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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總會長的話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一年又過去了，感覺還有許多事情還沒做完，有點意猶未盡的徬

徨，總認為對自己所做的還不夠滿意，應該還可以做得更好更完美才是，但又想到馬上

就要交棒給下一任總會長，繼續完成未完成的任務，又有點如釋重負的輕鬆，就在這惶

恐與輕鬆的矛盾心情交錯下，做最後的衝刺，期望達成總會長的任務，不辜負大家對我

的期望與使命感。

剛上任之初，對於要報名參加第十七屆世界台商會在圓山飯店召開的會員代表大會的

二十名理事的提名與確認，對我而言是一項小小的挑戰與任務，最後感謝大家的協助順

利交出名單。但從中我有一心得要提出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本洲總會出席世總會的理

事常因不是每年連續出席，造成半途而廢無法升上世總會的顧問，因此無法符合「至少

三年出席世總會六次理監事會議的理事始能升為顧問」的條件，造成我們有選票權 (選
舉世總會總會長與監事長) 的人數無法成長，我發現各洲總會的所謂大小洲的區別，除
了平時要熱心總會會務、凝聚本洲各國台商的向心力、擁護並配合參與世總會舉辦的各

項活動外，無形中有將各洲總會有多少投票數的多寡當作一個很重要的指標。雖然我們

有號稱十八個會員國的洲總會，比最多會員的亞總會的十三個會員國還多出五個，但我

們出席世總會的投票數至今是最少的，在此藉這機會呼籲參加世總會的理事們，希望能

夠至少三年出席世總會六次理監事會議，我們才能改變目前處於最小洲總會的事實。手

冊中有一頁參加WTCC與ETCC的理監事會議比較表，可窺知一二。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在這歷史的重要一刻，世總會推動了許多有意義的活

動，希望大家共襄盛舉，一起努力支持各項活動，藉此再度慎重的呼籲，拿出我們的愛

心，讓我歐洲台商會的義行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為發揮我台商「人飢己飢、人溺己

溺」的精神，期望各位台商先進展現愛心，落實我們的善行義舉，重點工作如下：

1). 捐血袋：每個捐血袋為美金2.5元，希望我們每人至少捐40個(US$100)以上。
2). 台灣弱勢在學孩童的認養：每人認養一位，資助學費：國小每年NT$2萬元，國中每   
     年NT$3萬元，平時與學生維持互動與聯絡，關心他/她的生活與學業等。
3). 世總會急難救助基金：包括八八水災的樂捐、日本震災的救助、其他突發的急難救
     助等。

今年世總會也舉辦了多項勞軍活動，我歐總會也不落人後，我們的會員也自動自發地報

名參加，包括大小金門勞軍、花蓮佳山空軍基地勞軍、澎湖勞軍與高雄左營勞軍等，同

時再次探望與關懷八八水災受災區的重建情形，再次感謝大家百忙之中的熱心參與。也

感謝大家遠渡重洋參加檀香山〝百齡薪傳〞的聖火首燃慶祝活動，參加的人都已將聖火

帶回僑居地，並繼續傳遞聖火到每個有台商的角落，來慶祝我們國家的生日，十月九日

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聖火大會師。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七屆	總會長									林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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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長的話

有太陽升起的地方，就有一群“愛拼就會贏”的台商菁英在全球各地，異國他鄉默默的奮鬥，各

自打出一片新天地。不錯！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創始至今短短十八年，在各位台商前輩先進的

嘔心泣血的經營下，已在世界六大洲分佈了168個分會，為我中華民國的國民外交和經貿發展做
出了偉大的貢獻。

奇雋參加台灣商會短短八載，承蒙法國商會各位先進的指引，由法國而歐洲繼而參加世界總會的

各項活動，從開始的懵懂好奇，以致後來全心全力的自發參與，只因受到了商會前輩先進們的那

種無私奉獻與熱誠服務的精神感召。奇雋僑居法國32年，期間也參加了不少的僑界社團與公益
活動，沒有一個會體能夠和台灣商會那樣的讓我激動振奮；商會的團結與實力，會員的素質與修

養，讓我們成為了一股令人不可忽視的力量。

記得去年的5月初，正當歐洲大部份地區的冬寒仍未完全消退之際，馬德里已經是一片陽光明
媚，暑氣逼人的光景，來自歐洲各國的台商齊聚一堂，召開一年一度的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

監事會議。 奇雋承蒙各位先進好友的信任與愛護，順利當選了歐總第十七屆監事長，配合 
林玉麟總會長的工作。玉麟總會長作風嚴謹，穩健踏實，規劃財務心思細膩，馬不停蹄的到處參

訪推動會務，還有那股不恥下問的精神，令人敬佩。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歷經十七屆會長的經營下，會務朝氣蓬勃，蒸蒸日上。今年在南非德班

召開的世界台商總會第二屆理監事會議上，喜見土耳其，俄羅斯兩個新進會員國的會長，千里迢

迢率員參加，為我歐總陣容添加不少聲勢。每次世總開會我們都會感覺到，北美洲、亞、歐、

非、大洋洲、南美洲六大洲當中，北美、亞洲會員眾多，人才濟濟；非洲、大洋洲會員年輕有

為，團結積極，而我們歐洲則顯得有些勢單力薄，就如沒落的貴族，外表華麗而底氣不足。

因此，為了繼續維持歐總在世總的貢獻與影響力，奇雋衷心的期盼各位歐洲台商前輩先進們對會

務的熱心參與和支持。

以下兩點會務意見懇請大家指正：

1,  配合世總的政策，努力推動歐洲各國青商會的成立，給予新進年輕台商及我台商第二代一個  
 互相交流聯誼的平台與空間，務使我歐洲台商會日趨年輕化。

2,  今年大會陳淑娟名譽總會長將會對總會長和監事長選舉規則做出完善化的建議，傳統上我台  
 商會會長為一年一選，因此呼籲各國會長積極提名參選，各國每年輪替，一來彰顯民主，二  
 來大家可趁開會聯誼之便同時旅遊休閒，認識歐洲各國不同風情。更進一步也期盼各國會長  
 持續性挑選人才參加台北僑委會每年辦理的會長訓練班，積極儲備人才，維持會務永續發長。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年，我們大家齊聚在蘇格蘭愛丁堡，召開本屆大會更是意義非凡。

祝福大會活動圓滿成功，各位台商朋友身體健康，幸福美滿，旅途平安。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七屆	監事長									林奇雋

上屆西班牙馬德里年會，捷克台商會與匈牙利台商會因缺席暫時被停權，經我二月廿七

日至三月五日一週的拜訪了解到，大部分的台商成員都是由台灣總公司派駐到歐洲，工

作時間還是受到客觀環境的箝制，較難有彈性的時間，但當地國的商會活動還是很活耀

與踴躍的參與，我們也期望他們能多參與歐總會的年會活動。另外，也希望羅馬尼亞台

商會能破除萬難重組台商會，讓五年前未竟的任務再予以達成。

歐洲台商會要更蓬勃發展、更茁壯，是要靠大家的支持與熱心付出，這期的年刊手冊加

上了各國商會的介紹與活動照片集錦，若貴商會這次缺席或資料無法充分提供，還請於

下一屆能補充更完善一點，讓大家更了解貴商會的點點滴滴，相互交流學習與切磋。另

外，本期也報導各國商會元旦的升旗慶祝活動，讓全世界都知道中華民國已經存在一百

年是不爭的事實，也希望爾後每年元旦各商會都會自動自發地舉行升旗典禮。

蘇格蘭僑界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特委託金‧安德森(Kinloch Anderson)公司而
設計，代表台灣之蘇格蘭格紋(封面)，並將呈獻我政府相關單位，作為慶祝我們國家百
歲生日的賀禮，同時作為各位參加本屆歐總會年會最誠摯歡迎之意，其意涵與背景故事

請參考手冊封底的說明。

今年也是我歐總會青商會成立大會的元年，一百年前中華民國就是靠一群青年人，拋頭

顱、灑熱血的不斷努力才創立了亞洲第一民主共和國，今天我們在一百年後也成立了第

一屆青商會，讓我年輕的一代傳承了我台商會優良的傳統，青商會的任務概括如下：

一、 加強台商第二代之聯繫與合作，促進商情、商機交流，共謀事業發展，積極開拓
      國際市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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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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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連結海外台商第二代與台灣之平台，延續、促進與台灣之經貿關係。
五、 重視人文、人權、人道精神，提升台商之國際形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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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感謝這次提供贊助的單位與個人，感謝長官與朋友們的題詞，感謝各國商會提供

的資料與照片，讓我年會會刊更豐富精彩，讓我年會更圓滿成功，讓各位來賓盡興愉

快、滿載而歸，享受St. Andrews老球場 (The Old Course) 打球的經驗，在愛丁堡與蘇
格蘭渡過一個難忘的週末與豐收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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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第十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暨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程表

時間/地點：2011年5月英國蘇格蘭愛丁堡Radisson Blu酒店

日期 時　　間 活　動　行　程 地      點 備   註

5月25日
(三) 16:00~19:00

參加建國一百年高爾夫球杯人
員報到

1).The Old Course hotel, 
St. Andrews.(第一種方
式 )

1). 住St. Andrew

2). Radisson Blu hotel, 
Edinburgh (第二種方式 )

2). 住愛丁堡, 租
     車當日往返

 5月26日
(四) 06:30~16:00 建國一百年高爾夫球杯競賽

The Old Course & Jubilee 
Course

酒店一樓大廳集
合出發

5月27日
(五)

06:30~16:00 建國一百年高爾夫球杯競賽
The Old Course & Jubilee 
Course

09:00~12:00 青商會會員報到 一樓大廳 全體青商會人員

12:00~13:45 青商午宴 另訂 全體青商會人員

14:00~17:00 青商會成立大會 會議廳 (另訂 ) 全體青商會人員

14:00~17:00 會員人員報到 一樓大廳 全體與會人員

17:00~19:00 預備會議 會議廳 (另訂 )
理監事以上人員
出席

19:30~22:00 歡迎晚宴(外交部宴請) 地下一樓餐廳 (St. Giles room)全體人員

5月28日
(六)

09:00~10:00 開幕典禮 會議廳 (DUNEDIN Room) 全體人員
10:00~10:15 咖啡，茶點休息時間

10:15~11:15
專題演講(海基會江董事長丙
坤)

會議廳 (DUNEDIN Room)

11:15~11:30 咖啡，茶點休息時間

11:30~12:10
專題演講(倫敦台貿中心呂主
任文瑞)

會議廳 (DUNEDIN Room) 全體人員

12:10~14:00 午宴(經濟部宴請)  會議廳 (DUNEDIN Room) 全體人員

14:30~16:00
第十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會議廳 (DUNEDIN Room)

理監事以上人員
出席

16:00~16:15 咖啡，午茶時間 會議廳 (DUNEDIN Room)

16:15~17:15
會員代表大會。總會長，監

事長及副監事長改選
會議廳 (DUNEDIN Room) 全體會員代表

17:15~18:15
閉幕典禮暨新舊任總會長， 
監事長交接

會議廳 (DUNEDIN Room) 全體人員

18:15~19:30
第十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會議廳 (DUNEDIN Room)

全體新任理監事

以上人員

19:30~23:00 惜別晚宴(僑委會宴請) 地下一樓餐廳 (St. Giles room)全體人員

5月29日
(日)

09:00~17:00 愛丁堡一日遊 林總會長招待 出席一日遊者

17:30~20:00 晚餐 蘇格蘭台商會招待 出席一日遊者

5月30日
(一)

賦歸或各團 
自費旅遊

A 團 : 英愛8日深度遊

B 團 : 英愛8日深度遊

人生真是一連串的奇蹟，很多好朋友從蘇格蘭要產生歐洲台商會總會長，都大呼不可能。愛丁堡

要成為年會會議地點，也大表沒有能力與人力能舉辦，但是在去年四月的時候，一通電話讓這些

事情都變成事實，林玉麟大哥告訴我，歐洲的很多好友要他出來參選，特別是英格蘭的台商，我

想這是一件好事與大事，趕快跟愛丁堡辦事處朱處長報告，獲得全力支持後，便赴西班牙馬德里

幫好人選舉，心想這是多美好的開始啊。

正式年會一開始，才知道也有其他先進也要出來選舉，真是競爭激烈，跟林大哥討論後，一切交

給各位台商好友的安排，順其自然，與人為善的臺灣人哲學，正是我們心中的寫照，竟然真的當

選了，我也順理成章當上秘書長，開始我人生的另一段經驗。

從此我看到各位好友，頭一定要低.說話一定要柔軟，每個人的意見一定要聽，我的兒子問我為
什麼要這樣做？我說這就是學習的精神，我自己都無法做到怎樣要別人做到呢？於是我陪同林總

會長多次做夜間火車當日由格拉斯哥到倫敦十個小時尋找贊助。參加會議找臺商贊助，贊助沒著

落竟然找到很多中國文化大學的校友們，我也幫母校牽線安排歐洲校友們與校友會連絡，這也是

另一方面的收穫。

年會的活動不是總會長和我就能辦得好，很感謝蘇格蘭的台灣同胞們，大家都是義工，貢獻時間

與金錢，每個人都是那麼認真，每一次開會都從中午開到晚上，還要到處去看飯店、餐廳與活動

旅遊工具，總會長夫婦還特別開4個小時的車程到St. Andrews看高爾夫球場，可惜威廉王子與他
的女友不在該地，哈哈哈！

這段時間最特殊的一件事是在蘇格蘭議會成立友台小組，朱處長與辦事處的工作同仁努力之下，

代表台灣的聲音總算可以在英國的主流社會佔一席之地，也確實發生了極大作用。比如臺灣觀光

客參考的英國官方網站，經過我們大力反應，不再用簡體字說明。議員們也非常了解臺灣與蘇格

蘭的歷史關係與台灣的風土人情，我們大家真有以臺灣人為榮的使命去宣導。

投入那麼多時間與精神，相對就減少與家人的相處，我非常感謝我內人的協助，除了要照顧生意

以外，我們開會時還提供飲料，最多的一次是明華園來蘇格蘭表演，她搖了一百多杯的珍珠奶

茶，手都快搖斷了，喝過的人都說比臺灣還道地。我的兒女也是當然的幫手，我對他們是以做中

學為教育理念，只要有空一定陪他們讀書，很幸運一位為法律系學，還當上臺灣同學會會長，另

一為考上牙醫系，也考上臺灣大學，但是捨不得離開父母親，就決定留在蘇格蘭，真的感恩。我

想我的母親應該是最高興我當上這個職務，因為我可以多回去臺灣看她，這就是海外遊子最大的

悲哀。

感謝林總會長的支持與愛護， 安排本人擔任秘書長一職。這一個特殊的年份----中華民國一百
年，特別在蘇格蘭舉辦真是有意義，因為蘇格蘭是以威士忌聞名全世界，大家將會在此暢飲與祝

福國運昌隆，蘇格蘭更以格紋為其文化代表，我們也設計臺灣格紋為一百年的歷史見證。

感謝大家來到好山好水好風景的愛丁堡開會，在蘇格蘭的所有台灣人都張開雙手歡迎各位，最後

還是要特別告訴大家----我們的總會長是全職24/7來服務各位，精神令人感佩。而我本人一直以
他為模範，還是做不到，所以如有安排不週到，一定是本人思慮不週所造成 ，請多包涵。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十七屆秘書長									陳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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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議程暨討論事項草案

時間：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　14:30-16:00

地點：蘇格蘭愛丁堡Radisson Blu酒店

主席：林總會長玉麟

一、 秘書處統計報告理監事出席人數

二、 出席理事超過半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三、 報告事項：1.  主席報告

                             2.  秘書長陳燕發報告

 3.  財務長李綺娟報告

 4.  名譽總會長李耀熊報告

 5.  副總會長(各國會長)報告

 6.  監事長林奇雋報告

四、 提案討論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提案一

提案人：大會秘書處

案由：歐洲總會長、監事長與副監事長選舉辦法訂定。

說明：(一) 歐洲總會長參選資格的訂定，包括選舉的方式與資格訂定。

           (二) 制訂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參選之基本條件資格，以健全完善我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章程之選舉辦法。

