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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理事會議，會議開始，我們現在開始介紹我們理會的貴賓，首先我們介紹

中華民國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先生，舊金山華僑文教中心主任吳郁華小姐，駐

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主組長陳民生先生，住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經濟主副組長陳凌翔先生，住舊金山外貿協會台灣貿易中心主任李哲欽先生，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楊信先生，首先，我們恭請李安邦總會長致詞！ 

 

呂副委員長，陳組長／副組長，各位長官，楊總會長，跟所有的在座總會長們，

我們在開始之前先請大家欣賞這兩分鐘的短片，好嗎？（短片撥放中） 

謝謝所有的演員跟我們的青商製作團隊，那個這個是我每一次看到每一次都有滿

心的感激跟感動，那個我們這一次雖然不能在台灣開理事會．但是有一批愛台灣

愛鄉親的台商們，請他們站起來跟大家揮揮手好了，還有我們的青商站起來揮揮

手，那個參加這次團隊那個花東台灣行的團隊謝謝，那個昨天我在參加世台經濟

會的時候呢，我非常的這個感動，因為我們上一次在開理事會的時候贈送一本書

是嚴長壽的把希望種在土地上，那本書呢那引發我們多位台商一起將我們去感受

台灣的美麗,台灣的愛心,那這一次在公益平台經濟會，我們也受到了啟發，那秀

這個ＶＩＤＥＯ給大家也是一種分享與學習吧，那我希望這個分享與共勉是可以

在我們北美台灣上單位互動的一種感覺，那自從我六月份上台了以後，我真的是

抱著學習與感恩的態度，來擔任這個工作，這個工作的確是在我人生上面是沒有

受過那麼大挑戰的，雖然我自己創業我自己的公司也有五千個員工的集團，但是

呢要面對３２個不同的社團在北美各地不同的地區呢，那個剛開始我的家人不以

為然,包括我父母親,包括我太太說你怎麼有可能有天天打不完的電話?那的確是

啦，這個是溝通,是個很重要的工作，那你剛剛有看到可能在Ｖideo上面有一對

很像我的,就是我父母，他們起先是不跟我去的，我三拜託四拜託說我已經繳錢

一定要去,他們才去了，那沒想到他們去到花東行，我的分享變成讓他們也分享

到了,他們是受我們林貴香總隊長跟林猛雄先生感動了，他們說哇，這個那麼好

的台商,我們不是只有吃喝玩樂的台商，因此呢他就決定說他一定要再回來訪問

他們，看看他們那麼大的,我們來自農家子弟鹽水種那個烽炮鎮，我們也是這農

家出生的,他有那個兩千畝的 almond樹的農場，哇！一定是很偉大，在台灣要一

個兩千英畝的很不簡單，所以這個那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呢與青商一起製作了這個

影片，很可惜啊在我們上次台中的那個世界台灣商大會的時候,沒那個不能夠放

出來讓大家分享，一直等到了現在，所以我真的是背了一口氣到現在，聽到各位

的掌聲我也覺得很欣慰了，謝謝！謝謝各位！那這個，為什麼會有這次的理事會

的產生呢，的確是我問遍了各個地方商會,那這個算是我五個月來的施政報告我

真的是將我個人最好的感覺說出來而不是只是說官話，如果說官話的話,我想我



們北美台灣商會不一定會進步，那個我在上台之前就已經問遍了好多各地的商

會，是不是可以承辦第二次的理事會，沒有一個地區商會肯接辦，我們好不容易

拜託到了多倫多台商會,它們肯辦,但是預算很高很高，我們也嚇一跳，那最後還

好我們經濟部住紐約的經濟主的陳寬祥主任告訴我說，他正在籌辦一個我們前任

蕭萬長副總統帶企業家團要來訪問美國的促進會,那個促進台灣跟美國的投資大

會，我突然想說那如果可以讓我們藉這個機會的話,歡迎到他的話也表示我們對

這位長官長年來從經濟部到那個立法院到副總統的尊敬，所以實在是算是一個在

這麼這麼高的任務之下,有這種崇景之下，我先打電話給林貴香前總會長.他一通

電話就告知我們的黃安利北加州的總會長說可以不可以我們一起來辦?因為現在

有這個大任務之下,希望可以這樣子做.隔天他們就答應我,我也是滿身歡喜地卸

下了這個重擔，然後呢,這個之下呢,就是很多這個籌備工作,所以我想我們另外一

個掌聲應該給北加州台灣工商會的！ 

那他們這個分享也帶動了很久,沒有一起過，這個三四個台灣商會可以一起來協

辦這件事情，非常感謝我們還有世界級的楊姓總會長發動我們洛杉磯的台灣商會

的會員們,也帶動了好多位的那個會員呢一起來參加.請站起來跟我們一起揮揮

手，他們是有的人開車來的,開七個小時的車來的，那今天由這個場面也應該非

常感謝所有來自各地的會員，我覺得常常我們在台上累積,也要有台下的觀眾,你

們都是支持我的老師,不只是觀眾,所以我代表我的誠心來要跟各位今天在這場面

的各位一鞠躬．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下面的 slide.我一直在想我們昨天也在

開會的時候，這個是我今年九月底十月初算是十月九號參加的我們這個四海同心

僑務委員會辦的四海同心慶祝國慶的聯歡大會，之後呢六十年才第一次應該是第

二次,但是六十年才能坐上我們台下的位置，本來都在台上鴉鴉烏烏的萬人的場

面，那這次分享呢當然我也認識到了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會的會長們跟各地區，你

看這個第四個影片，我覺得他們很茁壯在各地區設分會,而且不只是北美洲各地

區台灣，他們的場面值得我們借鏡.因此呢,我也以別的友會的場面,勉勵大家,這也

是種分享.我們各地區的商會一定要茁壯，一定要擴增會員,不然我們老的去,老的

回歸,沒有新的上來，我們會萎縮，那如何茁壯呢?除了培養青商以外，那個我也

希望我們擴充我們的會員,有的當贊助會員，只要他承認我們台灣,認同我們台

灣，就算是不會說台灣話的也沒關係.我們話語可以通就好，就像是同鄉會的說

用普通話溝通,我們也不能排斥他.再過來就是引申我很鼓勵我們各地區的會員，

能夠在扶持你的兄弟會就像獅子會扶輪社一樣，就像我們的慈濟功德會和那個佛

光山他們也都是各地區也都有四五個七八個同個大都市外圍都有很多的分會，那

這個是我的心聲我的分享，希望得到大家共同勉勵，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現階段

北美的消費群,北美的黃皮膚的現在有海峽另外有大量的人湧入，如果我們沒有

成長我們就會被追趕過去了，如果我們沒有廣闊的心胸去容納我們的友會,我們

的同胞，那我們還談甚麼團結互助,然後建立傳承呢？我秀這個委員長的相片給

你就是今年我上台以後在八月底因為這個陳清惠的邀請，我去到紐約，他帶我到

台灣同鄉會見到陳士魁委員長，他那個時候就也是肺腑之言說我們台灣即將要進



步,國內不能夠再內耗.國外呢也是台灣同胞一起團結.我聽到這個也是很有感觸.

