對當地新商
業法上路作過二次相關研討會，大家受益良多。春天到來，⼀一起去森林健行六公里，
讓芬多精舒緩大家疲勞的身心；端午節包遊船在伯斯普魯斯海峽上體驗屈原心情，然
後研討會、大餐、卡拉OK等活動聯歡同樂；九月份開產業研討會，⼀一起研究土耳其市
場發展與預估；十月慶雙十，安卡拉代表處安排台灣鄉村餐廳大廚到伊堡烹飪台灣美
食，安撫每位台灣遊子的身心脾胃；十⼀一月份例行餐會大家續舊閒聊；年底召開第三
屆會員大會，⼀一起討論2013年商會活動，同時安排貴賓參與讓大家認識新朋友，金鐘
獎影后柯淑勤翩翩來訪，讓活動生色不少。2013年⼀一月拜訪重新裝潢開幕的台貿中
心，大餐後加下午茶，頓時大家好似生活在台灣。二月份透過安卡拉代表處安排Bolu
春宴活動，伊堡出發有30位會員與家屬，在高地上的Bolu享受二天⼀一夜春宴活動，包
括美食競賽、聯歡晚會、當地工商拜會與研討會。	  

2012年 6月  端午節伊斯坦堡遊船
上：2012年 6月  端午節伊斯坦堡遊船

下：2013年 1月  拜訪台貿中心

胡光中/ Faisal Hu 副會長
林榮堂 / Tommy Lin 副會長
王玉珍/ Gema Wang 秘書長
趙洪潤/ Ayse Chao 副秘書長
金迎鋒/ Cemal 副秘書長
吳怡萱/ Michelle Wu 財務長理事
黃巾彥 / Chinyen Huang總務長理事
周如意 / Ruyi Chou 理事
余自成 / David Yu 在台聯絡

2013年土耳其台商會幹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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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型態 地點 人員

27-Jan-13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台貿中心宴請 東方中餐廳 林副會長榮堂

23-Feb-13 Sat. 12:00-15:00 春節聯歡-Bolu Bolu-二日遊 Bolu 胡副會長光中、周理事如意

24-Mar-13 Sun 10:00-15:00 台商會月會 專題討論/ 聚餐 四季飯店
Sultanahmet

金副秘書長迎鋒

6-Apr-13 Sat. Apr.6,7,8,13 世界台商會年會 開年會與會後旅遊 馬來西亞之旅, 王秘書長玉珍

27-Apr-13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聚餐聯誼 餐會(未訂) 趙副秘書長紅潤

17-May-13 Fri. May17-19,1
3

歐洲台商會年會 開年會與會後旅遊 比利時 王秘書長玉珍

20-May-13 Mon 18:00-22:00 歐洲總會聯誼 大會師聯誼 餐會(未訂) 張會長昭倫、胡副會長光
中、林副會長榮堂

9-Jun-13 Sun 10:00-15:00 端午聯歡/
森林深呼吸

健走加烤肉 Belgra森林公園 張候補理事永傑、
吳後補理事依真

15-Sep-13 Sun 12:00-15:00 歡度中秋 專題討論/ 聚餐聯誼 四季飯店
Sultanahmet

胡副會長光中、
林副會長榮堂

13-Oct-13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慶祝國慶 餐會(未訂) 吳理事怡萱

10-Nov-13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聚餐聯誼 餐會(未訂) 黃理事巾彥

22-Dec-13 Sun 09:30-15:00 第四屆會員大會 商會改選/ 聚餐聯誼 四季飯店
Sultanahmet

張會長昭倫

土耳其台商會2013年行事曆

         2013年2月 Bolu春宴活動參觀當地工廠                            2013年 1月  拜訪台貿中心

2013年2月 Bolu 春宴活動海報        Bolu 春宴活動工商座談會                Bolu春宴活動美食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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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台灣商會

英格蘭台灣商會於2000年9月成立於倫敦，成立的宗旨為1.促進在英格蘭台商之
聯繫、合作、互助與交誼。彼此交換工商管理及學術科技之經驗進而共同開拓市
場。2.提升台商在英格蘭之地位，促使當地政府改善對台商權益之保障。3.增進台
灣與英格蘭雙方之工商交往及經濟合作，謀求互惠互利。

2012年是英格蘭台商會活躍的⼀一年，除了⼀一般的年度活動，如：會員大會、高
爾夫球友誼賽之外，環繞著倫敦奧運更召集了⼀一連串愛台灣活動，不僅前去為參
加奧運的選手加油打氣，響應台灣護旗運動，協助參與三太子在英國的「愛國護
旗行動」、英格蘭青商會更發起了愛台灣路跑活動。讓全世界看見台灣，也讓僑
胞愛台的熱血驕傲地展現。

英格蘭台灣商會 
2012 年度高爾夫錦標賽

英格蘭台商2012高爾夫錦標賽
冠軍得主唐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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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照片取自台灣三太子在印度facebook

台灣舉重選手許淑淨
榮獲奧運舉重銀牌

(上兩張照片翻拍自http://wmoov.com/focus/topic/許淑淨)

英格蘭台灣商會與來自台灣的三太子⼀一同護旗愛台灣

英格蘭台商會祝賀許淑淨選
手，喜獲奧運銀牌

英格蘭台商會到場支援台灣馬
拉松選手張嘉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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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捷克的台商有科技、IC產品、資訊軟體、通訊產業、有機產品等駐捷克或歐洲
製造組裝、銷售或客服中心，另有經營貿易、旅行業及物流運輸業等之台商，分布
於捷克各大工商業城市。

   捷克台灣商會於2003年1月12日創立，先後歷經黃鴻銘、范德峰、謝孝民、王宗
澤、蔡俊敏與蔡上然等會長們的努力，多年以來為捷克台商們服務，聯絡台灣人之
間的感情，交換駐外生活經驗，並密切與中華民國外交部、經濟部駐捷克代表處合
作，參加各項捷克法律、經濟、文化等講座與活動。

   2012年開始，蔡會長陸續舉辦了端午包肉粽、中秋酒莊烤肉品酒、及2013年新春
團拜等活動，讓派駐捷克的外交人員、台商和家眷、及旅居捷克的同胞們雖身在他
鄉，也能感受到寶島故鄉的溫情。      

                                                                                                                   

捷克
台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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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八月份承蒙歐總各會員國的熱烈支持，捷克台商會成功的在美麗的Poděbrady
球場以及位於Benešov捷克的最大高爾夫球場Konopiště舉辦了2012年歐洲台商盃高
爾夫球聯誼賽，讓旅居歐洲的的台商及眷屬們齊聚⼀一堂，在盛夏中享受清淨的中歐古
典高爾夫假期。

      

   未來捷克台商會希望能和中西歐鄰國的台商們有更密切的交流，也希望在捷台商們
多參加歐洲台商會聯合總會舉辦的活動，讓放眼世界的台商們無論身在那裡都能有天
涯若比鄰的歸屬感。

台商高爾夫歐洲杯球賽

2012
8/11-12
Poděbr-ady, & Beneš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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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金蛇
暨歡送
經濟組
何組長
餐會
 
2013
1/12

Prague
花園飯
店

包粽子
慶端午 

2012
6/30

Kutná 

Hora
東方
食府

中秋節
酒莊烤
肉品酒

2012/9/22-
23 

Brno, 

Černá 

Hora, 

Hotel 
Sladov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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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位於歐陸中心，地理位置優越，加上具競爭力的勞動成本、充沛的電力供
應、波蘭政府高規格協助外資投資與獎勵措施等種種因素，在2012年雖然受到全球
景氣、歐債危機及政府預算削減等眾多不利因素,2012年波蘭的GDP值仍達到了2%

的成長,預計2013年更將增長3.2%。2012年六月與烏克蘭共同舉辦了歐洲杯足球賽，
大幅提升了波蘭的國際形象，也為波蘭帶來了經濟效益。波蘭政府注入了300億美
元的資金，改善波蘭令人詬病許久的基礎建設，挾充沛之人力及廣大平坦的土地，
波蘭新建了6個機場，改善了77個火車站及鐵路設備，修建了1000公里的高速公
路，如今能便利與所有歐洲主要城市聯繫，成為名符其實的前進東、西、南、北歐
及蘇俄大路之樞紐。 

  依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所屬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EIU)所做之
「2011-2015年經商環境調查排名」，波蘭目前榮登國際企業業務外包最受歡迎地
區第5名。波蘭勞動力之技術及語言能力讓專家留下深刻印象，專家表示，許多國
際企業的波蘭分公司皆能僱用到具有國際經驗之波蘭籍經理人才。
   各國企業前來波蘭設立服務或維修中心地點以首都華沙、南部 Krakow及西南部
Wroclaw 最受歡迎， 位於中部的波茲南及西北邊的什切青(Szczecin)近來則是受
到部份投資人的青睞。台商朋友有意到波蘭開拓市場或投資設廠生產者，歡迎與本
會聯絡，波蘭台灣商會將與我國駐波蘭代表處及經濟組與貿協華沙台灣貿易中心等
單位共同協助您順利設立行銷據點或生產。

