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記錄
時間: 14:00 – 17:15
地點: 比利時 Novotel Hotel
主席： 張總會長志康
記錄：林貴寶（各國會長報告）、陳秫娟（章程修改）
整理：李玉英
出席人員: 理監事以上人員應到 50 名 / 簽到 50 名 (超過半數)
總會長: 張志康
監事長: 傅佩芬
副監事長: 陳燕發
秘書長: 楊文龍
財務長: 張中哲
名譽總會長: 沈為霈、鄭東平、許瑞麟、劉文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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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語揚。
副總會長: 吳輝舟、張昭倫、張中峙、陶德華、劉美姬、駱瑤玲、蕭梅杏、阮紹棣、
梁秋生、李志俊、劉欣怡。
諮詢委員: 儲中流、董淑貞、楊景德、李永慶、李玉英、林姵妏、柯秀麗、曾金華、
楊必誠、林奇雋、林威、吳秀琪（請假，年費已繳）。
顧問： 謝美婷。
理事: 吳秀麗、廖天儀、王玉珍、張春娟、賴志剛、陳乃琛、黎輝、郭琛、張志光。
會員代表：劉凊林、張慧玲、陳玉玫、劉芸秋、吳明哲、薛世蓉、莊玉靜、鄭蓓斐、
賴林淑瑛、楊建修、彭琴紋（未簽到）。
秘書長楊文龍宣布會議開始！
張總會長志康
大家好！關於會刊裡有些照片不清晰請大家包涵，因這次會刊的照片有用手機照的還
有些是網路上摘錄的，品質不同，因此有的照片不清楚請大家見諒。為了有良好的印
刷品質請大家以後盡量提供原版照片。可請下屆注意和改善。另外禮品方面，胸針是
董淑真咨詢委員贈送。
秘書處報告 秘書長楊文龍先生
從去年我們接下大會工作，很是惶恐。因為比利時很人很少，從開籌備會議到訂旅
館、餐點、一日遊及其它鎖碎的事情非常多，大家都是前輩，我們的會刊編輯有不盡
人意的地方，我們會改進，議程安排有瑕疵的地方請大家包涵。我在比利時住了 32
年，但是參加台商會的經驗比較少，很感謝各位的支持及歐洲台商會前輩與先進的幫
忙，今天會議才能順利地進行，謝謝大家。

另外關於會刊編輯部分要向各位聲明，請大家包涵，因為會刊是我們歐洲台商會交流
的平台，如果有會員國因內部有不合的意見或困擾，希望不要將此登到會刊上。各國
的稿件及文章都是我審核的，當送來的文章有不當或攻擊個人文詞的時候，我會很直
接的就把這些內容刪減掉，如有文章被刪除的國家請見諒，這個責任由我個人來承
擔，會刊的目地是用來回憶愉快、交友、交流、分享的平台，而不是被利用來公開攻
擊人及表達個人意見的平台，也是我們編會刊最基本的原則。
今天的會議及之後旅遊的整個行程安排如有令人不儘滿意的地方，請大家多多指教，
小弟願意接受大家的指導，謝謝！
財務長張中哲報告
大家好，張中哲財務長跟大家報告。
由第十八屆接收現金 € 14,570 歐元。
在倫敦的彰化銀行帳戶現有: 11,459.16 歐元，6,388.45 美金與 8,367.40 英鎊，換
算後共計 26,610.80 歐元。
第十九屆收入部分:
世總黃總會長贊助 1,000 美金 ，世總林國彥監事長贊助 1,000 歐元，世總楊信諮詢委
員贊助 1,000 美金，張志康總會長贊助 5,000 歐元，傅佩芬監事長贊助 750 歐元，黃行
德名譽總會長贊助 1,000 美金，林奇雋諮詢委員贊助 500 歐元，陽明海運廣告 500 歐
元，陳玉玫會長贊助 150 歐元；林玉麟名譽總會長廣告 500 歐元，海外旅行社廣告費
1,000 美金尚未入賬，共計金額歐元 8 250，美金 3 000。
支出部分:
補助第十九屆年會 1,000 歐元。繳交世界台灣商會會費美金 2,500，相當於 2,000 歐
元。另外，補助第十九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共 47 位，每位 100 歐元，共計 4,700 歐元。
由於本次大會支出尚未結算，待交接完成後再向第二十屆歐洲總會提出財務報表，謝
謝！

張名譽總會長語揚報告
張總會長，各位會長、各位先進大家好!
去年我們在漢堡辦得非常輕鬆，因為我們的旅館、會場就在機場旁邊，所以省下了很
多時間，跟現在的張總會比起來輕鬆很多。
我觀察他這一年的表現，心中非常感佩。去年十月我們在台北的時候，張會長就已經
先宴請大家做聯誼，作一個很好的溝通，所以我們在世界台商會這邊也就很順利地參
與了各項活動。之後他很積極參加會員國的活動，風塵僕僕到各國去，這是我們未來
的總會長應該學習的地方，多跑幾個國家，多瞭解多關心各國不一樣的情況，團結的
力量就會出來，各國都需要總會長的關心，也可認識和知道能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這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歐洲總會能有張總會長這樣的精神，大家團結一眾，今天才有這麼
好的活動，在這麼好的餐館用餐。這次的餐點真的是史上最好的餐廳，準備豐富，張
總會長真的很用心。這個時候在各方面的籌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以這樣的心情，我們為了台商會的茁壯，也應該多多參加活動。這一次世界總會在馬
來西亞舉辦，我們有很多先進都有參加，在那邊也認識了很多的朋友。亞洲真的是生
產的基地，泰國有 15 萬台商，越南有 30 台商，一個小分會就比整個歐洲大，他們的
台商會真的很有力量，甚至還可以捐贈廟。所以我們參加他們的活動，對我們本身的
事業跟人脈交流是非常好的，參加台商會總是有這樣的好處，也可以擴大我們的商