在這個學習感恩的過程中間,我在北美協會中間真的是學習到了很多.那因此拿出

來給各位共鳴.這個是我今年訪問到ＤＣ省這個，華盛頓ＤＣ大華府台灣商會，

他們給我的禮遇，謝謝你們!那接下來要跟各位秀的是說,我也建議我們的台商們

不只是在台灣社圈裡面辦活動或參加活動.這個是十月三十一號由歐巴馬政府出

面,請商務部邀請世界各地的人一同餐與.我們也把ＥＭＡＩＬ送出去給各地的商

會歡迎大家參加，那似乎只有華盛頓ＤＣ李治瑞主任委員的報名跟芝加哥會長的

報名,我覺得太少了.我們應該多多鼓勵走入主流的社會，才能夠茁壯自己,才能夠

這個把我們的商會跟主流的商會結合再一起.我們這個加拿大中華民國駐加拿大

的大使級的代表劉志攻與我有做這個勉勵.我一上台就訪問他.他說如果我們可以

結合北美主流的商家投資公司,但到台灣跟我們台灣一起做，如何去進軍或是開

拓中國市場,這個可能是我們的優勢,因為等下大家都知道,這個對我們台商，我們

如果自己不能夠茁壯的話．人家看我們是小小的，那真的是會有這個遺憾,所以

因此我也是用這個這次的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後一個因為我們這次的主題是

立足北美開拓世界，我在加拿大三十幾年了，以前是在美國畢業,然後打工然後

移民到加拿大去.從一個人的公司到現在二十三家超級市場,五千個員工也是有各

種各方面的挑戰跟困難.其中的一個,對不起僑務委員副委員長,我要講真心話.當

我們每一次在開幕時,剛開始只能夠請一方的長官就不能夠請另一方的長官.那但

是隨著這個市場的變化,我們必須要承認現在海峽兩岸不管政府單位,民間單位,

投資商家文化藝術大家都在互動.當海峽兩岸在熱烈互動的情況下,我們海外的台

商跟北美的台商如何做法,才能夠跟聯合我們台灣國內政府的步調呢？要是我們

老是說我們只請一方的長官,那我們如何面對這裡的消費者呢?如何能夠面對這

裡的另外一方面的同胞呢?我們把他們當同胞兄弟姊妹，因此在這個情況下我在

第十八家的超級市場的時候,在我們加拿大的首都渥太華,這個是我很尊敬的一個

長官就是駐過我們美國李大維大使,也來加拿大住過加拿大.我先去拜訪他,我跟

他說,他很廣闊的心,就是不管對方來得是甚麼人,他都會到,他還幫我請了一起.那

當天,就有六個亞洲大使級的一起出現.我們那個時候的國會議長是現任的外交部

長，那個六國的大使跟夫人一起到位我們剪綵，當然那個對岸也派了總領事來，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是一種分享?如果我們可以這樣,那個將來我想我們的市場更

廣闊,可能我們會有令海峽容納同胞在海外.老實說,以我們台灣的素質文化,這是

我們的禮儀,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如果我們可以感染他到我們會包容他，誰統誰還

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們今天的口號講立足北美,開拓世界.不能夠是口號,但是

海峽的另外一岸是我們開拓的很大的市場,也是我們集合的很大的市場,他們那是

世界工廠,我們這裡是世界消費市場,最高不滿意的地方,那我將這個過失讓各位

有一點分享的震旦好嗎?好讓我們這一天,明天一整天,好好地分享，那我也非常謝

謝我們僑務委員會經濟部還有我們蕭副總統今天晚上就可以到了，來跟我們一起

分享,那來勉勵我們，謝謝各位謝謝長官． 

謝謝李總會長，我們現在恭請僑委員會副委員長呂元榮先生致詞．非常謝謝我們



大會的主持人提前地介紹.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李安邦總會長．在座還有我

們李總會長他所領導的我們第二十六屆,我們所有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菁

英團隊,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楊信陽總會長,我們中華民國駐洛杉磯台北

經文處經濟組的陳組長還有陳副組長，北加州台貿中心李主任以及文化中心的吳

主任,在座還有勞苦功高是我們歷任的北美洲台灣商會的總會長,都是我們現任的

顧問，包括有姚宏智總會長，林貴香總會長，還有陳光博總會長，楊喬生總會長，

還有張秋雄總會長，還有許多在座都是我們在北美商會各地的會長以及各位在商

會的先進前輩,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呂元榮. 

非常的榮幸今天能代表陳委員長前來參加我們今天非常隆重,非常盛大的北美洲

台灣商會的全部的會議.僑務委員會參與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的的年會，也包含

各地的以及監事會.從第一屆年會開始到現在，僑務委員會每一年都在參加,我個

人也有榮幸曾經在包括在休士頓,包括在舊金山等等幾個地方,都曾經來見證我們

北美洲的台商,怎麼樣在包括怎麼樣來協助聯繫我們的會員,交換商機,互相來扶

持,進而來支持自己的故鄉,來支持台灣,來支持中華民國的互相貢獻.有時候想起

來,歷歷在目,包括我還想到當初那個時候還沒有ＷＴＯ的時候,北美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有個重要的宣言,就是幫助台灣加入ＧＡＴＴ.ＧＡＴＴ是世界觀貿組織，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組織，中華民國台灣因為有個未在座的台商先進,有各

位尤其我們在北美洲地區,我們有非常大的能量,我們看到在歷任的總會長的領導

之下,能夠在北美各地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尤其大家在經商有成之餘,才能夠為了

怎麼要來替我們的故鄉,來做更多的服務,怎麼樣用一個我們常說支持中華民國,,

愛護台灣的心，一直不斷的,也可以說沒有保留的,來協助台灣,協助中華民國,這點

是讓僑務委員會非常感念於心,我們歷任的委員長，我在想幾乎每一屆的,不管是

因為世界總會在台灣開,然後北美洲的商會歷任委員長都有來參加，所以這也是

說代表僑務委員會跟我們各位北美的台商先進一個非常深厚,一生且厚的情感，

那我也看到很多位老朋友,今年九月也都在台北參加的很多,楊總會長他所主持的

世界台商，也有幸在那邊見到許多位的朋友,還留下來參加雙十國慶，後來在委

員會議中間也有許多我們北美台商先進都參加，非常非常的溫馨，也特別感謝大

家對台灣的支持。那北美洲台商總會成立以來一直都是用求新求變,來立足北美

洲,工商企業的宗旨，除了積極的促進會員之間的聯繫連結，能夠建立起商機網

絡之外，並且與世界各地都有密切的聯繫。世界台商總會在全世界有六十八個國

家地區，就是有六十六個國家加上兩個地區各地的分會，可以說目前是一個跨國

際的組織，我們定期的舉行各項聯誼商機的活動之外，也能夠就相關的經貿投

資，尤其是能夠團結海外的台商來共同努力，這項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當然也特

別提到我們的台商會可以說是人才濟濟，尤其是在北美這麼競爭的環境之下，剛

剛我們的總會長也特別提出我們要不斷求新求變，要能夠立足北美洲開拓全世

界，我們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就是以台灣商會是以怎樣促進會員的福祉為重要的

依歸，在商言商這一點的立場大家也都能夠理解，那尤其我們在各項活動裡面也

都能扮演台商與主流社會之間一個重要的連結，把這樣的一個網絡連結到世界台



商，進而連結到台灣，能夠協助台灣各項不管是在國際組織，不管是在世界各地

的組員活動都得到很多大家的協助，向大家表示感謝。陳士魁委員長因為剛好國

內在禮拜五和禮拜二都有重要的會議他沒辦法親自前來，他特別也囑咐我也向大

會致意，除了要向大會表示祝賀，祝我們大會順利圓滿成功，也要我在這邊向大

家轉達他在上任之後八月一號他提出來要用服務來感動僑心，要用溝通來凝聚共

識，用理念來贏得認同，他希望用非常務實且專業的服務團隊，能夠領導這個團

隊來為我們世界台商服務，也希望我們台商朋友不管在有關於經貿的議題、不管

是中華民國台灣有關各項發展的議題都能給予台灣最大的協助，那他也曾經在今

年八月一號之後到各地去走訪，訪問了各地僑社，得到大家非常親切熱烈的接

待，他也要我在這邊一併向大家表示謝意，今天欣逢我們的 26屆北美台商總會

的全體新施會議，在北加州隆重地舉行，再次代表僑委會祝賀大會順利成功，也

祝福所有的台商先進，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事業青龍，家庭幸福美滿，謝謝

各位！ 

 

