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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八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    間：2022年 5月 28日 法國 巴黎 

會議方式: 線上視訊 

會議紀錄: 吳文瑄 

與會人員 

總 會 長：林奇雋 

秘 書 長：蕭梅杏 

監 事 長：高偉淙 

副監事長：劉易軒 

 

名譽總會長： 

沈為霈（英國）、鄭東平（德國）、許瑞麟（荷蘭）、劉文堂（德 國）、蔡國泰（法

國）、高慶雄(荷蘭)、蕭培森(比利時)、周仲蘭（瑞士）、黃行德（法國）、黃貴乾(英

國)、陳秫娟（法國）、李耀熊（西班牙）、林玉麟（英國）、張語揚（德國）、張志康

（比利時）、李永慶（法國）、吳輝舟（奧地利）、劉美姬（盧森堡）、李玉英（瑞

典）、劉淑慧（德國）。 

請    假 ： 楊梅芳（德國）、董淑貞（英國） 

未 報 名：  張昭倫（土耳其） 

有報名未簽到： 黎萬棠（西班牙） 

（應到 24 位， 出席20位） 

 

副總會長： 

李欣恬（英國）、李孝文（德國）、林婉叡（荷蘭）、鄭蓓斐（法國）、林天章（比利

時）、舒宇平（挪威）、林子揚（波蘭）、吳秀麗（瑞 典）、戎亞屏（奧地利）、黃麗玲（約

旦）、莊登翔（葡萄牙）、 張步仁 (希臘)。 

有報名未簽到：郭怜葳（西班牙） 

已在名譽總會長群組：張昭倫（土耳其）、劉美姬（盧森堡）  

（應到 15位， 出席12位） 

 

諮詢委員： 

楊必誠（俄羅斯）、儲中流（英國）、楊景德（波蘭）、丘世璿（法國）、郭珮涵（法國）、

李志俊（西班牙）、曾金華（法國）、林  葳（英國）、蕭梅杏（法國）、黎  輝（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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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發（英  國）、梁秋生（英國）、薛世蓉（瑞典）、李俊德（英國）、蘇郁榮（德國）、

阮紹棣（波  蘭）、張碧玉（俄羅斯）、曹行之（奧地利）、劉晊廷（西班牙）、 

傅佩芬（德國）、劉欣怡（挪威）、莊玉靜（瑞典）、陳怡伶（德國）、黃美琦（土耳

其）、莊慧菁（法國）、曾鴻祥（西班牙）。 

請   假：李佳霖（德國）、曾冠誌（德國） 

未報名： 駱瑤玲（瑞典）、王玉珍（土耳其）、方建智（德國） 

有報名未簽到：郭琛  (德國 )  

（應到 32位，出席 26位） 

 

顧問： 

張春娟（奧地利）、謝美婷（法國）、張慧玲（德國）、李貽璋（比利時）、陳乃琛（英

國）、林啟安（英 國）、楊美華（德國）、林奇聰（德國）、李綺娟（英 國）、周碧薇

（瑞典）、梁婉驊（瑞典）、張以利（西班牙）、詹舒婷（挪 威）、簡偉華（法 國）、

王儷靜（德 國）、王爾基（比利時）、吳文瑄（瑞典）。 

未 報 名：  莊振澤（義大利）、吳名洋（荷蘭）、洪清池（波蘭） 

有報名未簽到：廖再思（英國） 

（應到 21 位， 出席 17位） 

 

理事： 

吳依真（ 土耳其）、郭鳳西（ 比利時）、許逸嫻（ 瑞典）、李河（法國）、朱承宏

（荷蘭）、王瑞珠（挪威）、陳秀如（約旦）、蔡佳玲（西班牙）、周柏銳（英國）、潘怡

妮（德國）。  

（應到 10 位， 出席10位） 

 

會員代表出席： 

土耳其： 周如意、馮芷玲、胡光中、林榮堂、張家蘭 

德  國： 李宗翰 

瑞  典： 陳昱綾、賴昭娟 

荷  蘭： 張志光、莊奇原 

英  國： 吳明璁 

出  席： 11位 

 