波蘭
台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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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3日 經濟部卓次長與台商座談會 
 

經濟部卓次長士昭率團於2012年9月13至15日到波蘭出席第三屆台波次長級經貿諮商會議，並於13日

晚間在華沙與波蘭台商會舉辦座談會，參加人員包含代表團員、企業團員及旅波台商代表等共約 30 

人，會中卓次長簡報了國內經濟情勢及重要的經貿措施及推動 ECFA現況，並表達政府對旅波台商

之關切，歡迎海外事業有成的台商能再

回到國內開創新事業，亦就波蘭台商會

關心台波雙邊綠能工業及農牧產品的貿

易進展，及要求經濟部海外台商輔導計

畫列入中、東歐地區台商的輔導等事項

逐一回復。 因適逢中秋佳節前夕, 卓次

長送給台商會家鄉的鳳梨酥,台商會為感

謝經濟部卓次長士昭，與經濟部各處長

官們及工研院代表於參加台波第三屆經

貿雙邊諮詢會議，百忙之餘， 仍抽空宴

請波蘭台灣商會及旅波台商先進們, 傳遞

國內經貿現況與各項投資獎勵措施， 重

視台商在波蘭的發展及生活情況，特回

贈波蘭生產的有機花草水果茶包及

WILICZKA 地下古鹽礦採製的低鈉食

鹽， 讓國內來的貴客在品嚐波蘭甘甜美

味的茶品，又兼具保肝健胃，安定心神等保養功效，為中華民國的經濟打拼。 

                         
                                                                                  台商座談會（卓次長致詞） 

 
2013 年 1 月 21 日 少年 PI 華沙首映電影欣賞會 
 

本會邀請駐波蘭代表處同仁及旅

波台僑觀賞李安導演 “ŻYCIE 

PI ” (少年 PI的奇幻漂流) ， 在

華沙文化宮 KINOTEKA 3D戲院

的首映 ; 當日稍後該片獲得美國

第 85屆奧斯卡金像獎 11項提

名。                                               

                                                        
江大使國強伉儷與代表處同

仁及僑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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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3 日 會員大會暨選舉新任會長  

波蘭台商會第 17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中選舉第 18屆會長，阮紹棣女士連任一屆。中華民國駐波

蘭代表處劉宜民大使及經濟組陳志揚組長蒞席指導，劉大使於會中報告了中華民國與波蘭政府簽

訂”租稅協議”的意義與進程 ; 同時也藉此機會向大家公佈了即將返國述職後退休的消息。 

 
             波蘭台商會第 18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後合影 
 
 
 
 
 
 
 
 
 
 
 
 
 
 
 
 
 
 
 
 
 
 
            歡送劉宜民大使返國於華沙機場留影 
 
 
 
 
 
 
 
 
 
 
 
 
 
 

波蘭台灣商會邀請江大使國強伉儷與代表處同仁觀賞
「少年Pi」華沙首映電影欣賞會

歡送劉宜民大使返國

2012年5月17日與波蘭法國文化協會、烏茲商業發
展協會聯名協辦”INTERNATIONAL BUSINESS 

SYMPOSIUM” 商業研討會

波蘭台商會台商座談會 經濟部卓士昭次長致詞

   本會今年已邁入第18屆。依循成立宗旨及會務工作內容包括協助商會會員及台波
兩國民間企業辦理貿易、投資、展覽、論壇、會議、培訓等經貿活動；協助處理相
關民間貿易糾紛；開拓市場、行業調研，向政府建言獻策，並提供業務諮詢等服
務。協助駐波蘭代表處僑務工作推展及臺灣形象文化宣傳，今年將協辦台灣傳統藝
文活動在波蘭演出及商業展覽，台灣美食宣導等工作。

   旅居波蘭的台商和僑胞雖然為數不多，但是每⼀一年都應代表處邀請共慶春節 ; 近年
來結合台商會會員的贊助,帶來自家銷售的產品供摸彩助興，鄉親們攜老扶幼歡聚團
圓,相戶鼓舞，熱絡了同胞的情誼，台商會是協助代表處順利執行僑務工作的重要推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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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9 日 除夕聯歡大會  
2013金蛇迎福除夕聯歡會,由我國駐波蘭代表處於華沙大使官邸舉辦。新任大使江國強及夫人邀請本

會及波蘭台僑聯誼會共同主持, 百餘位旅居波蘭的僑胞、台商和留學生與代表處的工作人員一同歡度

春節。江大使首先向大家拜年，祝福新春快樂、事業順利。感謝所有與會來賓對政府的支持，也期

望大家繼續支持政府，共同拼經濟。江大使還準備了壓歲錢發給 20位在場的活潑可愛的小朋友。 

.   

 

 

 

 

 

 

 

 

宴席的美食佳餚由江夫人領軍，台商會眷屬及波蘭台僑婦女聯誼

會會員共同準備，大使夫人精湛的廚藝準備了道地精緻的台灣傳

統過年美味台菜，遠嫁到波蘭的台灣媳婦提供了波蘭年節傳統菜

餚及愛心烘培的糕點，江夫人的手工紅豆年糕溫暖了所有在場的

異鄉遊子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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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9 日 除夕聯歡大會  
2013金蛇迎福除夕聯歡會,由我國駐波蘭代表處於華沙大使官邸舉辦。新任大使江國強及夫人邀請本

會及波蘭台僑聯誼會共同主持, 百餘位旅居波蘭的僑胞、台商和留學生與代表處的工作人員一同歡度

春節。江大使首先向大家拜年，祝福新春快樂、事業順利。感謝所有與會來賓對政府的支持，也期

望大家繼續支持政府，共同拼經濟。江大使還準備了壓歲錢發給 20位在場的活潑可愛的小朋友。 

.   

 

 

 

 

 

 

 

 

宴席的美食佳餚由江夫人領軍，台商會眷屬及波蘭台僑婦女聯誼

會會員共同準備，大使夫人精湛的廚藝準備了道地精緻的台灣傳

統過年美味台菜，遠嫁到波蘭的台灣媳婦提供了波蘭年節傳統菜

餚及愛心烘培的糕點，江夫人的手工紅豆年糕溫暖了所有在場的

異鄉遊子們 。 

2013年2月9日 波蘭台商會除夕聯歡活動

  除夕聯歡會於華沙大使官邸舉辦。
新任大使江國強及夫人邀請本會及波
蘭台僑聯誼會共同主持。百餘位僑
胞、台商和留學生與代表處⼀一同歡度
春節。江大使還準備了壓歲錢發給20
位在場的活潑可愛的小朋友。
  佳餚由大使夫人領軍，台灣媳婦的
波蘭年節傳統菜餚、糕點，大使夫人
的道地傳統過年台菜，手工紅豆年糕
溫暖異鄉遊子們 。
  代表處及台商會準備摸彩助興，幽
默風趣的江大使在摸彩製造出緊張的
氣氛是本次餐會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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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台灣商會

瑞典台灣商會成立緣起

２００８年八月２２日由Taipei Mission in Sweden【台北駐瑞典代表
處】邱仲仁大使 Dr. Chiu 首次召集在瑞典商業界的台灣僑胞到首都 

Stockholm 斯德哥爾摩開台商會籌備會議，選出了第⼀一屆【瑞典台商
會】會長駱瑤玲，至此正式展開了【瑞典台商會】的制度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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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台商會駱會長聲明：
在２００８年八月底之前，雖有位李女士冒【瑞典台商會】之名參加 ETCC 歐洲台商總
會、以及 WTCC世界台商總會的活動，但其並非依民主法制選出的正式的瑞典台商會會
長，當時在瑞典境內並無任何台商會會員，亦無任何台商會的運作與活動，特此告知。

瑞典台灣商會營運：
瑞典台商會的營運於２００８年八月底由第⼀一屆會長駱瑤玲會長開始，至
今已有二十多位商業界會員。
本會每年固定於年底１１月至１２月之間召開年度大會，其他活動則不定
時舉行。會長每兩年⼀一任，連選得連任。本會的理監事幹部由會長聘請適
當的台商人選擔任之，並共同規劃未來兩年【瑞典台商會】的營運與活
動。 

號外：
【瑞典台商會】今年的年中聚會將於２０１３年八月份在瑞典西海岸的 

Båstad 舉行，詳情請參考本會將在暑假期間發出的通知，歡迎攜伴或闔
家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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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台灣商會簡介
   

   法國台灣商會成立於1994年，本會設有章程、規則，且是旅法僑界唯⼀一有向
法國政府申請登記在案之僑團。本會歷任會長如下：

1994-1996 張宗鼎先生，任兩届。
1996-2001 蔡國泰先生，任五屆。
2001-2005 黃行德先生，任四屆。
2005-2006 林奇雋先生，任⼀一屆。
2006-2007 郭麗秋女士，任⼀一屆。
2007-2012 李永慶先生，任五屆。
2012-2013 蕭梅杏女士，任⼀一屆。