機。
基本上，我們的 19 屆真的是比我們 18 屆強很多啊！這一點是我們要特別感謝張志康
總會長的用心，以上報告，謝謝！
張總會長
謝謝張名譽總會長的抬愛，不敢當。事實上我是很用心在做，有不滿的地方請大家多
多見諒。不管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從去年選上，真的很謝謝大家的支持。從頭到尾我
們就是很用心做，很謝謝大家。
各國會長報告
英國台灣商會 梁會長秋生
張總會長、楊秘書長、監事長，副總會長各位名譽總會長，大家好。今天我代表英國
在這邊報告。英國有兩個台商會，分為蘇格蘭跟英格蘭台商會，輪流代表英國台商會
出席歐洲總會，今年由英格蘭台商會代表英國台灣商會。我已經連任兩年的英格蘭台
商會會長，今年由英格蘭台商會我梁秋生代表英國台商會。過去這一年英國台商會作
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去年的倫敦奧運會，台灣有很多的選手參加，還有代表團，台
灣商會也有去幫台灣團加油。
目前英國有很多人來打工度假，每年有 1 000 名額，簽證兩年的時間，限定 30 歲以下
年輕人，相當於一年有 2 000 個台灣年輕人到英國，目前就有很多這樣的年輕人，他們
在英國找工作、找住的地方、交通等等，在他們需要幫忙時，英國台商會也盡量成為
一個平台提供協助。英國的代表處也辦很多的活動，我們台商會就是配合當地代表處
的一些活動，多多參與。台商會在英國所有的社團裡面是儘量來協助大家，盡量配
合。
今年我們依照慣例要舉辦運動會，每一年都會舉辦，除了去年因為奧運會停辦一次，
前年有兩、三百人參加，活動非常成功，希望今年的活動有更多當地或學生、打工度
假的年輕人來參加。
最後希望大家有機會到英國來玩，歡迎大家聯絡我們。
法國台灣商會 蕭會長梅杏
所有的會長大家好。我是去年新上任的法國台灣商會會長蕭梅杏。因為法國台商一直
不多，所以我上任的第一個工作，就為一些想要創業的人辦了一個座談會，邀請陳律
師、區會計師來座談會演講，藉此我們招募了十多個新會員，目前法國台商會大約有
40 多個會員。
今年一月初的時候，原本法國的呂大使要退休了，我們為他舉辦了一個歡送會，張總
會長也前來參加，因為台商非常支持呂大使，相對呂大使也幫了台商很多忙，現在呂
大使繼續留任，當地台商都非常開心。
另外，今年 6 月 9 日端午節，為了體恤父老，我們不辦划龍舟，改乘遊船。我們會在
巴黎舉辦端午節遊船活動，如果大家當時有在巴黎的話，歡迎一起來參加。
我也順便廣告一下，今年的歐洲台商盃高爾夫球對抗賽 7 月 27、28 日在法國舉行，歡
迎大家參加。
瑞典台灣商會 駱會長瑤玲
大家好，去年 12 月初我們瑞典台商會改選，我又再度連任。希望下一屆大家一定要自
告奮勇出來競選會長。我要介紹今年我們瑞典有 7 名來參加，有我們的秘書長薛世

蓉，今年夏天我們會在秘書長的森林辦一個年中活動。我們的副會長吳秀麗住在斯德
哥爾摩，莊玉靜住在馬爾摩，瑞典台商會每年會舉行一次年會，其他的時間就是以各
地區區域性不定期舉辦活動。因為瑞典南北狹長，幅員廣大，要辦一次全國性的活動
真的很有難度，所以我們用區域性的方式，讓我們的台商會可以有知名度、能見度，
希望台灣人在瑞典都可以發光發熱。下一次我們的大會在年底舉辦，我們很認真在
做，因為人少所以我們就盡力而為。
張總會長志康
感謝駱會長帶了這麼多人來參加。
德國台灣商會總會 陶會長德華
張總會長、楊秘書長、監事，各位副總會長，理事們大家好。我是本屆的德國台商會
會長陶德華。我藉著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德國台商會，德國的台商會其實是台商會的
創始人，我們的鄭東平會長在 1994 年創立了德國台商會，大約有 20 年了，他也是歐
總的創始會長。德國也有多屆總會長、監事長等等，這邊資源比較豐富，因為德國早
期是台商投資的重鎮，電子業、ＩＴ業，我們是會員很多的一個國家，德國領土也很
大，因此我們分成德東、德南、德西、德北、德中五個分會，也成立青商會，目前青
商會在各地的分會也有自己的分會活動。此外當地除了台商會也有很多不同性質的僑
團，有宗教性的也有 life style 等不同性質的組織，例如法蘭克福就有將近 10 個左右的
組織，但我們是高度重疊的，也都會彼此支持。我們德國的制度是會長由東南西北中
分會每年輪任，今年剛好輪到我們德中代表台灣商會，小弟不才就出來盡量貢獻。
過去一年的任期中，我們很努力地經營「商」、「財」這個部分，這是台灣商會跟其它
組織的差別，我們的活動也盡量跟這兩個主題掛在一起。這一年我們除了推廣內部聯
誼之外，也注重外部的溝通結合，尤其是跟德國當地的政治、經濟單位互動，其實有
很多官方人員，不管是當地的議員或是管理單位，都對台灣有充分好感，很願意支持
我們台商
的活動。像我們上個月一年一度的大會，很高興邀請到駐德國的衞大使親自來致詞，
辦座談會。其他分會的會長、青商會會長都出席了會議，當天我們有機會跟衛大使進
行雙向溝通，衛大使也提供了許多第一手資訊，台灣目前在聯邦的工作，以及鼓勵到
台灣投資的政策等。另外當天也有兩位德國的議員來參加，其中一位議員主動發起一
個「德國對台灣友誼聯誼會」，這位議員本身有很雄厚的政治背景，很有機會進入聯
邦，希望我們可以透過他成立這個「友誼聯誼會」管道是聯邦的層級為台灣發聲。
另外台商會工作推動的困擾是我們台灣商會的名氣還不夠大，這也是我們要繼續努力
的。
這一年當中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成果是，我們落實了台商會網站的建立，這網站就是我
們的名片，所有分會的資料也都在上面，提供給全德國的人，讓其他人認識我們，做
為介紹、活動預告、活動成果分享的地方，相信這個網站也會在下一屆當中發揚光
大。謝謝大家。
張總會長志康
感謝陶會長的報告，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限，希望我們每一位會長報告大約 5 分鐘為
限。接下來我們請西班牙李會長報告。
西班牙台灣商會 李會長志俊
各位午安，我是西班牙新的會長李志俊。目前西班牙在十年西班牙經濟泡沫化之後面

