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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台灣商聯合總會 

第二十五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開幕典禮 記錄 

記錄: 吳文瑄 

主筆: 吳文瑄 

校稿: 蕭文琴、陳洪霈 

日期：2019 年 5 月 11 日 09:00  

地點： 瑞典斯德哥爾摩希爾頓大飯店 

 

出席貴賓 

僑務委員會 吳委員長新興 / 僑委會廖科長雲萱 

台北駐瑞典代表團 廖大使東周 / 黃副參事泰謀 / 郝秘書尉光 / 易秘書家琪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林國策顧問見松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游總會長萬豐 / 許監事長世憑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莊副董事長碩漢 / 梁助理書瑜 

台北駐瑞典代表團經濟組 周組長泳清 / 謝秘書雅樺 

聖彼得堡台貿中心 華主任紹強 

中華航空公司歐洲總分公司 韓首席代表梁中 

第二十六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當選人:  施至隆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名譽總會長:  連元章、呂憲治、林貴香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名譽監事長:  許明芳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榮譽顧問:   陳宗文 

世界台灣商會諮詢委員:   劉東光、楊育林、梁騰輝、林誌銘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資深顧問:   陳秀美、侯莎斌、游信誠、曾忠賢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顧問:   楊凌瑩雪、陳淑芬、陳秀銀、張永昌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理事:   吳國雄、洪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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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辦公室主任  謝玲玉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青商會會長  沈毅昌 

世界台灣商會青商會副秘書長   黃業倫 

厄瓜多惠夜基台商會會長   劉秀蘭    

世界台灣商會會員與眷屬: 呂蔡淑清、梁盧麗華、梁珺涵、高美嫚、虞媛媛、林猛雄、何淑芳、王唯、 

  林 秀 美、黃 雪 瓊、林秀春、李麗華、陳正博、賴玉美、黃文燦、榮珊、 

  黃 如 珠、黃 秉 雄、林秀珠、李敏行、黃培峰、劉秀琴、周怜婉、才歡、 

  陳 昭 松、曾 淑 媛、許雅雲、林權堂、古菊妹、王伯堯、許銀瓊、 

  吳 翠 萍、王 建 中、周美玲、廖梅芳、林潤華、葉曜彰、楊秋鶴、 

  Yun-Lee Mee、Lan Li Zeng、Jose Choug、Glenda Rosa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人員 

總會長:  李玉英 

監事長:  張步仁 

副監事長： 廖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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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康、 

 李永慶、董淑貞、吳輝舟、張昭倫、劉美姬  

副總會長: 高偉淙、宋建文、黎  輝、劉晊廷、劉欣怡、戴培聰、王玉珍、莊登翔 

諮詢委員: 楊必誠、林奇雋、楊景德、吳秀琪、李志俊、曾金華、林  葳、蕭梅杏、 

 駱瑤玲、儲中流、陳燕發、郭  琛、梁秋生、廖天儀、劉淑慧、蘇郁榮、 

 阮紹棣  

顧問: 鄭蓓斐、謝美婷、張慧玲、莊玉靜、吳秀麗、李貽璋、陳乃琛、林啟安、 

 周碧薇 

理事: 梁錦蘭、張以利、劉易軒、詹舒婷、林婉叡、王爾基  

會員代表: 宋秉淵、吳名洋、舒宇平、曾鴻祥、吳文瑄、區英僖、翁桂絨、林炳華、 

 方建智、林朝求、張正忠、劉品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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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會員、來賓出席人員 

歐洲台灣商會與會眷屬: 魏菊貞、浦德蔓、李曾尺、吳企方、胡紹菊、李端容、王瑩秀、蕭秀芬、   

 盧秀親、敖義森、林淑媛、鄧春英、何瑞心、翁惠珍、蔡韻雅， 

 Nils Hedlund、Rudolf Albert Lörtscher、Gina Jost、Jordi Jost、

Yvonne Fletcher、Bo Holmström 

嘉賓          Mats Östansjö、Par Östansjö、Mariann Östansjö、Pia Wallstedt 

來賓 土耳其台灣商會  張敬偉、巫志堅、馮芷玲、黃美琦、林榮堂、高卉穎、孟慶穎、黃巾彥、   

  林怡秈、吳依真（缺席有繳費）、江  萍（缺席有繳費）   

工作人員  張慧怡、陳洪霈、 蕭文琴、張逸潔、許靜慧、陳昱綾、王敏行、洪炎

桐、劉晉亨、許靜慧、姜甲一、黃妮妮、王  涵、鄒佳津、張智慧、周

頌鈞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青商會出席人員 

青商會與會人員  詹文睿（會長）、許伯偉（監事長）、吳照皚（副會長）、甘碧鳳（副

秘書長）、薛欣如（財務長） 

理事  林柔言、黃凱琳、張菀庭、鍾紹文、鍾介恆、葉芝麟、蔡明惠、張紹

偉、許逸嫻、黃晟祐、譚士浩、黃采君、洪賢婷 

眷屬 李雅蘭、黃司婧 

 