謝謝呂副委員長的致詞，今天這個午宴就是我們僑委會贊助的，再次謝謝。 

我們現在恭請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楊信楊總會長致詞。 

 

我們來自台灣的呂副委員長，還有我們的陳組長、陳會長、黃會長，還有我們在

座的李建世前總會長，大家好，早安！還是再謝謝大家一次，給我支持順利當選

第二十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上任以來跑遍了部會首長一一拜會，尤

其是外交部和經濟部兩位部長對我們台商的期許，他說我們是經濟外交的尖兵。

上禮拜我也參加新加坡亞總第二十一屆理監事研習會議，看到亞總他們的興旺，

實在是讓我們亞洲要好好的檢討，亞總它們是１９９０年成立，現在有１３個國

家，兩萬五千多家的廠商會，這次他們的理監事會來了四百多人，這個會議非常

隆重，他們的每一個人對事業上的心態非常的強烈，尤其它們青商也是非常踴

躍，青商非常踴躍讓我很欽佩，當場捐了一萬美金再鼓勵他們。我們北美洲，我

剛剛碰到一個溫哥華的青商，我說我也給你們一萬塊美金，我們都曉得商會的創

業元老都是六十七十好幾，這個時候實在很必要好好用心培養我們的第二代，希

望大家好好配合。我們世界台灣商會聯盟總會坦白說在我們國內跟立法院瓜葛之

深給大家分享，我到每個部會拜會的時候，立法委員都出面，還有任何一個場合

台商需要幫忙的地方必定全力幫忙，所以我們台灣商會跟立法院感情非常的密，

所以這方面諸位在外經商如果要跟國內有需要的地方，可以透過世界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來幫你們安排，如果有需要的話。去年當然是要到各州去拜會，那拜會等

於是拜票，這工作是非常的辛苦，我也不便請大家陪我去拜票，去拜票不但要喝

酒，還要給他們講一些好話，我是跟我老婆兩人去拜票，今天一旦做了總會長，

我要回去參加他們各州的理監事會議，這是一個很光榮的行程，我盼望有興趣的

人可以跟著我一起去各州認識朋友，這個是一個不錯的機會，我個人認為一個人

的壽命，這一段從懂事２０歲到８、９０歲，雖然說有六七十年但還是很短暫，



我最近一直鼓勵大家不要退休，為什麼呢？現在你們的經驗你們的關係你們的資

本都夠，為什麼要退休呢？現在醫學這麼發達，大家的身體健康都非常好，你不

退休一直做的話精神更好，那賺更多錢來回饋社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對不對，這

個我想長話短說，再次感謝這個善會大家給我的支持，讓我順利當選，我代表北

美洲也不能漏氣，我們在人才總會上一再的叮嚀，北美洲輪到你做不能漏氣，我

也期盼在座的理監事年輕朋友也跟著我們後面，我們每四年都會推一個總會長的

人才，那麼我一定會繼續支持你們的。最後，希望我們今天的理監事會議能夠順

利成功，祝大家旅途愉快，謝謝各位。 

 

謝謝楊總會長。現在我們恭請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陳銘師先

生致詞。 

 

我們這次北美台商總會聯合會大會組席李總會長，僑委會李副委員長，世界台商

總會楊總會長及夫人，美加州台灣工商會黃會長，我們各地區台商菁英以及我們

僑界領袖，各位台灣鄉親，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今天非常高興代表經濟

部張部長來參加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二十六屆第二次理監事的研習會

議，非常高興見到這麼多台灣的鄉親，以及遠從國內來的長官及貴賓們，我想利

用這個機會跟各位報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經濟部非常歡迎也非常鼓勵海外的

台商朋友回台投資，經濟部為了要吸引外資，特別在 2010年的八月成立了行政

院聯合招商服務中心，提供專案專人專責單一窗口的投資服務，來協助各位回台

投資的各項相關問題，同時也配合各縣市政府及技術法人等相關單位的資源來協

助我們台商回台升級轉型以及做最佳的營運策略布局。由於我們國內最近幾年來

各方面進步受到各界肯定，已經轉化成為最適合創業最適合居住的地方，尤其我

們台灣擁有非常高素質的能力，以及非常友善的投資環境，尤其我們台灣人就是

好客、愛心為舉世所稱羨，那最近就有媒體報導，移民第二代回台創業潮，移民

第一代返台養老熱，各位台商鄉親在海外多年的打拼都是事業有成，現在正是諸

位台商朋友回台投資最好的機會，希望讓你們的第二代能夠跟台灣結合，同時也

可以安排退休後過著舒適快樂的退休生活，我相信經濟部在北美地區八個經濟組

以及我們外貿協會派駐台灣各地貿易中心的同仁都非常樂意來解決回台投資及

帶動雙邊貿易的各項相關問題。我們很高興這次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這召

開，相信你們一定會台美台加雙方帶來更多合作機會，我也呼應這次大會的主題

立足北美開拓世界，希望各位台商朋友多多協助我們台灣正在推動的台灣精品以

及ＭＩＴ的優質台灣產品，希望我們台灣的產品能夠推廣到全世界各地，另外也

想利用這個機會特別懇請各位台商朋友協助促進居住國的政府支持我們台灣參

加環太平洋夥伴協定也就是所謂的ＴＰＰ，希望我國能夠早日融入亞太區域經濟

整合，今天我們經濟組同仁陳副署長也特別攜帶了許多有關協助政府來遊說居住

國政府支持台灣加入ＴＰＰ的資料放在外面歡迎各位取用參考。最後代表經濟部

張部長，預祝我們今天大會圓滿成功，我們台灣鄉親事業發達、身體健康、闔家



平安，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經濟部的長官給我們的致詞，我們現在以熱烈掌聲恭送我們的貴賓離

席。我們要開始理監事的會議，我們再次掌聲，謝謝。 

 

我們報告一下，今天應出席２５４人，報到的有１０７位，授權書是有４５位，

今天總共出席有１５２位，出席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九點八，不及格但是還是可以

開會，請大家鼓勵一下，大家都很辛苦，出席的人要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２６屆第二次理監事研習會議正式開始，請大家盡快

的，一定有 coffee break的時間，謝謝各位。 

 