臨一個比較困難的調整期。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我的餐廳還是天天客滿，高速
公路渡假人潮也是塞車。但也有很多台商放棄了西班牙的市場離開，也有很多人退休
了，因為賺不到錢。西班牙的政府相當鬆散，目前西班牙的失業率有 20%，但是事實
上有許多地下經濟存在沒有這麼多人失業，有很多人是一邊領失業福利金，一邊打
工，其實日子過得很舒服。更有很多中國的商人，利用西班牙政府鬆散的制度，嚴重
的逃稅或走私或洗錢，在媒體上曝光很多。他們報很低的稅卻常常高調開著名車，給
大家有華人嚴重逃漏稅、偷稅金的不良形象，對整體華人名聲影響很大。
西班牙的台商會人數不多，一年有一兩次活動。過去通常都是在馬德里舉辦活動，今
年我第一次提議將年會移到北部知名的小城聖巴斯丁市舉辦，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城
也有影展，我們在這邊開了第一次的理監事會議。這一次的活動承蒙張總會長蒞臨指
導，還出錢贊助活動，非常感謝。活動非常成功，希望未來可以多到西班牙不一樣的
城市來舉辦台商會的活動，更加凝聚外地台商的情感跟聯繫，讓他們也有參與感。
另外目前西班牙的房地產景氣很低，房價幾乎已經到了谷底，在西班牙南部海岸有很
多很漂亮的別墅，目前的價格都很低，是購買的好機會。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這
邊有一些相關的資訊，可以提供給大家，歡迎大家跟我聯繫。
奧地利台灣商會 吳會長輝舟
謝謝總會長、理事長、各位會長大家好。我們奧地利的台商會有一點不同，過去我們
奧地利曾經差一點因為沒有交會費而被開除會籍。12 年前因歐華在奧地利辦，我們重
新加入。大約 10 多年前我們加入總會會員，因為過去的理事長認為分會應該要得到總
會補助而沒有交會費，往年我參加台商總會的活動都是以個人身份參加，這兩年我才
是奧地利台商會的會長。
我們在奧地利的台商會有 10 多個理事，所有的僑胞都是我們的會員，沒有收取會費。
原本奧地利最大的僑社是「中國人協會」，大約有 40 多年歷史，後來台商會成立之
後，我們就配合所有的僑社，包括：婦聯會、台灣協會、中文僑校等，我們所有的理
事主要的工作就是捐錢、配合活動維持僑社的穩定。平常其他理事比較少來這邊開
會，因為大家都很忙碌，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交棒，老一輩的人不想當，年輕人
又不知道問題所在，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奧地利有很多的僑社，主要就是配合奧地利這邊各個橋社辦活動，我們台商會負責的
是新年春節舞會，去年大家都有看到，這是一個很正式也很盛大的傳統新年舞會，總
共有 400 多人來參加，我們希望明年可以發邀請函，邀請各個會長來參加，請大家來
奧地利跟我們一起過年。今年我們辦這個舞會總共花了 10 多萬歐元，大概賠了 800 歐
元，所以還好。
目前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也是交棒的問題，現在我們的老會長李良才會長去當中文僑
校的校長，我的太太是董事長，總幹事去當婦聯會的副主委，副會長也到婦聯會去。
我們這邊有人才荒，很希望有更多人到奧地利來。報告到此，謝謝。
張總會長志康
謝謝吳會長！
盧森堡台灣商會 劉會長美姬
大家好，很高興在這邊跟各位好姐妹見面，來到這裡好興奮，每一天很晚不睡覺，隔
天精神還是很好，很快樂這是很大的收獲。
就像是今天黃萬里代表說的我們盧森堡是很小，我們盧森堡台商會主要是配合官方活
動比較多，不管是台灣方面或是盧森堡方面。台灣方面像是國慶酒會，邀請官方代表

與僑胞一起辦。台灣盧森堡經濟促進會目前已經第六屆，一年在台灣辦，一年在盧森
堡，去年東原的董事長黃武雄先生帶團來盧森堡參訪。
盧森堡的銀行業很發達，台灣有大部分的基金是在盧森堡發行的，所以每年我們的活
動會配合他們基金全世界的 Rock Show。
另外春節，比利時代表也管盧森堡，他們也會在春節時到盧森堡請台灣人參加午餐
會。
三月份經濟部國貿局的長官也有到盧森堡來推廣回台灣投資，也邀請所有台灣人參
加。
我個人也會在端午節邀請所有台灣人到我們家來包粽子。
盧森堡官方的 Chamber of Commerce 是以 Grand Region 為範圍，包含到德國 Trier、比
利時 Aaron、法國 Maze、盧森堡四區，經濟活動以盧森堡為中心，因此我也會邀請這
些地方的台商來我們家做客。
我們的新會員有光陽機車 - 以盧森堡作為庫存、零件、服務後勤中心，銷售處在法國。
華航也在盧森堡成立歐洲的貨運中心，還有台橡人工橡膠也是以盧森堡作為 logistics 後
勤中心。
未來盧森堡 Chamber of Commerce 會推出更多優惠的政策，不止銀行界、還有鋼鐵界
以及其他產業可以以盧森堡作為 logistics 的中心，並且帶進更多的附加價值。
張總會長志康
我也算是三分之一的盧森堡人，我在那邊住了 10 幾年，盧森堡真的很漂亮，雖然可能
寂寞一點，收入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 對會後旅遊來說有點太遠，大家坐火車
跟飛機時間比較不方便，因此這次我們的旅遊辦在有小威尼斯之稱的布魯日。
挪威台灣商會 劉欣怡會長
張總會長、監事長，各位歐總的前輩大家好。我是挪威台商會會長劉欣怡。台灣人在
挪威大概只有 200 多人，而且挪威是非常狹長的國家，我們的台商會員非常少。另外
有一個主要的僑社「旅挪華人聯誼會」，台商會這邊的理事也很多人是跟聯誼會是重疊
的，我們通常會支持配合僑社辦一些台僑的聯誼活動。
自我接任這兩年多來，台商會主要專注的工作，是在聯繫挪威的主流社會與台灣產業
界的合作。由於挪威在高科技原材料方面的科技很先進，而台灣有很好的產業結構，
所以這兩年我們帶很多挪威廠商到台灣，跟工研院和產業界有交流。台灣產業在太陽
能、液晶螢幕方面都是全世界排名一二的產業，有很高的技術，但是原材料方面就受
限於日本的技術，挪威則是有很好的原材料技術，但缺少市場。因此我們就是把挪威
這邊最重要的原材料廠商帶到台灣去，跟奇美、太陽能方面中美矽晶、茂迪這邊有合
作，技術研究方面，也有跟工研院和國科會有技術合作的研究項目。
另外這兩年有一個專案，目前挪威、瑞典、丹麥正在計劃連接奧斯陸、哥德堡跟哥本
哈根三個地方的高鐵，我也擔任前期的專案規劃顧問，因此我也帶這個專案經理跟專
案負責人回去參觀台灣高鐵，他們對於台灣高鐵的整合工作覺得很佩服，希望未來台
灣有機會在這個專案提供顧問咨詢。
其它我們也配合台北辦事處協助每年的旅展、國慶酒會的活動跟贊助，另外推動產業
界聯誼，舉辦專題講座。謝謝大家。
波蘭台灣商會 阮會長紹棣
各位會長、各位理監事大家好，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很幸運我又再一次連任有機會
到這邊來多學習。有關我們過去一年做的事情可以請大家看會刊 50 頁，我就不吝贅述