   蔡國泰先生、黃行德先生、陳秫娟律師曾分別擔任第5届、第12届、第15届歐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職務。蔡國泰先生為第16屆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
黃行德先生擔任第17届世界台灣商會監事長。
   法國台商會是歐洲商會中成立時間最悠久的商會之⼀一，會員眾多，商會活躍
興盛。

法
國
台
灣
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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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台灣商會

      簡介

僑團中文名稱 荷蘭台灣商會 Taiwan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僑團成立日期 1993年9月8日 

僑團當地登記名稱 Stiching Taiwan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網址: www.tba-nl.nl  電話: +31-610-946888  Email: tba19@tba-nl.nl  

第19屆荷蘭台灣商會新任理監事當選名單(2012年8月)

v 會長(理事長)

楊明 Peter Yang 研華科技

v 常任理事 

孫寧 Allen N. Sun 中華航空
江自強 Paul Chiang 長榮航空
朱介立 Jerry Chu 陽明海運
樊哲寧 Tony C.N. Fan 外貿協會
李燧煌 Sui-Huang Lee 兆豐商銀 (兼財務長) 

v 理事
黃國元 Jerry Huang 高青國際
陳經才 Jeffrey Chin 巨大機械
張財星 Jackie Chang 台達電子
周廷隆 Taylor Chow 瑞傳科技
曹茂溪 ADAM Tsao 中華電信
朱承宏 Rex Chu / 李文忠 Franco Lee 鴻海集團 (任副會長)

v 監事長 

曾仲殷 Edward Tseng 優群科技

v 監事 

崔可治 Gary Tsui 華擎科技,

鍾啟元 Jesse Chung 信孚歐洲
v 候補理事
吳名洋 Jack Wu Ultima Electronics
張志光 Hawk Chang EUBranch

v 候補監事 

黃榮光 Richard Vong 錸德科技
賴榮聲 James Lai 明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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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屆荷蘭台灣商會活動
2012年8月 

經濟部「MEET Taiwan爭取國際會議在台舉辦計畫」、「台商聯誼座談餐會」，分享
與雙向對談，讓台商朋友們瞭解企業回台辦理會議活動可獲資源、補助及有關行政協
助。

電子商務(E-Commerce)已為企業不可或缺的行銷利器。Digital River(DR)在電子商務平
台的領域與很多廠商合作已行之有年(如Acer, BenQ)，第⼀一場華商經貿座談會很高興邀請
DR的專業團隊來與荷蘭的台灣廠商先進分享電子商務⼀一些實際案例，協力思考如何協助
拓展國際市場、建立線上虛擬通路等電子商務領域的應用。

2012年10月   2012荷蘭台商盃高爾夫球賽暨餐會

2013年1月 華商經貿座談會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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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屆荷蘭台灣商會活動

2013年1月 

荷蘭台灣商會
年終尾牙
聯歡晚宴

荷蘭台灣商會今年1月也開始設立Facebook，讓所有的會員有⼀一個互相交流的平台，同
時也將所有精彩活動的點點滴滴都能記錄下來。

歡迎光臨荷蘭台灣商會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TBA.in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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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台灣商會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順利圓滿完成

西班牙台灣商會于2013年3月2日，在西班牙北部著名旅遊城市聖巴斯丁市
(San Sebastian) 的Hotel María Crsitina召開本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會前並參
觀的巴斯克地區理事李志俠先生的大型物流基地，並招待豐盛的典型的巴斯克
大餐。
駐西班牙代表處侯大使清山夫婦也應邀列席會議，歐洲台灣商會，張總會長

志康，特撥冗前來參加會議，慷慨解囊贊助西班牙台商會二百歐元，並帶來比
利時特產巧克力請大家品嘗。
會議由李會長志俊主持，他首先歡迎侯大使的列席指導，特別感謝歐洲張總

會長遠道來參加。會長鼓勵西班牙台商會的會員，在這個經濟危機時刻，求新
求變，並希望會員間互相交流增進彼此的商機。榮譽李總會長耀熊致詞，簡單
的介紹歐洲台商會。
巴斯克地區的理事李志俠先生，介紹他的物流基地的經營方略，說明目前由

亞洲巿場轉移到中南美洲及非洲的經驗，讓大家增長知識。貴賓歐洲張總會長
志康也提起歐洲經商的人工管理的難處，貴賓侯大使清山致詞告知需要台灣任
何資訊，代表處都會盡力協助台商。
提案討論後，主席請李志俠理事談他創業經驗分享，大家受益良多，互相交

換心得，會議在快樂的氣氛中結束。會後由李會長志俊在他的正陽樓飯店款待
晚餐。                                  	 	 	 	 	 	 	 	 	 	 	

西班牙
台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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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台灣商會現任會長吳輝舟，於2011年9月起被選
為會長至今，前幾任會長為：曹行之、林世昌、劉基
正、李良才、張鎮西。

                   2013奧地利台商會理事會名單

職稱 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
會長 吳輝舟 alfredwu1103@yahoo.com.tw
副會長 黃先華 albert@commercetours.at
副會長 謝麗珠 family_laschan@hotmail.com
總幹事 黃翠娟 tinny63@hotmail.com
理事 林世昌 lschichang@hotmail.com
理事 周俊浩 lauda.chow@yahoo.com
理事 高家偉 daniel.kao@aon.at
理事 曹行之 Jtsao@ictgroup.at
理事 陳永修 Jack-chen8@hotmail.com
理事 陳瑞宗 marcus.chen@hotmail.com
理事 黃國經 albert@commercetours.at
理事 張春娟 jenny@eetstravel.com
理事 劉基正 k.liu@atmosa.at
理事 瞿銘鑫 chu@evergreen-food.com
榮譽理事 何秉修 edwardho@evaair.com
榮譽理事 邱彰信 chiulawrence@china-airlines.com

       

奧地利
台灣商會

上：2013元霄節餐敘

下：僑校太極與茶藝活動

60



    奧地利台灣商會所有理事及幹部熱心會務，除了⼀一般的聯誼活動之外，台商會亦協助奧
利地各僑團活動，總幹事黃翠娟現任婦聯會副主委；副會長謝麗珠為現任婦聯會總幹事兼
中文僑校老師；張春娟理事為客家人協會會長及中文僑校董事長；老會長李良才為中文僑
校校長等，對凝聚我台商及僑界的向心力不遺餘力發揮了最大的效果。

今年二月九日新春舞會，為
延續維也納僑界二十年來配
合奧地利文化之最具特色的
海外春節活動。在排除經費
不足以及場地之眾難，於維
也納Lichtenstein宮殿宴會
廳成功舉行，有許多精彩的
表演及抽獎活動。承蒙 代表
處及僑商學各界鼎力支持。 

舞會邀請了許多外國政商友人
光臨，並且首次網路公開賣
票，讓國外友人也享受中國春
節和維也納傳統舞會的特殊氣
息。共有海外年青學生六十多
位表演，老中青僑胞融合⼀一
堂，加強了僑界老新生代交
流，與會人數達四百五十多
位，為多年來臺灣春節舞會之
最佳盛況！

奧地利台灣商會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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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南台商會由Baden-Württemberg(巴
登-符騰堡邦)以及 Bayern(巴伐利亞邦) 組
成。面積遼闊，會員們相聚不易，因此每
年基本上固定舉辦兩次活動：春季以及秋
季自強活動。

2012 年由劉清林前會長及幹部們舉辦秋
季活動於10月19-21日在 共74人參加。這
次活動蒙全德台商會長陶德華 (兼德中會
長)，德北商會會長黃尚義、德西商會會長
郭琛、德東商會會長李蕙芬及名譽總會長
鄭東平都齊聚⼀一堂，順勢討論全德會務真
是難得。
這次活動另⼀一主軸是改選新會長，本會

會長任期為兩年⼀一任，這次由Bayern邦的
陳玉玫接任會長，並連選4位副會長協助
會務，大會圓滿結束。                                                    

                                               

德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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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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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瞭解更多德南台商會精彩活動，
請至網址:
	  
WWW.TAIWANESISCHERUNTERNEHMERVER
BAND-‐SD.BLOGSPOT.COM

德南台灣廠商聯誼會	  	  	  
會長	  陳玉玫

A-‐Li-‐Shan	  Reisen	  	  	  	  	  	  	  	  	  	  
阿里山旅行社
Feichtmayrstrasse	  27
80992	  Muenchen
Germany

	  	  	  	  	  	  	  	  	  	  	  	  	  	  	  	  	  	  	  	  	  	  	  	  	  	  	  	  	  	  	  	  	  	  	  	  	  	  	  	  	  	  	  	  	  	  	  	  	  	  	  	  	  	  	  	  	  	  	  	  	  	  

德南台商小龍年電影欣賞會

德南台商會2013年舉辦的第⼀一個
活動為：小龍年春節聚餐&“Life of 
Pi”電影欣賞。
我們選擇在02.02下午先支持台灣
之光李安導演的電影「少年Pi」的欣
賞，之後接著在慕尼黑的中國餐館
歡慶小龍年。
特別感謝柏林魏大使以及駐慕尼