接下來我們要確認的第２５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研習紀錄跟第２６屆第一次理

監事會議研習紀錄，這紀錄因為要響應環保，這紀錄很長的印下來有十幾頁，大

家每次看完就丟在那裏，那我們事先已經發給各位了，我有問過，應該大部分的

人都有收到，如果沒收到的人可以上網到我們的網站去看，今天我們也印了幾

份，我想大家在桌子上都有，都可以輪流看一下，有需要更正的地方歡迎大家ｅ

ｍａｉｌ到我們秘書處來，我們會更正，這幾天我們已經有收到了比如說名字拼

音出錯了，我們也馬上更正，如果有任何不正確的地方，我們現在每一次會議我

們邱耀輝博士都有全程錄影，我們可以調錄影帶出來，絕對不會出差錯的，如果

大家對會議記錄，有沒有反對的？因為我們的會議記錄在開會之前都有發給每位

要出席的理監事跟所有的會員，那我們節省時間，通過的請舉手，謝謝。我們再

來確認對本次的會議議程有沒有異議的？有異議的請舉手，好沒有，我們現在就

開始我們的報告事項，首先就請我們的總會長報告。 

 

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先請秘書長報告，剛剛我已經說了很多了，謝謝各位的分享

與共鳴。 

 

秘書處這邊幾件事情，第一個，還沒有提供我們貴會的理監事名單的請盡快提供

給我們，因為我們要做最新的 update，當然我們每一屆的每一個分會的交接日

期不一樣，不過我想應該都已經到尾聲了，我們希望把這一份最 updated的名冊

做好，只要隨時傳過來我們就放在我們的網站上面。另外各分會的副總會長的名

額，還有幾個分會是客氣還沒提供出來，我們非常歡迎每個分會提供副總會長。

第三次的理監事會議我們決定六月二十六號在溫哥華的 Hyatt Regency Hotel舉

辦，這一個詳情我們會登在網站上面，也會發通知給大家，會後的旅遊阿拉斯加

Cruise所有的詳細資料都放在網站上面，有任何問題歡迎大家打電話來，有專人

Erike我們會長的秘書會跟大家做詳細的介紹。再一點就是各分會你們的活動請

你們盡量發給我們的祕書處，我們一收到會放在網站上面，現在我們的 Facebook



已經上去了，有幾個人包括林斯琦還有我本人，你們有任何的活動就發過來，我

們就放在我們的 ECCNA的 Facebook上面，那大家如果沒有 Facebook的歡迎你們

都加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商會各式各樣的活動，謝謝大家。 

 

財務長吳麗珍報告。我們原來的財務長因為業務繁忙，所以我在回去台灣開僑務

委員會議之前才臨時接任了這個重任，我想就要請各位先進給我多多支持鼓勵。

請大家給她一個正式的掌聲！（掌聲）我也是剛剛回來那我想最主要是因為上一

屆的財務沒有交接到我們這一屆來，為了公正起見，我想在上一屆的財務報告還

是請我們的財務工作委員會主委胡志明胡會計師來幫我們做上一屆財務的報告。 

 

我們很謝謝我們的技術 software的指導－Alan，他也是北加州台灣商會優秀的成

員，隨時幫我們調動資料。因為 25屆的財務長鄭忠田財務長沒有來，我們的總

會長凃常雄也沒有來，所以徵求新的 26屆財務長的同意，在今天是以財務工作

委員會的身分代替報告，首先給大家看這個是整個收入支出，收入部分前面三項

是繳交給世界總會的部分，所以這是個應付款項，一收一出就沖掉了，世界總會

我們所有的會費是北美洲總會要代收的，再下來就是有這些收入，要求是每一個

身分總會長、副總會長、顧問、諮詢委員、理事、監事都有一個特別的 cover，

那這樣我們才知道人數有多少，看這樣的金額就知道有多少人。這個補貼 TACCA

的有五千塊，這一塊我 record不大對，這應該他們改成四千五了很抱歉。(等待

投影片)都看不到嗎？很抱歉。口頭報告一下，這裡有一部分是從第一屆監事長

的那一張我看看在哪裡，因為這是第一屆監事長簽的，這一份是監事長沒有簽

名。對不起找不到，那我只好口頭報告，因為這名單的 CD上面寫五千，他改成

四千五了，那麼總共這一屆的總會長的補貼額是上面的$28763.54，還加上六千

兩百塊，那麼六千兩百塊是顧問的會費，這是按照我們的章程要交庫的，所以這

個六千兩百塊凃總會長已經寄到給 metro bank存進去了，那麼再扣掉駕駛五百

所以他總共要補差不多三萬四千多塊錢的金額，就是說這屆的總會長是完全沒有

extra fund給到公基金，除了 require的金額以外沒有 extra fund，對不起我應該

有一份監事長 sign up的那一份，金額跟這個有點差額但現在找不到，TJCCMA也

給了一個 report，這是他們 TJCCMA經商會的 report，收入支出結餘大概是五百

零七塊，我還在等 Junior他們的總會長跟財務長他們要刪掉 statement我才能夠

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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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再過來給大家看的是我現在按照這兩份財務報告跟我們所有的 reserve fund

做出來的一份財務報表，這一份是 consulting的 statement，跟大家介紹一下metro 

bank checking account $28,515錢，PJCC current present $507他還沒有繳庫，那麼



Saving metro bank有$257,928.97，這個是我們的 CD account，CD account最近有

九月分我忘掉是哪一天有 renew，renew的 rate好像是 point 85，這個 renew授

權的是我們的顧問團的召集人是胡啟年這個 rate adjustment，再過來是 first 

general bank的$16,793.35，這個現在已經變成了 junior的 reserve fund，所以這

個 junior的 reserve fund我是用 Email給幾個 junior的 visor時候已經有特別註明

了這包含在 Brian那一屆的 balance兩萬兩千六，再包含 Sophie那一屆的八千五，

但是沒有包含 Author這一屆，所以跟 Junior幾位在座的談一下，最後一個十萬

塊錢是楊信總會長跟黃金森總會長他們兩個各五萬五萬那個時候存進去的

abutment fund，所以這個錢是不動的,但是利息錢現在都已經轉到直接給 Junior

的顧問，所以那個利息是九百多塊錢今年，最後這個六千二在六月二十三號時還

沒繳進來但現在已經繳進來了，advisor過的六千兩百塊，至於其他前面可以

compare 2012年跟 2013，2012的 advisor過是收了六千六，那麼 2012那一屆的

姚宏智總會長他還有 fund是三千九百四十二塊錢，這個錢也已經都存到我們

reserve fund裡面去了，這邊給大家做一個報告，其他的收入跟支出在這邊看一

下，這個是一個 group expend一千塊錢要付，請大家看一下收入跟支出的總，這

一個 column就是比較兩屆的收入，在前一屆是三十二萬一千，在這一屆是二十

一萬三千，那前一屆的總會長他 contribute八萬塊錢，這一屆的總會長 addition 

contribution $141,775，那麼最後的結餘前一屆是$15,998塊錢，$4,368塊錢，這

裡面就包含了青商和欣流在一起，接下來當然還要再分開來我們欣流的部份和青

商的部份，基本上就按照每個財務長和他們提供給我的財務報告做出來，所以在

這邊有甚麼問題就跟我們歐淑蓓財務長或是代理報告，報告完畢！ 

謝謝，那我們新任財務長吳麗珍也是我們 ECCBC溫哥華台灣商會前任會長，他

的專業在投資理財保險都是我們加拿大鑽石級的專業人才，所以請他擔任我們新

任的財務長，我們認為他是 highly qualified，讓他繼續報告一下我們現在的情況。 

 