辦法：上屆年會時已委由民譽總會長陳淑娟律師制訂草案，本屆年會討論與議決。

提案二

提案人：大會秘書處

案由：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成立大會之組織辦法討論與公布實施。

說明：因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仍屬本歐總會的內部組織，其組織辦法仍需經過理監

           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之。

辦法：提請大會討論。

討論事項草案

提案三

提案人：大會秘書處

案由：響應世總會認捐捐血袋的義行，歐總會為善亦不落人後，目標五萬個捐血袋。

說明：(一) 世總會於三月中旬在南非德本召開第十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在案，

                  期望我歐總會全體會員支持本案，踴躍認捐數量。

           (二) 每個捐血袋成本為美金USD2.5元。

           (三) 詳細內容請參照世總會�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4月8日� ; 發文字號：

                  世總17字第128號 ; 主旨：為請 貴總會配合發起捐血袋認捐活動，以彰顯世界台     

                  商對台灣之關懷與愛心一案，敬請查照，共襄盛舉。一文。

辦法：提請討論，若蒙通過，請將認捐的數量通知秘書處，以利統計總數。

提案四

提案人：大會秘書處

案由：響應世總會認養弱勢在學學童善行，歐總會為善亦不落人後，目標三十人。

說明：(一) 世總會於三月中旬在南非德本召開第十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時，再度呼

                  籲，期望我歐總會全體會員支持本案，踴躍認養。

           (二) 以一人認養一名學童為原則，以維持互動的品質。

           (三) 國小生每年NT$2萬元，國中生每年NT$3萬元，詳細內容請參照世總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月31日� ; 發文字號：〝世總17字第094號〞;主

                  旨：本總會發起關懷清寒學童活動，由第17屆婦女聯誼委員負責

                  辦理學校孩童認養，敬請踴躍參予此項公益活動。

辦法：提請討論，若蒙通過，請將即刻填寫願認同意書交到秘書處，以利回報世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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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出席名單

VIP：吳英毅、江丙坤、張小月、陳聰潔、呂文瑞、鍾宇章、何元圭、盧起箴、梁政淵、 
 黃正勝，呂素滿、李芳信，廖妙溶、林育賢、徐婉婷、朱蘭香、葉慶和、許明芳、 

 莫菲爾娜 

Austria：吳輝舟，吳春娟

Belgium：蕭培森、張志康、李貽璋

France：郭珮涵，丘世璿、陳淑娟、蔡國泰、李永慶，謝美婷、林奇雋，鄭蓓斐、
       黃行德，黃曾金華、黎輝

Germany：郭琛，葉炤萍、傅佩芬、楊梅芳、楊燕卿、黃林芝、鄭東平，鄭刑秀玲、
  林姵妏、李錦鈺、陳紹龍、宋春霞、廖啟郎、彭瑞銘，陳惠美、扈喆華，

  李金芳、張語揚、孫屏、沃連珠、顏耀莊、顏林美枝、沈勝明、沈馮麗琪、    

                         黃俊彥，黃魏惠鶯、陳林迎祥，陳秀真

Italy：吳秀琪，胡紹菊

Luxembourg：劉美姬，劉致媛

Netherlands：許瑞麟，許雅紅、賴志剛

Poland：楊景德

Spain：黎萬棠、李耀熊，李曾尺、李輝全，劉金枝、陳永森，鄭美玲、廖天儀，
     蕭秀芬、余由紀，柯秀麗、李志俊，徐玉英

Sweden：駱瑤玲、李玉英

Switzerland：周仲蘭

Turkey：張昭倫，安詩鈴、王玉珍、趙紅潤

UK：林葳，楊筱燕、沈為霈、董淑貞、儲中流、黃貴乾，聞穎、梁秋生、李勳墉、
           何芳宜、林玉麟，李綺娟、陳燕發、張楊麗銀，張景清、陳乃琛、邱觀奎  

炎黃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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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會長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設總會長一人，任期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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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協助處理會務，任期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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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會員國最多僅得推派一名理事。

 理事會議每年應至少舉行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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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責監督會務及財務，任期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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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歷屆總會長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創會至今已到第十七年度，在歷任總會長努力下，會員國已發展至18

國，歷任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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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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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陳淑娟 - 巴黎   16.  2010年 西班牙李耀熊 - 馬德里

由上表可知，迄今總會長主要由西歐各國之台商出任，東歐部份國家近十多年來陸續加入

歐盟，因人工成本較西歐低廉，有許多台商公司將生產工廠遷移至東歐，由於近幾年的發展，

歐洲總會東歐之會員國已略有斬獲，有波蘭、捷克、匈牙利、俄羅斯等國成立了台商會，另

羅馬尼亞也有台商設廠，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成立台商會；土耳其台商會也於第 17屆第一次

一、成立緣由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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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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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首任創會會長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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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宗旨

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規定之宗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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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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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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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概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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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各國台商會的介紹與活動集錦

德西台灣商會於1989年成立，以台商為主幹而組成，並結合北萊茵區僑界組織，形成一

網狀之多功能服務平台，以提升華人在德生活與工作之品質為主要宗旨。為能加強台灣廠

商的向心力，提供業界一個溝通的平台與管道，俾使聯誼會組織更加完整及嚴謹，業務能

落實達到業界要求與期望。

德西台商會簡介

顧問
諮詢與監督

宋漢生  
0211-44022068

陳光輝
0221-865731
陳韻竹

0211-773295

會長

郭琛 - William Kuo
Tel: 0151-2290-1390

Skype : williamkuo001
email : w.kuo@umax.de

副會長
會長職務代理人

黃瑩瑩  
Serena Huang
02161-659290

陳漢陞 
Frank Chen

02131-661380

文書與公關組
與各社團與會員文書聯絡

顏徽玲
02921-9814798
dr.hueilingyen@
googlemail.com

彭菲菲 - Fei-fei Peng
0174-3405325

黃瑩瑩 - Serena Huang
02161-659290
0172-2652496

活動組
舉辦或舉辦各項活動

嚴謙和 - Jeff Yen
0177-3376001

02161-49524912

洪瑞演 - Franz Huang
0175-2725146

彭冠鈞 - Milo Peng
01578-1752635

賴建忠 - Richard Lai
0152-09896122

蕭博謙 - Henry Hsiao
0281-2067700

簡裕鴻 - 0172-2640812

網路資訊組
建立與維護台商網站

陳漢陞 - Frank Chen / 02131-661380
郭韋宏 - Tony Kuo / tonyk1986@msn.com

志工組
機動支援各項事務

趙盛坦 - Stan Chao
0211-52850588

陳翔民 - Vincent Chen
02433-9401826

沈振華 - Cavin Shen
02154-8147822

賴建忠 - Richard Lai
02241-846183

洪瑞演 - Franz Huang
0175-2725146

林義忠 / 02161-659290

德西台商聯誼會組織表 

財務組
管理各項財務收入與支出

何玉英 / 02159-8282690
lillian01232003@yahoo.com.tw

理監事會加入我們這大家庭，在張昭倫會長的領導下，會物蒸蒸日上，並熱心參與總會的會務。

此外，北歐之挪威台商會，在于會長懷義多年的辛苦經營下，現已交由新當選會長的劉欣怡

女士接棒。另，數年前加入的瑞典台商會也在駱瑤玲會長熱心參與下，會務有明顯的進步，

雖然芬蘭與丹麥有台商在當地成立公司或工廠，但尚未成商會的氣候，希望芬蘭與丹麥將來

會有台灣商會的成立。

五、推動各項活動

鑑於部分會員國參與歐總活動情況不理想，實因歐洲員工福利負擔太重，各行各業台商都是

採精兵主義來打拼。以致大部分經營者都必須參與各項實體的操作，若干東歐國家之台商不

易擅離工作崗位參與商會會務，造成在年會缺席的情況。

目前本總會發展為17個會員國，自己將著重於如何增進現有會員國之向心力，如何加強各會

員國彼此間橫向之聯繫，如何提高參與歐總活動之意願，如何促進商機及跨業交流達到雙贏

的目的。

歐洲總會本年度之目標:

- 以”建國一百”為主軸，整合各會員國舉辦相關之慶祝活動；

- 推動各會員國互動與橫向之交流，加強國與國之間的互訪；

- 繼續加強商會網站功能，與跨業合作、促進商機交流；

- 配合世界台商總會之在台綠化活動，以及創造災區重建生機；

- 配合世界台商總會慶祝建國一百年所舉辦的各項慶祝活動：

  1.     支援及協助六大洲及各分會辦理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

  2.    大僑鄉計劃。

  3.    綠色造林計劃。

  4.    建國一百年勞軍活動。

  5.    建國一百年文物展及慶祝活動。

  6.    建國一百年聖火傳遞。（三月廿九日啟動）

  7.    建國一百年高爾夫球賽(世界總會盃及台北百年盃)。

  8.    建國一百年世界台僑關懷捐血活動。

  9.    青商會與建國一百年相關活動。

  10.   建國一百年國慶遊行花車。

  11.   弱勢孤兒院、老人院及街友關懷活動。

  12.   弱勢學童獎助學金。

六、青商會之催生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在各前任世界台商會總會長的催生下，由蔡名譽總會長國泰接

生，於今(2010)年十月三日假台北圓山飯店召開第一屆成立大會，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

商會終於呱呱墮地的誕生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也配合進行籌組青商會的事宜，以便與

剛成立的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接軌，達到世代傳承、承先啟後的目的與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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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北臺商三十年

之一 八十年代，德北臺商不足十家，同在異國打拚，工作之餘常聚在一起吃飯、聊天互

相交換心得，由當時任職「 中華開發 」 的陳谷海發起，加上潘明處長的支持「北德地區

臺灣廠商聯誼會」成立了!

一九九五年「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在臺正式成立，全球各地臺商在僑委會的推動整合

和政府的支持下，「德北臺灣商會」也在九六年中獲准立案為正式社團，同時成為 「德

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之下的五個分會之一; 臺商的活動觸角更深入了全球五大洲。歷任

外交部、經濟部、貿協駐漢堡的主管都全力的支持商會舉辦了許多專題演講及有關移民、

財稅、法令等方面的座談﹐無分臺商、華商都借此機會一起學習、共同成長。全盛時期臺

商公司多達六十餘家! 分佈於漢堡市及基爾、布萊梅、漢諾威等地區，可謂盛況空前。

德國台商開展狀況跟著世界經濟的運轉而變化，前十五年從起步到蓬勃發展，之後隨世界

政經的不斷洗牌，經濟發展區塊與投資標的不斷翻新，也促成台商在北德的變化與新面

貌，尤其一九九五年「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在臺正式成立,本會成為分會，將德北台

商的腳步逐漸帶入地球化的營運平台。

之二 2010年年會因緣際會趕的正巧,有機會替兩位朋友餞行,一為駐德國台北代表處柏林

經濟部邱組長一徹先生,一為漢堡辦事處侯組長明璋先生. ,1984到2011 跨越26年之間, 邱

一徹先生總計五派德國,因此德台兩地在這25年之間的變化,無論是在經貿現場或者生活

上,有深刻的體會與認識, 侯明璋先生一值是僑胞身邊的好朋友,他從哲學的氛圍走到外交

僑務的服務,有他其它色彩的生活認知.

之三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活動電子商務系列講座由德北台商會與漢堡中華婦女會聯合

主辦,內容包括電子商務概論, 網購的實際操作與經驗分享, 網路行銷的目標與其工具, 實

際案例操作,電子商務最新趨勢, 電子商務法律相關議題與智慧財產權問題。活動目標在增

進僑社對電子商務最新趨勢的了解,創造與擴展各人與台商實現願景之新機運,同時不忘打

造雲端生活時代的健康身體。

德北台商會簡介

會長─王雙秀
雙紅德台中小企業服務

副會長─扈喆華
僑務顧問

財務─王鳳英
自然療法 Heilpraktiker

本屆幹部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活動電子商務系列

講座德北台商會,漢堡中華婦女會聯合主辦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活動電子商務系列

講座德北台商會,漢堡中華婦女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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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南台灣廠商聯誼會簡介

位於德國南部兩州(Baden Württemberg & Bayern)的台灣廠商於1992年5月在慕尼黑正

式成立“德南台灣廠商聯誼會”，其宗旨與目的在於促進台灣廠商之間的互相認識，藉以

交流資訊與經驗，除了聯誼之外並加強廠商與我政府派駐德國地區各單位的聯繫而培養共

識、結合力量，進而建立與德國政府及工商企業團體之溝通管道，拓展台灣與德國的經貿

關係。

本會每年舉辦兩次的大型聯誼活動，包括經貿及各式專題演講，藉此加強會員之間的感情

交流及資訊交換，並協助擴大相互間的商機。

德南台商會簡介

2010年9月在Freudenstadt舉辦的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聯誼會

↑感謝3月1日台貿中心蕭欽沉主任(前排左) 
召集與宴請匈牙利台商們與經濟組周泳清組長
(後排右三)的蒞臨&王琮暘會長(後中)的領導

感謝高大使青雲(前中)晚餐宴請 -- 2Mar11

德南台灣廠商聯合會“2010年4月在Murnau的春季活動

2011年3月5日改選會長，由王琮暘當選為新任會長，唐江寧與劉倖佑為副會長。

目前會員與公司名稱如下：

匈牙利台商會

會長 ─ 王琮暘 / Victoria fashion

副會長 ─ 唐江寧 / REXWAY

副會長 ─ 劉倖佑 / SUNRISE

總幹長 ─ 沈谷良 / Starcross

僑務顧問 ─ 曠幼漫 / GOODS

僑務委員 ─ 林志成 / RTA Premium

僑務幹事 ─ 林昆民 / YOMAX

幹事 ─ 林宇鐘 / L.U.Kingdom

幹事 ─ 黃正聖 / KELLY-TECH

幹事 ─ 王志成 / MITWA KFT

幹事 ─ 陳英光 / Mountain Cycle 

幹事 ─ 楊寶福 / Foxconn KFT

幹事 ─ 李燿州 /  Wealthy Phoenix

↓後排左起黃正聖(Jason), 劉倖佑(Nick),陳正南, 王琮暘會長
(Charles), 周組長泳清(David), 沈谷良(Colin) ，林昆民(Kelvin), 
前排左起是蕭欽沉, 林玉麟, 曠幼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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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台商會於2009年12月26日正式在伊斯坦堡正式成立，當天台商會會員踴躍參加成

立大會，台北經濟文化處駐安卡拉李組長與外貿協會駐伊斯坦堡陽主任擔任貴賓，親臨指

導與祝賀。  

土耳其位處於歐亞相交接點，是個具有潛力的新興市場，多年來台商遠離家鄉在此單打獨

鬥，缺少一個可交流的平台，由於商業交易頻繁，許多台商在土耳其經商時面臨困難，畢

竟語言與人文風情跟台灣有極大的差異，由於土耳其地大台商散居各地，聯繫與組織團體

有困難度。 

然而有台商會成立的必要，當地台商需要一個組織與平台，共同接收來自於台灣有關單位

的最新資訊，共同分享資源與福利，幫助需要資訊的同鄉，達到共聚分享的目的。

感謝李組長的熱心催生與極力奔走，讓土耳其台商會在短時間內組織成立，將嘉惠更多來

自台灣的鄉親。台商會長張昭倫旅居土耳其多年，熟知當地民情，熱心服務台灣同胞，會

中提到” 各位台商遠離家鄉來到土耳其，一定更加體驗自己國家的美好，身為台灣人一

定要團結共聚，把我們在國外的經驗傳遞給需要的台灣鄉親”，成立大會中每位台商自我

介紹，大家侃侃而談在土耳其經商甘苦，共同分享經驗，台商會會員人才濟濟，近年來台

灣對土耳其貿易順差，都是優秀台商的奉獻，每年將有一系列台商會活動，將有十次聚

會，每次聚會規劃主題討論，例如: 在土耳其的食、衣、住、行、保健、居留、法律、旅

遊、娛樂、教育，這十個主題將有專人負責介紹，每次聚會將有二位本月之星，分享在土

耳其從商的辛酸史，這樣的安排讓會員有所收穫，更加豐富生活的色彩。 希望會員們積

極參與，讓在土耳其的台商們凝聚出團結力量，即使人不在台灣也深感來自家鄉的溫暖。

目前土耳其台商會約有二十五位會員，從事業別包括: 紡織機器、貿易、印刷,包膜機器、

人造皮革、電子通訊、鞋材,人造皮革、貨櫃運輸、汽車影音娛樂系統、汽車零件、食品,

機器設備,CNC木工機器、電腦通訊、拉鍊、餐廳、旅遊、大理石、電子科技、卡車零

件，深入土耳其各項產業，充分發揮台灣商人精神積極拓展雙邊貿易。

土耳其台商會簡介

土耳其台商會2010-2011幹部名單

張昭倫 ─ 會長

胡光中 ─ 副會長

孫傳益 ─ 副會長

林榮堂 ─ 秘書長

王玉珍 ─ 副秘書長

趙洪潤 ─ 副秘書長

劉正中 ─ 理事

吳怡萱 ─ 理事

黃巾彥 ─ 理事

余自成 ─ 在台聯絡人

吳依真 ─ 候補理事

黃世銘 ─ 候補理事

許嘉達 ─ 候補理事

艾爾翰 ─ 顧問

李志明 ─ 顧問

張雲龍 ─ 顧問

土耳其台商會2009成立照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型態 地點 負責單位/ 人員(每月之星)