電影欣賞會及新年餐聚
＠ 慕尼黑

黑辦事處鄭處長特別出
席與商會會員以及會友
們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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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2012年6月2日(星期六)18:00 – 19:00

地          點：德國漢堡 Radisson Blu Hotel
主          席：張總會長志康
記          錄：李蕙芬(德國)

出 席 人 員：應到44名 / 實到40名 (超過半數)

總   會   長：張志康(比利時)

監   事   長：傅佩芬 (德國)

副 監 事 長：陳燕發(英國)

前 總 會 長：張語揚(德國)

前 監 事 長：林奇雋(法國)

名譽總會長：沈為霈(英國)、鄭東平(德國)、許瑞麟(荷蘭)、蔡國泰(法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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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
芳(德國)、陳秫娟(法國)、李耀熊(西班牙)、林玉麟(英國) 	

副 總 會 長：張昭倫(土耳其)、蔡上然(捷克)、李錦鈺(德國)、蘇文楨(義大利)、劉美姬
(盧森堡)、駱瑤玲(瑞典)、丘世璿(法國)、阮紹棣(波蘭)、廖天儀(西班牙)

諮 詢 委 員：儲中流(英國)、楊景德(波蘭)、李玉英(瑞典)、吳秀琪(義大利)、李永慶(法
國)、林姵妏(德國)、曾金華(法國)

理          事：王玉珍(土耳其)、謝美婷(法國)、吳秀麗(瑞典)、劉致媛(盧森堡)、操慧鳳
(義大利)、李蕙芬(德國)	 	 	  

司儀陳燕發報告 	

§ (新任秘書長不克出席，由蕭培森代)

本會應到人數44人，實到40人，通過半數，會議開始。

總會長致詞 	 § 張主席志康致詞

許副委員長、魏大使、黃世界總會長、張前總會長、各位名譽總會長、各位歐洲台商
會會長、前輩及好友們，各位貴賓、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再次感謝各位會長、理監事們對我的信任及支持，讓我能有這個機會及平台來替歐洲
台灣商會的朋友們服務。歐洲總會自創立至今，歷經多位總會長的努力以及各國會員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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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盛舉，活動與會務蒸蒸日上、蓬勃發展。每年的理監事會及代表大會大家有目共
睹，全歐台商朋友不辭辛苦，遠從僑居地趕來參加大會，世總會長更是全程參加。我
甫接下這嚴峻的工作，誠懇地希望各位台商前輩們多多賜教、指導，願歐洲總會會務
順利、永續。最後敬祝大家家庭美滿、事業順利，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第十九屆 歐洲總會組織聘任

名譽總會長續聘：
沈為霈名譽總會長、鄭東平名譽總會長、許瑞麟名譽總會長、蔡國泰名譽總會長、黎
萬棠名譽總會長、蕭培森名譽總會長、周仲蘭名譽總會長、黃行德名譽總會長、黃貴
乾名譽總會長、楊梅芳名譽總會長、陳秫娟名譽總會長、李耀熊名譽總會長、林玉麟
名譽總會長。

新聘：張語揚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續聘：儲中流、楊景德、李玉英、吳秀琪、柯秀麗、李永慶、林姵妏、曾金
華

新聘諮詢委員：林奇雋、王雙秀、劉慧娟

新聘顧問：謝美婷、郭珮涵

總會團隊
秘書長:：楊文龍
財務長：張中哲

臨時動議
1) 傅監事長佩芬致詞
感謝各位台商朋友、長官們給我這個機會來為大家服務，我會傾盡全力作好監事長的
職務，也請各位多多指教，謝謝!

2) 確定參加世總並有意願擔任理事者，請向總會長報告，以便安排名額。

總會長報告下次開會行程
預計明年五月在布魯塞爾開會，⼀一日遊將和盧森堡劉美姬會長合作，建議可到盧森堡
國家礦坑博物館，又或者德國Trier是馬克斯的故鄉，亦可做深度旅遊。歡迎各位明年
到比利時做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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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時       間： 2012年6月2日(星期六) 14：30–17：00

地       點：德國漢堡Radisson Blu Hotel
主       席：張總會長語揚
記       錄：李蕙芬(德國)

出席人員：應到49/實到43(超過半數)

總     會     長：張語揚
監     事     長：林奇雋
副  監  事  長：賴志剛(未簽到)

秘     書     長：王雙秀
財     務     長：劉慧娟
名 譽 總會長：沈為霈、鄭東平、許瑞麟、蔡國泰、黎萬棠、蕭培森、周仲蘭、黃

行德、黃貴乾、楊梅芳、陳秫娟、李耀熊、林玉麟
副  總  會  長：吳輝舟(未簽到)、張昭倫、張志康、蔡上然、李錦鈺、蘇文楨、劉美

姬、伍政哲、駱瑤玲、丘世璿、阮紹棣
諮  詢  委  員：儲中流、楊景德、李永慶、李玉英、吳秀琪、林姵妏、柯秀麗(未簽

到)、曾金華、陳燕發
理             事：吳秀麗、李蕙芬、操慧鳳、廖天儀、王玉珍、張春娟(未簽到)、劉致

媛、賴林淑瑛(未簽到)、郭珮涵
會  員  代  表：傅佩芬、吳明哲、劉凊林、張慧玲、劉幸忠、廖啟郎、謝美婷、毛

祚華、劉芸秋、竇唯儀

主席報告張總會長語揚

首先要感謝各位副總會長、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監事與理事熱心參與，讓本大
會熱鬧精彩！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將不合時宜的會章條文更新與通
過」，透過充分的討論使其更嚴謹，敬請支持。今天上午舉辦的各項行程得到很多
正面回響，期待下午也能延續這個過程，大會能順利進行，謝謝。

秘書長報告王秘書長雙秀

關於會務部分，我已將這⼀一年的心得發表於手冊上，如果各位對這次大會有任何的
肯定，這是漢堡歐總團隊得到各方支持、共同努力的成果，再次謝謝大家！我多次
提及自己就像是外星人般格格不入，因為張總會長的呼喚才擔任歐總秘書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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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團隊這⼀一年來的努力，更感謝張總會長提攜，這是⼀一個珍貴的學習過程。會務
的處理上我最常從張總會長得到的回應就是：「Okay...下⼀一句！」今天早上我們聽
了易學大師的演講，正呼應我的體會，今年會務的操持遵循的就是「易」的原則，
這是我個人的心得。懇請諸位理解秘書長的經驗不足，謹盼能在其他部份加以彌
補，感謝大家包涵。

財務長報告劉財務長慧娟

我身為財務長卻讓張總會長費心協助，既抱歉也很感謝。
現金部分：由第十七屆接收現金11,306歐元。在倫敦的彰化銀行帳戶：11,459.16歐
元，6,388.45美金與8367.40英鎊，換算後共計26,610.80歐元。交接後收入部分：世總
黃總會長捐贈10,000美金(相當於8000歐元)，李芳信諮詢委員(第十九屆世總總會長候
選人)捐贈2,000歐元，張語揚總會長捐贈2,000歐元，林玉麟名譽總會長捐贈1,000歐
元，林奇雋監事長捐贈1,000歐元，鄭東平名譽總會長捐贈500歐元，陽明海運捐贈
500歐元，駱瑤玲副總會長捐贈250歐元，沈為霈名譽總會長捐贈200歐元，共計
15,450歐元。
支出部分：補助第十八屆年會1,000歐元。繳交世界台商會會費美金2,500，相當於
2,000歐元。另外，補助第十八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共47位，每位100歐元，共計4,700

歐元。
結餘：目前結餘為34,360.8歐元。由於本次大會支出尚未結算，待交接完成後再向第
十九屆歐洲總會提出財務報表，謝謝！

名譽總會長報告
林名譽總會長玉麟

張總會長，監事長，各位副總會長，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監事，理事，大家午
安！很高興在漢堡召開年會、再次見到大家，首先感謝各位踴躍出席。繼愛丁堡
後，本會今日在漢堡盛大舉行，薪火相傳、壯大歐洲總會。我知道張總會長平時業
務繁忙，王秘書長也是，會務上卻能夠和我保持密切聯繫，小弟與有榮焉。今天出
席的比利時張會長志康，雖然我們只在各年會上碰到，有機會就交換心得，互相學
習，這是很好的互動。感謝張總會長接下這屆總會會務，組織動員促成了今日的盛
會，這也是⼀一種難得的學習過程，希望歐洲各會員國前仆後繼，有機會接任歐總大
任時不要推辭。這次的活動場地很好，尤其是提供桌子的座位方便大家使用，比去
年還好。場地的選擇要考量的因素很多，箇中奧妙承辦過活動的各名譽總會長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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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頗有心得，美中不足的地方我們當然也能理解。希望下屆總會也同樣努力，⼀一屆
比⼀一屆更好，謝謝！

副總會長報告(各國會長報告)

捷克蔡會長上然

各位前輩大家好，我的確是最新鮮的成員。去年五月抵達捷克，今年二月就被推選
為會長，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今年的主要任務，希望能夠結合附近國家，例
如波蘭、斯洛伐克、奧地利等國。捷克的性質和其他國家最不同處，是由台灣總公
司在捷克直接設廠，所以我們辦活動以台灣相關主題為主。今年8月11日將舉辦高
爾夫球會，會後參觀當地風景名勝，比如東歐聞名的尖塔等等，歡迎各位踴躍參
加，謝謝！