了。剛剛聽到挪威會長做很多事情，這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但是我想說的事情是，
很多會長都提到自己的國家的會員不多，其實會員不多的地方就是有更多的商機，像
是波蘭的商機真的很好，就算這些年歐洲這麼嚴重的經濟蕭條，波蘭一直都有很亮麗
的成績，所以歡迎大家有想要開餐廳、旅行社、蓋大樓、作貿易及各種生意的人到波
蘭來投資，我們波蘭台商會一定會竭力協助各位。
另外還要非常感謝大會這次製作的會刊，這麼漂亮的春天的粉紅色，帶給大家火熱的
感覺。
土耳其台灣商會 張會長昭倫
張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各位名譽總會長、副會長、咨詢委員、理事大家好，我
是土耳其張昭倫在這邊向大家報告。目前土耳其台商會是第四年，第一二年我們的目
標就
是吃吃喝喝聯誼情感、唱卡拉ＯＫ，讓大家熟悉有土耳其台商會這件事。第三年我們
開始進行知識性的分享，辦研討會。現在第四年我們重點放在與當地社會的聯結，我
們也一直朝這個方向作。每一年我們最少會辦理 10 個活動，大大縮短了大家的距離。
在過去這一年土耳其真的很夯很紅，在世界的不景氣當中，土耳其在新興市場當中非
常地受到矚目。不管是旅遊或是工商往來也越來越多，這幾個月台灣的多家媒體也前
來土耳其報導，台商會本著服務的原則，也協助帶記者們去採訪。在 6 月 1 日，TVBS
會有一個台商在海外的節目，那一集就會報導有關土耳其的狀況。
土耳其目前的市場來說，由於土耳其特殊優越的地理位置，位於歐洲、中亞、非洲之
間，非常有潛力，但卻不是非常受到台灣市場的重視。我一直都很疑惑、也很遺憾為
什麼台商不到土耳其來。本來今年 3 月很榮幸受邀參加台商回饋的說明，也都準備好
了卻因為盲腸炎開刀不能參加，但是我就一直在想為什麼台商不來土耳其。如李總會
長說的可能是因為台灣媒體的鎖國，資訊不夠清楚，很多在世界上重要的事情都不會
在台灣媒體出現，也許因此讓大家對土耳其市場不很重視。不像其他的國家在土耳其
都有正式的據點經營土耳其的市場。但很高興，東原集團明年會增駐一個點，會加派 6
個幹部，至少他們會加入我們的組織，未來我們台商會也更加茁壯。
在大會手冊 42、43 頁就有介紹我們的所有活動，比較特別的是今年 2 月我們跟代表處
合辦一個活動，離開伊斯坦堡到坡魯，這次活動包含有拜訪當地廠商、工商座談會、
美食競賽等等，我們的活動被新聞報導之後，甚至有五星級的飯店想要邀請我們的會
員去擔任他們的廚師，這應該代表我們的台商會做得不錯。
接下來的活動如 44 頁的計劃一樣，會繼續跟著我們的計劃進行。未來台商會發展的方
向是更深入主流社會。
今年我有一個心願就是一定要把棒子交下去，希望明年有新的會長來這裡報告。
這次很榮幸總會決定我們土耳其是一個會後旅遊的國家，我們很榮幸可以歡迎接待大
家，我已經聯繫好餐廳及旅行社，在伊斯坦堡的一個午餐我們的會員會去餐廳接待大
家，在伊斯坦堡我也會跟團同行並協助翻譯及各方面，讓旅遊團能在伊斯坦堡達到最
順利。謝謝大家，也祝福大家一切順利萬事如意。
張總會長志康
感謝張會長的報告，也先感謝張會長招待我們在土耳其的會後旅遊。
比利時台灣商會 張會長中峙
大家好，總會長好，參加會議的大家好。首先抱歉行李的問題，希望大家行李沒有造
成太大不方便。我是去年 12 月才被選上會長，由於目前才剛剛選上，所以我還沒有正