1-Jan-11 Sat. 11:00-15:00 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 升旗典禮/ 專題討論
/ 餐會

外貿協會
(暫訂)

土台會/ 孫副會長傳益+ 劉理事正中

16-Jan-11 Sun. 19:00-22:00 陳代表尾牙宴 正式晚餐/ 伊堡台胞 土台會/ 王副秘書長玉珍+余自成大哥

13-Feb-11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專題討論/ 聚餐 土台會/ 趙副秘書長紅潤

13-Mar-11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專題討論/ 聚餐 土台會/ 林秘書長榮堂
Mar. 11 
(日期未定)

 世界台商會17屆年會 南非德班

10-Apr-11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專題討論/ 聚餐 土台會/ 吳理事怡萱

8-May-11 Sun. 10:00-15:00 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 森林公園健行/ 母親
節餐會

Belgra
森林公園

土台會/  張會長昭倫

27-29 May-11 歐洲台商會年會 蘇格蘭愛

5-Jun-11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端午節餐會 土台會/ 胡副會長光中
11-Sep-11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中秋節餐會 土台會/ 黃理事巾彥
Oct.初 
(日期未定)

 世界台商會17屆年會 台灣台北

2010/10/8
 (暫訂)

Sun. 18:00-22:00 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 海峽遊輪餐會/ 伊堡
台胞

A.koy登船 安卡拉代表處, 土台會張昭倫

Oct. 11
(日期未定)

Sun. 8:30-4:00 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 博斯普魯斯跨橋馬
拉松/ 餐會

亞洲岸
起跑

土台會/ 胡副會長光中

13-Nov-11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專題討論/ 聚餐 土台會/ 林秘書長榮堂

11-Dec-11 Sun. 12:00-15:00 台商會月會 專題討論/ 聚餐 土台會/ 王副秘書長玉珍+余自成大哥

土耳其台商會2011行事曆

左上：端午2010團圓照
左下：中秋2010團圓宴
右上：新年2011晚餐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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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台商會

蘇格蘭台商會起因於1995至1998年間，許多台商電子與電腦週邊相關產業與公司，陸

續呼應客戶要求，而在有歐洲矽谷之稱的蘇格蘭西起格拉斯哥(Glasgow) 東至愛丁堡

(Edinburgh) 車程不過一小時左右的地帶設立工廠與公司，以就近服務客戶，爭取全球性

的訂單與生意機會，是不可或缺的戰略據點。

    我政府也感念台商的重要性，以及我國與蘇格蘭雙邊貿易的與日俱增，遂以服務當地

台商、留學生與僑界為目標，順應民意成立了愛丁堡辦事處，以就近提供最好的服務。在

第一任處長蔡爾晃代表的催生下, 於1998年 12月12日召開成立蘇格蘭台灣商會，第一任

會長為黃正和先生，開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台商會有了接觸與互動，台商剛到蘇格蘭在工

作上如何融合當地幹部與員工的管理與經營，台商會起了小小的助力與正面功效。

    第二任會長為張財星先生，於2000年12月接任一屆後，2002年底其公司台達電將其工

作調至荷蘭，第三任會長由林玉麟於2002年12月接任至2010年4月30，同年五月一日改

選由本人接任第四任會長，劉曜維與吳啟銘擔任副會長，聘林玉麟為名譽會長。

上任後，感念辦事處朱處長瑞園與其他長官、台商朋友、僑領前輩與同學們的協助與合

作，我蘇格蘭僑界自2010年三月起就密集討論歐洲臺灣商會將於五月廿八日在愛丁堡舉

行的年會，與建國一百年的各項慶祝活動，雖然我們的人數不多，2011年從元旦升旗、

電影欣賞、春節聯歡會到五月份的年會，每個活動都辦的有聲有色，由照片中可以看到所

展現的成果。

　　台商的未來發展必須靠年輕人的接棒，我們也於2010年12月11日成立了蘇格蘭台灣

商會青商會。

最後希望各位參加年會的先進們，能於五月的愛丁堡第十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期間[開會獲

得新知,活動玩的快樂] 。陳燕發敬上

2009年10月9日全體台商
由朱瑞園處長帶領與格拉斯哥市長午餐

元旦升旗典禮，大聲國歌聲中向冉冉上升的國旗致敬

2010年5月19日
蘇格蘭友台小組第一次會議

蘇格蘭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籌委會蘇格蘭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籌委會

2010年12月11日蘇格蘭台商會青商會成立大會合影 2011 年2月12日春節聯歡午餐餐敘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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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舉辦元旦升旗典禮活動 

愛丁堡辦事處朱處長瑞園夫婦偕駐處同仁及眷屬應邀參加蘇格蘭地區「中華民國建國一百

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於本（元）月一日上午11時在愛丁堡市美朵思（Meadows）公
園舉行升旗典禮，共有僑學界人士150餘人出席，氣氛熱鬧溫馨。

元旦升旗典禮於上午11時在愛丁堡市美朵思公園舉行，由籌委會林主任委員玉麟主持，
共有包括籌委會吳副主任委員錦良（英國吳氏宗親總會總會長）、邱副主任委 員觀奎
（愛華會前會長）、松柏會陳前主席四有、籌委會多位成員、蘇格蘭台灣商會與青商會成

員、愛丁堡地區台灣同學會林會長孟潔、同學會幹部與僑學界人士 150餘人攜家帶眷出
席。眾人先在司儀引領下齊聲高唱中華民國國歌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國旗歌聲中升

起，隨風飄揚於愛丁堡市上空，過程莊嚴隆重。

林主委首先致詞表示，蘇格蘭僑界配合全球華人與國內同步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元旦舉

行升旗典禮，感謝大家不畏寒冷踴躍出席，以表達對國家支持之情操，令人感動。這也是

蘇格蘭僑界首次舉辦元旦升旗活動，深具意義，感謝大家熱情參與。

朱處長致詞高度肯定籌委會在建國一百年元旦舉辦升旗典禮活動，對於僑胞及留學生愛

國情操表示感佩。朱處長強調，中華民國生於憂患，成長於風雨飄搖之際，在政 府及國
人努力下，中華民國台灣業成為政治最民主、經濟最繁榮、教育最普及與思想最多元之

華人社會典範。我國雖面臨諸多挑戰，惟在政府與國人齊心協力之下， 終必克服一切困
難，邁向榮景。過去兩年半以來，馬總統所率執政團隊已帶領台灣走出經濟不景氣，我國

上年度經濟成長率創新高，兩岸關係在求同存異，共創雙贏 前提下，持續穩健前進，我
活路外交政策廣受國際社會肯定。此外，經過政府積極爭取，歐盟已同意予我免申根簽證

待遇，並將自本年1月11日起生效，國人得以 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前往國家或地區高達96
個。誠摯感謝僑胞及留學生全力支持政府施政，祝福中華民國運昌隆，台灣風調雨順，馬

總統政躬康泰，與會人士闔府安 康，新年吉祥如意。

當日活動進行約40分鐘，過程圓滿順利。元旦升旗活動雖係在蘇格蘭地區首度舉辦，惟
出席人數超乎預期，其中最年幼者出生 僅5個月為我國博士班留學生陳冠旭及范家娟之女
（Sophie Chen）。駐愛丁堡辦事處於現場致贈國旗圍巾，林主委自國內訂購之手搖國
旗，現場旗海飛揚，與會人士紛紛拍照留念。

蘇格蘭僑界元旦升旗典禮

瑞典台商會第二屆年會已於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在首都 Stockholm 召開。台北駐
瑞典代表處 朱文祥代表 偕夫人，以及斯德哥爾摩台灣貿易中心洪政炫主任，均到場參與
盛會。

今年的改選的結果，以95% 之高得票率，由會長駱瑤玲 (Jenny Jenving) 當選連任，任
期兩年。本會當全力配合歐洲台商總會及世界台商總會所主導的各項活動。

瑞典台商會之理事幹部名單如下：

會   長 ─ 駱瑤玲 ( jenny.jenving@gmail.com )                                                                                                                                                
副會長 ─ 林朝求 ( ccdalin@gmail.com )   
副會長 ─ 邱秀麗 ( shiowlihwu@yahoo.se )      
秘書長 ─ 葉香蘭 ( hsiang49_lan@yahoo.com )
財務長 ─ 方來秀  ( nancy.bjork@boremail.com )
總務長 ─ 周碧薇  ( sophy_ado@hotmail.com ) 
監事長 ─ 曾敏雄  ( minhsiung.tsung@gmail.com )

瑞典台商會

會中茶點時間大家吃蛋糕『瑞典臺商會一周歲』慶生;第一屆年會之後在我們
副會長開的餐廳晚餐，聚餐人數共31人。

 瑞典台商會2009年五月首次參加歐總會， 
駱會長報告會務。

2010年11月13日主要理事幹部們合影

2011年
朱文祥大使
帶領台商舉行
元旦升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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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元旦，數百位旅英僑胞不畏寒冷陰雨，熱烈參加升旗典禮；這是英

國僑界首次舉辦元旦升旗典禮，當國旗冉冉升起，不少僑胞心情激動，熱淚盈眶。

倫敦今天白天溫度僅攝氏3度，陰雨綿綿，僑胞參加在攝政公園舉行的升旗典禮熱情不
減，中華民國駐英代表張小月、僑務委員儲中流、僑務諮詢委員沈為霈、黃貴乾、僑務顧

問孫愛珍、聞穎、林葳、英格蘭台商會會長梁秋生等300多位僑胞踴躍參加。

不少僑胞扶老攜幼，並有許多留學生及年輕僑胞帶著國旗參加，有些僑胞遠從北愛爾蘭、

威爾斯專程出席，現場氣氛十分熱鬧。在聲樂家黃德馨領唱下，僑胞們大聲高唱國歌，

之後在國旗歌聲中，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冉冉升起，這是英國僑界第1次舉行元旦升旗典
禮，在異鄉看到國旗，許多僑胞心情都很激動與興奮。

張小月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今天的升旗典禮具有重要意義，這是英國僑界第1次
舉行元旦升旗典禮，用莊嚴隆重的方式迎接中華民國建國100年第1天的到來，老中青三
代熱烈參加，象徵他們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對台灣的認同。

張小月說，今天僑胞都是自動自發熱情參與，在英國僑界是空前盛況，展望未來100年，
相信在國人與僑胞團結、同心協力下，中華民國將更繁榮昌盛。主辦單位同時安排合唱

「國家」、「梅花」及「明天會更好」3首歌曲，僑胞們都大聲喝和，搖旗歡呼，感動百
分百。

來自金門的郭怡君，旅居英國10年，今天披掛大面國旗出席，她告訴記者，很開心參加
建國100年的活動，心情十分「波濤洶湧」，「感覺祖國就在身邊」。

今年暑假到艾克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就讀的陳信楓，也帶著大面國旗專程到
倫敦參加升旗典禮，他說，「我的第1個100年在倫敦度過，心情非常激動，唱國歌時憶
起當兵時的歲月，很開心參加升旗典禮」。

郭怡君、陳信楓及同行的友人羅瑋君、蔡晴丞，全程積極參與，在民國100年的第1天留
下難忘的回憶。升旗典禮後同時安排抽獎活動，由中華航空與長榮航空贈送機票，張小月

也準備大禮，獲獎者清一色是女性，巧合的是她們都姓陳。

英格蘭台商會元旦升旗典禮

↑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元旦，300多位旅英僑胞不畏寒冷陰雨，熱烈參
加升旗典禮；這是英國僑界首次舉辦元旦升旗典禮，僑胞都很興奮。

↓中華民國國旗首次飄揚在英國

倫敦攝政公園，圖後方是倫敦地

標英國電話公司（BT）大樓。
（江靜玲攝）

英格蘭台灣商會概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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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僑委會以及多位英格蘭台商前輩奔波努力下，於2000年9月底假倫敦成立英格蘭臺灣商會.

本屆理監事 (2010-2012)
理事 / 會長  ------------------------  梁秋生   Harry Liang                                                                                                                                            

理事 / 副會長  ---------------------  賴世寬   Sherman Lai   

理事 / 財務長  ---------------------  林澄泉   Robin Lin      

理事 / 秘書長  ---------------------  何芳宜   Emily Ho      

理事(2006-2010 會長) -------  李勳墉   S. Y. Lee 

理事(2002-2006會長) --------  黃貴乾   Q. C. Huang 

理事 ---------------------------------  許世芳   Silas Hsu      

監事長  -----------------------------   屈寶華   Edward

英格蘭台灣商會-青年商會首屆會員大會於2011/1/22假倫敦的駐英國台北代表處順利召
開, 共計吸引數十位旅英青年熱情參與, 會中並順利遴選出首屆青年商會理監事會成員共
十二名. 會長/ 高偉淙 (理事), 副會長/ 林詩萍 (理事), 秘書長/ 陸用儒 (理事), 財務長/ 王愛
茹 (理事), 監事長/ 嚴士育 (監事), 黃英傑 (理事)

英格蘭台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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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台商會

駐法代表處舉辦元旦升旗活動

駐法代表處今天舉辦元旦升旗活動，100多名民眾在上午10時10分齊唱國歌和國旗歌，看

著國旗緩緩上升。典禮簡短肅穆，居住海外多年的僑胞十分感動。

慶祝建國百年，駐法代表處今天舉辦元旦升旗，吸引不少旅居法國的僑胞參加。現場還可

見與台灣結為親家的外國友人、正在巴黎市區觀光的台灣遊客，100多名民眾頓時讓駐法

代表處的中庭客滿。

10時10分大家齊唱國歌，接著由駐法代表呂慶龍主持升旗典禮。當國旗緩緩上升時，眾

多離家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的僑胞十分感動，多人熱淚盈眶。

呂慶龍現場朗讀總統馬英九的元旦談話，整個升旗典禮簡短肅穆。他表示，很高興看到各

僑團踴躍出席，顯示平日僑務工作穩健紮實。巴黎今晨溫度在攝氏零度上下，代表處邀請

參與民眾入內用熱茶、熱咖啡取暖。

為了要讓建國百年非常不一樣，還有第二波活動。由台灣商會、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台灣

客家會、中華民國婦女會法國分會等團體聯合舉辦的塞納河遊船餐，有280人報名參加。

不過，由於塞納河水位高漲，船公司告知無法出航，遊船停靠在艾菲爾鐵塔腳下。參與僑

胞仍興高采烈，紛紛表示，重要的是相聚在一起。

呂慶龍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頒發僑務委員證書，以及感謝狀，對象包括熱心捐款

協助台灣在八八水災後造林及其他重建工程的僑胞。平日熱心僑務的蔡國泰、黎輝、陳淑

娟、李永慶、曾金華、郭佩涵、林寶寶等各行各業專業人士分別獲頒獎狀。

參與遊船船餐的僑胞多攜家帶眷，現場三代同堂，一片歡樂節慶場面。眾人互相提醒，建

國百年一整年有系列慶祝活動，大家相約再會。

法國台灣商會成立於1994年，本會設有章程、規則。並且是旅法僑界唯一有向法國政府

申請註冊登記在案之僑團，歷任會長如下： 

1994-1996 張宗鼎先生，任期兩年。        1996-2001 蔡國泰先生，任期五年。

2001-2005 黃行德先生，任期四年。        2005-2006 林奇雋先生，任期一年。

2006-2007 郭麗秋女士，任期一年。        2007-2011 李永慶先生，任期四年。 

其中當選過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職務者有蔡國泰先生、黃行德先生、陳淑娟律師。

駐法代表處1日（當地時間）舉辦元旦升旗，由駐法代表呂慶龍主持。

100多名民眾齊聚唱國歌、國旗歌，旅居海外多年的僑胞尤其感動。

法國台灣商會沿革

2011年元月一日 塞納河遊船
舉行「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元旦慶祝餐會」

法國台商會2011行事曆

2011/01/01  09:30-11:00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元旦升期典禮-駐法代表處。
 
