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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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記錄 

記錄: 吳文瑄 

主筆: 吳文瑄 

校稿: 蕭文琴、陳洪霈 

時間： 2019 年 5 月 11 日 11:00  

地點：瑞典斯德哥爾摩希爾頓大飯店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監事人員 

與會人員 (理監事以上人員 100 人，出席 64 人、請假 20 人、缺席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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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人）  

 請假： 高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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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 陳怡伶、洪清池、戎亞平、黃麗玲 

 缺席： 許心茹、范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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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 黃尚義、張碧玉、曹行之、薛世蓉、陸錦林、張中峙、劉金枝、李俊德 

 缺席： 丘世璿、郭珮涵、林子揚、林姵妏、傅佩芬、柯秀麗、曾仲殷、黃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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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   張春娟、莊振澤、李綺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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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 楊美華、林奇聰、李瑞蓮 

 理事: 梁錦蘭、張以利、劉易軒、詹舒婷、林婉叡、王爾基  

 請假： 陸慧敏、吳俊鞍、簡偉華、王儷靜 

 缺席： 曾冠誌、汪淑美、羅仙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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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主席 李玉英 總會長 

輔導總會長 劉美姬 

秘書長 戴培聰 

財務長 莊玉靜 

秘書長確認理監事出席簽到人數應到 100 人，實到 64 人。與會人數超過半數 

秘書長宣佈會議開始 

主席: 

1. 請確認第二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有無異議？ 

決議：    （無異議）確認第 24 屆會議紀錄。 

 2. 提案一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官網永續經營問題 

說    明: 本屆商會新建立官方網站，一年未來維護費用預計新台幣一萬八千元整。未來如

何確定付費基準及預算來源，需建立適當辦法。 

   辦    法:  建議列入每年歐總年會收支預算，以期永續經營。 

   提案人:   秘書處 

   發言人一:  張名譽總會長昭倫女士 

        主席各位理監事大家好，個人非常贊同這個提案因為現在網路科技時代，網站就 

       是商會組織的門面，但經費來源我建議是每一屆總會長義務承擔，而不應動用到 

       商會原本就捉襟見拙的商會財務。USD8,201.47/€21,958.00/£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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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人二:  劉名譽總會長美姬女士 

        每年新辦的國家歐總財務都有補助額，所以這是一個減項，那麼以盧森堡和瑞典 

       這樣高消費的國家每年都是靠報名費來打平開會期間的開銷，不足的部分就全靠 

       總會長掏腰包補足。相較美國其他地區而言，我們歐洲商會的報名參加費應該再 

       增加年費，這樣才不會消耗歐總商會的基金。 

   發言人三:  許名譽總會長瑞麟先生 

        我們一年開一次會總共開了二十幾次，依稀記得議程順序從討論提案開始，過去 

       是從各國會長監事長報告之後才提案討論，那麼今天這樣進行也就這麼繼續沒關 

       係，那麼各國報告的部分由主席決定，但程序顛倒感覺不對了。至於網站費用， 

       將來權力所屬問題必須要弄清楚，金額和使用權限的永續必須確認。 

   主席：   網站的架構費用已經一次性的付清，但是網站維護的永續維持是討論的重點。 

   發言人四:  吳名譽總會長輝舟先生 

        需要用到公基金時才需要討論，如果下一屆的總會長沒有承擔那我們理監事會議 

       再來討論是吧？謝謝! 

   主席：   可以將這筆支出納入理監事會議開銷內，由新總會長承擔。 

   發言人五:  梁諮詢委員秋生先生 

        網址費用不多，網站檔案庫也不多要搬要換很簡單應該不難，唯獨網站維護費用 

       就不一，好像我們英國當年也做成歐總網站過但後來也是就撤換掉，所以提議請 

       每一屆新總會長自行決定。 

   主席：   好的！那麼我們是否請下一屆總會長自行決定目前官網的棄留與維護問題就好。 

   發言人六:  陳諮詢委員燕發先生 

附議吳總會長輝舟。列入交接給下任總會長與由新任總會長負責，我提議交接。 

   決議：   官網列入交接事項, 由新任總會長負責 （與會人員鼓掌通過）  

 

 提案二 討論『土耳其台灣商會』以及『土耳其商業協會』以何者作為土耳其代表？土耳

其台灣商會是否可以加入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說   明： 目前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 『土耳其商業協會』做為土耳其代表，如何讓兩個

土耳其商會團體均可出席商會活動。 

辦    法： 依本會章程每一個國家只能一個商會做代表，建議土耳其兩商會成立一個聯合會

代表加入歐總，或是兩商會合併。若以上選項無法施行，是否改變歐總章程。 

 提 案 人：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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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人一： 吳名譽總會長輝舟先生 

 這個提案是否請張昭倫名譽總會長發表一下，因為這跟她代表的土耳其切身相關

，所以我們是否請他發表意見給我們參考。 

  發言人二： 張名譽總會長昭倫女士 

 這十年來老實說土耳其這兩個會都是我創的，那麼只能說小妹不才，讓這件事情

佔用理監事們的時間商討，尤其昨天晚上晚宴發生的一些不愉快也是我參加商會

這十年來，看到最不應該發生的卻發生了。那麼在此建議商會這件事讓我們土耳

其內部解決，請歐總不用插手干涉。 

主席： 在此先報告一下，今天土耳其台商會來瑞典參加年會只因他們行文要重新申請

加入歐總我才接受他們報名，完全沒有任何背後壓力，個人已以前年退休，不

做生意也未有僑委會任何榮譽職，純粹因為有組織團體行文申請入會，個人認

為商會是大家的應該歡迎而不是拒人於外，所以請停止各種誹言誹語 說我是

受到壓力才邀請土耳其台商會來參加，又所有與會人士哪位不是我邀請來的？ 

 請秘書長宣讀土耳其台商會申請公文及歐總回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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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宣讀： 土耳其台商會申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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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總復土耳其台商會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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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我在收到此公文後，有與張昭倫名譽總會長通話討論，她認為土耳其台灣商會會員如以觀摩會員