式接到所有會員的名單。目前我們也做了四個活動，時常與青商會一起辦活動。今年
我們也製作了一個網站，給大家聯繫資訊。這次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到比利時來參加台
商會，每次參加台商會都有在家裡的感覺。剛剛聽見台商會第二代的傳承有很多問
題，我也是第二代，希望我也可以跟上一代有很好的溝通，雖然我們人數不多，經濟
不好，但是希望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讓台商會更大，謝謝大家。
荷蘭 （會長楊明缺席） 張網路資訊委員志光代
張總會長、各位名譽總會長、副會長大家好。我想現在這邊是全世界會長密度最高的
地方。由於我不是荷蘭的現任會長，所以工作報告的部分請大家看會刊就知道了。
我在這邊做兩個廣告，第一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我們總會的官方網址？是我們歐
洲台商總會的網頁，請大家看會刊最後一頁。今天中午承總會長的指示，要發出一個
對菲律賓的譴責，因此今天中午我就在網站上發出這個譴責函，請大家去網站上看
看。
另一個是這一次的 6 月份歐華年會在荷蘭舉辦，由我主辦，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到荷蘭
來玩，我們荷蘭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國土小、可樂、牛排都特別小。人也小，小人特
別多，多到可以成立一個小人國。有機會，希望大家都可以過來荷蘭參加歐華年會，
歡迎大家。謝謝。
張總會長志康
他也是我們總會的工作人員，專門維護我們的網站，上去可以看見他做了很多工作，
也建立得很好。
俄羅斯台灣·商會 （伍會長政哲缺席） 楊諮詢委員必誠代
張前總會長，總會長，各位會長與台商會的先進大家好。其實我們俄羅斯台商會已經
成立了 13 年了，但是會員參與的情況一直都不是很好。剛剛聽見各國的報告覺得非常
感動，大家都辦得很好。假如我們歐洲台灣商會可以傾向由歐洲人口比較旺的法國、
德國、西班牙這幾個國家到人少資源少的地方去辦活動。
像俄羅斯一直自認為是歐洲的一份子，但俄羅斯也一直被視為很右邊的地方。過去十
幾年我草創台商會的時候跟現在雖然人數沒變，但是組層變了。現在俄羅斯的台商通
常都是到俄羅斯的上班族，他們沒有意願繳會費，不知道參加這樣的會有什麼好處，
現在我們只有 20 幾個會員，感覺上俄羅斯一直都只有一個會長，沒有會員。但其實俄
羅斯也有很好的資訊可以分享，我們非常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會員，所以說比較多人的
國家可以到人比較少的國家辦活動。比如說，明年是法國，可以把明年的會議挪到俄
羅斯這邊辦，就是可以把這種氣氛帶到這些國家去。希望可以由人數多的會員國來輔
導人數少的國家，把人數給帶起來，我們世界台商會人數是很重要，人數多，就可以
提供當地幫助，就是你到了一個人數少的國家，還是有台商會的代表在當地，可以得
到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資訊，可以協助大家。
這次我為了會議特別帶著拐杖來參加，主要是這次會後旅遊也有到俄羅斯，所以我特
地過來，會後陪大家一起到俄羅斯，協助大家在俄羅斯的旅遊，這也是我身為台商一
份子的責任，也是必誠回饋台商會的一個機會。謝謝大家！
張總會長志康
我們非常感謝楊會長特地為了會後旅遊協助大家在俄羅斯走一圈，腳行走不是很方便
的時候，還特地從台灣過來，我們特別的感謝楊會長。

傅監事長佩芬報告
張總會長、張名譽總會長，各位前輩先進大家好。很高興又到了大家見面的時候，去
年承蒙大家的支持，讓我這個晚輩有機會為大家服務。接下這屆大會的比利時團隊人
數比較少，但這一年來我們可以看見他們非常的用心，很多事情常跟我討論。青商會
員也都出來幫忙，也適時地引進外籍勞工，像瑞典的李玉英總幹事在這次會議上給我
們很多的協助，瑞典商會也有多人來支持。還有我們的財務長也很辛苦，他的中文講
稿是用法文拼音寫的，聽說昨晚練習到兩三點。請大家給比利時團隊一個鼓勵。
我們歐總的章程去年已有修訂，修改的內容也已經放在年刊裡面，最重要的是修訂了
顧問與咨詢委員的聘任資格，這是一個新的制度，如果各位資格有符合的話，歡迎大
家跟大會報告，我們也可以再把名單進行修改。
今年四月我有參加世總的監事會議，有幾點在會議中特別提到。這次世總也開了先例
讓各洲的監事長進行報告，主要的有三點。第一點、去年世總章程已經修訂，希望各
個國家的商會確定會員與幹部的資格是『來自台灣、認同台灣』，因有鑒於各國僑社的
組成越來越複雜，所以已經完成決議，這一點要明確地規定在各國的章程裡面，要在
19 届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前完成。希望歐洲各會員國確實修訂，所以請副總會長，還有
下屆的總會長幫忙，如會員國沒有修訂的話必須提出書面報告。
第二點、關於出席世總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的新規定，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僅理監事以上
人員才能參加。針對這個部分大家提出很多的討論，控制參加人數是為了場地關係，
但有人認為這樣會限制大家參加商會的興趣，無法交流。這一點如大家有意見請踴躍
提出來，今年 10 月份的監事會議我也會在會議上提出來。
第三點、報名世總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的出席人員，我們再一次提出來，世總不允許把
不是居住在會長僑居地的親友列入會員名單，報名參加會議與會後旅遊，發生這種情
形的國家將被處以停權一屆處分。
就這幾點報告，謝謝大家。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 總會秘書處
案由: 茲檢附本會章程第 7、8、9、11、12、13、14、15、16、19、21、23 條修正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條文如下:
1. 修正第 7、8、9、12、13、14、15、19、21、23 條，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立
即實施。
2. 修正第 11、16 條，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自 20 屆實施。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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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長、副監事長、秘書長、財務長、諮詢委員、顧
問及理事均為當然代表，其他會員代表由各會員國推派，每一會員國應於每屆年會
前推派會員代表至多五名。
本會每年定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經理事會通過得召開臨時會員代表
大會，處理緊急重大事項。
第8條

本會設「總會長」一人，由各會員國推舉該會一人參選，經會員代表大會
以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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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理監事會議與會員代表大會
之當然主席。
總會長參選人之資格條件，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本會各會員國之會長為本會之「副總會長」。

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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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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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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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條
表。

本會會員代表五十名為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之會員大會當然代

第14條

本會理事得優先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之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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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得兼任世界總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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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屆缺席會議超過1/2者，應繳納贊助金予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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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之聘任條件，依章程實施細則之規定。
第 16 條 本會設諮詢委員若干名，由總會長自歷屆卸任監事長、副總會長、秘書
長及財務長中聘任，現任世界總會諮詢委員並連續參加本會會員代表大
會兩次以上者，亦聘為本會諮詢委員。經聘任後具有本會理事及會員代
表資格；諮詢委員每年應繳納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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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3. 歷屆卸任副監事長。
顧問經聘任後具有本會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每年應繳納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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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喪失世界總會諮詢
委員或顧問資格時，亦同時喪失歐洲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資格。顧問
聘任條件，於章程實施細則內訂定。
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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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條

本會會員國應每年繳納會費，以充當會務經費，不足之數得向有關單
位申請補助，或向會員籌募贊助金。
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諮詢委員、
顧問及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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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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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及「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舉罷免辦法」執行之。