2011/01/01  12:00-16:00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元旦餐會-塞納河遊船、午宴、摸彩同樂。
 
2011/05月底  08:00-18:00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0年高爾夫球賽及母親節園遊會。
  洽請碧西(Bussy Saint Georges)巿政府協辦
 
2011/06月中       會員大會並改選會長及理監事-地點及日期未定
 
2011/09月中      客家餐點研習會-地點及日期未定
 
2011/10月中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0年雙十國慶-地點及日期未定 
 
2011/12月底       春節餐會-地點及日期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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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台商會

為迎接中華民國建國100年，西班牙僑學界與駐西班牙代表處於元月1日上午假馬德里華僑

學校校址首次聯合舉辦元旦升旗典禮暨新春團拜活動，參加人數踴躍，當日風和日麗、晴

空萬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飛舞飄揚，眾人齊唱中華民國國歌迎接精采100年的到來。 

升旗典禮首先由僑胞青年子弟恭迎國旗入場，象徵僑界愛國意識之薪火相傳，並盼在海外

生長的僑界第二代，能不忘我革命烈士當年拋頭顱、灑熱 血、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愛國

情操。嗣現場在駐西班牙代表處侯代表清山及僑務委員會李僑務委員耀熊引領下，全體齊

聲高唱我中華民國國歌，現場旗海飛舞，氣氛 莊嚴肅穆，甚有八旬僑界耆老難掩興奮，

感動落淚。 

侯代表致詞表示，在一百年前，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理想的革命先烈，用鮮血建

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帶給全中國 人民ㄧ個有別於過往帝制君權

下的新契機。然而民國卅八年內戰失利，政府遷台，在全民ㄧ心、痛定思痛的意識下，政

府推動各項改革與建設，使得民主政治與經濟 發展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獲得傲人的成就與

肯定。侯代表並向在場僑胞闡述馬總統元旦賀詞中所提「黃金十年」及四項期許與宏願，

強調政府未來將加強全民教育、數 位科技、社會公義及兩岸和平等議題的發展，並期許

全民共同發下宏願，在未來的一百年，中華民國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要做華人世界的

民主模範；要做全球的 創新中心；要成為受人尊敬、讓人感動的國家等語。 

嗣李僑務委員致詞表示，回顧旅西班牙僑學界發展，在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首次舉辦元

旦升旗典禮，意義非凡，除感謝僑委會與代表處的鼎力協助 外，亦勉勵在場僑胞，盼從

今年起往後的一百年、兩百年，每年這個時刻，年年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與莊嚴肅穆的

國歌都能在西班牙的土地上飄揚迴盪。

李委員嗣 順向在場僑胞簡述本年度僑界所規畫之ㄧ系列精采一百年慶祝活動。 致詞後，

進行新春團拜，與會僑胞與代表處同仁員眷互祝新年快樂、萬事如意，並高喊「中華民國

萬歲」慶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氣氛莊嚴隆重，現 場李僑務委員並細心準備台式飲品及

點心讓大家回味家鄉口味，代表處亦準備一百年慶祝月曆及童顏看百年計事曆贈送僑胞，

全部活動歷時2小時後，眾人仍依依不 捨離去。 

旅西僑界第二代恭迎中華民
國國旗進場。

駐西班牙代表處與旅西班牙僑團慶祝中
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元旦升旗合影。

元旦新春團拜儀式，旅西僑胞
互道新年好。

葡萄牙台商會

2009年六月中民譽總會長李耀熊先生偕同陳秘書長永森、廖副秘書長天儀拜訪葡萄牙台

商，受到當地台商朋友熱烈的響應，更感動的是有從外地開車一個多小時及三個多小時特

地趕到首都里斯本來開會相聚。

當天受到駐葡萄牙代表處李大使辰雄及經濟組陳組長銘師的協助即召集全體參加開會的台

商朋友成立葡萄牙台灣商會。

選舉葡國台商會幹部：會    長：簡文達

                   　　　   副會長：丁智淵

                      　　     秘書長：林聰輝

                     　　　 監事長：徐祖年

上葡國台灣商會正式成立，葡國台灣商會為歐總第十七個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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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升旗典禮

荷蘭僑界舉行升旗典禮
荷蘭代表處於建國百年首日的上午11時11分在鹿特丹舉行盛大升旗典禮，駐荷蘭代表劉

融和（中立者）主持，200餘人參加，場面熱烈（駐荷代表處提供）。

荷蘭台商會 比利時台商會

比利時台商會活動

2011年比利時台商會慶祝建國一百年活動  

1 ------- 1月1日 元旦舉辦升旗典禮，將邀請中華民國駐歐盟代表林永樂蒞臨

2 ------- 3月29日 將派員參與夏威夷迎接建國百年聖火！

3 ------- 4月15日 舉行聖火繞行布魯賽爾

4 ------- 5月28日 參加歐洲台商大會

5 ------- 10月10日 組團返國參加國慶大典，並將聖火傳遞活國！

比利時僑界舉行升旗典禮

旅比台僑50多人一早齊聚布魯塞爾中山僑校，舉行隆重升旗典禮，慶祝中華民國第100年

開國紀念日。典禮由駐比代表林永樂（前排右三）主持。（駐比代表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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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台商會活動計畫

楊會長家春節聚餐

鄧代表家合照

波蘭台商會

波蘭台灣商會草創於1994年12月4日，由楊月娥女士擔任首屆會長，至今已經歷16屆會

長之選舉，並擇訂於5月28日改選第17屆會長。

波蘭長駐之台商不多，但會員們之間相處融洽，私下交流頻繁，各會員們對會務的推動皆

能盡力協助，每年固定舉辦之大型聚會，如：端午、中秋、春節過年，及不定期之聯誼活

動皆積極參與，相互交流資訊與分享經驗。每有新進廠商欲了解波蘭市場，會員們皆能依

各自之生意領域及特性，提供寶貴之市場實戰經驗，節省新進廠商之摸索期。

本人不才，歷任數屆會長，更被推舉為永久榮譽會長，深以波蘭的這群台商會員們為榮，

更盼望未來會務的推動及會員數的增長能更上層樓。

                                    

                                                                                      楊月娥 2011年4月24日波蘭筆

瑞士台商會

迎接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元旦，瑞士各僑界社團聯合舉辦團拜與元旦升旗典禮，參加人數

踴躍，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歡欣迎接精采100年的到來。

在伯恩代表處舉辦的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團拜係由瑞士台灣協會籌辦，蘇黎士及伯恩地區

主要社團負責人亦應邀出席。

駐瑞士代表謝發達致詞表示，百年前革命先烈自由、平等、博愛的建國精神在台灣實踐。

而台灣協會會長謝瑾致詞，表達僑胞對故鄉、家國的思念及對迎接建國100年的欣悅之

情。團拜活動尚包括邀請旅瑞女抒情高音聲樂家黃莉錦及鋼琴家陳若瑜為獻唱韓德爾、史

特勞斯等名曲及我國名謠。

元旦升旗則由瑞士華人聯合會何會長振威邀集其他僑團，包括琴詩書畫社、瑞士中華學人

暨專業協會、中華民國婦聯會瑞士分會、台灣同學會、台灣旅瑞中文學校教師聯合會、瑞

士僑愛合唱團、僑訊等於元旦上午十時在Winterthur琴詩書畫社社址舉行。

來自日內瓦、蘇黎士、伯恩等各地區僑胞逾百餘人不畏數日來的雪後寒天，齊聚迎接建國

100年元旦，中華民國駐WTO林大使義夫夫婦、駐瑞士代表處謝代表發達夫婦皆應邀與

會。

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僑胞莊嚴的國歌及國旗歌聲下，在白皚皚的雪地中升起，會場氣氛

感人。林義夫與謝發達應邀致詞闡揚百年來中華民國的建國精神將永遠傳承， 現場僑胞

等並連連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與會瑞士友人皆同感我僑胞對建國100年元旦的興奮之情。

迎接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元旦，瑞士各僑界社團聯合舉辦
元旦升旗典禮，參加人數踴躍，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
揚，歡欣迎接精采100 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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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台商會

目前，旅居捷克的台灣僑民，含海外派駐的台商、當地的留學生和與捷克公民聯姻的台灣

僑民等，共計約280名。旅捷台商的人員大部份以捷克的製造廠與中東歐區域的業務單位

為主，時有調動，並且散居捷克各大工業區城市。

旅捷台商協會於2004年由黃前會長鴻銘先生創立，並先後歷經范前會長德峰先生與王前

會長宗澤先生的努力，目前會員包括（依字首筆畫順序〉九世久企業/高聲文具禮品廠、

大同公司、友訊科技、友達光電、中華航空公司、正文科技、合勤科技、林氏捷台公司、

宏碁電腦、佳世達、奇偶科技、和碩聯合科技、泛歐電子通路、英業達、威剛科技、唐壺

公司、華碩電腦、群光電子、群創-奇美、達方電子、微星科技、緯創資通、鴻海精密、

鴻霖全球運輸、Calypte s.r.o. 、CO-STAR s.r.o.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TMT-ECO s.r.o.、TP trade等台商企業。由於歷任台灣駐捷克代表處大使與台灣駐捷克代

表處經濟組的大力支持，協會與官方互動密切。

現任會長蔡俊敏先生（Raymond Tsai）與總幹事胡小玲小姐（Vivian Hu）由旅捷台商協

會於2010年9月遴選產生。原任副會長因調離捷克，暫時從缺。

3月3日晚餐後,在邱大使仲仁官邸展歌喉

群創-奇美捷克位於Kutna Hora工廠外觀大門

邱大使夫人歌聲一流

由經濟組何元圭組長與蔡俊敏會長領隊拜
訪群創-奇美捷克位於Kutna Hora工廠

由經濟組何元圭組長與蔡俊敏會長領隊拜訪群光捷克
Pardubice廠-4Mar11-2

3月4日與Foxconn集團之群創-奇美台商們使用午餐

3月4日在 Pardubice 晚餐後甜點,王前會長宴請3月4日在 Pardubice晚餐,蔡會長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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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台商們

目前羅馬尼亞有台商包括：洪慶齡先生、佘蕙如女士、徐哲祥牧師、鄧立春先生、

Jennifer江女士等人。

洪慶齡(Clement Hung)， ROMCARBON Group董事長兼集團執行長：專營廢棄塑膠相關

的材料、金屬廢材、電路板與電池等的回收、再製成有用的產品再行銷。

旗下有多家公司，包括：

1).  RomCarbon S.A. (www.romcarbon.com)：是於羅國上市之控股旗下相關投資的母 

 公司。生產各式的汽車空氣濾清器、防毒面具、活性碳、PE(聚乙烯)、PVC(聚氯乙      

    烯)、PP(聚丙烯) 、PS(聚笨烯)等塑膠加工相關的產品。

2).  Living Jumbo Industry (www.livingjumbo.ro)：由PP原料紡紗、抽線、織布、做成 

 工業用噸裝太空包。

3).  GreenLamp International srl (www.greenlamp.ro)：回收廢棄的各類燈管、燈泡等 

 含汞廢照明，材料再利用。

4).  Greenweee International srl (www.greenweee.eu)：電路板、家用冰箱等電器用  

 品、印表機、電池......等的回收。

5).  GreenFiber International S.A.(www.greenfiber.ro)：將廢棄PET塑膠瓶抽成絲，再 

 依市場客戶需求，再製成各種塑膠的產品，包括：衣服、汽車座椅、沙發、醫療包 

 紮布、空氣濾清器、棉被填充物、其他塑膠製品的用途等。

6).  Greentech International S.A. (www.greentech.ro)：於東歐各國設有清洗廠回收  

 PET寶特瓶與各類癈塑料。打碎清洗後，在加工成PET Flakes, PE/PP Pellets塑膠 

 粒或其相關製品。

黃良能(Huang Liang-Neng) 先生: 是RCB集團的財務長, 是洪執行長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陸泰吉(Tai-Chi Liu)先生：由台灣綠建公司派駐到RCB集團，協助洪先生處理WEEE癈資源

                                        物的台籍技術顧問。

Sherry 佘蕙如女士：開設羅國唯一也是最豪華的台灣餐廳 ”龍宮大酒樓” 

                                (Dragon House – Minion，Chinese Restaurant)

許哲祥 (Timothy Hsu) 牧師：自願職基督教傳教士

鄧立春(Duncan Teng) 先生：專營文具禮品的總進口與羅國市場的的批發與銷售

Jennifer江小姐：開立羅國最大規模的室內設計公司, 客戶多為羅國外商銀行等高階客戶。

洪先生資源回收廠一, GreenFiber 訪洪慶齡先生(右)總部LPI & RomCarbon

陸泰吉先生(左), 林玉麟, 洪慶齡自家小木屋餐廳午餐-28Feb11

許哲祥牧師, 鄧立春,Sherry 佘女士(龍宮大酒樓老闆),  林玉麟, 貿協賴文毅主任(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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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台商會成立於1995年1月，首任會長為張鎮西先生，接著我們每二年改選一次，連

選得連任一次。歷任的會長為：

1995-1999 張鎮西，1999-2001 劉基正，2001-2003 李良才，2003-2005 會長 曹行

之、副會長 劉基正及黃國經、總幹事任麗琦，2005-2009 會長 林世昌、副會長 吳輝舟

及周俊浩，2009-2011 會長曹行之、副會長 吳輝舟及劉基正、總幹事 黃翠娟。

2011設名譽會長：吳輝舟及劉基正。

現任會長曹行之先生，於2009年5月起被選為會長至今，其他幹部尚有理事：林世昌、高

家偉、黃國經、陳永修、吳張春娟，總幹事：黃翠娟小姐。曹會長領導所有商會幹部熱心

會務，對凝聚我台商向心力不遺餘力發揮了最大的效果。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年，有幸今年由奧地利台商會及奧地利綠茵球隊，主辦歐洲杯

台商高爾夫球賽，現定於八月十三，十四（星期六，星期曰）並擴大組合建國一百週年紀

念杯，希望各界旅居歐洲的企業精英，公司代表也能共襄盛舉，結合我們的凝聚力，彰顯

我們是個團結愛鄉愛國的台灣人。為此我們特別安排奧地利最好的兩埸球敘，將會是個難

得的機會，希望遠道者能提早準備，機票愈早訂愈實惠，請多持續關注我們難得的聚會。

Hotel：****Hotel Arcotel kaiserwasser ，住址：Wagramerstrasse 8, A-1220 Vienna

Tel：+43-1 224240 網址  www.arcotelhotels.com/kaiserwasser。

貼心安排於多惱河邊，家屬可就近老多惱河划船，河邊騎腳踏車，或可拜訪歐洲最老的遊

樂場摩天輪。詳情請洽：奧地利台商會會長  曹行之敬上，Tel : +43 699 13939788

Email : jtsao@ictgroup.at or jtsao@vtigmbh.at

奧地利台商會

2010 端午節活動

2010 西班牙會議與各國會長 2010 湖區郊遊

2010 赴荷蘭球敘

台商夫人們2010 國慶杯球賽代表頒獎 2011春節舞會 台商夫人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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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2010年5月8日(星期六)　18:20-19:20
地點:西班牙馬德里美麗亞大飯店
主席:林總會長玉麟

出席人員:

名譽總會長：沈為霈、鄭東平、許瑞麟、蔡國泰、蕭培森、黎萬棠、周仲蘭、黃行德、

 黃貴乾、楊梅芳、陳淑娟、李耀熊。未簽到者：一員。

副總會長：李永慶(法)、李勳墉(英)、張志康(比)、曹行之(奧)、夏漢瑩(義)、劉欣怡(挪)、 
 劉美姬(盧)、劉瑞娜(俄)、簡文達(葡) 。未簽到者：四員。 
監  事  長：林奇雋
副監事長：賴志剛

諮詢委員：董淑貞、陸錦林、楊必誠、張語揚、李玉英。未簽到者：九員。

秘  書  長：陳燕發
財  務  長：李綺娟
理     事：曾金華、李貽璋、林聰輝。未簽到者：五員。 

列席人員:

俄　國﹕林媛玲

法　國﹕謝美婷、鄭蓓斐、郭珮涵、丘世璿、黎輝 。
西班牙﹕曾鴻祥

記　錄： 陳燕發

本洲全體理事人數﹕總會長1人、名譽總會長13人實到12人、諮詢委員16（14）人實到5
人、副總會長13人實到9人、會員國另一名理事8人實到3人，秘書長1人，財務長1人，實到
總計32人(不計列席七人)。
本次會議出席理事人數：32人(已超過應出席總數51人之半數)

出席理事超過半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壹、 報告事項

一 . 主席林總會長玉麟報告:
　1. 第十七屆名譽總會長及諮詢委員等聘任與宣達：
　　新聘與續聘名譽總會長：沈為霈、鄭東平、許瑞麟、蔡國泰、高慶雄、蕭培森、黎萬棠、     
       周仲蘭、黃行德、黃貴乾、楊梅芳、陳淑娟、李耀熊。
　    新聘與續聘諮詢委員：董淑貞、陸錦林、楊必誠、張語揚、李玉英、曹增東、楊景德、     
       儲中流、李永慶、林世昌、林姵妏、吳秀琪、劉芸秋、于懷義、陳永森、柯秀麗等。

　2. 新聘任各工作委員會之人選，會與總會溝通，督促各種事項的進度與實施，並提報為世
　　界總會工作委員會之委員。

　3.本年度之目標:
    -以”建國一百”為主軸，舉辦相關之慶祝活動；
    -推動各會員國互動與橫向之交流；
    -加強商會網站功能與跨業合作商機；
    -配合總會之綠化活動，創造災區重建生機。

二. 陳秘書長燕發報告:
　1. 感謝西班牙團隊的服務，使本次會議如此圓滿，蘇格蘭團隊將以此典範，繼續發揚光大。
　2. 明年大會將於5月20.21.22日於英國愛丁堡舉行,請各位先進一定要參加，到這個好山好水
　　與充滿神話的地方。

貳、提案討論

無

參、臨時動議

無

以上議程討論完畢，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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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2010年5月8日下午15：00
地點：馬德里美麗亞酒店會議廳

主席：李總會長耀熊

出席人員:
名譽總會長：沈為霈、鄭東平、許瑞麟、蔡國泰、黎萬棠、高慶雄(高陸融代)、
                      蕭培森、周仲蘭、黃行德、黃貴乾、楊梅芳、陳淑娟
副總會長：李永慶、陳永森、張志康、郭琛、李勳墉、夏漢瑩、駱瑤玲(劉美姬代) 、劉美
                      姬、劉瑞娜、曹行之、劉欣怡、簡文達
監  事  長：李玉英
副監事長：林奇雋

諮詢委員：曹增東、林佩妏、董淑貞、儲中流、陸錦林、吳秀琪、楊必誠、張語揚、楊景   
                     德(李玉英代)
秘  書  長：陳永森                        
財  務  長：柯秀麗
理     事：林玉麟、曾金華、廖天儀、扈喆華、李貽璋、于懷義(劉欣怡代)、賴志剛、
   林聰煇、吳輝舟、古桂英、李卓蓉

本洲全體理事人數﹕總會長1人、名譽總會長12人、諮詢委員9人、監事長1人、副監事長1
人、副總會長12人、會員國另一名理事11人，總計43人

本次會議出席及委託出席理事人數：47人(已超過半數)

一、秘書處統計理監事出席人數43位

二、出席理監事人數超過半數，宣布開會

三、報告事項：

1. 主席李總會長報告：
 這一年來雖然經常為工作奔波，還是覺得很值得，感謝各會員國多方支持協助配合，歐洲
總會才能有今日這麼多人參加的成績，也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此次會議，日後我們

仍會再接再厲，無論誰接任歐洲總會長，我們都會盡全力支持，在此再度感謝大家，謝謝。

2. 秘書長陳永森報告：
 感謝大家參加這次的會議，去年五月李會長在巴黎第15屆理監事會議接下總會長職務，本
人於七月西班牙台商會改選擔任新會長後，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全力支持辦好這幾天的會

議。期間開了很多籌備會，在總會長及秘書處成員各方面全力支持下，我們今天才能順利辦

成。明天的旅遊，午餐由西班牙台商會在一家海鮮餐廳宴請各位，歡迎參加。另，消息傳出

西班牙有機場關閉，已和旅行社證實，北部15個機場已關，馬德里沒有，但巴黎機場關閉，
很多班機取消，我們會持續注意這個消息。

3. 財務長柯秀麗報告：
向大家報告第16屆財務：我們從去年5月份從法國收到4600歐元，第十六屆總共收入9800歐
元。照往例每年補助辦活動1000歐元，參加開會的理監事總會同意補助每人100歐元 , 本屆到
馬德里參加開會理監事共43人 , 總會補助4300歐元 , 扣繳世界台商總會年會2500美元合2000
歐元 , 總共支出7300歐元 , 結餘2500歐元。十五屆承接法國4600歐元 , 總共結餘7100歐元。
倫敦匯豐有英磅、美元、歐元三個帳戶，第15屆交接時並未過戶。

至於13、14、15屆未繳會員國計4800歐元，今年匈牙利、瑞士、捷克欠繳，各400共
1200，會員國欠繳年費共6000歐元。

4. 陳名譽總會長淑娟報告：
第15屆財務收支報告：第14屆移交時，英國帳戶未更名，歐總帳戶就一直開在英國。有考
慮移到台灣比較方便，於是請兆豐幫忙在台灣開個帳戶，對方回答歐洲台商會並未登記，未

具法人身份，無法在台開戶，因此遲遲未將帳戶會長名字更改為我的名字，對楊前總會長感

到抱歉。第15屆總收入10700歐元，照往例每年補助辦活動1000歐元，又通訊投票方式爭
取理監事同意，通過由總會補助每人100元。去年到巴黎參加理監事31人，總會撥3100元補
助，上繳世界台商總會2000歐元，支出共6100，剩4600歐元。第15屆英國帳戶資料，可參
考帳戶對帳單。

會員國欠會費至本屆為止累計如下：奧地利1200歐元，匈牙利1200歐元，俄羅斯1200歐
元，瑞士800歐元，捷克400歐元，共4800歐元。

楊名譽總會長梅芳：移交後新會長應向銀行辦過戶，將帳戶資料改名並非難事，卻兩屆均未   
                                改名，對本人在英國財務方面有所不便。
許名譽總會長瑞麟：銀行帳戶應清楚，尤其英磅帳戶兩三年未動，是不合理的情況，應儘速

                                找出解決辦法。
黃名譽總會長貴乾：帳戶既在英國彰化銀行，可協調請其匯回台灣的銀行。

陳名譽總會長淑娟：每次開會將上次會議紀錄提報給理監事，確認同意程序會比較完備，補

                                助費用均有根據。
俄羅斯劉會長：建議以前欠款不用追繳，因前兩任會長均未出席或參加歐洲總會活動，今年  
                         第16屆會費已繳，所欠的會費期能既往不咎。俄羅斯希望能正名，將「旅俄  
                         台灣廠商聯誼會」改為「俄羅斯台灣商」。
俄商會創辦人楊必誠補充：創辦時即名「俄羅斯台灣商會」，不曉得何時遭改名。

李總會長耀熊：請俄羅斯方面還是以書面申請更名較有依據。本屆會費既已繳納，所欠款因

                         情況不同可免繳。
奧地利曹會長：奧地利商會不向會員收會費，因此無經費可繳。

李總會長：瑞士與匈牙利會長不出席會議，商會欠款如何處理？

周名譽總會長仲蘭：瑞士現任會長袁平這位會長既不願意開會，也不願改選，而會員名冊在

                                其手中，留下之經費亦不知去向。
楊名譽總會長梅芳：本人任會長時曾與匈牙利連絡，對方答該國經濟很差，無力處理會費

                                事。建議過時不繳即除會員資格。
李總會長耀熊：此次開會前曾致電，對方表示將出席卻未出席。建議超過二或三屆未繳費或

出席會議即予以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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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名譽總會長瑞麟：依章程規定總會長可依情況暫停會員或理監事資格，再經會員大

              會投票決定。
李總會長耀熊：奧地利及俄羅斯會費過往不究，自16屆起算。
 
5. 副總會長（各國分會會長）報告：
比利時張會長：本會一年召開2-3次大會，今年8或9月將改選。2月份曾召開會員大會，順便
歡送代表處一位秘書。8月份亦將開會員大會，今年共舉辦兩次。四月本會去參加豪華郵輪
之旅，到了維也納沒有班機，坐大巴回巴黎，泰國團亦順便從巴黎搭車經布魯塞爾去荷蘭搭

機，受到蕭總會長培森的招待。

西班牙陳會長：在李總會長的領導下，西班牙台商會都沒有聲音，因為他做的事情太多了，   
                         待他卸任後本商會會有新活動，下次向大家報告。
法國李會長：與西國情況差不多，法國有蔡總會長在，本會也是沒有聲音的。不過剛在巴黎

                     協辦世界台商第二屆理監事會議，近期內將改選。
俄羅斯劉會長：剛開始有很多不懂，請大家多指教。本會曾辦春節活動，第一次收到代表捐

                         給台商兩百美金。不久將改選，希望有更年輕的人接棒，我將積極促成繼續
                留在歐洲總商會。
英格蘭李會長：英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下分有英格蘭台灣商會及蘇格蘭台灣商會。總會長由 
                         英格蘭、蘇格蘭台灣商會輪流擔任。兩會彼此有相當密切的聯繫，合開理監 
  事會。英格蘭台商比較多，所以聚會較頻繁，每三個月與經濟組與外貿協會 
  定期餐會，大部分台商會在這時出現。另外也舉辦一些郊遊，或拜訪倫敦外 
  的一些台商。本會與僑界聯合舉辦許多活動。

挪威劉會長：在于前會長十幾年的領導後將重任交給我，今年4月剛上任。去年曾參加會長
                   班，在坐有許多班上同學。我們在4/20舉辦Doing Business with Taiwan研討 
   會，與會將近30人。感謝僑委會在這次活動上的幫助，挪威產業界期望開拓市 
   場，與台灣交流，也歡迎台商到挪威發展。本人也是旅挪聯誼會總幹事，因此 
   大多活動均由台商會和聯誼會共同舉辦。歡迎大家到挪威旅遊。

荷蘭吳會長：（吳會長不克出席，由賴志剛先生代表發言）在吳會長帶領下每個月都辦活 
   動，會務蓬勃茁壯，會員大約有一百人左右。

奧地利曹會長：每年辦最重要的除夕舞會，大約三四百人參加；一年三節會與當地僑團一起 
       舉辦活動，另有不定期舉辦旅遊或球賽。
瑞典駱會長：駱會長有重要商展，不克出席，有事先請假。

義大利夏會長：今年二月接任義大利台商會長，很高興首次來參加歐洲台商總會。義大利僑 
       社台商不多，台灣的幾個大企業例如長榮、華碩、三陽分布的很廣，他們的 
       經理都是幾年一任，流動性大，與傳統僑胞不同。台商會還是以傳統的台僑 
       為主，與婦聯會一起舉辦活動。今年6月份將去阿爾卑斯山旅遊；歐華年會 
       在比利時舉行，相信台商會的朋友會全力支持。
德國聯合總會郭總會長：德國傳統上台商最多，以電腦業者為主。去年任內主要以橫向溝 
           通，因為台商會不如中文學校組織健全，家長們全心投入。德國總 
           會下有五個分會，東西南北中。總會每年改選一次，各分會兩年或 
           不定期改選。
盧森堡劉會長：盧國台商不多，華航在歐洲的貨運總部在盧森堡，其員工及家屬包括在內， 
       另有台盧聯姻及餐廳業者。聯誼活動，在每年端午節聚會教下一代包粽子。     
                         當地有中華文教協會，以文化活動為主。台灣商會如何提供服務吸引會員參 
      加？辦文教活動名聲很好但不見得有收入，還是會找做生意的贊助，我們可 
      以思考如何拓展商會。至於商會外文名稱是否需要統一？CHAMBER OF 
                         COMMERCE在盧森堡等級很高。盧國官方的貿協機構CHAMBER OF     

   COMMERCE於4/1在台灣舉辦商業拓展酒會，明天台灣團回訪盧森堡。我們 
   是否應整合名稱避免混淆？盧森堡目前有鋼鐵、銀行業，及拓展空運分裝貨運 
   中心，吸引台商商機，商會將盡力配合活動。

葡萄牙簡會長：缺席。(時間弄錯 ，以為不必參加理監事會議)

6. 監事長李玉英報告：感謝李總會長的帶領，和他團隊的合作。我發現各會員國台商會都 
           運作的非常好，剛剛也討論到未繳會費者將其除名，我們重質不重 
           量。冰島火山爆發，顯現台商會非常團結，可喜可賀。

四、提案討論：

提案一  土耳其台灣商會申請加入歐洲總會同意案
鼓掌通過

土耳其張會長：很高興參加盛會，本人在土耳其已有18年，期間多次參加駐土耳其代表處
舉辦國慶酒會。去年12月成立台商會，至今已辦十個活動，於每月第三個禮拜天聚餐，每
次聚餐都有包括法律、交通等不同的主題，大家一起討論，或由專家來解說。目前會員登記

25位，伊斯坦堡20位左右，多為台灣企業之派駐人員。土耳其台商人數雖不多，但素質都
很高，感謝各位通過土耳其台商會加入歐洲總商會。土耳其資源豐富，是連接中亞之交通樞

紐，希望有一天組織成熟能接待大家來土耳其旅遊。

提案二、提案三  歐洲總會長及世界總會監事長選舉辦法
許名譽總會長瑞麟：建議兩案合併為一案討論。

陳名譽總會長淑娟：歐洲總會今年本有必要將選舉辦法訂出來，但是因忙於世界台商會之召 
    開，原存資料之隨身碟又遺失，今天無法提出草案向大家致歉。歐洲總 
    會長參選資格有必要訂定，之外，建議同時將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參選之 
    基本條件資格也制訂出來，運作較健全。世界總會監事長人選依據章程 
    須任世界總會理監事三年，由各洲總會推舉參選。

儲諮詢委員中流：本人為歐洲台灣商會第一任秘書長，當初制定章程是以鼓勵大家參加商會 
          為考量，因此從寬較籠統，但目前商會人數眾多，競選激烈，贊成從嚴修 
          正參選人資格。
董諮詢委員淑貞：世界台商總會長必須任滿理監事三年，因此可比照世總，今年16屆訂定， 
          17屆實施。
許名譽總會長瑞麟：章程草案應擬定時間表。可將今天大家之意見收集，請陳名譽總會長列 入  
    考慮，整理後訂定草案，再於下屆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18屆開始實施。
陳名譽總會長淑娟：答應於下屆理監事會議必提出草案以供討論。

結論：由陳名譽總會長研擬草案交由下（17）屆討論，第18屆開始實施。

提案四：預備會議提案人撤案，不予討論

提案五：響應支持建國百年活動

     李總會長耀熊：希望歐洲台商總會支持議案，共襄盛舉。
      鼓掌通過。

66 67



提案六：有關召開歐洲台商理監事會補助經費

黃名譽總會長貴乾：提出三點請討論：

1. 何時召開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目前第一次在五月，第二次在次年五月，時間相隔太長，建議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配合其他各洲總會，改在每年11或12月召開，有其必要及一貫性。
2. 何處召開？建議僅在歐洲。理由：章程規定總會長有權決定，不過自第一屆至今，世界總會 
 理監事及歐洲總會理監事人名單並不相同，歐洲總會理監事有義務參加在歐洲的理監事議， 
 有權拒絕參加在歐洲以外舉行的理監事會議。個人意願不同，因此歐洲理監事會議應在歐洲 
 舉行，彼此亦有更多交流觀摩機會，但總會長有強有力之理由時，可改在台灣召開。

3. 補助多少錢？希望參加的人越多越好，費用少收一點也可以。

陳名譽總會長淑娟：通常每屆會長剛選上馬上開一次會議，卸任時一次，至少兩次。中間再增加 
    一次即為三次。世界總會成員理監事會議一定要超過半數以上才可以開會。 
    歐洲總會參加世界總會的人 數向來較少，因此去年趁著在台北召開世界總  
    會，順便召開歐洲總會增加出席率。