現在先做一下我們這一屆從我第一屆開始接手以來我們所做的事情跟一些數

字，我們在世總的出席率應該是 181人，那我們應該要繳交的費用是五萬三千九

百元，那我們只有一個人因為生病請假沒有付，所以我們所有的繳交率是百分之

百，那今天我們在收錢的時候，我們世總的會計部他跟我講說，我們北美台灣商

會是六大洲裡面最多會員，我們繳交率跟出席率是最完整最高效率最好，所以給

我們給大家一個鼓勵，希望我們每一年都維持這個紀錄。在我們第一次理事會六

月份在亞特蘭大收的會員和廣告的費用是兩萬兩千一百元，當天支出就是我們開

第一次理事會的會議總共的支出是一萬兩千五百五十九元，所以我們第一次理事

會所收的錢和支付的錢就還結餘$9,541，當然這裡面的前是包括其他的費用都被

我移出來，其他費用全部算成總會長的個人支出，我也只認定這個是我們該出的

錢，其他都算在我們李總會長的身上。然後昨天我們報到第二次理事會，我們應

該收費的總人數，北美裡所有理監事應該繳費的是兩百五十四人，那我們已收的

會員是一百九十五人，因為我們這個費是有分會員費跟廣告費，那應收的會員費



是六萬五千兩百元，已經收了五萬五千八百元，所以我們會員的繳交率是

85.5%，那廣告費我們收入的情況就不太好了，我們應收兩萬六千四百元，那已

經收的只有九千三百元，達成率只有 35%，所以請各位...我這邊先報告一下，沒

有完全繳交會費的商會就是這邊有列出來的，Atlanta、Austin、Chicago、Houston、

Las Vegas、LA、Memphis、Montreal、New England這些我們列出來的希望我們各

會的會長能夠代收好不好？因為這樣子我們效率才會快，下一次見面就是六月

分，那未繳的商會請各分會的總會長負責收這個錢，那完全繳交廣告費因為未繳

的廣告商會太多了，我們要給這幾個會鼓勵一下，它們完整繳交所有的費用跟廣

告費（鼓掌），這個給大家看一下，那還沒有繳的廣告費請各分會的會長負責好

嗎？我上任我想我就會以我自己做事原則，我想我會秉持著公正公開跟透明來管

理我們的財務，那不該我們的支出全部都會算在我們李總會長的身上，然後在明

年六月會報告我們李總會長奉獻了多少錢會讓大家知道，謝謝！ 

 

現在我們請監事長王詩吟先生。 

 

監事長報告，有關財務方面剛才林會計師林鋕銘會計師報告很詳盡，然後我們的

吳財務長也報告的非常詳盡，所以我就不再說，一切都很正常合法，那麼其他的

事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非法，所以謝謝！ 

 

請我們顧問委員會召集人也是我們世總的總會長楊信報告。 

 

我是用顧問召集人跟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長身分來跟大家做一些報告，第一個

建議，秘書室送貴賓開幕儀式完有休息的 break time那他們吃完就走了？這樣就

給人家請走好像有點趕客人不太禮貌，再來因為我最近參加的會很多，有幾次我

想在座也參加我們世界聯合總會的研商的會議，已經有幾次發現說整個議程時間

都要訂出來才能夠控制時間，這樣才有條有理，這要改進；那另外我開那麼多商

會，從來沒有一次,只有這一次駐外單位的外交部沒有派任何人來，這非常不禮

貌，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們沒有給她邀請函還是甚麼原因，在座我們北美州的,你

今天中華民國外交部都要說我們在北美要幫它們打外交,要幫他們做甚麼主流社

會，搞了半天我們這麼大的一個會他連人來關心都沒有，這個非常不應該的，你

說對不對？（鼓掌）這完全沒有符合外交部它們這個立場和目標，外交部長我去

時候他說非常感謝你們北美商會聯合總會那麼多會員整年幫忙我們中華民國政

府在推廣外交，結果我們這個會他連來都不來，除非我回去要跟立法院講，如果

今天有個立法委員在場就不一樣，不應該嘛是不是阿！還有這一次理監事會議，

我們不到一半理事來參加，我們也不到一半的前總會長來參加，這個我們要檢討

到底是甚麼原因，因為如果這如果連理監事和總會長都不關心的話，這個會我很

擔心，我剛剛在講話的時候我們都知道新加坡的亞總有四百多人，那所謂的長官

有多大，當然我們比較遠也不期待有立法委員來，他們有兩個，羅明才立法委員，



他飛過來吃過晚餐、開幕典禮就回去，我們以後主辦單位禮數要到，該送邀請函

送去，看他沒有回函要追蹤，你來不來？不來，你記下來，對不對？（鼓掌）還

有剛剛我們也看到臨時動議好像以後北美洲的總會長和秘書長經驗總總等下拿

出來討論，不過我在這裡要跟諸位建議，我想我們開會世界商會聯合總會圓山那

個會議已經是非常成熟，值得我們學習，而且我們的總會長也好,秘書長也好，

經常要去參加開會，尤其是台灣總會的開會，議會整個流程跟議程表總總的，你

去觀摩去見習，這樣你才能夠懂得抓住開會的重點，我希望這次的缺點不要持續

到明年六月份的開會，一定要改進。再來等一下因為我手上也沒有甚麼資料，我

們昨天該談的,你就要一個一個列出來討論，最後三月二十一號洛杉磯世界商會

聯合總會第二次理監事聯合會議規模蠻大的，在座的非常歡迎，你們是世界的理

監事也好不是也好，都歡迎你到洛杉磯參加，再來明年九月二十七號、二八、二

九、三十世界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屆擴大舉行，也就是我九月三十號就下任了，

不談這個，諸位都知道我有發起世界海外台商旅行社，他們花了兩億多包了一條

遊輪，二十天基本上的行程是從九月二十四號從大阪上船，開到基隆港然後再開

金門澎湖馬祖，再回到高雄然後再開到三亞、下龍灣，再回到基隆港，然後再把

船開到香港還給她，這條船非常豪華，全部兩千人都是我們六大洲的台商，那麼

會有紅牌的影歌星在船上，包括江蕙、謝金燕，你們講得出來的影歌星都請到船

上去，可能很快就爆滿，我現在先跟你釋放一個消息，在二月底以前報名的打九

折，十五個人一個免費，我現在跟你們講你盡早跟他們報名，到時候客滿就客滿

因為總共只有兩千零二十五個人，（發問：你說二月底是明年二月底？）不，這

是明年九月二十四號，因為我九月三十號是下任。九月二十四號從大阪開船，開

到基隆市二十七號，剛好下船以後可以去報到，（討論聲）三天就到了基隆港，

所以很多人都是先到日本玩幾天，打球也好吃料理也好，玩幾天以後二十四號到

大阪上船三天就到達基隆港，然後就參加台灣世界商會聯合總會開會，開完會就

搭船到金門澎湖馬祖，我們有一個勞軍的行動，非常的轟動，有興趣的再繼續從

三亞坐船到下龍灣，這個你不一定一通通參加，喜歡哪一段就參加哪一段好不

好？這個價位蠻便宜，因為你就在那邊玩不用做飛機坐來坐去，很多人帶了親戚

朋友還有父母親家族的人裡面，所以說每一個人一次來都是 15個很容易就爆

滿，你們盡快二月底以前越快越好，跟台北郵政館去報到，你可以先鎖定人數，

名字你到了明年中再報給她就可以了，船是我們包了沒有必要馬上就報名字給

她，比如說我報十五人一個人免費，當然要付保證金。因為我本來要帶到新加坡，

有一百份要帶到這邊來，結果亞總那邊太激烈了每個人都一定要，通通給拿光光

了，可能這裡有兩三張，回頭叫我老婆那邊有的話就拿過來看。以上我做這個報

告，謝謝各位。 

 