會員出席： 

夏繡鳳（土耳其）、宋秉淵（德國）、王振烽（德國）、鍾雅蓬(德國)、邱婉惠（法

國）、歐碧慧（法國）、張淳絪（法國）、許伯偉（英國）、賴欣怡（英國）、何依靜

（英國）。  出席：10位 

 

應邀列席 

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謝瑾會長、李惠鈴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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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程序 

主  席：林奇雋總會長 

秘書長：蕭梅杏 

監事長：高偉淙 

副監事：劉易軒 

理監事人員共 103人(實到 88 人，請假 4人，缺席 7 人，未簽到 4人) 

祕書長蕭梅杏確認與會人數: 理監事應到人數 103人，目前實際上線人數 80人。 

蕭梅杏秘書長確認理監事出席簽到人數超過半數。主席林奇雋總會長宣布會議開始 

財務長報告:   

各位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諮詢委員、顧問及理監事會員朋友們大家好!  

以下報告第 27屆實際累計金額有英鎊 10,74元，歐元 41,015.03元，美金 6,185.40元，內含代

收 480 元現金。本屆只有三筆支出，根據第 27 屆年會決議同意每年以公基金繳交世總年會會費

2500 美金，第二筆依據第 21 屆年會決議同意歐總青商會實體會議得動用每年以公基金 1000 歐

元補助金。第三筆林總會長代墊歐總官網費用新台幣 18,000 元折合 570 歐元。以上是三筆支出

金。第 28 屆會員年費僅有預估金額代收齊後才能移交。第 28 屆代收第 29 屆年費目前只有西班

牙、英國、德國、瑞典、法國、奧地利、比利時、俄羅斯、希臘九個會員國準時在 5 月 23 日通

報歐總收費的情形，敬請各位會員國盡快將所屬會員年費收齊暫時代管，到時秘書處將另行通知

收款方式。以便向第 29屆新任總會長團隊做財務交接，報告完畢。 

介紹會員國會長:  

英國/李欣恬，德國/李孝文，荷蘭/林婉叡，法國/鄭蓓斐，比利時/林天章，西班牙/郭怜葳，挪

威/舒宇平，波瀾/林子揚，瑞典/吳秀麗，奧地利/戎亞萍，盧森堡/劉美姬，葡萄牙/莊登翔，希

臘/張步仁，約旦/黃麗玲，土耳其/張昭倫。 

 

會員國會務報告: 省略（會員國會務書面報告已經貼在歐總官網， 請自行瀏覽參考）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申請加入本總會成為會員國,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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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於本(2022)年 3 月 15 日向本總會提交申請書 (文號

20220315ETCC),文內稱該會已於本(2022)年 3 月 12 日正式成立,經駐處見證並向僑務委

員會登記立案,當天成立大會決議通過加入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成為會員國，並願繳

交年費 200歐元。 

二. 本總會與瑞士會員國失聯十餘載,今成立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並申請加入本總會,有

利於歐總與瑞士間交流，歡迎瑞士台商重新加入歐總大家庭,期許共同努力加強壯大我

歐總陣容。 

三. 依據本總會章程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申請入會,必須經本會理事

會審查通過後,始得成為會員.上揭第 6 條第 1 項內容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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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1.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文號 20220315ETCC申請書 

     2.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成立大會會議記錄 

 3.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章程 

4.僑務委員會立案證明書（待補） （請討論） 

 

主席說明:本案在歷屆總會長的努力下到今年終於有了進展，我要感謝世總黃行德候任總會長的

促成與協助，請各位理監事們對於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加入我們歐總大家庭來發

表意見。  

發言人一:瑞典理事吳文瑄女士 

贊成瑞士台灣商工會聯合總會加入歐總。 

 

主席回覆 :好的！那麼我們是否鼓掌通過本案，謝謝!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為增加本會理事名額配合修訂本會章程第 9條第 1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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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依本會章程現行規定, 除顧問以上職務之當然理事外,每一會員國每年僅二名理事,一名