提案二
提案人: 總會秘書處
案由: 茲檢附本會章程施行細則第 5、8、9、10、11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條文如下:
1.
修正第 8、10 條，通過後立即實施。
2.
修正第 5、9、11 條，通過後自 20 屆實施。
決議：
第五條：
各會員國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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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每屆年會前推派理事乙名出席會議，並
提報本會秘書處。
第八條：
本會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為本會最高榮譽職，每屆應出席會
員代表大會暨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至少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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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長及副監事長應全
勤出席會議，如有缺席，卸任後不得聘為名譽總會長或、諮詢委員或
顧問。2008 年或之前已卸任之本會副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
長，如卸任後仍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時，得聘為諮詢委員。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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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顧問、及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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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務委員會審查並由監事會核
可後，提請新屆理事會聘任。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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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顧問及理事每年應向本總會繳納會費
金額如下:
會 員 國:
200 歐元
總 會 長:
500 歐元
名譽總會長:
200 歐元
監 事 長:
150 歐元
諮詢委員: 150 歐元
副監事長: 130 歐元
顧 問:
130 歐元
理 事(含副總會長): 100 歐元
本會世界理、監事依本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應繳之贊助金金
額訂為 100 歐元。
提案三
提案人: 總會秘書處
案由: 茲檢附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4、6、7、9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條文如下:
1. 修正第 4、7 條，通過後立即實施。
2. 修正第 6、9 條，通過後自 20 屆實施。
決議:

第四條：
選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1.
各項選舉通告(含報名日期、截止日期、資料審核日期、選舉日期、候
選人 政見發表時間等);
2. 參選人之登記, 資格審查及公告;
3.
選舉人名冊, 選票及票箱之製作, 選定投票場所, 處理開票及計票;
4.
選舉結果之宣告;
5.
其他有關選舉事宜。受理及裁決當屆選務糾紛；
6.
受理、審查及公告本會三分之一以上理事連署之罷免提案;
7.
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宜。
第六條：

第七條 :

第九條：

監事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曾任本會理事, 副監事長或諮詢委員者;
2. 參選前連續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二次以上者; 及
3. 在台灣出生, 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曾擔任或現任中
華民國政府僑務榮譽職者。
監事長參選人亦由出席之會員代表推薦, 不得由總會長所屬會員國產
生, 亦不得兼任理事。
監事長參選人應由其本國商會推薦, 並檢具該國理監事會決議佐證,
不得由當屆總會長所屬會員國產生, 當選後不得兼任理事。每一會員
國每年僅得推舉該會一人參選。
副監事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具有本會會員代表資格者;
2. 參選前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一次以上者; 及
3. 在台灣出生, 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曾擔任或現任中
華民國政府僑務榮譽職者。
副監事長得由出席會員代表當場推薦參選, 不得由總會長及監事長所
屬會員國產生, 當選後亦不得兼任理事。
罷免權之行使應有本會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 方得提案。
受理提案單位為選務委員會, 選務委員會應於三十天內審查提案, 審
核通過時應立即提送總會長於三十日內召集理監事會議及會員代表大
會表決,罷免案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立即進行改選, 改選者任期即當
屆者之任期,翌年五月為止。總會長怠於召集時, 由選務委員會主任委
員召集會議。
理事會通過提案後應於三十日內召集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罷免案並進行
改選, 改選者任期得較當屆者為長, 至下屆期滿時為止。
前項各罷免案之表決, 應有半數以上人員之出席以及出席者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第四案
提案人： 歐洲青商會
案由：
懇請大會通過並修改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青商會組織辦法「當屆歐洲青商會會長希
望和當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隸屬於同一個僑居國」之條例。

說明：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以下簡稱歐青）至今成立了兩年。在這兩屆的歐青
會長和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歐總）總會長都來自
不同的僑居國，導致資源使用上不能充分達到預期的效果，而且不論在人力、物力
或金錢上都出現了一些浪費資源的狀況。
另外，正因為歐青會長和歐總總會長都在不同的僑居地也間接造成了許多政策或理
念或多或少都無法在第一時間達到了有效的溝通。如此一來在推展會務上也面臨了
許多不必要的挑戰。也正因如此讓已經是艱巨任務的會務推廣更是雪上加霜。
傳承是歐青成立的一個很重要的宗旨。但由於地域的關係導致歐青和歐總沒有辦法
有很緊密的結合。因此歐青無法有效向歐總學習商會的精神和許多有形無形的寶貴
經驗。同樣的，歐總無法有效的瞭解歐青的情況及歐青對許多事物的想法和看法。
不良的溝通若長久下去可能導致代溝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如此一來，將會和傳承的
理念背道而馳。這對歐青的長久發展是非常不利。
基於以上三點的考量，為了有利歐青的永續發展，再次懇請大會能夠通過並修改歐
青組織辦法「當屆歐青會長必須得和當屆歐總總會長在同一個僑居國」之條例。
決議：歐洲青商會會員整體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 歐洲青商會
聯署人：
案由：
歐洲青商會目前並沒有歐洲青商會會長候選人，第二十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所提出的該國青商會會長將成為第三屆歐洲青商會會長。
決議：歐洲青商會會員整體通過
歐總決議：青商會會長人選盡可能與當屆總會長同屬國家，青商會僅需向歐總報
備。
第五案 支持楊梅芳名譽總會長所提醫事聯盟一案。
臨時動議
大會一致通過劉文堂即時恢復名譽總會長職稱。
網路資訊委員張志光報告
現在的歐總網站是架構在僑商網站上，這個網站歡迎大家使用，希望各國能多利用
希望各國能多利用架設網站如需協助請與我連絡。
選舉第二十屆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 (選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國泰
委員： 黎萬棠、蕭培森