許名譽總會長瑞麟：世界總會理事有二十名，歐洲總會應盡量讓要出席開會的人當選理事。請各 
    位把世界理事和歐洲理事分開思考，出席世界總會不一定要具備理事資格， 
    我們鼓勵大家參加。

曹諮詢委員增東：歐洲台商總會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提到台灣扯太遠了，有沒有必要性由總會長決 
          定。重點是補助多少錢問題，依往例年會補助1000歐元，理監事補助100歐  
          元。若有必要性再去解決經費問題，若沒必要性即無需討論。
許名譽總會長瑞麟：建議總會長要辦第二次理監事會時才補助，交由當任總會長決定。

結論：舉辦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時，可向總會申請補助。

提案七：法國台灣商會提名黃行德名譽總會長參選第17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

李總會長耀熊：黃行德曾任四屆法國台灣商會會長 ,本洲總會第十二屆總會長 , 現 任僑務諮詢委  
      員，並於最近三年內出席世界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六次以上。依世界總會監事長  
      選舉辦法，完全符合參選條件，請他發表「政見」。
黃名譽總會長行德：明年世界總會長由非洲出任，歐洲總會推舉監事長，監督會務並鼓勵商會活 
    動。本來個人意願並不高，不過個性較有彈性，倘若有幸為大家信任，被薦 
    舉也願承當，會向各洲總會拜票。謝謝各位協助支持。

李總會長耀熊：黃名譽總會長對商會貢獻多，個性阿沙力，相信推荐競選有把握，百分百支持他 
       競選世界總會監事長。
鼓掌通過。

五、臨時動議：

董諮詢委員淑貞：建議修改章程第八條，歐洲總會長僅可由各國推選一人參選。英國此次有兩人 
有意願參選，請斟酌修改。理由：本人三年前即表達參選歐洲總會長意願， 並向李會長拜

票，但是三年來李會長從未召開會員大會，亦未改選會長，本人意願無法在理監事會表達。此次

英國台灣商會推舉林玉麟競選歐洲總會長，本人有被欺騙的感覺。16年來本人在歐洲總會或世
界總會均從未缺席，樂捐亦不落人後，我的熱心及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希望能夠修改會章，讓各

位決定誰來參選歐洲總會會長。林會長雖然在蘇格蘭當了七年會長，但是我在去年才認識他，他

從來不參加歐洲總會，也很少參加台商會。我曾打電話給黃總會長貴乾，他說是因我不在英國，

但我在英國有公司，一年要繳十萬的稅。何況我每兩個月回來，都會參與活動，不能因為我在大

陸做生意就否定我的參選權。我是英國的台商，也在歐洲總會服務這麼久，我竟然不是理事，也

沒有被邀出席會員大會。

曹諮詢委員增東：依照章程第八條，各國台商會推舉一人參選。我很諒解董委員的遭遇及心情，

但是章程修改茲事體大，我們是否有必要為了個案修改章程？這是英國台商會內部推舉的問題，

我們尊重英國台商會的決定，何況我們不了解實情也無法做出決斷，建請擱置此案，希望英國聯

合總會協調處理。

英國李會長勳墉：我們在召開理監事會的時候，我先徵求理監事們是否邀請董淑貞列席，結果理

監事均不認識她，認為沒有必要邀請。而在英國每個人都認識林玉麟會長，我不曉得為何董淑貞

不認識他。

儲諮詢委員中流：附議曹諮詢委員意見。總會長是個龍頭，是重要人選，請陳淑娟在草擬參選辦

法時，列入參選人必須經過當地會員國會員通過。此次英國台商會在推選過程有瑕疵，建議今年

將兩人都列為總會長候選人投票決定。

李會長勳墉：建議仍依章程，各會員國推舉一人參選總會長。

儲諮詢委員中流：本人已表明當初制定章程時未考慮有這麼多人參選，應視情況修

改章程。

陸諮詢委員錦林：此次是英國台商會推選過程有瑕疵，大會可否以臨時動議，提名兩名參選人？

黃名譽總會長貴乾：

1. 這次我們英國推舉過程一點都沒有瑕疵，英國台商會對推舉人選負全部責任，不會推舉     
不適合的人選。去年九月，英國理監事會總計七名英國理事，兩名蘇格蘭理事，一名監事，     
慎重討論此事，人選經理監事會議推舉即可，不需要會員大會通過。

2. 當初理事會有三名人選，本來我們推舉李會長，但他表示英格蘭已出過三位總會長，該輪到     
蘇格蘭了，因此我們推舉林玉麟會長。另外，作一個總會長要有親和力，對人的態度要和     
善，不能隨便指責他人，林玉麟會長就有這個親和力。第二，他曾擔任蘇格蘭七年台商會     
    長，活動多，他具有領導力。第三，他在荷蘭會長人選臨時退選時，為大體著想，答應出任     
候選人，很有果斷力。最後做總會長要有財力，他也有財力，是四家公司負責人。因此英國     
台灣商會很慎重的推舉他為人選。

儲諮詢委員中流：總會長人選非常重要，因此在理監事討論時，會長應邀請參選人列席，然後予

以表決。希望擬訂草案時加入此項。

李會長勳墉：為了英國台商會內部事情浪費大家時間，本人感到愧疚。本來當時我也可以決定要

邀請誰出席，但我也應尊重理監事之意見。我有徵詢理監事有關董淑貞表態參選的意思，但他們

不認識她認為沒有必要。不過我相信我們推薦的是一位比我還合適的候選人。

許名譽總會長瑞麟：這件事從昨天晚上就一直在調解但沒成功，所以又提出來。倘若因調解不成

即修改章程，未免草率。英國台商會提一名，歐洲理監事會又提一名，與章程不合。若當時英國

台商會在理監事會議裡把林、董都推出來，就非常完美，但我們沒有聽到這樣的話。這次是最競

爭的一次，但這是好事。不過我的意見是我們應以維護章程為先。

黃諮詢委員貴乾：由於一年只能推舉一名，我們已受理監事所託依章程推出候選人，若董有興

趣，可以明年或後年參選。我們應對英國商會理監事負責。

李總會長耀熊：只要有奉獻的心，隨時有機會參選。由於此案討論時間超過八十分鐘 , 會耽誤接
下去的議程。本案宣佈不再討論。

宣佈散會。

註 : 本次大會有準備雙人紀錄 , 奈因發言踴躍 , 難免有跟不上的地方 , 若需更正 , 請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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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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八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三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六日第四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三日第五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八日第六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日第七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九日第八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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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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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本會會徽為﹕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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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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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會 員 

第六條 本會會員採團體會員制，由歐洲各國之臺灣商會組成, 每一歐洲國家設立之台灣商 
 會, 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同意立案, 並向本會申請加入, 由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 成 
 為本會會員。

             台商組織之單位, 經理事會審查通過者, 得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員代表大會, 但無投 
 票及表決權。

第四章   組織與權責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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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必要時，經理事會通過得召開代表大會，  
 處理緊急重大事項。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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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名投票方式多數決定之。任期一年 , 不得連任。
             總會長對外代表本會, 對內綜理會務, 並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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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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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會員國最多得推派一名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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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議案；
 4. 審核一切依本章程規定應由理事會通過之事項；
 5. 審核一切不屬於會員代表大會職權之事項。

第十條 本會設秘書長及財務長各一人， 襄助總會長處理例行會務 , 對總會長負責 , 以上 
 各職俱由總會長遴選 , 向大會報備任期一年 , 與總會長同進退 , 秘書長兼理事會 
 秘書事務。

            
第十一條  本會設監事會，由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一人組成， 監事長及副監事長由會員 
 代表大會自會員代表中推選, 任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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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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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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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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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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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出席該會理監事 
 聯席會議，未繳該會費者，不得行使世界總會總會長或監事長之選舉權，如缺席 
 會議超過1/2者，應繳納贊助金予本會。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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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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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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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章程施行細則 
 內訂定。

 本會總會長視會務之需要, 得聘任顧問若干名, 任期與總會長同。

第五章   會議及會務

第十七條  本會每年舉行會員代表大會一次 , 由當屆總會長所屬之會員國主辦。其時間、地 
 點及議程 , 由總會長及相關主辦之會員國籌備規劃, 經理事會協調同意後執行。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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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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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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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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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各項專案活動之經費 , 由理事會及主辦會員國負責籌措。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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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 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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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

第一章：總則與組織入會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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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委員或顧問之同意聘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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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名譽總會長及諮詢委員為本會最高榮譽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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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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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經費與財務長

第十一條：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長、 
 諮詢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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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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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75



第十七屆行政組織暨工作委員會

第一屆：沈為霈第一屆：沈為霈

第十五屆：陳淑娟

第四屆：劉文堂

第六屆：蔡吉春

第七屆：孫玉順

第十六屆：李耀熊第十六屆：李耀熊

第二屆：鄭東平第二屆：鄭東平 第三屆：許瑞麟第三屆：許瑞麟 第五屆：蔡國泰 第八屆：高慶雄第八屆：高慶雄

第十屆：蕭培森第十屆：蕭培森第九屆：黎萬棠 第十一屆：周仲蘭 第十二屆：黃行德第十二屆：黃行德 第十三屆：黃貴乾第十三屆：黃貴乾

第十四屆：楊梅芳第十四屆：楊梅芳

賴志剛賴志剛

副監事長

陳燕發陳燕發

秘書長

李綺娟李綺娟

財務長

林玉麟

總會長

林奇雋林奇雋

監事 長

名譽總會長

曹行之(奧)

張志康(比) 蔡俊敏(捷) 楊燕卿(德)張志康(比)

梁秋生(英)

陳永森(西)

李永慶(法)

王琮暘(匈)楊燕卿(德)

夏漢瑩(義) 劉美姬(盧)

蔡俊敏(捷)

楊月娥(波) 簡文達(葡)林洋銘(俄)

駱瑤玲(瑞典)

夏漢瑩(義)

吳名洋(荷)吳名洋(荷)

楊月娥(波)劉美姬(盧) 簡文達(葡)

張昭倫(土)曹行之(奧) 梁秋生(英) 李永慶(法) 劉欣怡(挪)劉欣怡(挪)張昭倫(土)

副總會長

諮 詢 委 員

張語揚張語揚 李永慶李永慶 李玉英李玉英 曹增東曹增東 楊景德楊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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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雄邱文雄 楊麗銀楊麗銀

吳輝舟（奧）吳輝舟（奧）

林崴林崴 儲中流儲中流

林世昌

陸錦林

吳秀琪

陳燕發(英) 廖天儀(西)

吳秀琪

陳燕發(英)

劉芸秋劉芸秋

李貽璋(比) 扈喆華(德)

林姵妏林姵妏 柯秀麗柯秀麗

陳永森

于懷義于懷義

李貽璋(比)

李勳墉李勳墉

邱觀奎邱觀奎 吳啟銘吳啟銘

諮 詢 委 員

顧 問

理 事

董淑貞董淑貞 楊必誠楊必誠

郭   琛

郭珮涵 (法)

黎   輝 (法)

傅佩芬 (德)

黃林芝 (德)

李錦鈺 (德)

陳紹龍 (德)

宋春霞 (德)

廖啟郎 (德)

彭瑞銘 (德)

孫   屏 (德)

沃連珠 (德)

顏耀莊 (德)

顏林美枝 (德)

沈勝明 (德)

沈馮麗琪 (德)

黃俊彥 (德)

李輝全 (西)

余由紀 (西)

趙紅潤 (土)

張楊麗銀 (英)

陳乃琛 (英)

選務委員會委員
陳淑娟 (法國)
選務委員會委員 危機處理委員會委員

楊景德 (波蘭)
危機處理委員會委員 議事規則小組委員

黎萬棠 (西班牙)
議事規則小組委員 婦女聯誼委員會委員

劉美姬 (盧森堡)

商機促進委員會委員
蕭培森 (比利時)

網路資訊委員會委員
張志光 (荷蘭)

活動聯誼委員會委員
吳秀琪 (義大利)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李玉英 (瑞典)

婦女聯誼委員會委員 金融財務委員會委員
沈為霈 (英國)

青年商業委員會委員
張語揚 (德國)

金融財務委員會委員

青年商業委員會委員 網路資訊委員會委員 商機促進委員會委員 活動聯誼委員會委員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理 事

第十七屆工作委員會

會員代表

謝美婷(法) 劉致媛(盧)王玉珍(土)王玉珍(土) 吳春娟(奧)吳春娟(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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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副總會長名單

歐洲台商總會參加第一屆世界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青商會成立大會名單

曹行之(奧)

張志康(比)

蔡俊敏(捷)

楊燕卿(德)

梁秋生(英)

陳永森(西) 

李永慶(法)

王琮暘(匈)

夏漢瑩(義)

劉美姬(盧)

吳名洋(荷)

劉欣怡(挪) 

楊月娥(波)

簡文達(葡) 

林洋銘(俄)

駱瑤玲(瑞典)

張昭倫(土)

蔡仲強(法)

沈佑龍(英)

苗鈺珩(俄)

艾慈娜(德)

邱奕喬(德)

翁靖欣(德)

吳漢文(義)

翁綱嶺(德)

謝之偉(義)

吳向桓(奧)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組織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世總)為鼓勵海外青年台商及台商第二代加入世總 
 所屬各國（地區）台灣商會，使傳承發展，特依本辦法成立「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青商會」(以下簡稱青商會)，英文名稱為：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JUNIOR CHAPTER
青商會會徽為：

第2條    青商會係由來自台灣或其父母來自台灣、認同台灣與青商會宗旨之青年商人所組成 
 之組織，以聯繫海外青年台商及台商第二代，共謀事業發展，並引導加入世總所屬 
 各國（地區）台灣商會，以及參與其活動為宗旨。

第3條    青商會隸屬於世總。其成立須依世總章程之規定；但世總章程未訂定相關條文之前 
 ，須經世總總會長或其指定代表人授信，並於世總指導之下，遵守世總章程與宗旨 
 ，始得進行組織發展及會務運作。

第4條 青商會之任務如下：
 一、 加強台商第二代之聯繫與合作，促進商情、商機交流，共謀事業發展，積極開 
 拓國際市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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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召並鼓勵台商第二代參加各國（地區）台灣商會、各洲及世界總會，並參與 
 其活動。

 四、 作為連結海外台商第二代與台灣之平台，延續、促進與台灣之經貿關係。
 五、 重視人文、人權、人道精神，提升台商之國際形象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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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條 青商會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世總章程暨施行細則。
 二、 參加世總舉辦之年會活動。
 三、 向世總理監事聯席會議提報年度工作概況報告。
 四、 定期向世總提報會員及理監事以上人員名冊暨通訊錄。
 五、 接受世總之輔導及支援總會之活動。

第6條    青商會以世總之會址為當然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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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 青商會設監事會，由各洲推舉一人為監事組成之。監事會置監事長一人，由監事互 
 選之，負責召開並主持監事會議。

第14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青商會各項會務之執行。

 二、審核青商會各項財務收支及各類會計報表。

第15條   青商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會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青商會；副會長 
 襄助會長處理會務。會長由理事會無記名投票選舉之，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副會長由各洲之當屆會長擔任之。會長之選舉、罷免辦法另定之。

第16條   青商會會長候選人，以具有青商會理監事身分者為限。各會員體，得經法定程序推 
 舉會長候選人，但以一人為限。

第17條   青商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財務長各一人，由會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 
 協助會長處理會務。其聘期與會長任期同，但得續聘之。

第18條   監事得列席理事會議，有發言權，但無表決權。

第19條   青商會經理事會決議，並報請世總理監事聯席會議同意後，得設各項工作委員會。 
 但有關兩岸事務，悉依照世總之決議辦理，不另設工作委員會。各委員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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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辦事細則，由世總訂定，並經世總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20條   青商會新屆理監事及會員代表產生日期，由各洲於每選舉年五月中旬前選派產生， 
 並將名單造冊，提報本會秘書處。

第21條   青商會會長、副會長、監事長、秘書長、財務長、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任期， 
 至新舊任會長交接為止。

第22條   新屆青商會會長、監事長之選舉，應於世總年會召開前完成，並交接。
  
                

第四章 會議及會務

第23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屆（年）召開一次，於世總每屆年會召開期間，併同舉行。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代表三分之 
 一以上之請求，由會長在三十天內召開之。

第24 條理事會、監事會每屆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於世總每屆年會召開期間，併同舉行。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臨時理事會，其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者，由會長在三十天內召開之。