出席總人數：227 人 

 

 

開幕式：主席李總會長玉英女士 致詞 

 吳新興委員長、廖東周大使、林見松國策顧問、游老大萬豐總會長、莊碩漢副董事長、鄭東平名譽

總會長、許瑞麟名譽總會長、張步仁監事長、世總許世憑監事長、輔導總會長劉美姬、蔡國泰名譽

總會長、李耀熊名譽總會長、施至隆總會長當選人及歐洲台灣商會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諮詢委

員、顧問、理監事及會員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貴賓們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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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今天蒞臨瑞典來捧我的場，誠摯歡迎蒞臨現場的各位嘉賓！我們瑞典很榮幸這次獲得舉辦

此次會議的機會，雖然我們瑞典資源相對較少但是我們都盡我們的能力來辦好這個年會。在此我要

感謝政府，歐洲及歐洲之外各地來的朋友們對我們的支持。這一年來我以我在商會十多年的經歷以

創新、分享、永續做我這一年來的工作目標。身處瑞典這個創新的國度，今年我們就以網路聯繫來

減少紙張列印並且秉承了世界台灣商會的宗旨，分享歐總平台來永續傳承會務工作。我們還特別請

聖彼得堡外貿中心主任華紹強先生為我們主講歐洲市場的分析。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相信本商會

經過這一次主辦國的經驗，商會會員們會更有向心力更加成長茁壯，那麼直到今天下午四點半在我

畢業之前，我都會盡心盡力完成使命，謝謝大家。 

貴賓致詞: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吳新興博士 致詞 

 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廖東周廖大使、國策顧問林見松名譽總會長、歐總總會長李玉英、外貿

協會莊副董事長、世總游萬豐游總會長、世總許世憑監事長、歐總劉美姬名譽總會長，我們世總鄭

東平名譽總會長、許瑞麟名譽總會長、蔡國泰名譽總會長、李耀熊名譽總會長，以及第 26 屆的世

總總會長當選人施至隆先生，各位理監事們和來自世界各國的會員朋友們，大家早! 

這些天來跟我們台商朋友們多多交流之後我終於弄明白，我們世總名譽監事長許明芳是女性

，明芳兄是百分之百的男性。今天代表政府我們僑委會向瑞典李總會長和她的團隊表達最高的敬意

，我們知道北歐四國資源相對較少，去年在盧森堡玉英總會長說要接任總會長，我還想只是說說而

已，沒想到李總會長真的就這麼接了下來。接了之後她專程回台拜會僑委會尋求支持，那麼今天看

到會議這麼井然有序，表示她的工作團隊非常強，能作事的有幾個就夠不用多。歐洲台商僑胞人數

較少，經濟力相對弱勢的地區，即使如此，多數住在歐洲的僑胞是學有專精的薪水階級，比較北美

，東南亞多數僑團的製造業、服務業，型態很不相同，但是在條件環境這麼不同與困難的情況下，

還是將商會會務這麼一屆屆地傳承下來，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參加過僑委會會長班及秘書長班課程，青商會沈毅昌會長也在座，僑委會

對於僑界培訓工作非常重視，透過培訓班，僑委會跟商會的領導人才能保持良好的介面。最近我也

觀察到各國僑界刊登廣告呼籲世界各國支持台灣加入 WHA 組織，尤其透過商會僑團協助讓 WHA

重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衛生福祉，非常感謝大家。今年四月十一日因行政院的努力，財政部終

於點頭答應對於台商海外境外所得降稅從 20%降到 8%跟 10%，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見到國策顧問

林見松名譽總會長跟政府積極反映台商的需求。那麼是否能再向政府和中央銀行繼續爭取降稅，我

想我們一步一步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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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看到國際經貿環境的改變，兩千億台幣資金從大陸撤回，是未來台灣把握貿易戰的黃

金時期當不分朝野黨派期能在政府與台商各界的努力之下再創台灣經貿發展的最高峰。國家的力量

能在台商們共同努力之下茁壯，在此本人也預期台商朋友如有想要再回台灣，僑委會一定會協助。 

最後還是要再次恭喜李玉英李總會長和她的團隊讓我們今天在瑞典這麼好的場地與設備開會

，當然也感謝來自世界各國的商會朋友們來到這裡，台商僑胞永遠是國家在海外力量的延伸，因為

大家的支持對於會務的推動，歐洲只要有大家在我們就看到中華民國的力量，台灣的力量。 

貴賓致詞: 駐瑞典代表團 廖東周大使 致詞 

 主辦這場歐洲台商年會的玉英總會長、張監事長、吳委員長、林國策顧問、游總會長、外貿

協會的莊副董事長、我們世總四位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顧問、還有很多很多，聽說光是打招呼

就可以花上五分鐘，還有我們青商代表們，各國台商代表們，大家好！大家早安! 