奧地利(吳會長輝舟因另有會議先行離開)

蘇格蘭(陳前會長燕發代)

各位前輩、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因為剛交接的緣故我其實已經卸任，新上任的梁會
長因家務關係無法出席，今天我向各位報告我任內的會務。蘇格蘭商會會長原則上
兩年⼀一任，因林總會長將接任歐總，所以由我擔任蘇格蘭會長，我依照當初的承諾
完成任務就交接，不再續任。本會期有幾件事和大家分享，首先，蘇格蘭算是偏遠
地方，第⼀一次出了僑務委員，也就是我們的林玉麟總會長，這是我們的榮耀！！再
則，這麼小的⼀一個會竟然能夠承辦歐總年會，去年的愛丁堡歐總年會圓滿成功，這
是蘇格蘭商會最圓滿豐收的⼀一年、也讓蘇格蘭脫胎換骨。下次請大家有機會到
Glasgow來玩，我們是全歐洲最友善的都市，熱烈歡迎各位！

比利時張會長志康

各位貴賓大家好，我是比利時張志康。比利時商會每年定期舉行三次會議，分別是
過年前後和中秋節。去年在台灣開會的時候，討論到比利時接任歐總的可能性，在
比利時的理監事會議上，大家也希望我能出來接下歐洲總會長⼀一職，我們理監事團
隊也已準備好為大家服務，在這裡懇請各位多多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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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蘇會長文楨

各位前輩大家好！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台商會大型會議，會長⼀一職今年三月剛接任，
不知道要參加如此隆重的會議，請各位多多指教。義大利台商會人數不多，但有心
支持參加共同活動，和其他商會作交流，同時我們也積極傳遞訊息給所有的會員，
發揮交流的功能。謝謝！

盧森堡劉會長美姬

盧森堡的會務，聚會方面，主要是台灣方面有官員就任或貴賓蒞臨，會召集大家聚
會，做直接的交流。每年的端午節我會招待會員到我家包粽子，今年也舉辦了包粽
子的活動。商業部分，去年底台盧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是知道德國即將簽訂所
以我們決定簽署。盧森堡Logistic的投資案相當可行，有⼀一些優惠條件是無形的，
比如說眷屬、小孩子的就學權益和當地人民完全無落差，有機會希望向各位做進⼀一
步詳細說明。謝謝！

西班牙(李耀熊名譽總會長代)

我們的陳會長不幸仙逝，是本會⼀一大損失，感謝世界台商總會以及各界的關切。今
天我代替副總會長做報告，過去⼀一年我們⼀一如傳統，積極和當地僑團互動、提供支
援。西班牙台商不多，地理位置緊靠希臘，在這⼀一波經濟危機中我們更加小心、謹
慎經營，經濟不好生意難做，在地的台商都加倍努力。希望各位到西班牙來能夠和
我們連繫，西班牙雖然人不多，但是都很熱情，歡迎大家！！

瑞典駱會長瑤玲

大家好！會務上，11月舉行會員大會，每兩年重新選舉⼀一次，由於去年底不幸因為
我先生的事無法照常舉行，改為今年五月在Stockholm舉辦聯誼會，感謝新任鄭大
使與經濟部鄭秘書、外交部許秘書都到場支持，到場有十八人左右。本商會全力支
援代表處在瑞典的政策與活動，比如每年三月在哥德堡會有最大的旅遊展，我們會
召集會員到場幫忙。今年11月照例舉辦年會，不定期活動經理監事同意可以舉行。
瑞典地廣人稀，南北開車就要七個小時，因此造成年會舉辦的困難，這是最大的問
題。最後介紹本屆新任副會長吳秀麗女士，請歐總補充在理事名單中，也請各位多
多支持。歡迎各位到瑞典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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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總會長語揚補充】

歐總理事和世總理事名單不同。歐總每個會員國有兩位理事，這牽涉到繳費的問
題。每⼀一國年費400歐元，200歐元屬於會員國年費，另外會員國會長為當然理事，
與任命的理事⼀一位，共兩位理事，十七國共有三十四位理事。世總理事牽涉到在世
總開會理事投票數，連續以理事身分出席三年即可升為顧問，空出的理事資格則由
另⼀一位遞補，如此逐漸壯大我們在世界總會的聲勢。關於世總理事名額二十位，目
前由可回台灣的人優先，未來如爭取的人數增多，我們會再列入其他的優先條件，
歐總會公平與公開處理。這兩種理事身分的不同再次向各位說明，敬請大家注意。

【林名譽總會長玉麟補充】

兩年六次或三年六次全勤出席世總很重要，請大家踴躍參加、壯大歐總。

法國丘會長世璿

大家好！今年法國參加歐總年會共九位會員，法國台商會會員人數共約四十人左
右。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法台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開始生
效，我們請到財政部租稅組來說明，參加人數很踴躍。今年五月份我們也和婦女會
聯合舉行母親節慶祝會，⼀一起遊船。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

土耳其張會長昭倫

感謝各位的支持愛護。土耳其商會會員25人左右，通常是⼀一個年度舉辦十個活動，
按照行事曆來走，今年活動比往年多⼀一次。經去年改選後我再度擔任會長，⼀一任兩
年，感謝各位支持的同時，也希望能有新血加入。七月即將有新商業法令上路，針
對這個主題我們在三月辦了⼀一個說明會。接下來，上星期舉辦了森林健走，大家也
很喜歡，台商會除了交流商業訊息外，⼀一般的交誼活動也很重要。今年端午節我們
租船辦活動，感謝安卡拉經濟組組長教我寫申請案，遊船的同時也請到律師做經濟
法的演講才符合申請活動經費的要件。七八月放暑假，九月預計再做⼀一個專題演
講。今年十月我們會參加跨海健走，邀請會員與家屬⼀一起來參加。最後感謝歐總的
安排，希望藉由這個組織凝聚大家、⼀一起學習，也請各位有機會到伊斯坦堡來玩，
我會派駱駝到機場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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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阮會長紹棣

很榮幸擔任波蘭第十七屆台商會會長，六月二十三日依照往例在端午節舉行改選，
我也即將卸任。我在波蘭二十年，到最近才積極加入台商會。波蘭在經濟危機中持
續平穩發展，相關的報導請見手冊第四十二頁，投資發展機會都相當好。歡迎各位
到波蘭來，諮詢委員楊景德前輩和我都歡迎各位的蒞臨！

德國李會長錦鈺

德國台商會總會自去年七月起由德東台商會擔任。全德台商會由五個分會組成，共
約175位會員。我個人從事再生能源事業，去年八月在柏林舉辦國際再生能源座談
會，得到鄭東平名譽總會長的支持，與會貴賓共八十人左右，再次感謝德國各分會
給我的支持。之後，十月份由德北延續此⼀一主題，舉辦風力能源講座，非常精彩。
此外，今年全德理事會在柏林完成章程修改，昨晚在二次理事會上通過完成。德國
總會亦協助台灣官方傳遞溝通訊息，其中今年三月的兩個主題分別是二代健保與避
免雙重課稅，我們也得到駐德代表處立即回應。個人即將於六月三十日卸任，下屆
新會長以及團隊已在昨日底定，台商會將持續積極與各僑界團體互動。歡迎各會員
國的朋友來洽詢德國相關商務。

監事長報告林監事長奇雋

各位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各位先進大家好，感謝各位支持，由我擔任兩屆監事
長。今天我們即將選出新任總會長和監事長以及團隊，經由昨天開會討論，新團隊
有⼀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在世界總會提高我們歐總的影響力，有系統培養理事
成為顧問具有投票權。歐總規模曾經在世總排名第三位，如今退步到第六，非常可
惜。雖然歐洲人少，但是我們以「質」取勝，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接下來有相關的
提案討論，也請各位踴躍發言，謝謝！

土耳其經濟處官員Dr. Wolf Ruthardt Born致詞

歡迎各位到土耳其設廠。土耳其政府新政策將提供學童使用平板電腦，目前德國西
門子已表示高度興趣，歡迎台灣廠商積極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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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案由：修改本總會章程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以及章程實施細則第四條、第
八條、第十條與第十⼀一條規定增設顧問案。

說明：
1、本總會數名會員代表參加世界總會多年並已取得世界總會顧問職位，但礙於現
行歐洲總會章程規定，卻於歐洲總會無任何職位，為加強該些已取得世總顧問資格
者對歐洲總會之向心力，建請增聘擔任歐洲總會顧問，但以最近連續出席歐洲總會
會員代表大會二次以上者為限。
2、另建議比照世界總會規定，凡連續擔任歐洲總會理事三年以上者，亦聘為本總
會顧問，以期增加參與本總會人數。