接下來我們各地區商會會長報告，有做 power point的沒有幾個，有做 power point

的先到前面來好嗎，Atlanta有嗎？沒有。Boston？Austin？有沒有麥克風到前面

來報告。下面要報告的先排好，我們節省時間。 



 

Boston報告: 

總會長、副總會長，各位執行委員各位會長大家好，我是陳玉瑛波士頓商會的會

長，我有兩件事要報告，12月 14號是我們商會的年會，如果你們來波士頓希望

能來參加我們商會的年會，我們也是新舊會長交接，還有一件事是，我們每年中

國年的時候我們商會都有 donate給養老院他們午餐，希望他們有愉快的午餐，

就是這兩件事謝謝大家，旅途愉快。 

 

Austin報告: 

主席大家好大家早安，Austin我是代表因為剛會長打了電話給我要我報告，那麼

Austin的人為什麼大家不能來，因為事實上大家都是公務員，都是沒有讓我們自

己當老闆，所以很難得，我一直輔導他一直在做。那麼第一件事情在元宵節當然

我們都有放天燈，另外我們在雙十節有舉辦升旗典禮，另外在這個傷害我們也在

募款，在一個是 Austin在亞洲有一個亞裔的活動中心在九月的時候已經落成，我

們也爭取到了辦公地點，在這跟大家報告，其他的地方都會送到我們的 Facebook。 

 

Atlanta報告: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邱耀輝，我是亞特蘭大台灣商會會長，首先我先跟

大家介紹新的亞特蘭大理事，第一位是張珮玲小姐，第二位是張正昌，另外一位

是李麗娟，她不是第一次來參加,但是非常踴躍，前面兩位是第一次來參加，所

以來這邊跟大家學習多一點見習的機會，所以如果有這方面的生意也可以找他

們。第二個是我們在 12月 31號要辦跨年晚會，是一個例行的活動三百人參加，

再來我們有一個理事叫林展業他舉辦了一個大型活動叫 Global Wonderland，從

11月 21號到 1月 3號，各位可以到www.globalwonderland.com去看看詳細情況，

報告完畢，謝謝。 

 

Dallas報告: 

李總會長好、楊總會長好，還有各位北美洲台灣商會的先進前輩們大家好，我是

鍾開瑞來達拉斯台灣商會，有幾件事情跟各位報告一下，我們商會最近在達拉斯

做了幾件事情，在 10月 10號到 18號的時候我們從中國大陸來了一個浙江大學

企業家經理人通訊會是今年第二次來到達拉斯跟我們台灣商會做交流，這一次交

流非常成功也有很多商機的交換，真的達到了商機互往的目的，因為我們跟他們

浙江大學企業經理人通訊會是兄弟會，簡單跟各位報告一下。再來就是說我們國

際學生交換計畫的活動還不錯，我們總共有台北高中與在達拉斯 Edison這裡的

一個 high school的國際學生交換計畫為期是兩個星期，還有桃園大溪高中跟

highland park的一個高中也是做了兩個星期，他們一共派了 14個學生還有校長

親自帶隊到 highland park來做學術交流計畫，在下個月過幾天的 12月 5號到 15

號的桃園南崁高中也將有 10位學生和 2位老師帶隊到我們 Garden School來做國

http://www.globalwonderland.com/


際學生交換計畫活動，總共有三個。剛好在這兩天 19號之後我們達拉斯當地的

僑團在我們開理事會的前兩小時打電話來，希望我們對他們菲律賓受災戶做點簡

單的募款，我馬上就答應了，我的感受就是說這次台灣非常幸運，大家都知道台

灣跟菲律賓長期以來都是颱風的受災區，所以這次台灣一點事都沒有，菲律賓卻

造成空前絕後的災害，我們在短短一小時之內就募得不少款項捐到菲律賓受災戶

的專庫，簡單的報告謝謝各位。 

 

有報告的請來前面先準備，一人兩分鐘節省時間，為了節省時間我們也以功能性

為主，大家的尊稱可以節省，不用一一尊稱，謝謝。 

 

我的名字是黃強，我是第一次來參加，會長原則上只有書面報告，但是我有幾件

事情跟大家講一下。第一點我們是 host台灣青少棒，這一次很高興它們獲得冠

軍，之後有桃園縣縣長來跟我們簽姊妹市，還有一些其他相關事宜。最後是台灣

農產品的採購很高興來簽了 7 billion dollars，對我們幫助很大也對兩地的交流有

很大的幫助，謝謝。 

 

對不起原先大會有說要 power point但是實際有一些都放滿大的不知道怎麼上傳

在網路上，所以我們自己就帶過來。 

 

下一次麻煩 power point請先傳過來因為我們前一天晚上就會先準備好。 

 

Los Angeles報告: 

我是現在的洛杉磯會長陳柏宇，報告一下洛杉磯今年的活動，自從年初大會出爐

了我是新會長，平常時會員大會我們有專題演講，接著新春晚會慶祝洛杉磯商會

33周年慶祝晚會，當天除了請了唐人會館出爐的台北小姐來幫我們賣一些 apple 

pies以外，大概六百人參加這活動，（播放照片）我們當天請了台灣來的小有名

氣的小鄧麗君劉嘉雯小姐來駐唱，接著今年洛杉磯經文處商務組經濟組，大家可

以看到陳組長是今年才上任的，他來我們洛杉磯台北商會拜會，接著三月是一系

列的專題演講，有包含健康講座、專利講座、還有一些投資講座，五月的時間我

們參加洛杉磯台美人傳統周，我們是 sponsor，這個室外的園遊會也是蠻大規模

的，五月的時候也舉辦了一個會員儀式的一日遊，到洛杉磯旁邊的 pow spring

去登山坐纜車遊雪山，六月的時候我們舉辦台北商會杯高球賽，大概一百四十多

人參加，summer的時候我們青商有個 BBQ一起共享在海邊，我們洛杉磯今年也

很多調動，前龔處長榮升回台，我們歡送他，除了跟一些姐妹會旅館公會一起舉

辦以外，也在我們的理事前會長吳東昇家舉辦了一個很大的 party歡送他，今年

僑務委員長陳士魁也來拜訪我們商會，九月的時候我們舉辦了一個大規模的商業

博覽會，這個是主要針對主流的，因為整個博覽是用英文來 present的，當天有

分很多單元，有跟一些有名的 CEO面對面，我們請了 single human的總裁，這裡



是楊公子 Frank Yang，他有一個很大的 business做一些 home的 product，有請

VIZIO電視公司的總裁William來跟我們 share他的創業經驗，還有 Peter Z是一

個 Hotel owner，洛杉磯的 Biliventure的總裁，再介紹我們洛杉磯 pacific的醫療

網的邱醫師來跟我們 share他們的經驗，當天也請了加州的 state controller就是

加州這邊最高的民選官員就是台美的後裔，來給我們 present他對 small business

的前景，九月底十月的時候我們洛杉磯也組了一個團去支持我們楊信當選世界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0屆的總會長，新的洛杉磯商會令狐處長也來到我們商會拜

會，現在洛杉磯台北商會在策畫 1月 11號我們會在洛杉磯辦我們的新春晚會，

到時也歡迎大家經過洛杉磯來參加我們的聯會，今年我們打算請東森新人王出了

一些很優秀的年輕人來給我們做表演，還有楊總會長早先也講過明年三月 21號

會在洛杉磯舉行世界聯合台商總會第 20屆第二次的會議，也歡迎大家來洛杉磯

一同參加，謝謝。 

 