 剛剛我們委員長跟我們分享來自政府的不容易，分享了瑞典的角度。去年當玉英總會長從盧

森堡回國後告知爭取到歐總總會長並甘願承擔，我真是怕了起來，心想真是電線桿綁雞毛啊！好大

的膽子！我們瑞典小貓兩三隻，竟然確定要承辦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比較我之前任職的北

美地區，台灣朋友很多，隨便就能有四、五百人的陣仗很平常，但是在瑞典真的不容易。我真的非

常感謝玉英總會長，因為她有瑞典精神，維京精神，好像古早原住民出草，海浪滔滔冷又苦，由玉

英總會長來辦第一、團結，出海的一群人不團結，在海上就死定了；第二、各種決策是要坐下來討

論得到共識；第三、有分寸，各位來到瑞典要學到這一個字『Lagom』，比如一壺溫熱的酒，一

口下肚驅寒保暖之後，一口夠了就好，自己暖了還要留著為別人著想，剛剛好的精神。 由玉英總

會長召集這次會議，並在我們委員長的號召之下，就是展現了台灣式的現代維京精神。尤其在商業

界，從商會總會這次大家這樣來挺玉英，以台灣的科技走出台灣，在世界的海上團結讓世界宇宙看

到我們的存在，看到我們的成就。今天玉英總會長召集的這個年會，就是展現瑞典團結又有分寸非

常的難得，這也是在瑞典舉辦這場會議意義的存在，在此代表主辦國再一次的感謝。 

從昨晚大家捧場我們外交部吳釗燮部長招待的晚宴，再次歡迎大家來到瑞典參加歐洲台商年

會，那麼我也追隨吳委員長預祝會議成功順利，也預祝接任的新總會長繼續讓歐洲商會會務蒸蒸日

上，讓我們這一群從台灣走出來的現代維京人把台灣的智慧成就帶到全世界。瑞典是一個非常美麗

的地方，各位除了開會之外，也要 stop and smell the roses，也預祝大家在停留期間能有個快樂

的旅程與在會後旅遊能有很大的收穫，在此祝福大家有個愉快的一天，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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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游萬豐總會長 致詞 

 最支持我們台商的我們的大家長吳委員長、這次率團參訪國會協助最有力的廖大使、我們的

林國策顧問、我們台灣永遠的朋友外貿協會莊副董事長、今天最辛苦的李總會長瑞典的媽祖婆、張

監事長、世總許監事長、世總的鄭名譽總會長、許名譽總會長、蔡名譽總會長、李名譽總會長、我

的下一任施總會長當選人及各位貴賓、台商會的兄弟姊妹大家早!  

很快去年在盧森堡接任一眨眼阿英同學已經要畢業了，感謝大家對我們世界台商的辛勞與護

持。這次來到瑞典參加歐總年會也藉機參訪國會，非常感謝代表處廖大使的協助，我們特別感謝阿

英總會長安排的這次瑞典國會參訪團，瑞典媽祖婆真的是有求必應，不管是姻緣還是事業，記得添

香油錢誠意就好。這次瑞典國會參訪團我們非常順利呈送說帖，要求基本人權不應與政治掛勾，這

關係到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衛生福祉，在這次拜會國會中，也有和瑞典友台小組會面大家彼此

交換意見。所以說我們台商透過經貿的軟實力，為台灣發聲是非常的有必要，也是我們世界台商們

可以為世界上最民主自由的國家所能夠做的。 

 很高興這次參加歐總年會並藉此分享接任世界台商會總會長心得，在下雖然開始在數饅頭，

但還有很多活動行程規劃，都一樣戰戰兢兢的循序辦理中。在此預告六月三日我們將在林口新創園

區進駐掛牌辦公室，等同行銷我們台商會，與我當初的政見對接，與台灣各界工商團體及新創公司

接軌。這個平台資源屬於全台灣，我們六月就要來落實。剛剛吳委員長提到台商回流還有資金降稅

問題，我們非常感謝林國策顧問的努力，我們還會繼續努力為台商們爭取 6%甚至 4%的降稅，雖

然現在已經送到立法院審議，但有些產業應還有再調整的空間，我們會站在各位台商們的立場繼續

爭取。因為政府對我們台商的重視，我也規劃在七月份回國的訪問團之後，接著辦五加二產業回國

考察團，歡迎兄弟姊妹們報名參加。台灣是我們的故鄉，希望透過活動的結合將世界台商的力量引

導回台灣。 

我們今年世界台商年會會期確定在 9 月 25、26、27、28 日四天舉辦, 地點選擇在桃園的國

立體育大學林口體育館，因為台商人數一直在成長，所以我們選擇創新體育館主場，目前參加人數

是一千三百人，雖說圓山飯店是我們的舒適圈，但是我們將盡心盡力的服務所有報名參加人員。希

望歐洲台灣商會的台商們踴躍報名九月底回國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世界台商大會。最後代表世界台