第二章 會員

第7條 青商會以由世總所屬北美洲、亞洲、歐洲、非洲、中南美洲及大洋洲總會所成立 
 之洲際性青商組織為會員體。前項洲總會尚未成立洲際性青商組織者，其所轄之 
 各國（地區）青商組織，得為青商會觀察員，列席各項會議；有發言權，但無選 
 舉權及表決權。

第8條 青商會各會員體之會員，以年滿21歲至35歲，且未曾擔任世總、洲總會及各會員 
 國（地區）台灣商會理事以上職務或會務人員者為限。青商會會員，其年齡超過 
 35歲或擔任前項職務者，其青商會會籍自動解除，並轉為各洲總會所屬國家（地 
 區）台灣商會之會員。

           青商會成立時，其會員已超過35歲者，至滿40歲時，其青商會會籍自動解除，並 
 回歸原所屬國家（地區）台灣商會。其年齡未超過，但現任或曾任世總、洲總會 
 及各會員國（地區） 台灣商會理事以上職務或會務人員者，於青商會成立後，其 
 青商會會籍自動解除，並回歸原所屬國家（地區）台灣商會。

第三章 組織

第9條  青商會設會員代表大會，由會員體各推舉20名會員代表組成之。會員代表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其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由各會員體定之。

第10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青商會組織辦法修訂之建議。
 二、 行使會長、副會長及監事長之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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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 青商會設理事會，由各洲推舉十人為理事組成之。
           理事須為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12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審定會員（觀察員）之資格。
 二、 青商會組織辦法修改之建議。
 三、 會長之選舉及罷免。
 四、 提案及議決提案。
 五、 議決會長所提會務發展企劃案。
 六、 議決青商會收支預算案。
 七、 依據組織辦法訂定執行規章。
 八、 名譽會長之聘任
九、 行使會長所提之秘書長、財務長等人事案之同意權。

十、 議決其他重要事項。

82 83



第25條   青商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及辦理會長交接，須正式備函邀請世總總會長、 
 副總會長及相關人員列席指導、監交。

第26條 青商會理事會與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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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條 青商會各項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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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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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跨洲委託代理。對行使會長、監事長之選舉投票權，則不在 
 概括委託授權之列。

第29條 青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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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接受世總指定之相關工作委員會之輔導。

第五章 經費

第30條 青商會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會議及各項專案活動所需經費，由青商會於事前提 
 出工作計畫及經費概算，經總會長同意後，由世總專款統籌支應。

      
             

第六章 附則

第31條 為實踐組織辦法之宗旨及任務，理事會得另訂執行細則執行之。

第32條 青商會之解散，得經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青商會有違反本辦法第3條、第4條或第5條規定情事，且情節重大者，得經世總理 
 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予以解散。

            青商會解散後，所有剩餘資產，應歸屬世總。

第33條 本辦法之修訂，除由世總提出外，得經青商會理監事十人以上之連署或理事會提案 
 ，並經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向世總理監事聯席會議提出修正案。

第34條 本辦法經世總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成立大會名單與照片

陳冠彰(德)陳冠彰(德) 翁靖欣(德)翁靖欣(德) 施德光(德)施德光(德) 高奧博(德)高奧博(德)

高偉淙(英)高偉淙(英)

張桂溥(英)

郭   億(英)郭   億(英) 何芳宜(英)何芳宜(英)

張凱鈞(英)

林銘煌(英)林銘煌(英) 嚴士育(英)嚴士育(英)

英格蘭台商會 -青商會

 林劭陽(蘇) 林劭陽(蘇) 高智鵬(蘇)高智鵬(蘇)黃凱聲(蘇)黃凱聲(蘇) 楊榮榮(蘇)楊榮榮(蘇)林孟潔(蘇)

吳芝君(蘇)

林孟潔(蘇)

吳芝君(蘇)

蘇格蘭台商會 -青商會

德國台商會 -青商會

張桂溥(英) 吳向桓(奧)吳向桓(奧)

奧地利台商會-青商會

瑞典台商會 -青商會

吳宗諺(瑞典)吳宗諺(瑞典) 周家楷(瑞典)周家楷(瑞典)

張凱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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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於4月17日在Düsseldorf正式成立“德國青商會”，首先要恭喜

           翁靖欣小姐    當選 德國青商會會長

           鍾賢達先生    當選 德國青商會副會長

           沈福剛先生    當選 德國青商會理事

           目前已正式入會為德國青商會會員有14位（將會持續增加）

非常謝謝駐德代表處魏武煉大使、經濟組及僑委會給予贊助，尤其經濟組范德安組長及僑

委會傅瑾玲秘書，還有世界台商會名譽總會長鄭東平先生親臨指教，給予了許多的鼓勵。

這次的成立大會有勞德西臺商會會長郭琛先生大力相助，才能一 切順利圓滿結束，在此

我深表感謝，也謝謝各區會長們也作了許多努力，希望今後能繼續推薦年輕第二代子

弟們加入他們的團隊。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楊燕卿

德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成立與介紹

各位台灣的鄉親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蘇格蘭的台灣商會青商會長李玄彬。 蘇格蘭台灣商

會青商會是在2010年12月11日正式成立， 而青商會之所以能夠成立也必須歸功於歐洲台

商會林玉麟總會長以及青商會副會長林孟潔的鼓勵與安排。 

蘇格蘭台灣青商會總共選出三個理事:

第一屆會   長: 李玄彬 先生(左三)

第一屆副會長: 林孟潔 小姐(左二)

第一屆監    事: 黃凱聲 先生(右二)

名譽會長則由林玉林總會長擔任， 青商會總數則有14人。

之所以成立蘇格蘭青商會的最大主因， 乃是為了在蘇格蘭台灣同胞日漸減少的環境下讓

彼此能更加的團結。 歐洲台商會以及蘇格蘭台商會對很多台商的貢獻真的非常的大， 因

此為了能順利幫助台商第二代或新一代青年台商，我們很高興能趁此機會成立青商會來連

結在蘇格蘭的青商朋友們與台商和台灣的橋樑。  

在歐洲台商會的十七個會國也陸續成立青商會的情況下，  我們將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和管

道來進一步的加強各國的熱血青商朋友之間的交流， 彼此學習以開拓更多的國際市場。  

未來各國青商會的成立將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合作機會， 青商聚集在一起的力量也會更加

團結， 我們蘇格蘭青商會也會做最大的努力結合在地的青商來促進更多的交流， 以後也

請各位青商同伴們多多指教!

蘇格蘭台灣商會─青商會成立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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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台灣商會青年商會，TAIWANESE CHAMBEROF COMMERCE IN ENGLAND – 

JUNIOR CHAPTER （TCCE-JC）為英格蘭台灣商會青年商會組織，�屬英格蘭台灣商

會，為商會之次級組織。

有鑑於旅居英格蘭之台商日益增加，為凝聚英格蘭台商第二代與新一代青年台商在當地之

向心力，傳承台商優良傳統之團結合作精神，在僑委會以及多位英格蘭台商前輩的奔波努

力下，英格蘭台灣商會青年商會正式於2010年11月20日於倫敦成立。英格蘭台灣商會青

年商會希望藉此年齡21歲至40歲，在英國英格蘭地區從事工商業務者之青年朋友參與加

入，加強青年台商之互助聯繫機會和管道。

隨著英格蘭台灣商會青年商會之成立與擴張，組織之短程及遠程目標如下：

一、 引導台商第二代或新一代青年台商加入英格蘭台商會，使台商會傳承，永續發展。

二、 使青年台商成員在英格蘭台灣商會之組織系統內，有其歸屬感。同時，可透過組  

 織，加強聯誼，建立事業夥伴，促進商機，開拓國際市場。

三、 作為連結海外台商第二代或新一代青年台商與台灣之橋樑，增進對台灣之瞭解與支 

 持，並延續、促進與台灣之經貿人脈關係。

四、 結合青年台商成員，增進與主流社會之關係，提升台灣之國際能見度。

五、協助歐洲總會與世界總會及政府建立海外人才庫，儲備國家建設所需人才。

近期活動

英格蘭台灣商會青年商會將於5月14日於倫敦RUDOLF STEINER HOUSE，邀請林怡貝

博士為旅英僑界演出一場溫馨的 「魅力倫敦．古典倫敦／當大提琴遇上幾米」大提琴演

奏會。其中青年商會更獲得台灣知名繪本創作家幾米之熱情贊助，為此音樂會專屬設計別

出心裁的音樂會獨家紀念門票／明信片套卡。這場「有聲有色」的音樂會，結合了古典大

提琴的優雅樂音及幾米繪本之動畫賞析，不僅將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對音樂會的參與及欣

賞，也讓外國友人能更深入接觸專屬台灣的藝術文化，將台灣的音樂成就和藝術創作推向

國際舞台。

英格蘭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成立與介紹 未來活動

2011年7月上旬，英格蘭台灣商會暨青年商會將與旅英僑界共同主辦中華民國建國100年之

年度盛會「台灣旅英僑界園遊運動會」，下半年也將陸續舉辦適合台灣青年商會成員之經貿

活動、專題研討、座談會、參訪等。

Yours Sincerely, 

英格蘭台灣商會青年商會會長  
高偉淙 (David Kao)    

暨    全體理監事         共同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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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C最近三年各屆職稱
　　
　　

姓名 17(一) 14(一)14(二) 14(三) 15(一) 15(二) 15(三)16(一) 16(二) 16(三) 17(一) 17(二) 備註 
17(一) 15(一) 15(三) 16(一) 16(二) 17(一) 17(二)

職稱 國家 2009 
Apr

2009 
Sep

2009 
Sep

2010 
Apr

2010 
Oct

2010 
Oct

2011 
Mar

職稱 行政組
織

陳淑娟
行政組
織

李耀熊
行政組
織

林玉麟

1 鄭東平 名譽總 德國 O 鄭東平 名譽總會長

2 許瑞麟 名譽總 荷蘭 O O 許瑞麟 名譽總會長

3 蔡國泰 名譽總 法國 O O O O O O O O 蔡國泰 名譽總會長

4 林玉麟 副總會 英國 O O O O O O 林玉麟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理事 總會長 總會長

5 沈為霈 諮詢委 英國 O 沈為霈 名譽總會長

6 高慶雄 諮詢委 荷蘭 O 高慶雄 名譽總會長

黎萬棠 諮詢委 西班牙 黎萬棠 名譽總會長

7 蕭培森 諮詢委 比利時 O 蕭培森 名譽總會長

8 周仲蘭 諮詢委 瑞士 O 周仲蘭 名譽總會長

9 黃行德 諮詢委 法國 O O 黃行德 名譽總會長

10 董淑貞 諮詢委 英國 O 董淑貞 諮詢委員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11 黃貴乾 諮詢委 英國 O O 黃貴乾 名譽總會長

12 楊梅芳 諮詢委 德國 O 楊梅芳 名譽總會長

13 陳淑娟 諮詢委 法國 O 陳淑娟 名譽總會長 總會長 總會長

14 曾金華 諮詢委 法國 O O O O O O O O O O O 曾金華 理事 理事 理事

15 張語揚 諮詢委 德國 O 張語揚 諮詢委員 諮詢委 諮詢委

16 李耀熊 諮詢委 西班牙 O O 李耀熊 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 副總會 總會長 總會長

17 楊美華 顧問 德國 O 楊美華

18 楊景德 顧問 波蘭 O O O O O O O O O O O 楊景德 諮詢委員 監事長 監事長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19 李玉英 顧問 瑞典 O O O O O O O O O O O 李玉英 諮詢委員 監事長 監事長 諮詢委

20 李永慶 顧問 法國 O O O O O O O O O O O 李永慶 副總會長 秘書長 秘書長 副總會 副總會 諮詢委

21 謝美婷 顧問 法國 O O O O O O O O O O O 謝美婷

22 吳秀琪 顧問 義大利 O O O O O O O O O O 吳秀琪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理事 諮詢委 諮詢委

23 楊建修 顧問 荷蘭 O O O O O O O O O O 楊建修

24 張志康 顧問 比利時 O O O O O O O O 張志康 副總會長 副監事 副監事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25 郭珮涵 顧問 法國 O O O O O O O O 郭珮涵

26 駱瑤玲 顧問 瑞典 O O O O O O O O 駱瑤玲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27 丘世璿 顧問 法國 O O O O O O O O 丘世璿

28 楊必誠 顧問 俄國 O O O O O O O O 楊必誠 諮詢委員 諮詢委 諮詢委

曹增東 諮詢委員 理事 理事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備註：連續3年參加6次可被提報為下一屆之顧問 林佩妏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Date: 18 Oct., 2010 儲中流 諮詢委員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林世昌 諮詢委員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諮詢委

劉芸秋 諮詢委員 諮詢委

張志光 副總會 副總會

林    崴 諮詢委員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1 林奇雋 副監事 法國 O O O O O O O O 林奇雋 副監事 副監事 監事長

2 周碧薇 監事 瑞典 O 賴至剛 理事 副監事

1 莊振澤 理事 義大利 O O O O 莊振澤

2 郭麗秋 理事 法國 O O 郭麗秋

3 李貽璋 理事 比利時 O O O O 李貽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4 扈喆華 理事 德國 O O 扈喆華 理事 理事 理事

5 區英僖 理事 法國 區英僖 財務長 財務長 諮詢委

6 龐瑋穎 理事 英國 O 林聰輝 理事 理事 理事

7 劉玉珍 理事 比利時 O O O O O O 劉玉珍

8 李阿進 理事 義大利 O O O O O 李阿進

9 陳燕發 理事 英國 O O O 陳燕發 理事 理事 理事 秘書長

10 鄭蓓斐 理事 法國 O O O O 鄭蓓斐

11 劉美姬 理事 盧森堡 O O 劉美姬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12 黎  輝 理事 法國 O O O O 黎   輝 理事 理事 理事

13 陳永森 理事 西班牙 O O 陳永森 副總會長 秘書長 秘書長 諮詢委

14 劉瑞娜 理事 俄國 O O O O 劉瑞娜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15 夏漢瑩 理事 義大利 O 夏漢瑩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16 于懷義 理事 挪威 O 于懷義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理事 諮詢委

17 傅佩芬 理事 德國 O O O O 傅佩芬 

18 曹行之 理事 奧地利 O 曹行之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19 吳輝舟 理事 奧地利 O O O 吳輝舟 理事 理事 理事

20 劉文堂 理事 德國 O  劉文堂

21 李綺娟 理事 英國 O O 李綺娟 財務長

22 張昭倫 理事 土耳其 O O 張昭倫 副總會長 副總會

23 康炳霖 理事 荷蘭 O 康炳霖 理事 理事 理事

24 林洋銘 理事 俄國 O 林洋銘 副總會長 副總會

25 陳乃琛 理事 英國 O 陳乃琛

26 林奇聰 理事 德國 O 林奇聰

27 劉欣怡 理事 挪威 O 劉欣怡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28 廖再思 理事 英國 O 廖再思

29 廖天儀 理事 西班牙 O 廖天儀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30
梁秋生 理事 英國 O 梁秋生

陸錦林 理事 西班牙 O 陸錦林 諮詢委員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諮詢委

31 吳秀麗 理事 瑞典 O 吳秀麗

32 王玉珍 理事 土耳其 O O 王玉珍

蔡瑞瑜 理事 理事 理事

賴世寬 理事 理事 理事

郭    琛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李勳墉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簡文達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吳名洋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郭哲光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柯秀麗 諮詢委員 財務長 財務長 諮詢委

彭莫喬 副總會 副總會

黃銀城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停權

袁    平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停權

王宗澤 副總會長 副總會 副總會 副總會 停權

楊文村 理事

古桂英 理事 理事 理事

註： 諮詢委 理事 顧問 監事 李卓蓉 理事 理事 理事

歐洲台商總會擔任第17(一)界世界總會WTCC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歐洲 WTCC職稱 國家 姓名 在台或駐地電話 e-mail address
會費