辦法⼀一：修改章程第16條第二項如下：「本會設顧問若干名，本會設顧問若干名,由
總會長自符合下列條件者聘任：1.凡擔任世界總會顧問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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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上者。經聘任後具有本會理事及會
員代表資格;顧問每年應繳納會費，未繳時視為放棄資格，補繳後立即恢復資格。顧
問應出席每年舉行之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不得無故缺席。顧問聘任條
件，於章程實施細則內訂定。」

(二、原第二項規定刪除)

三、修改章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如下：“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
長、諮詢委員、顧問及理監事每年應繳之會費...”以上章程修正案經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後，自第十九屆開始施行。

四、修改章程細則第四條第二款如下：
「......... 2.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之同意聘任案。.........」

五、修改章程細則第八條如下：「本會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為本會榮譽
職，每屆至少應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暨兩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否則不予續聘。」

六、修改章程細則第十條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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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理事、監事之出席會議紀錄，秘書處應確實列表登
錄，於每屆交接前將出席紀錄交監事會核可後，提請新屆理事會聘任。」

七、修改章程細則第十⼀一條第⼀一項如下：「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本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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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長、諮詢委員、顧問及理監事每年應向本總會繳納
會費金額如下：.........諮詢委員：150歐元、顧問：130歐元.......」

以上章程施行細則修正案，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自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相關章
程修訂案起開始實施。

進入討論
提案⼀一⼀一 傅佩芬：資格的修改建議配套處理。修改章程實施細則如果通過、增加了
顧問⼀一⼀一 項，又顧問在資格上是比理事高的，舉例來說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
候選人資 格勢必要做調整修改，列入顧問這⼀一⼀一項會比較有⼀一⼀一致性。 

陳秫娟：1.是否世總顧問資格取消，即取消歐總資格，這點應該要列入。2.歐總顧問 

資格不只是三年具備這個身分，還要全勤。

許瑞麟：歐總顧問資格，擔任世總顧問「期間」全勤出席歐總會議才合理。

周仲蘭：世總資格與歐總資格應分開，要看被世總取消資格原因為何。若無法出席 

世總會議失去世總理事資格，但歐總開會全勤，因此連帶取消歐總理事資格並不合 

理。

林玉麟：建議把資格條件改為「或」，符合其⼀一⼀一即可。

黃貴乾：晉升為歐總顧問的兩種前提是不⼀一⼀一樣的。已具備世總顧問資格的是⼀一⼀一
種， 第二種由歐總理事連續三年出席升任歐總顧問的，只有歐總三十四名理事有這
個條件，失去這個前提就算每年都出席也沒有擔任顧問的資格，大家要分清楚。

陳燕發：建議把歐總理事「連續」三年以上改為”曾經”三年以上。依章程規定各國
總會 長為當然理事，而英格蘭和蘇格蘭採取輪流擔任總會長，因此不會有「連續」
具備理 事身分的狀況產生，請各位再斟酌。

許瑞麟：我補充說明。為何世界理事可以由「太太」擔任?歐總的世界理事名額二十
名，若當年出席世總人數不足，便由陪同先生出席開會的女士遞補理事，這說明⼀一
⼀一 個基本原則：任何「不利於」壯大歐總的規則都不考慮。在世總升任為顧問後即
讓出 理事資格，讓其他人遞補，目的就是利用條款增加顧問名額。

討論結果：歐總顧問資格其⼀一⼀一，連續擔任理事三年以上改為兩年以上即可，較切
合 現實條件。

陳秫娟：世總「諮詢委員」資格高於顧問，若目前在歐總無職稱，是否只能降為顧
問?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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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人張語揚：我在雪梨開會時遇見前總會長劉文堂，他已經五年沒參加歐總，會
員資格停止後，補繳多少年會費可恢復名譽總會長身分? 

討論結果：補繳三年會費，加上本次年會費用，共八百歐元資格始可恢復。

提案討論結果
陳秫娟宣讀修改章程第十六條第二項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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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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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聘任後具有本會
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顧問每年應繳納會費，未繳時視為放棄資格，補繳後立即恢復
資格。顧問應出席每年舉行之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不得無故缺席。喪
失世界總會顧問資格時，亦同時喪失歐洲總會顧問資格。顧問聘任條件，於章程實
施細則內訂定。

討論結果：鼓掌通過

修改章程第十六條第⼀一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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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繳時視為放棄資格，補繳後立即恢復資格。諮詢委員應出席每年舉行之會員代表
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不得無故缺席。諮詢委員聘任條件，於章程實施細則內訂
定。

討論結果：鼓掌通過

臨時動議

儲中流：大洋洲許明芳許總會長盛情參加十年以上，友誼可貴！建議應給予特別的
禮遇。

周仲蘭：第51頁款項註記錯誤請修改。

黃貴乾：會長班是珍貴資源，應該只有台商會人員可以提報參加。
僑委會許副委員長回應：「是否符合會長、副會長資格”，由世總來審查，僑委會僅
依照世總每年六月分提供給僑委會的名單辦理，遞補者亦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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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屆歐洲總會會長、監事長暨副監事長選舉
【總會長候選人選舉政見】比利時張會長志康
許副委員長、魏大使、黃世界總會長、張總會長、各位歐洲台商會長、前輩及好友
們，各位貴賓、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非常感謝旅居歐洲的朋友們的抬愛，及法國台商會的協商以及李永慶會長的禮讓，
讓志康有機會站在這裡爭取下⼀一任歐洲台商會長的職務，當然如果有了職務，就有
更大的責任把事情做好。我將遵循以往各前總會長努力做出的成績，將之繼續發揚
光大，並且配合世總的政策，繼續維持歐總在世總的貢獻與影響力，腳踏實地，秉
著熱誠服務的精神，把歐總辦得活潑化、年輕化。讓歐總就像個大家庭，長青、永
續。
 

在此我要繼續全力推動蔡國泰總會長成立的青商會，給予新進年輕台商互相交流的
空間，最後希望歐洲總會及歐洲青商會後繼有人，如同手腳，變為更機動、靈活。
 

這幾年歐洲經濟錯綜複雜，以至全世界的經濟都產生不定數，我希望歐洲台商們多
做些會務，相互交流，使我們更深地瞭解世界經濟的走勢，尤其我們歐洲國家的稅
務制度嚴謹齊全，西歐國家稅賦更是過重，商業靈活度無法與其他各洲相比擬，相
信各位都有深切的體會。因此我希望我們台商朋友本著從商精神，相互支援，交流
好的投資管道與項目，共創利益。
 

最後總結三點：
⼀一)   蕭規曹隨，我將遵照歐總的章程、努力做好工作。
二)   與青商會互動，培養新⼀一代台商人才。
三)   為僑居國貢獻，更要使大家多多為台灣發聲，與祖國台灣合為⼀一體。

謝謝大家，並且請各位長官、前輩、好友多多指教。

【監事長候選人選舉政見】
陳燕發：
總會長、各位台商好朋友大家好！林總會長希望我有機會學習更多所以提名我，如
果能為大家服務，我很樂意，希望能夠符合大家的期望，謝謝！

傅佩芬：張總會長好、各位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各位長官、台商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從幾年前加入台商會的，今天特別的感想是，當初剛加入台商會、開始工作沒
多久，⼀一個人來參加台商會相當緊張，當時有很多前輩給我鼓勵和幫助，帶著我認
識更多台商朋友，給我很多寶貴的經驗、教我待人處事的道理。今天我坐在⼀一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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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旁邊，他不時問我哪個會員是誰等等，我發現自己竟然講得出每個人的名字，
心裡很感動。大家同是離開家鄉出門在外，出外靠的就是朋友，台商會是⼀一個很好
的平台讓大家互相交流、⼀一起打拼。雖然我算是晚輩，但有機會的話我會努力、盡
到我的責任，為大家服務並監督會務。另外⼀一位候選人也很優秀，希望大家給我們
支持和鼓勵，謝謝各位！！

【選舉結果】

張志康43票當選總會長，
傅佩芬27票當選監事長，陳燕發21票當選副監事長，廢票⼀一張
禮成/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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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届 會議集錦

第十八屆漢堡理監事會議照片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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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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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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一O⼀一年六月二日第九次修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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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旨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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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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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代表由各會員國推派，每⼀一會員國每屆應推派會員代表至多五名，本會總
會長、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諮詢委員及理監事均為當然代表。

          	 	 本會每年定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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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由各會員國推舉該會⼀一人參選，經會員代表大會以無

計名投票方式多數決定之。任期⼀一年 ，不得連任。
          	 	 總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務，並為會員代表大會之當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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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各會員國推派之理事，每⼀一會員國最多得推派⼀一名理事。

	 	 	 本會理事應出席理監事聯席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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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議案；
	 	 	 4. 審核⼀一切依本章程規定應由理事會通過之事項；
	 	 	 5. 審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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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一人組成，監事長及副監事長由會
員代表大會自會員代表中推選，任期⼀一年，但不得由總會長所屬會員國產
生，亦不得由理事兼任。

	 	 	 監事會負責監督會務及財務。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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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理事及會員代表之
任期至翌年五月止。