為會員國會長,另一名由該會長推派,若前一年推派之理事翌年續任(連續擔任二屆理事

並全勤出席歐總會議者可晉升顧問)時,則會員國無法再推派新人擔任理事。鑒於近年歐

洲多數會員國會務蒸蒸日上, 會員人數增加, 對歐總向心力亦與日俱增, 若每年仍僅能

推派一名理事或甚至因續任而無法再推舉新人, 不但不符實際需要, 更影響本會擴充, 

因此, 修訂章程增訂理事名額, 刻不容緩。 

二. 建議前一年推派之理事有優先權續任,續任時,會員國會長得另再推舉一名理事;此外,凡

曾擔任世青會長、世青監事長或歐青會長之歐洲青商,年滿四十歲繼續參加歐總活動者,

歐總會長應聘之擔任理事。 

辦 法:  

一. 修改本會章程第 9條第 1項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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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會員國推派之理事及本會年滿四十歲卸任之世青會長、世青監事長及歐青會長。 

每一會員國會長應於每屆年會前推派一名理事,但原理事優先續任時,得另推一名理事。

凡前一年推派之理事全勤出席歐總會議者, 會員國會長應優先推舉其續任。 

凡曾擔任世青會長、世青監事長或歐青會長之歐洲青商,年滿四十歲繼續參加本會活動

者,總會長應聘之擔任本會理事。» 

原第 9條第 1項內容如下,請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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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派一名理事。» 

二. 理事會通過後立即報請會員代表大會議決。（請討論） 

 

主席說明： 提案修改變更在於各會員國會長為當然理事，另外一名理事若續任，那麼各會員國

會長可再提名一名新理事。再者，青商擔任過世青會長、監事長及歐青會長可以在

年滿四十歲加入台商時由總會長直接聘為理事。  

發言人一： 約旦黃副總會長麗玲女士 

總會長各位先進大家好! 非常歡迎新增理事名額，只想提醒因為歐總理事成員的增

加，是否會造成每年選舉參加世總理事名額爭議，謝謝，祝大家身體健康。 

主席說明： 本案是討論歐總名額，跟世總理事提名是兩個不同機制，不致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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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二： 盧森堡劉名譽總會長美姬女士 

我們小國但我是想提醒是否考量各會員國會員較多的國家例如英國和荷蘭，是否可

以考量增加他們參加歐總的理事和會員名額，謝謝! 

主席回覆： 目前章程規定是各會員國有兩位理事和五位會員代表參加歐總會議，而現行機制是

每兩年升等資歷，速度算快的，但人數多其實跟現行機制也是不會加速資歷升等

的。 

發言人三： 奧地利吳名譽總會長輝舟先生 

目前除了理監事之外，有五位會員可以參加歐總開會，此案與之前的兩名理事其中

一名是副總會長和另一位理事是有何不同，麻煩說明一下。     

發言人四: 瑞典李名譽總會長玉英女士 

此案由我來做解釋，因為目前各會員國會長就是當然理事，實際上各會員國也就只

有一名理事，而理事要連續出席年會兩年才能升聘顧問，之後才有空缺再提報一名

理事名額提議此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年會員國都有機會提報一名新理事以培養更多

新進的人加入歐總。 

發言人五： 法國陳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秫娟女士 

此案有一個先決條件是原理事續任的情況下，各會員國會長方可提議另一名理事，

所以不是說就新增一名理事提名，而是在有續任理事的前提下，方可增加。 

發言人六： 荷蘭林副總會長婉叡女士 

        此案其實是兩個議題，建議是否將台商和青商兩案分開表決？ 

主席回覆： 我是認為可以一以表決，因為這是一個善意的提案為了擴充歐總理事成員，所以我

們也為了縮短大家寶貴的時間來把這兩點放在同一案處理。 

發言人七： 瑞典吳理事文瑄女士 

 我附議先前荷蘭林副會長的意見，此案其實是兩個議題，建議是否將台商和青商兩

案分開表決，謝謝! 

發言人八： 法國陳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秫娟女士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歐總的章程，那青商年滿四十歲曾任世青會長、監事長或歐青會

長進入歐總直接升任理事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為青商所做出的貢獻，那麼修

改是歐總章程裡的一個條款所以一併表決之。 

主席答覆： 感謝陳律師的解說，這是一個善意的條款希望大家無須糾結在細節，請問是否還有

其他意見，沒有的話我們現在表決，同意的話請大家拍手通過。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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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建議關閉歐總設於世總之英鎊帳戶，改設新台幣帳戶事 