(USD)
1 名譽總會長 德國 鄭東平 0936663888 dpjeng@comtecelec.de 1,000 
2 名譽總會長 荷蘭 許瑞麟 0933022677 decoco@tpts5.seed.net.tw 1,000 
3 名譽總會長 法國 蔡國泰 0972619972 tsai@victorfrance.com 1000
4 副總會長 英國 林玉麟 0939948987 jack.lin@wisevision.co.uk 2,000 
5 諮詢委員 英國 沈為霈 +44-7785361314 wilfreds@simmonsgainsford.co.uk 400 
6 諮詢委員 荷蘭 高慶雄 0988818172 billykao@totalbb.net.tw 400 
7 諮詢委員 比利時 蕭培森 0933927892 shaw.ps@gmail.com 400 
8 諮詢委員 瑞士 周仲蘭 0917364888 joy.chou@dreyfusbank.ch 400 
9 諮詢委員 法國 黃行德 0912684399 james@asialand.fr 400 
10 諮詢委員 英國 董淑貞 0912154055 susan-515@163.com 400 
11 諮詢委員 英國 黃貴乾 +44-7768057200 qc.huang@virgin.net 400 
12

諮詢委員 德國 楊梅芳 0921417471
HeicoEissfeller@gmx.net 或

meifankyangeissfeller@gmail.com
400 

13 諮詢委員 法國 陳淑娟 0930623298 chen-yu@gide.com 400 
14 諮詢委員 法國 曾金華 0912706354 nancy@asialand.fr 400 
15 諮詢委員 德國 張語揚 0911504507 everhugmbh@hotmail.com 400 
16 諮詢委員 西班牙 李耀熊 0939278789 leeyao22@yahoo.com.tw 400 
17 顧問 德國 楊美華 0916462909 monica@awama.de 300 
18 顧問 波蘭 楊景德 0912203767 cdyang@sumeeko.pl 300 
19 顧問 瑞典 李玉英 0928371712 yu.ying@home.se 300 
20 顧問 法國 李永慶 0988294898 liycmt@hotmail.com 300 
21 顧問 法國 謝美婷 0988294898 li@amie-france.com 300 
22 顧問 義大利 吳秀琪 0953227221 marcowuvenice@yahoo.com.tw 300 
23 顧問 荷蘭 楊建修 0952869519 j.s.yang@wxs.nl 300 
24 顧問 比利時 張志康 02-25457520 changchikong13@hotmail.com 300 
25 顧問 法國 郭珮涵 +33-620453605 kuopeihan@yahoo.fr 300 
26 顧問 法國 丘世璿 07-2613335 kuopeihan@yahoo.fr 300 
27 顧問 瑞典 駱瑤玲 +46-707278963 jenny.jenving@gmail.com 300 
28 顧問 俄國 楊必誠 0933728455 neil@su-ao.com 300 
1 副監事長 法國 林奇雋 0933228634 jcl6688@hotmail.com 300 
2 監事 瑞典 周碧薇 監事長 +46-707278963 200 
1 理事 英國 李綺娟 0939948987 jilllee222@gmail.com 200 
2 理事 土耳其 張昭倫 0911904900 sales@dakong.com.tr 200 
3 理事 荷蘭 康炳霖 07-5531153 kang@tainic.nl 200 
4 理事 法國 鄭蓓斐 0933-228-634 peifeilam@hotmail.com 200 
5 理事 法國 黎    輝 0989858393 lihui838@hotmail.fr 200 
6 理事 俄國 林洋銘 0955159501 yangming.lin@hotmail.com 200 
7 理事 英國 陳乃琛 +44-7900285413 ncyau@hotmail.com 200 
8 理事 英國 陳燕發 0980-570-660 yenfachen@hotmail.com 200 
9 理事 德國 黃林芝 0975324216 biomegacare@googlemail.com 200 
10 理事 挪威 劉欣怡 02-25019257 ivy.liu@kraabol-as.com 200 
11 理事 俄國 劉瑞娜 0939505085 liulopatin@yahoo.com.tw 200 
12 理事 英國 廖再思 +44-7769703918 ptsleo@yahoo.co.uk 200 
13 理事 比利時 劉玉珍 02-25457520 changchikong@hotmail.com 200 
14 理事 西班牙 廖天儀 0939278789 ajinnliao@gmail.com 200 

15
理事 英國 梁秋生 0932149334 harryliang@hotmail.com 0 
理事 西班牙 陸錦林 取代梁秋生           juanluchai@hotmail.com 200

16 理事 瑞典 吳秀麗 02-25700809 shiowlihwu@yahoo.se 200 
17 理事 義大利 李阿進 0989576213 lee_ahching@hotmail.com 200 
18 理事 奧地利 吳輝舟 0931087322 alfred@eets.at 200 
19 理事 德國 傅佩芬 +49-179-1141547 pey-fen.fuh@rittershaus.net 200 
20 理事 土耳其 王玉珍 955465969 gema@next.com.tr 200 

1 會員代表 西班牙 李瑞蓮 0939278789 luciako@telefonica.net 100 

歐洲台商總會 2,500 

20,500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出席WTCC
第十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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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組織辦法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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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係由來自台灣或其父母來自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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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聯繫台商第二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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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強台商第二代之聯繫與合作，促進商情、商機交流，共謀事業發展，積極開 
 拓國際市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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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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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連結海外台商第二代與台灣之平台，延續、促進與台灣之經貿關係。

 五、重視人文、人權、人道精神，提升台商之國際形象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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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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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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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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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員，列席會員代表大會；但無選舉權及表決權。各會員體之會員年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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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組織辦法。
     二、行使會長、副會長及監事長之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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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為當 
  然理事及由各國推舉兩員為理事。 理事須為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 
  次。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觀察員）之資格。
         二、本會組織辦法修改之建議。
         三、會長之選舉及罷免。
         四、提案及議決提案。
         五、議決會長所提會務發展企劃案。
         六、議決本會收支預算案。
         七、本會各項規章及選舉辦法之訂定及修改。
         八、名譽會長之聘任
         九、行使會長所提之秘書長、財務長等人事案之同意權。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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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會員代表中推選, 任期一年, 但不得由會長所屬 
  會員國產生, 亦不得由理事兼任。
  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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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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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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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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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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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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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臨時會員代表大 
   會，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由會長在三十天 
   之內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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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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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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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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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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卓魯(St. Andrews)建國一百年盃
高爾夫球競賽參賽名單

姓名 英文姓名
性
別

國家 手機 e-mail address 差點 tee time

 26/5 Jubilee Course and 27/5 Old Course 5月26日 5月27日

1 何元圭 Yuan Guei Ho 男  捷克 420-602-290388 economic@teco.cz 19.2 12:00 12:00

2 彭瑞銘 Rei-Ming Peng 男 德國(西) 49-1729003158 rmpeng@gmx.de 12

3  江丙坤 VIP 男 台灣 VIP

4 扈喆華 John Hu 男 德國(北) 49-151 290 6949
johnhu1952@googlemail.
com

17.8

5 張語揚 Luis Chang 男 德國(北) 49-171 571 5791 everhugmbh@hotmail.com 22.8 12:08 13:00

6 沃連珠 Pauline Sun 女 德國(北) 49-172 6805158 sun@arx.de 22.3

7  顏林美枝 Margret Yen 女 德國(北) 49-173 981 2097
yen.gmbh.hamburg@
t-online.de

29.2

8 沈馮麗琪 Shen, Feng Li-Chi 女 德國(北)
49-176 6486 
6290

sm1688@hotmail.com 29

27/5 Jubilee Course 5月27日

9 顏耀莊 Jens Yen 男 德國(北) 49-173 981 2097
yen.gmbh.hamburg@
t-online.de

32 N/A 13:04

10 沈勝明 Shen Sheng-Ming 男 德國(北)
49-157 7258 
0210

sm1688@hotmail.com 24

11 孫  屏 Albert Sun 男 德國(北) 49-172 6805158 sun@arx.de 30.3

12

Package deal:26/5 Old Course, 27/5 Jubilee Course 5月26日 5月27日

1 黎萬棠 Lee WangTang 男 西班牙 34-649433076 Liwantang＠hotmail.com 17.2 9:20 10:40

2 宋春霞
Tsung Hsia Song-
Winkler

女 德國(北) 49-172 402 8450 song-winkler@arcor.de 18.6

3 廖啟郎 Chie-Lang Liao 男 德國(南) 49-170-7768882 mail@legendconsulting.de 18.3

4

5 葉慶和 Yeh Ching Her 男 智利 56-9-85034240 felipeyeh2010@gmail.com 20 9:30 10:48

6 陳紹龍 Shao-Long Chen 男 德國(北) 49-172-4251889 ronnie@chicony.de 21.9

7 梁政淵 Liang, Cheng-yuan 男 智利 56-99-3182680 Elena.mao@hotmail.com 24

8

9 黃行德 James Huang 男 法國 33-607 517 818 james@asialand.fr 24 9:40 10:56

10 許明芳 Aki Hsu 男 紐西蘭
64-21-1405098 or 
886-932039214

aki.hsu.tw@gmail.com 24

11 許瑞麟 Hsu, Jui-Lin 男 荷蘭 886-933022677 decoco@tpts5.seed.net.tw 24

12 許雅紅 Hsu, Ya-Hung 女 荷蘭 886-933022677 decoco@tpts5.seed.net.tw 28

13 9:50 11:04

14

15

16

Handicap Certificate：Old Course 必須出示男生HCP24以下，女生HCP36以下證明。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七屆會員大會
贊助芳名錄

A.  SPONSOR BY DONATION

中華民國外交部                                                        5/27歡迎晚宴經費與年刊：美金8,000元
中華民國經濟部                                                                 5/28聯誼午宴經費：新台幣20萬元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5/28 惜別晚宴經費：美金10,000元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大會相關活動與研討會：£2,500英鎊
大洋洲台商總會黃名譽總會長正勝                                                                    美金10,000元
黃世總會監事長與民譽總會長行德                                                                      美金1,000元
蘇格蘭台商會長夫人李端容女士                                                                             美金500元
英國台商聯合總會李前副總會長勳墉                                                                      £500英鎊
沈民譽總會長為霈                                                                                                  £500英鎊
黃民譽總會長貴乾                                                                                                  £500英鎊
儲僑務委員中流                                                                                                      £100英鎊
瑞典台商會駱副總會長瑤玲                                                                         瑞典幣5,000 克朗
亞洲台商總會李民譽總會長芳信                                                              生物纖維面膜250盒
土耳其台商會張副總會長昭倫                                                              高級男性運動襪252雙

B.  SPONSOR BY ADVERTISEMENT

EUROTRA France (林監事長奇雋)                                                                      £1,200英鎊
YSP, 永信藥品集團                                                                                                 £900英鎊
陽明海運                                                                                                                 £500英鎊
中菲行Dimerco Express (UK) Ltd.                                                                          £500英鎊
THE PAPER GALLERY, Oriental Gift & Cards                                                       £350英鎊
永豐證券倫敦公司, SinoPac Securities (Europe) Ltd.                                             £300英鎊
台灣、第一、華南、彰化、兆豐銀行倫敦分行                                                       £900英鎊 
合環建設機構                                                                                                          £900英鎊
台沛 Taipec                                                                                                        台灣美食贈品
長榮航空公司                                                                                          歐洲至台北來回機票
CDPiazza創意市集                                                                      可摺式多用途背包、防風衣
天鵝堡室內樂團                                                                        建國百年紫色T-shirt 、絨毛牛
中華航空公司                                                             歐洲各點至台北延遠亞洲各點來回機票
威泰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文創商品(吸水杯墊、3C包、三層L夾、靠岸迴紋夾)

衷心感謝以上單位與個人對本次會議的慷慨贊助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七屆大會籌備委員會　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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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Pac Securities (Europe) Limited is a fully FSA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regulated UK subsidiary of SinoPac Securities Corporation in Taiwan. We have existed 
since 1996 to provide timely and quality investment research and brokerage services to 
institutional clients based in Europe. As Taiwan’s only FSA regulated broker operating in 
Europe to date, we are able to offer levels of investor protection to the full extent of UK Law. 
We extend our service t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ly. 

Our key strength is to provide dealing and research services in Taiwan. Our sister company 
SinoPac Securities (Asia) Limited in Hong Kong is a full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Through our Hong Kong offi ce, we can accept and process your Hong 
Kong securities business. 
We provide agency brokerage services to UK / Europe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the 
Greater China fi nancial markets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covering: Equities, Futures 
/ Options, Convertible Bonds, Depository Receipts, Stock Borrowing and Lending, Marketing 
of Overseas Funds in Asia, etc.

SinoPac Securities (Europe) Limited, Registered in England and Wales No. 3766464
5th Floor Habib House, 42 Moorgate, London EC2R 6EL, UK

Tel: +44 (0)20 7614 9999 Fax: +44 (0)20 7614 9979 Email: sinopac@sinopac.co.uk
Visit us at www.sinopac.com/eng/main.htm

THE PAPER GALLERY 
Oriental Gift & Cards
地址：49 Clerk Street, Edinburgh, EH8 9JQ, Scotland U.K.

電話：0131-6620369   聯絡人：張景清，楊麗銀
http://www.cathaycreative.com

Tel:8732-2681#21----Winnie 103102



CD PIZZA

Fashionable 
Creative   
Fun

在倫敦地區有五家台資銀行熱切希望為您提供存款、放款、

匯款、進出口外匯及其他國際金融業務，歡迎您洽詢

營業地址：29 Wilson Street, London EC2M 2SJ U. K.

電    話：44-20 7417 0000              傳    真：44-20 7417 0011

郵電信箱：i921a@fi rstbank.com.tw

營業地址：Level 5, City Tower, 40 Basinghall Street, London EC2V 5DE, U. K.

電    話：44-20 7382 4530              傳    真：44-20 7374 8899

郵電信箱：operations.botlondon@btconnect.com

營業地址：Level 6, City Tower, 40 Basinghall Street, London EC2V 5DE, U. K.

電    話：44-20 7600 6600              傳    真：44-20 7600 3227

郵電信箱：chb@changhwa.clara.net

營業地址：5th Fl., 32, Lombard Street, London, EC3V 9BQ, U.K.

電    話：44-20 7220 7979            傳    真：44-20 7626 1515

郵電信箱：huanan@hncb.co.uk

營業地址：4th Floor, Michael House, 35 Chiswell Street, London EC1Y 4SE, U. K.

電    話：44-20 7562 7350            傳    真：44-20 7562 7369

郵電信箱：secretary@megaicbc.co.uk

London branch

London branch

London branch

London branch

London branch

105104





臺灣蘇格蘭格紋背景故事
臺灣蘇格蘭格紋是為了慶祝中華民國(臺灣)建國100年的活動，在蘇格蘭地區的臺灣僑社委託
金‧安德森(Kinloch Anderson)而設計。計劃在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2011年五月在愛丁堡召
開年會的時候啟用，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愛丁堡辦事處對此樂觀其成。

基於古蘇格蘭格紋的特殊條紋型式，為了給格紋強而有力的蘇格蘭背景，且具有普世意義而設

計，用以反映喬治‧萊斯里‧馬偕 (Dr George Leslie Mackay) 和詹姆斯‧馬雅各 (Dr James 
Maxwell) 兩位與蘇格蘭有深厚淵源的傳教士，使用了馬偕(Mackay)家族格紋，和馬雅各
(Maxwell)家族格紋的元素，以認識他們對臺灣從事於宗教、教育和醫學等領域的付出。

在設計中使用的主要顏色取自中華民國(臺灣)的國旗顏色，藍色代表民主，紅色代表民族主義
和白色代表民生。白色的套格子花紋交錯通過了藍色，以反映出蘇格蘭國旗的 “X”叉字形。

中華民國(臺灣)國旗中的12道光芒代表著一年的12個月，並在格紋設計中以12種套格子花紋展
現出青天白日的光芒。

THE STORY BEHIND 
THE TAIWAN SCOTTISH TARTAN

The tartan was designed to mark the centenni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Scotland. It is welcomed 
by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Edinburgh Office and is planned to feature 
in 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Edinburgh, May 2011 
Conference.

In order to give the tartan a strong Scottish background but with universal implications 
the design was based on the sett of the Caledonian Tartan. Elements of the Mackay Tartan, 
and the Maxwell Tartan were also used t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wo missionaries that 
was related to Scotland, Dr George Leslie Mackay and Dr James Maxwell, for recognising 
their work in the fields of religion, education and medicine in Taiwan. 

The main colours used in the design are taken from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here blue represents democracy; red represents nationalism and white 
represents people’s livelihoods. The white overcheck passes through the blue thereby 
reflecting the Scottish Saltire.

There are also 12 rays of the sun shown on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se rays represent the 12 months of the year and are translated in the 
tartan as 12 overchecks spread throughout the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