剛剛大家看到洛杉磯的報告，一個 picture代表一千個字，當他有 video出來的時

候大家聚精會神地看，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分享共鳴，所以當我 Email出去給各商

會會長的時候，這次得到的回應也不多，當然 Brookline也很好，馬上都有回應

即使他們沒有 picture，所以我鼓勵各位，盡量利用我們的年輕當地的青商，兩

分鐘而已，事實上只要十張 picture就可以讓大家好好的欣賞你們的活動跟大家

互相共鳴，所以為了鼓勵，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們會撥款給 Brookline $250，

給洛杉磯$500，下一次大家達成有 100%，每一個商會都要做一個都要做 video 

power point，成效相差太多了，當你一直只是講話，我知道大家口才不一定達到

professional speaker的 standard，那用一點 power point應該是不難，請大家共襄

盛舉，這真的是一種分享。剛剛提到我父母我太太今天好不容易能請到 Berkley

畢業的孩子來幫我們照相幫我們 video，當你們有 video的時候他就注意了，沒

有 video或是沒有 power point，你知道這裡 ABC大部分中文都馬馬虎虎，所以真

的是一種互動。 

 

North California報告: 

各位來賓各位長官大家好，我代表北加州台灣工商會會長來這裡跟大家報告，因

為會長剛好外面有重要事情，北加州今年辦了很多的活動，首先介紹會長交接典

禮，接下來有交接典禮的晚餐（播放照片），有很多前會長來這邊，接下來我們

青商也做了很多的服務，在我們北加州青商佔了很重要的一環，接下來我們副大

使還有請了很多貴賓包括所有當地政治人物都來了，各大市的市長以及長官也都

來了，接下來去拜會，在公園裡辦了一個闔家歡，總共有 160~180人來，這是一

個烤肉大會，闔家歡就是主要讓我們的會員跟眷屬與親戚朋友通通來，讓大家同

樂一堂。接著這是我們辦了一個工商研習班，我們請到很多重要的講者，還有我

們的副大使及經濟李主任，我們在 center舉辦來了將近 150位，這是我們的主

講人也是當地非常有名的企業家（照片），這是 Campbell市長以及主講者（照片），



那麼這邊研習班來的不但是我們的會員，也有很多外地的來參加，我們提供了很

多資訊及好的經驗傳承，因為這些講者都是公司的 CEO或非常重要的人物。這

是我們在會場中有帶動唱（照片），這是我們跟法蘭之公司合辦的走秀活動，因

為這是我們開月會，這是我們前部長，這是海峽兩岸電台著名主持人，我們跟他

們合辦活動是幫他們推展他們台灣精品到美洲，也順便請他們的總裁來跟我們做

演講，謝謝你們。今天我們在這邊因為北美洲商會李總會長請我們來協辦這次活

動，我們也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能夠接辦這個活動，也希望大家能

夠滿意，如果有任何不足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希望大家這次開會愉

快，謝謝李總會長給我們這個機會，感謝所有團隊的所有同仁來共同完成這個美

好的事情，謝謝。 

 

我是北卡羅蘭那大三角區台灣商會會長陳可徵，大家好。我們做了今年僑委會辦

了美食廚藝巡迴講座，（照片）我們辦了三場，第一場在 Charlotte，這位是許凱

敦許副教授，是弘光科技大學派了兩位，這位是助理教授，其實好像在美西在各

地方都曾經做過美食展，這是第二場，他來了以後介紹了很多菜，在中間介紹的

時候大家都非常的驚艷，因為是做了山藥蔬菜捲，非常簡單又非常養生，還介紹

了我們牛肉麵，他在我的店裡大亞洲超市介紹了牛肉麵並跟我們師傅溝通了之

後，一個禮拜我們牛肉麵端出來就跟台灣的牛肉麵一樣，那邊的台灣鄉親非常非

常的感動，這是美食團最大的成就，當時在介紹的時候還有我們那邊美國烹飪學

校來觀摩，最後還給我們很多名片，希望我們大家一直有交流，這是世界日報上

的報導。青商會我們辦了針對中小企業成立的財務講座，這是我們從紐約請來的

郭曼麗郭小姐，他在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做事，介紹了我們很多屬於中

小企業成立方面可以注意的財務講座，對我們青商甚至於我們老商這些商會大家

的成員都有很大幫助，介紹了很多技巧告訴我們很多的商機可以做可以起一個商

業的地方，當時有 12位青商參加，我們非常的高興，因為我們那些地方其實一

般商會成立要招到成員都不容易，青商能夠找來 12位是我們非常高興的事，這

是我們在世界日報上的報導。另外跟 Asian Focus他們舉辦以及青商會跟他們一

起合辦的遺產稅講座，其實也就是稅務方面的講座，他們叫 estate tax report，這

是當時開會的情形。另外青商會又跟三個大學：Duke大學、NCSU、UNC三個學

校各種球賽的聯誼賽，青商會會長也在那邊介紹，希望這些大學將來同學畢業以

後可以參加我們的青商會，謝謝大家。 

 

各位好我是張欣珠，我是 Orange County代表的副總會長，我先跟各位抱歉一下

尤其跟總會長，因為我們禮拜五是我們 Orange County的紅白對抗卡拉 OK比賽，

所以大家都很忙，那是一個台美商會率領其他五個社團，一個很大每年舉辦的紅

白對抗活動，我們是扮演一個很率領的位置，我們還幫忙很多僑家中心的活動以

及台灣傳統周我們都是主要的 Sponsor，那今年我們有兩位僑務委員都是我們的

團員，一位是徐正雄醫師，一位是Mimi邱，所以我們在當地的 community是相



當的 active，謝謝各位。 

 

Salt Lake City報告: 

各位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Lu中文是盧英燕，我今天代表廖國欽廖會長，我目前是

副會長的身分代表他出席，因為他今天有其他比較重要的會議，我想大家都知

道，其實我是在北美住了 25年，在五年我搬到 Salt Lake City，那有一點所聞，我

們這個台灣商會是叫大鹽湖區台灣商會，我們在經歷差不多幾年比較困難重重挫

折，廖國欽他一直很堅持，所以我今天要在這邊給他很大的鼓掌，因為他一個人

堅持了非常久，就在我們最近有七位非常熱心的成員組成了一個理事會，我是在

最近一個禮拜才知道我是副會長，那今天我本來就是要來的，但是我是跟別的

會，我想大家見過我，大家的面很熟，但我想這次正式宣布我代表大鹽湖區的台

商會，以後也會繼續參加這裡的會議。我大致介紹我們在今年夏天跟經濟部陳組

長開過一次會，那次我還沒有幸參加因為還沒有接觸到，廖國欽是我在五年前世

界台商會在台灣開會的時候，在圓山飯店跟他有一面之緣，可是五年之後在鹽湖

城見了面，馬上就非常贊同他一些理想，今天聽過這麼多大家報告之後，尤其是

我對今年的楊信楊總會長，還有李安邦北美洲的會長，我覺得所有表現還有演

講，他們表達它們的意念我非常的認同，所以從今以後我一定會盡力幫我們大鹽

湖區爭取更多的會員，我這邊有一點點介紹，我們在明年的一月十七號我們將會

正式舉辦一次比較大型的演講會，我們會請 Salt Lake City的 Director還有 County

的 Director，對未來五年鹽湖城的一些發展，因為鹽湖城是一個處女地還沒有被

發揮鹽湖城的 labor，如果大家投資者要開餐廳的，你們想要知道 minimum wages

在鹽湖城的所有 waitress是$2.35，不是七塊不是八塊，成本非常低然後員工的

education也是非常高，所以是非常高品質未開發的區域，我們一月七號的活動

會發佈到北美 website也會寄邀請函，希望總會長及各地的理事會長們盡量參

與，鹽湖城一月 17號 2014年在 golf club是一個非常棒的地點舉行會議，希望大

家參加，加油。 

 