灣商會預祝這次會議圓滿順利成功。謝謝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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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莊碩漢副董事長 致詞 

 大會主人李玉英總會長、張步仁監事長、大家敬愛的吳委員長、廖大使、林國策顧問、世總

游總會長、還有特別要提到林誌銘秘書長因為 WHA 一事特意參加拜訪瑞典國會遞交說貼，各位理

監事長、以及昨晚主持晚宴的 David 劉！ 

 去年黃志芳董事長叮嚀一定要排除萬難來瑞典與會，雖然歐洲台商這麼少但是能看到這次的

盛會真令人高興，在斯德哥爾摩舉辦是天意，因為台灣同樣有維京精神，擁抱自由民主人權與核心

價值，與瑞典一樣堅持並且有先進的精神。其實我 21 年前來過一次瑞典考察，這次在來之前還跟

駐台灣的瑞典代表餐敘。這趟行程我們已經參觀了瑞典最大的企業 Scania 和 Ericsson 兩大企業，

代表瑞典進入工業 4.0 最創新的精神。昨天參觀國會了解到瑞典在第一次大戰後還是個君主國家，

只有男性和繳較多稅的人民才有選舉權，但很快的在 1921 年女性也開始享有選舉權，接著演變成

多黨議會制度，沒有一個政黨在瑞典議會過半，真正透過溝通妥協不愧是先進民主的典範。瑞典是

唯一和台灣三、四十年來還堅持保持次長級的經貿會談國家，因此讓我感覺這次在瑞典的會議真是

天意。前天我們交付陳情書，希望瑞典幫忙台灣加入 WHA，也希望瑞典支持我們與歐洲之間簽署

自由貿易協議。這個提議也因為兩天前美國剛通過台灣保證法，已經達成常態化軍售的進展，所以

我們希望台灣也能與歐洲進展到雙邊自由貿易的可能性。今天我們聚集在此，歐洲的堅持價值和美

國剛好通過對台灣的保證法，這個歷史的契機都要感謝世界各國對我們台商在當地社團組織的被重

視。由於一月份因為展覽的關係和小英總統有幾次會面的機會，我在此代表小英總統向各位致意，

我想吳委員長最清楚，小英總統非常重視台商朋友們，她多次接見台商會談，甚為重視台商的利益

。大家都看的到，台灣從來沒有這麼的安全過，美國透過許多法案及宣示已經把台灣列入印太戰略

當中。在我們小英政府的努力之下我們的國防還再不斷自主強大之中。經貿方面去年數字是 6222

億台幣，是 GDP 的 1,1 倍，是不折不扣的經貿大國。或許大家質疑兩岸經貿的關係是否過度緊張

，我在此跟大家報告，兩岸經貿今年以來成長了 15%，所以不管是國防還是經貿都達到無與倫比

的進步。兩岸關係最關心的是主權的維護，我們的主權從沒守得這麼嚴謹過，這是台灣必然要做的

事，所以說小英政府不管是在國防軍事或經貿方面，都有了豐碩的成果。當然這一切也都要感謝各

位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力量與支持，在此謝謝台商們的努力與支持，謝謝大家! 

眼前中美貿易大戰非常的明確，我大約一年半以前跟美國商務部次長做了深談之後，就很明

白這貿易大戰一定會打起來，其實這是一個人權和生活方式的對抗，因為西方人對於中國整個的發

展非常的失望。因應此貿易戰，小英政府前不久在國安會提出八項措施，韓國也跟進的新南向政策

，這證明了我們政府有遠見的方向，另外台商回流鮭魚返鄉到今年五月已經破兩千五百億的資金，

本來是一年的預估現在不到半年已經達成，所以我們台商將再 make Taiwan great again，這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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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我們台商扮演了無比重要的角色。下個月我也將和世總游總會長參加六月七日巴拉圭的參訪團

，一起繼續努力。還有台商境外所得降稅的問題其實最大的反對來自中央銀行，因保守的想法央行

因為不缺錢，而擔心金流返鄉恐造成幣值波動而影響出口貿易。我們感謝國策顧問林見松的努力協

調，降稅議題終於拍板定案。 

最後藉此機會報告，我們貿協在世界各地有 63 個據點，請台商們多多利用我們外派各國顏

值很高的貿協人員，我們以傳教士的精神推展台灣貿易，希望有機會能服務到各位。在此謹祝大家

會議順利，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司儀: 感謝與會各位長官以及所有與會嘉賓，在此宣布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五屆開幕典禮

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