第13條  	 本會會員代表五十名為參加世界台商聯合總會之會員大會當然代表。

第14條	 本會理事得優先擔任世界台商聯合總會之理事，但已擔任世界總會較高職務或
無法出席該會每年九月份之會議時，即不得兼任世界理事，其缺額由會員代表
大會互選或由會員國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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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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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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繳時視為放棄資格，補繳後立即恢復
資格。名譽總會長應出席每年舉行之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不得
無故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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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繳時視為放棄資格，補繳後立即恢復資格。諮詢委
員應出席每年舉行之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不得無故缺席。諮詢
委員聘任條件，於章程實施細則內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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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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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聘任後具有本會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顧問每年應繳納會費，未繳時
視為放棄資格，補繳後立即恢復資格。顧問應出席每年舉行之會員代表
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不得無故缺席。喪失世界總會顧問資格時，亦
同時喪失歐洲總會顧問資格。顧問聘任條件，於章程實施細則內訂定。

第五章   	 	 會議及會務

	第17條   	 本會每年舉行會員代表大會⼀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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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分之⼀一理事成員請求，三分之⼀一以上理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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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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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委員、顧問及理監事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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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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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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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 

第八章   	 章程修訂與施行

	 第24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81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

第⼀一章：總則與組織入會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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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歐洲各國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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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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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每屆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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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各會員國依本會章程第九條規定得推派理事⼄乙名，該推派之理事由各會員國

會長指定。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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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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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與顧問

第八條： 	 	 本會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為本會最高榮譽職，每屆至少應出席會
員代表大會暨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否則不予續聘。

第九條： 	 當屆總會長、副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應全勤出席會議，如有
缺席，卸任後不得聘為名譽總會長或諮詢委員。2008年或之前已卸任之本
會副總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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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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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理事、監事之出席會議記錄，秘書處應確實列表登錄，於每屆交接
前將出席記錄交監事會核可後，提請新屆理事會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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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經費與財務長

第十⼀一條：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
長、諮詢委員、顧問及理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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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歐元
	 	 	 名譽總會長﹕200 歐元
	 	 	 監事長﹕150 歐元
	 	 	 諮詢委員﹕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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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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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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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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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會議與議程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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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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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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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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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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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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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Junior Chapter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Junior Chapter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Junior Chapter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Junior Chapter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Junior Chapter

會長

翁靖欣 Ching-Hsin Weng翁靖欣 Ching-Hsin Weng翁靖欣 Ching-Hsin Weng翁靖欣 Ching-Hsin Weng翁靖欣 Ching-Hsin Weng

監事長 秘書長 財務長

吳向恆（奧）
John Wu

劉怡君（德）
Yi/Chun Liu

賴相如（德） 

Sian/Ru Lai

副會長

 名譽總會長
 高偉淙（英）
 David  Kao

 翁靖欣（德）
 Ching-Hsin 

 Weng

 彭良燕（比）
 Liang/Yen  

 Peng

 李玄彬（蘇）
 Thomas Lee

 許承弘（荷）
 Jason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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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青商會
回台參與僑務會議與企業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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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日-3日歐洲青商會第二屆德國柏林研討會自強活動

本次研討會讓來自全歐洲的年輕台灣朋友們彼此認識交流。研討會中，駐德國魏武煉
大使對年輕學員期許勉勵。邀請5位來自不同產業不同專業的講師，分享專業經理人
的工作濃縮精華，學員們更從各自的經驗提出問題討論。如：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商業
活動的發展，同樣商品在歐洲不同國家不同訂價的策略等等，討論活躍，大家收獲良
多。Tropical Island讓學員們在輕鬆活動的氛圍分享自我、增強團體凝聚力。

研討會內容包含，BMW生
產線觀摩、行銷專業分
享、金融財務技巧、商務
活動結盟等等專題。內容
豐富緊湊專業。吸引了眾
多在歐年輕⼀一代台灣人前來
參加，全體學員熱烈參與，
也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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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青商會年度活動

慕尼黑啤酒節＆
Tollwood 聖誕聚會
2012年慕尼黑啤酒節慶
祝202周年，翁會長靖
欣帶大家到享負盛名的
HIPPODROM帳篷⼀一起
慶祝。大家頓時變成開
懷暢飲的貪杯者，大口
喝酒，大口吃肉，氣氛
非常high。⼀一排女生穿
著德國巴伐利亞傳統服
飾胸前貼著台灣國旗，
引起周遭德國人的騷
動，藉此機會與德國人
文化交流，介紹台灣，
是意外的⼀一大收獲。

年底則在
Tollwood暖呼呼
提前歡慶聖誕。

德國青商會柏林夏
季研討會
2012年6月22-24日

透過這次的研討
會，讓來自德國的
年輕台灣朋友，彼
此認識及經驗交
流。
大會主題 E-

Commerce，讓學員
在網路商務的概念
及實務上有更深⼀一
層的了解。會後進
行柏林⼀一日遊和德
國議會的導覽。市
區的遊覽也讓參與
者認識了柏林的歷
史以及德國議會的
運行，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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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7日
荷蘭青商會成立大會

為推動僑社永續發展，厚植
海外新生代，駐荷蘭代表處
依循僑務委員會「迎僑青，
聚僑心，壯僑社」工作方
針，於2012年11月17日在海
牙協導成立「台灣專業青年
協會」，建立平台讓台灣專
業青年對僑社事務產生興
趣，參與僑社，承先啟後並
增進其對中華民國台灣政府
支持向心。
「荷蘭台灣專業青年協會成
立大會」當天共有74位來荷
蘭各地的華裔青年、新移
民、留學生共同參與，駐荷
蘭代表處李代表光章表示：
僑社後繼人才培育係海外僑
社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希望荷蘭台灣專業青年協會
的成立，能提升華裔青年對
母國瞭解及文化認同，鼓勵
年輕人踴躍參與僑社活動，
世代經驗傳承，訊息傳遞，
注入新血持續在下⼀一代心中
發光、發熱。

比利時青商會
2013.01.08新年派對
香檳美酒、家常小吃、比
利時巧克力及熱情的成員
們，比利時青商會新年派
對溫馨歡樂。

比利時台商本就不多，青
商會也小巧可愛，但聚會
的參與度非常高。大家非
常珍惜聚會的短暫時間，
交換工作，生活上各方面
心得，忘了時間流逝盡興
忘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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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青商會與台灣三太子護旗路跑活動

      2012年夏天奧運期間「台灣三太子，周遊倫敦路跑拍攝活動」由英格蘭台灣青年商
會協辦，在倫敦進行。雖然雨勢不斷，台灣僑胞和留學生仍熱情參與，現場發放青天
白日滿地紅國旗，許多留學生並發揮創意，以不同方式將國旗穿戴在身上。
     在電音三太子帶領下，僑胞與留學生在滂沱大雨中賣力跑，全場氣氛熱烈，大家隨
著三太子舞動情緒高昂，英國民眾也深刻感受到台灣特有的文化與僑胞的熱情。
        英格蘭台灣青年商會會長高偉淙感謝所有冒雨前來參加的台灣僑胞與留學生，希
望透過拍攝共同創造感動台灣、感動全世界、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的影片。

      拍攝活動結束後，電音三太子與僑胞和留學生轉往攝政街（Regent Street），舉
行「快閃舉國旗」活動，在被改掛中華台北奧會會旗的比卡迪里圓環（Piccadilly 
Circus）旁，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高唱國旗歌，三百多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重
現倫敦市區，並高喊「我們是台灣，不要叫我們中華台北」，為中華台北代表隊加油。

照片取用自台灣三太子

在印度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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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2012 年第二屆 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紀錄

時間: 2012 年 6 月 1 日 地點: 德國漢堡

會議參加者: 歐洲台商會總會長 張語揚 
歐洲台商會秘書長 王雙秀 世界青商會
會長 張戴麒 歐洲青商會會長 翁靖欣 
歐洲青商會監事長 吳向桓 英國青商會
會長 高偉淙

	 	 歐洲青商會理事  張凱鈞 

	 	 歐洲青商會理事  楊婷棻 

大洋洲青商會訪客 Chiang, Wayne

1. 來自歐洲總會長張語揚先生的歡迎詞

非常歡迎大家參與歐洲青商會第二屆第
⼀一次理 監事會議。我非常高興看到現
任的理事們利用新的網路科技，像是臉
書(Facebook)、GTCC-JC 網站、
HTML 電子郵件等等方式來張貼最新消
息和招募新會員。現在和以前的溝通方
式變得非常不⼀一樣，理事們使用新的科
技來使會員們互相連結、活動推廣是非
常好的方式。

歐洲台商會王秘書長曾與台灣的線上遊
戲公司合作過，如果有人對這個產業有
興趣，會後可以直接連絡王秘書長。

Meeting Minutes of the First 
ETCC--JC Conference in Second 

Term 2012

Date: June 1, 2012

Place: Hamburg, Germany

Attendees:

ETCC President Mr. Chang, Luis
ETCC Secretary Ms. Wang, Sophia 

Shuang--Shiow WTCC--JC 

President Mr. Chang, Frank
ETCC--JC President Weng, Ching--
Hsin
ETCC--JC Supervisor Wu, John
ETCC--JC in UK President Kao, 

David
ETCC--JC member Chang, Ken
ETCC--JC member Wang, Vicky
Junior Chapter guest from Australia 

Chiang, Wayne

1. Welcome Speech by ETCC 

President Chang, Luis

ETCC President Mr. Chang welcomed 

every ETCC-- JC member to the 

first ETCC--JC Conference in 

second term 2012. He praised Junior 
Chapter for using the new media, 

like Facebook, GTCC--JC website or 
html emails to recruit members and 

to publish their events. Those new 

media are good ways to reach young 

people and to promote our events.