說  明： 

一. 目前歐總由世總代管在台開設之帳戶有三,分別為歐元、美元和英鎊，均屬外幣帳戶,其

中英鎊帳戶多年無任何收支，已失去應有功能。 

二. 歐洲諸國相關規定雖不同，但稅務和外匯管制皆較嚴格，每次收取世總和歐總年費都給

歐總成員帶來困擾，也造成不必要的匯款手續費和匯差。 

三. 建議關閉英鎊帳戶，改設新台幣帳戶，將英鎊帳戶餘額兌換存入新台幣帳戶,方便將來擔

任世總理監事以上職務之本會成員在台使用新台幣繳納世總或歐總年費。 （請討論） 

 

主席說明: 本案也是一個善意的提案，在我接任歐總會長之後發現我們在歐洲都受外匯條例和

稅制的管制，例如這次收年費很多人希望從台灣帳戶匯台幣，免除會員每次匯款的

手續費用，將來就由世總代管我們歐總歐元、美金和台幣帳戶，將英鎊這個戶頭取

消。 

  請問大家是否有任何意見，沒有的話請大家通過本案，謝謝!』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建請通過歐總青商會組織辦法修訂版 

說  明： 

一. 歐總青商會組織辦法自 2008 年制定實施以來未曾修訂,而多年實際運作後有些規定難以

執行,有些事項則未予規定,為此,依據青商意見,歐總法規委員會協助修訂歐總青商會組

織辦法。 

二. 歐洲青商會已於本 (2022) 年 5月 28日第 11屆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其組織辦法. 

三. 依據該組織辦法第 35條規定,其修訂必須提報歐總理事會通過後方可施行。 

附  件: 歐總青商會組織辦法修訂版 （請參考歐總官網） （請討論） 

主席說明： 本案剛剛開幕典禮時歐青游會長有提到已提供附件，是否請後台置放分享在螢幕給

大家參讀，謝謝! 歐青的章程已經十四年沒有進行修訂，所以必有其需求，是否請

我們主任委員陳秫娟陳律師進一步說明。謝謝! 

發言人：   法國陳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秫娟女士 

此案我們應該尊重青商他們的自行議決青商章程之修訂，他們通過的章程條款我想

我們都予以基於肯定支持的立場來從旁輔導就是了。 

主席：     請問大家是否有任何意見，如果沒有就請通過本案，謝謝!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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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提案人：黎輝 

連署人：鄭東平、蔡國泰、周仲蘭、黃貴乾、張志康、吳輝舟、儲中流、梁秋生、黃麗玲、

李河 

案  由：建議現任總會長林奇雋延任一年事 

說  明  

一. 前報名參選第二十九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婉叡荷蘭會長, 

     經選務委員會審查後,確定資格不符在案。 

二.  選務委員會公告林婉叡資格不符後,立即緊急通告有意參選者速在本 

(5)月 25 日前報名, 惟迄截止日期無人報名參選本會第二十九屆總會長。 
 

三.  有鑑於此,依據本會章程第 8 條  第   1項但書規定,建請現任總會長林奇雋先生延任一年。 

 

四.  本會章程第 8 條 第  1項內容如下 :  
8.本會設「總會長」一人，由各會員國推舉該會一人參選，經會員 代表大會以無記
名 投票方式多數決定之。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但發生不可抗力事故致無法舉辦現
場實體會員代表大會時, 經會員代表視訊會議出席者過半數同意, 得例外延任一年或選
舉產生下任總會長。 

五. 第二十九屆世總會長當選人黃行德先生在法國（這是我們歐總大事）, 
  若下屆歐總會長也在法國，辦事會比較方便，力量集中，再加上法國團隊多有 

  向心力，肯定水到渠成。 

六. 林婉叡會長若有意出馬競選下屆歐總總會長，我們應多加鼓勵，等下屆她的 

 資格齊全，我們全力支持。 

 

辦   法: 理事會通過後立即報請會員代表大會出席者投票決定。 

 

投票結果:  過半數，通過第 29屆歐總總會長由林奇雋連任一年。 

            線上投票兩分鐘，理監事實體與線上投票人數共 88位。 

            實際線上人數 102人，同意票 62票，不同意票 12票。 

   23位未參加投票（理監事 14位、來賓 5位、會員 4位）。 

    

 

主席宣布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8屆理監事聯席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