報名出席須理監事會通過，我同意。之後也有與王副總會長玉珍通話，她認為土

耳其台商會會員不是歐總會員因此不得參與理監事開會與會員大會，只能參加開

閉幕式與餐宴，我也同意。土耳其台商會會員是以來賓身份參加，他們也了解如

無理監事會通過他們是不能進入會場參加會議。 

 發言人三：  儲諮詢委員中流 

 我們已經花費太多時間，我提議我們尊重張總會長，這個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

建議給予六個月時間，請土耳其內部自行解決，六個月後向歐總報告結果。 

 主席： 大家建議由張昭倫名譽總會長進行內部協商。 

發言人四：  林諮詢委員奇雋先生 

  我贊成張總會長他們的家務事自己處理，也贊成（儲中流）的提議在六個月內回

 覆報告，但我想是否請四位我們世界名譽總會長監督輔導。 

 發言人五： 張名譽總會長語揚 

我想我們要保護張名譽總會長對我們歐總的付出，那麼之前對方不回覆實在也真

是很棘手的狀況，所以我們必須譴責，但是譴責過後我們還是要想到愛與包容，

所以我們要預防張總會長又被摒除於歐總之外，還有剛剛奇雋兄提議的，請張昭

倫名譽總會長自行協調之外，也請四位世總名譽總會長從旁輔導。 

主席： 當與張昭倫名譽總會長溝通時，我也一再強調歐總一定會站在張名譽總會長的一

方，她在歐總的地位是絕對被肯定的。相信在審核土耳其商會的同時也不會委屈

張名譽總會長的。 

發言人六：  張名譽總會長昭倫 

我想最終大家都希望看到一個和諧的歐總商會，所以這應該是我這一年最重要的

任務了。我想是否這四位世總名譽總會長讓我們諮詢就好，給我六個月的時間，

之後，如果沒有結論我再主動聯繫四位世總名譽總會長來協助，好嗎？謝謝! 

主席： 我們是不是要通過由張總會長自行協調, 在這六個月之內, 若遇到問題, 就向理監

事報告或向四位世總名譽總會長諮詢。若大家贊成, 請大家拍手或舉手通過。 

(現場鼓掌通過) 

發言人七：  陳諮詢委員燕發 

    總會必須先發公文，請歐總再會後發文告知土耳其台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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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今天決議歐總會發公文給土耳其台灣商會和四位世總名譽總會長與監事長。所以, 

我們就在此做成協議, 謝謝大家。 

發言人八：  林諮詢委員奇雋 

        請主席總會長重述一下是那四位世總名譽總會長監督輔導此提案。 

主席： 四位世總名譽總會長分別是：鄭東平名譽總會、許瑞麟名譽總會、蔡國泰名譽總

會、李耀熊名譽總會。 

發言人八：  許瑞麟名譽總會長 

建議由歐總第 26 屆總會長執行。 

決議：  請張名譽總會長昭倫在六個月內協調或整合土耳其台灣商會，今天開會的決議會

請歐總第 26 屆的總會長發文通知土耳其台灣商會，副本輔導的四位世總名譽總會

長鄭東平名譽總會長、（許瑞麟名譽總會長放棄督導，由歐總第 26 屆總會長執

行）、蔡國泰名譽總會長、李耀熊名譽總會長三位督導。 

臨時動議 

議題一  張昭倫名譽總會長提問： 

因收到瑞典梁錦蘭理事有關提報世總理事提報資格疑問，請總會長答覆？ 

主席：  去年 2018 年世總理事席位補進七位，張步仁（歐總監事長）、高偉淙（歐總副總

會長）、劉晊廷（歐總副總會長）、莊登翔（歐總副總會長）、宋秉淵（曾為歐

青理監事全勤出席歐總、世總多年）、張春娟（多年連續出席歐總、世總年

會）、林婉叡（連續出席歐總，2018 年全勤出席世總第 24 屆年會），本著提攜

後進的想法, 提名年輕一輩進入世總的理事。 因為本身是瑞典籍的, 所以今年提

名把瑞典籍的候選人屏除在外，今年卸任後， 我願意提名梁錦蘭理事給下屆總會

長。 

秘書長: 梁錦蘭理事第一次被提報為世總的理事候選人是在土耳其舉辦年會的那一年, 但可

能名額的關係沒被下屆的總會長（盧森堡）提報為世總的理事。 

梁錦蘭理事： 我只是想要知道如何才能被提名理事？ 

主席： 梁錦蘭理事已經兩年為歐總理事, 明年將升任為顧問。歐總在世總的理事席位是

21 席，第 21 席次保留給歐青人員，這 20 席位要有理事升任為顧問或缺席才能補

上，提報名單以歐總副總會長有出席當年歐總年會為優先，如有席位再以出席率

為順序提報。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