ETCC Secretary Ms. Wang 

cooperated with the online game 

industry in Taiwan. Someone 

interested in this sector can contact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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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聘歐洲青商會名譽總會長現任歐洲青
商會會長翁靖欣，聘前歐洲青商會會長
高偉淙為名譽總會長。這項決議由全體
會議參與會員們⼀一至鼓掌同意通過。

3. 提名歐洲青商會秘書長

歐洲青商會會長翁靖欣提名劉怡君為下
⼀一任的秘書長。劉怡君精通中英文，負
責任且細心。這項決議由全體會議參與
會員們⼀一至鼓掌同意通過。

3.1. 提名歐洲青商會財務長

歐洲青商會會長翁靖欣提名賴相如為下
⼀一任的財務長。賴相如是德國青商會理
事，有青商會相關經驗，負責任且細
心。這項決議由全體會議參與會員們⼀一
至鼓掌同意通過。

現任歐洲青商會會長翁靖欣，聘前歐洲
青商會會長高偉淙為名譽總會長。這項
決議由全體會議參與會員們⼀一至鼓掌同
意通過。

4. 歐洲青商會年度計畫

歐洲青商會會長翁靖欣計畫於十⼀一月份
在德國慕尼黑舉辦今年度第⼀一個活動。
三天兩夜的活動包括演講和觀光，藉由
這個平台讓住在歐洲的台灣人有機會互
相認識，並進⼀一步加強建立彼此的關
係。

歐洲青商會會長翁靖欣會盡其力去邀
請、推廣理事和會員們參加明年五月份
在布魯塞爾的年度大會。

2.	  Nomina*on	  of	  Honorary	  ETCC-‐-‐-‐JC	  
President

ETCC-‐-‐-‐JC	  President	  Weng,	  Ching-‐-‐-‐Hsin	  
nominated	  former	  ETCC-‐-‐-‐JC	  President	  
Kao,	  David	  to	  be	  Honorary	  ETCC-‐-‐-‐JC	  
President.	  The	  nominaOon	  was	  accepted	  
by	  applause	  by	  every	  aTendee.

3.	  Nomina*on	  of	  the	  ETCC-‐-‐-‐JC	  Chief	  
Secretary

ETCC-‐-‐-‐JC	  President	  Weng,	  Ching-‐-‐-‐Hsin	  
nominated,	  Liu,	  Yi-‐-‐-‐Chun	  to	  be	  her	  Chief	  
Secretary	  as	  she	  speaks	  fluent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is	  responsible	  and	  working	  
accurately.	  The	  nominaOon	  was	  accepted	  
by	  applause	  by	  every	  aTendee.

3.1.	  Nomina*on	  of	  the	  ETCC-‐-‐-‐JC	  
Treasurer

ETCC-‐-‐-‐JC	  President	  Weng,	  Ching-‐-‐-‐Hsin	  
nominated,	  Lai,	  Sian-‐-‐-‐Ru	  to	  be	  her	  
Treasurer,	  because	  he	  has	  been	  the	  
board	  member	  at	  GTCC-‐-‐-‐JC,	  has	  
experience	  in	  Junior	  Chapter,	  is	  
responsible	  and	  working	  accurately.	  The	  
nominaOon	  was	  accepted	  by	  applause	  by	  
every	  aTendee.

4.	  Plans	  of	  ETCC-‐-‐-‐JC	  President

ETCC-‐-‐-‐JC	  President	  Weng,	  Ching-‐-‐-‐Hsin	  
plans	  to	  hold	  an	  ETCC-‐-‐-‐JC	  event	  in	  
Munich,	  Germany	  around	  November	  this	  
year.	  It	  is	  going	  to	  be	  a	  3	  days	  2	  nights	  
event	  with	  presentaOons	  and	  sightseeing.	  
It	  can	  be	  a	  plaZorm	  for	  every	  Taiwanese	  
who	  is	  living	  in	  Europe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to	  build	  relaOonship	  
between	  each	  member.

ETCC-‐-‐-‐JC	  President	  Weng,	  Ching-‐-‐-‐Hsin	  
will	  also	  try	  her	  best	  to	  invite	  and	  to	  
encourage	  more	  young	  business	  
professionals	  to	  aTend	  the	  AGM	  next	  
year	  in	  Brussels,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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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青商會會長翁靖欣推想，為什麼沒
有很多會員們參與會議，可能的原因是
會議在星期五舉行，大多數的會員尚須
上班，導致無法出席。

總會長張語揚先生告訴我們，台商會將
在八月份在捷克舉行台商高爾夫球賽。
張總會長建議青商會可以跟去年維也納
活動⼀一樣，跟台商會⼀一起辦活動。張總
會長會再給翁會長進⼀一步的資料。

5. 歐洲青商會要如何向歐洲台商會申請
世界台商會黃總會長給予青商會的補
助?

歐洲台商會總會長張語揚先生說，青商
會需備活動企劃書和經費預估表呈至歐
洲台商會審核。

散會

ETCC-‐-‐-‐JC	  President	  Weng,	  Ching-‐-‐-‐Hsin	  
assumes	  the	  reason	  of	  why	  fewer	  
members	  aTend	  the	  Junior	  Chapter	  
conference	  is	  that	  the	  conference	  is	  on	  
Friday	  a\ernoon.	  Members	  have	  to	  work	  
and	  are	  therefore	  not	  able	  to	  aTend	  the	  
conference.

ETCC	  President	  Mr.	  Chang,	  Luis	  informed	  
us	  about	  an	  ETCC	  golfing	  event	  in	  Czech	  
Republic	  in	  August	  He	  suggested	  holding	  
the	  ETCC-‐-‐-‐JC	  event	  with	  them	  like	  last	  
year	  in	  Vienna.	  President	  Mr.	  Chang	  will	  
give	  ETCC-‐-‐-‐JC	  President	  Ms.	  Weng	  
further	  informaOon	  about	  this	  golfing	  
event.

5.	  How	  to	  apply	  for	  WTCC	  subsidy	  given	  
by	  WTCC	  President	  Mr.	  Huang?

In	  order	  to	  apply	  for	  WTCC	  subsidy,	  ETCC	  
President	  Mr.	  Chang,	  Luis	  said,	  Junior	  
Chapter	  has	  to	  prepare	  a	  proposal,	  
including	  event	  acOviOes,	  budget	  plan	  
and	  submit	  it	  to	  ETCC.

End	  of	  th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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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組織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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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
JUNIOR CHAPTER

    本會會徽為：ETCC-JC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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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參與其活動為宗旨。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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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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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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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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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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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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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重視人文、人權、人道精神，提升台商之國際形象與地位。
6、深化與主流社會關係，爭取對台灣支持，協助拓展對外關係。

第五條    	     本會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歐總章程暨施行細則。
 二、 	參加歐總舉辦之年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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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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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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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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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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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修改組織辦法。
 二、	 行使會長及監事長之選舉與罷免權。
 三、	 議決理事會之會務發展計畫。
 四、	 議決理事會之提案。
 五、	 議決會員代表之提案。
 六、	 議決本會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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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一次。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審定會員（觀察員）之資格。
二、	 本會組織辦法修改之建議。
三、	 提案及議決提案。
四、	 議決會長所提會務發展企劃案。
五、	 議決本會收支預算案。
六、	 本會各項規章及選舉辦法之訂定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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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議決其他重要事項。

第十二條       本會設監事會，為本會之最高監督機構，由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一人組
成。監事長及副監事長由會員代表大會自會員代表中推選, 任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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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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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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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會設置會長⼀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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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為限，經會員代表大會無記名
投票選舉之，任期⼀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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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本會會長候選人以具有本會理監事身分者為限。

第十六條   	 本會置秘書長、財務長各⼀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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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會報備任期⼀一年，與會長同進退，秘書長兼理事會
秘書事務。

第十七條   	 本會監事得列席理事會議，有發言權，但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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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均由會長提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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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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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一屆(年)，並
得續聘。其續聘條件另定之。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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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本會秘書長。

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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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任會長交接為止。

                  

第四章 會議及會務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屆（年）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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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者，由會長在三十天之內召開之。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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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會長列席指導、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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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議決，並以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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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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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條   本會每屆至少舉辦⼀一次以上聯誼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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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當年度會務經費。前項年費，應於參加當屆年會報到
時，⼀一次全額繳納，並憑本會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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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其會員主體或理事資格，
直至繳納，始得恢復其資格。

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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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向歐總理事會報告財務收支情形。

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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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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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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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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