選票資格：64 人
總會長侯選人 李永慶政見
吳委員長、張總會長、世界總商會李芳信總會長、世總商會黃名譽總會長正勝、傅
監事長、各位名譽總會長、各位副總會長、諮詢委員、顧問、理監事及各國會員代
表，大家好。
本人自 2005 年開始參加台灣商會以來，連續八年出席歐總商會及世總商會之所有
會議從未缺席。我真的很榮幸有機會進入這個大家庭，而且在這幾年來結識了很多
世界各地台商好友，讓我的人生歷練更加的成長。
這次出來競選第 20 屆歐洲總商會總會長一職，確實考慮很久才作此決定，造成大
家及選委會的困擾，謹此致歉！我事先並不知道奧地利 吳副總會長輝舟兄也有意
出來競選，感謝蔡名譽總會長國泰兄之建議與 輝舟兄溝通協調，承蒙他的諒解、
禮讓並得到奧地利團隊之支持，在此再次誠摯感謝 輝舟兄及奧地利台商會的寬宏
大量及大德。
這次出來競選完全以服務之心態及促進歐總商會這個大家庭之和諧、團結為訴求。
並用以下三點為上任後之主要服務方案：
一. 將請專人建立及維護歐總商會網站並與世總商會之網站連結，讓大家在這平台
上快速取得商業資訊，在資訊領域中尋得商機賺大錢。
二. 秉承 蔡世界名譽總會長 國泰兄及前輩先進們創立青商會之精神及理念，讓
我們歐洲總青商會更茁壯而進一步與各大洲青商會連結。讓我們台灣商會這個
大家庭永續共存。
三. 在任期內將邀請各國成員一同拜訪歐洲各會員國，作進一步之交流、聯誼，增
進歐洲台商的凝聚力與對本總會的向心力。
四. 主動並積極參加各大洲之重要會議，加強交流、增進聯誼。
以上幾點是我當選後主要之任務，衷心期盼各位前輩先進們給我有這個機會來為大
家服務，請大家支持我，感謝大家！
監事長侯選人 陳燕發政見
選務委員、吳委各位名譽總會長、各位副總會長、諮詢委員、顧問、理監事及各國
會員代表，大家好。我是來自英國蘇格蘭的陳燕發，為什麼特別提出來，因為可能
不小心明年我們就獨立了。第二個，我想要選監事長，因為我很肯定歐洲每一屆、
每一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都是這麼用心的奉獻，所以我希望出來，可以有更多的
學習，因為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見更遠，我希望配合新任總會長，繼續推動，把
歐洲總會做得更好。我的政見是：
1. 在各位先進與前輩的指導與支持下, 繼續力行歐洲台商會的互相合作傳統.
2. 全力監督新任總會長的政見達成與會務之順利推行.
3. 在這新的任期, 請各位先進如有任何好的建議,請隨時告知,使監事會能更好更
棒!
希望大家拿出投票，投手的手，投給我這麼捕手，我會捕捉大家的意見，然後把歐

洲總會做得更好。
副監事長侯選人政見
1 號 楊建修
小弟住在荷蘭 30 年，其實我沒有想過要擔任這個職務，是我們的徐總會長抬愛。
我覺得不適合，第一個我的年紀太大，而且需要更加努力我自己私人的工作業務，
因此感謝提名，但請大家選年輕漂亮的土耳其王玉珍，她一定可勝任工作。
2 號 王玉珍
謝謝各位的抬愛，這次很有榮幸接受大家的提名，可以參與選舉，希望如果當選副
監事長將可學習更多的總會的會務並將協助監事長推廣會務執行，讓會務推動更加
順利。
蔡國泰主任委員宣布選舉結果
總會長 李永慶 當選 （贊成 60 票；不贊成 3 票）
監事長 陳燕發 當選 （贊成 60 票; 不贊成 4 票）
副監事長 王玉珍 當選 （王玉珍 46 票； 楊建修 16 票； 廢票 2 票）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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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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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連續擔任歐洲總會理事兩年以上並全勤出席歐洲總會會議者。或
6. 歷屆卸任副監事長。
顧問經聘任後具有本會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每年應繳納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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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喪失世
界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資格時，亦同時喪失歐洲總會諮詢委員或
顧問資格。顧問聘任條件，於章程實施細則內訂定。
第19條
本會所有會議之決議，應有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罷免案應有半數以上人員之出席及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
第21條

本會會員國應每年繳納會費，以充當會務經費，不足之數得向有關單
位申請補助，或向會員籌募贊助金。
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諮詢委員、
顧問及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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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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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及「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舉罷免辦法」執行之。
提案二
提案人: 總會秘書處
案由: 茲檢附本會章程施行細則第 5、8、9、10、11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條文如下:
1.
修正第 8、10 條，通過後立即實施。
2.
修正第 5、9、11 條，通過後自 20 屆實施。
決議：
第五條：
各會員國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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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每屆年會前推派理事乙名出席會議，並
提報本會秘書處。
第八條：
本會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為本會最高榮譽職，每屆應出席會
員代表大會暨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至少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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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長及副監事長應全
勤出席會議，如有缺席，卸任後不得聘為名譽總會長或、諮詢委員或
顧問。2008 年或之前已卸任之本會副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
長，如卸任後仍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時，得聘為諮詢委員。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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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顧問、及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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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務委員會審查並由監事會核
可後，提請新屆理事會聘任。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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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顧問及理事每年應向本總會繳納會費
金額如下:
會 員 國:
200 歐元
總 會 長:
500 歐元
名譽總會長:
200 歐元
監 事 長:
150 歐元
諮詢委員: 150 歐元
副監事長: 130 歐元
顧 問:
130 歐元
理 事(含副總會長): 100 歐元
本會世界理、監事依本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應繳之贊助金金
額訂為 100 歐元。
提案三
提案人: 總會秘書處
案由: 茲檢附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4、6、7、9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二. 本次修正條文如下:
3. 修正第 4、7 條，通過後立即實施。
4. 修正第 6、9 條，通過後自 20 屆實施。
決議:
第四條：
選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2.
各項選舉通告(含報名日期、截止日期、資料審核日期、選舉日期、候
選人 政見發表時間等);
2. 參選人之登記, 資格審查及公告;
3.
選舉人名冊, 選票及票箱之製作, 選定投票場所, 處理開票及計票;
4.
選舉結果之宣告;
5.
其他有關選舉事宜。受理及裁決當屆選務糾紛；
6.
受理、審查及公告本會三分之一以上理事連署之罷免提案;
7.
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宜。
第六條：

監事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曾任本會理事, 副監事長或諮詢委員者;
2.
參選前連續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二次以上者; 及
3.
在台灣出生, 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曾擔任或現任中華

第七條 :

第九條：

民國政府僑務榮譽職者。
監事長參選人亦由出席之會員代表推薦, 不得由總會長所屬會員國產
生, 亦不得兼任理事。
監事長參選人應由其本國商會推薦, 並檢具該國理監事會決議佐證, 不
得由當屆總會長所屬會員國產生, 當選後不得兼任理事。每一會員國
每年僅得推舉該會一人參選。
副監事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具有本會會員代表資格者;
2.
參選前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一次以上者; 及
3.
在台灣出生, 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曾擔任或現任中華
民國政府僑務榮譽職者。
副監事長得由出席會員代表當場推薦參選, 不得由總會長及監事長所
屬會員國產生, 當選後亦不得兼任理事。
罷免權之行使應有本會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 方得提案。
受理提案單位為選務委員會, 選務委員會應於三十天內審查提案, 審核
通過時應立即提送總會長於三十日內召集理監事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
表決,罷免案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立即進行改選, 改選者任期即當屆
者之任期,翌年五月為止。總會長怠於召集時, 由選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召集會議。
理事會通過提案後應於三十日內召集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罷免案並進行
改選, 改選者任期得較當屆者為長, 至下屆期滿時為止。
前項各罷免案之表決, 應有半數以上人員之出席以及出席者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第四案
提案人： 歐洲青商會
案由：
懇請大會通過並修改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青商會組織辦法「當屆歐洲青商會會長希
望和當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隸屬於同一個僑居國」之條例。
說明：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以下簡稱歐青）至今成立了兩年。在這兩屆的歐青
會長和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歐總）總會長都來致不同的僑居國，導致
資源使用上不能充分達到預期的效果，而且不論在人力、物力或金錢上都出現了一
些浪費資源的狀況。
另外，正因為歐青會長和歐總總會長都在不同的僑居地也間接造成了許多政策或理
念或多或少都無法在第一時間達到了有效的溝通。如此一來在推展會務上也面臨了
許多不必要的挑戰。也正因如此讓已經是艱巨任務的會務推廣更是雪上加霜。
傳承是歐青成立的一個很重要的宗旨。但由於地域的關係導致歐青和歐總沒有辦法
有很緊密的結合。因此歐青無法有效向歐總學習商會的精神和許多有形無形的寶貴
經驗。同樣的，歐總無法有效的瞭解歐青的情況及歐青對許多事物的想法和看法。
不良的溝通若長久下去可能導致代溝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如此一來，將會和傳承的

理念背道而馳。這對歐青的長久發展是非常不利。
基於以上三點的考量，為了有利歐青的永續發展，再次懇請大會能夠通過並修改歐
青組織辦法「當屆歐青會長必須得和當屆歐總總會長在同一個僑居國」之條例。
決議：歐洲青商會會員整體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 歐洲青商會
聯署人：
案由：
歐洲青商會目前並沒有歐洲青商會會長候選人，第二十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所提出的該國青商會會長將成為第三屆歐洲青商會會長。
決議：歐洲青商會會員整體通過
歐總決議：青商會會長人選盡可能與當屆總會長同屬國家，青商會僅需向歐總報
備。
第五案 支持楊梅芳名譽總會長所提醫事聯盟一案。
臨時動議
大會一致通過劉文堂即時恢復名譽總會長職稱。
網路資訊委員張志光報告
現在的歐總網站是架構在僑商網站上，這個網站歡迎大家使用，希望各國能多利用
架設網站如需協助請與我連絡。
選舉第二十屆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 (選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國泰
委員： 黎萬棠、蕭培森
選票資格：64 人
總會長侯選人 李永慶政見
吳委員長、張總會長、世界總商會李芳信總會長、世總商會黃名譽總會長正勝、傅
監事長、各位名譽總會長、各位副總會長、諮詢委員、顧問、理監事及各國會員代
表，大家好。
本人自 2005 年開始參加台灣商會以來，連續八年出席歐總商會及世總商會之所有
會議從未缺席。我真的很榮幸有機會進入這個大家庭，而且在這幾年來結識了很多
世界各地台商好友，讓我的人生歷練更加的成長。

這次出來競選第 20 屆歐洲總商會總會長一職，確實考慮很久才作此決定，造成大
家及選委會的困擾，謹此致歉！我事先並不知道奧地利 吳副總會長輝舟兄也有意
出來競選，感謝蔡名譽總會長國泰兄之建議與 輝舟兄溝通協調，承蒙他的諒解、
禮讓並得到奧地利團隊之支持，在此再次誠摯感謝 輝舟兄及奧地利台商會的寬宏
大量及大德。
這次出來競選完全以服務之心態及促進歐總商會這個大家庭之和諧、團結為訴求。
並用以下三點為上任後之主要服務方案：
五.
六.

七.
八.

將請專人建立及維護歐總商會網站並與世總商會之網站連結，讓大家在這平台
上快速取得商業資訊，在資訊領域中尋得商機賺大錢。
秉承 蔡世界名譽總會長 國泰兄及前輩先進們創立青商會之精神及理念，讓我
們歐洲總青商會更茁壯而進一步與各大洲青商會連結。讓我們台灣商會這個大
家庭永續共存。
在任期內將邀請各國成員一同拜訪歐洲各會員國，作進一步之交流、聯誼，增
進歐洲台商的凝聚力與對本總會的向心力。
主動並積極參加各大洲之重要會議，加強交流、增進聯誼。

以上幾點是我當選後主要之任務，衷心期盼各位前輩先進們給我有這個機會來為大
家服務，請大家支持我，感謝大家！
監事長侯選人 陳燕發政見
選務委員、吳委各位名譽總會長、各位副總會長、諮詢委員、顧問、理監事及各國
會員代表，大家好。我是來自英國蘇格蘭的陳燕發，為什麼特別提出來，因為可能
不小心明年我們就獨立了。第二個，我想要選監事長，因為我很肯定歐洲每一屆、
每一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都是這麼用心的奉獻，所以我希望出來，可以有更多的
學習，因為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見更遠，我希望配合新任總會長，繼續推動，把
歐洲總會做得更好。我的政見是：
1. 在各位先進與前輩的指導與支持下, 繼續力行歐洲台商會的互相合作傳統.
2. 全力監督新任總會長的政見達成與會務之順利推行.
3. 在這新的任期, 請各位先進如有任何好的建議,請隨時告知,使監事會能更好更棒!
希望大家拿出投票，投手的手，投給我這麼捕手，我會捕捉大家的意見，然後把歐
洲總會做得更好。
副監事長侯選人政見
1 號 楊建修
小弟住在荷蘭 30 年，其實我沒有想過要擔任這個職務，是我們的徐總會長抬愛。
我覺得不適合，第一個我的年紀太大，而且需要更加努力我自己私人的工作業務，
因此感謝提名，但請大家選年輕漂亮的土耳其王玉珍，她一定可勝任工作。
2 號 王玉珍
謝謝各位的抬愛，這次很有榮幸接受大家的提名，可以參與選舉，希望如果當選副
監事長將可學習更多的總會的會務並將協助監事長推廣會務執行，讓會務推動更加

順利。
蔡國泰主任委員宣布選舉結果
總會長 李永慶 當選 （贊成 60 票；不贊成 3 票）
監事長 陳燕發 當選 （贊成 60 票; 不贊成 4 票）
副監事長 王玉珍 當選 （王玉珍 46 票； 楊建修 16 票； 廢票 2 票）
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