我們各地區商會報告完後就會有 coffee break。 

 

San Francisco報告: 

我是舊金山灣區台灣商會現任會長葉雲河，我今天剛剛從僑務委員會議開會回來

那也感冒很對不起，談到說要 power point所以昨天趕回去去製作這個 power 

point，做到 12點多但裡面當然沒有那麼完整，最主要是一個 video，我想這個

video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 11月 26號這個星期二，假如說各位還待在這裡

的話，我們非常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盛會，這個叫感恩節慈善晚餐，我們都知道

耶穌到我們地上來不是給他服侍的，是服侍人，我想這個餐會最大的意義是要大

家來服侍他們這些無家可歸 no income的人，所以 11月 26號希望大家能來參加，

是在下午從一點到六點，一點到四點我們今年多了一個叫 dental的 clinic，有慈



善的牙齒保健，有很多牙醫生來做義診，再來四點到六點有非常緊湊的活動來

serve他們的晚餐，還有給他們獎品及 Safeway的 gift card，這個都是出於我們舊

金山灣區所有的理事及顧問、前會長、所有的會員大家出錢出力做這個每年有超

過七百多位無家可歸 no income的，我想這個很簡單的跟各位報告，我弄一個

video給各位看就知道這個活動的意義，很快的給各位看一下我們參加一些活動

還有在世界台灣商會。（影片播放）我們商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取之於社會用之

於社會，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希望跟各位大家一起來勉勵。 

 

San Diego報告: 

大家好我是黃乃瑜，聖地亞哥代表，我是新任的理事我們沒有甚麼好報告的，但

是我有個請求，我們聖地雅歌沒有甚麼活動，但是我希望從我們的 Orange County

或是 LA，如果你們有甚麼活動請我們參加，希望以後能有比較精彩的報告，謝

謝。 

 

Very good share，所以說 Orange County和洛杉磯你們有帶動作用，我相信剛剛舊

金山灣區的也是有很好的帶動作用。 

 

Toronto報告: 

大家好我是多倫多台灣商會，我叫汪成源，我今天報告我們多倫多台灣商會非常

保護我們台灣子弟以提升台灣的社會地位，第一點我們對台灣高雄的餐飲學校對

它們的交換學生我們每年度都有提供獎學金，今年是進入到第三年，每年有十五

位學生受益，第二點多倫多台灣大學我們也提供給台灣的國際學生獎學金，已進

入到第二年，第三點是當然是照顧我們本地的台灣學子並提供獎學金，有一半的

人大概每年有六千到一萬塊不等，已經辦了十幾年，我們持續在進行。有關菲律

賓的賑災，我們台灣商會跟台灣同鄉會和社團聯誼會共同辦這一個賑災的事情，

第四點商務活動方面，就簡略講一下，我們有辦擴大商務會員的招募，美食講座

或是商務交流等等，報告完畢謝謝。 

 

那我們各地商會報告都結束了，有十分鐘 coffee break的時間，十分鐘之後請大

家準時回來，那下一個工作委員會報告準備 power point的請到前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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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有限我們就直接進入討論議題，工作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就省略留到下一次再

來報告，青商會還有世台基金會的報告因為我們沒有時間給他們報告…好現在就

請世台基金會報告，給你五分鐘的時間報告，對不起，盡快拜託。青商會也準備，



我給你們時間，青商會下一個準備。我們今天時間剩下三十五分鐘，請大家見諒。 

 

每個人應該都有一份資料，沒有的話前面座位上都有麻煩來拿一下，我現在先口

頭講一下，我們有兩個議題需要在理事會上給大家 know，因為這是很重要的

issue，但是大家這一份裡面有很多的資訊在上面，我口頭上先做一個很快的 go 

through這個 list的 content是什麼，第一個剛才我們李總會長有到花東地區去看

嚴長壽先生的公益平台文教基金會，他們已經正式送出公文建立聯盟，所以我們

今天董事會已經通過跟他們建立聯盟，第二個是在非洲建立現在已經有四個國家

的孤兒院學校，這學校到中學是教導非洲孤兒，我請 Claire做一個很簡單的 video

是 2011年的感恩之旅，Claire你現在可以馬上出來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接下

來也是一邊講一邊看因為時間有限，這個關懷中心也是跟我們建立聯盟，這個是

一個很大的在非洲的非營利組織，他們教導非洲小孩子除了正統教育制度以外又

加了中文甚至還教他們功夫，他們會唱中文歌台語歌，我自己看了這個 video都

覺得他們把那些小孩教得比我自己小孩都好，這是事實我被我兒子罵了一通就是

了，OK你放一下給大家看，這個因為在 2014年希望第一次到北美洲來做巡迴表

演，是外交部和僑委會 sponsor這整個 project，他希望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成為他的 sponsor之一，第二個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也是他們 sponsor之

一，因為他們過去雖然裡面的負責人 CEO是陳千惠女士 Sherry Chen，他是我們

世界總會的顧問，是非洲的執行委員，跟她的先生林清清林 Sir他們都是世界展

望會，但他們以前的活動都沒有經過台灣商會，希望這一次 2014年可以跟我們

台灣合作，所以她的 project裡面大家看一下，在小本的這一份有一個執行計畫

的 schedule，那麼她希望我們台灣商會在洛杉磯、紐約、華盛頓 DC還有Miami

這四個城市他們現在沒有人幫他們承辦這個活動，所以說如果今天已經有跟幾位

我們商會會員談過，希望可以 confirm這個 project，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書面有

小孩子的 project，我們新的會善已經出來了，那麼大家再看一下在最後第 28頁

到 31頁有我們在烏干達 sponsor hospital的 project，現在已經 under construction，

上面的 picture都有了，我們第二個會比照他們的屋頂蓋好後就給他們 plan，那

麼剛才有關這個波羅地海基金會他們已經跟我申請原住民留學到美國念書的

proposal，所以我們今天已經討論過會跟他們建立，會 provide一個 scholarship

來讓原住民小孩到美國來念書，嚴長壽先生希望這些小孩到美國來拿到 hotel 

management的 degree以後，可以回到花東幫忙發展地區的觀光世界。還有是一

件我們 ILL-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就董繼玲女士這個國際領袖基金

會今天下午會來做一個 presentation，我們在今年正式送了一個小孩子叫吳亮妤

小姐，她是台大政治系畢業的，經過我們 sponsor她去參加 IAF的 program，這

個 program是專門給沒有 UA citizenship的小孩子的大學生或研究生，另外一個

叫 Civic Federal ship program，是給有 citizenship的就是有美國 citizen的大學生小

孩，我們希望今年 2014年可以 sponsor兩個，一個是我們北美洲有美國公民的

小孩，另外一個是全世界經過我們台商系統的小孩進來，所以這個 information 



pass out，希望大家可以開始 reconnect，如果你的小孩在大學或者是研究所，都

可以經過我們審核以後，我們 sponsor他們費用，然後 IAF一定要接受我們送過

去的名單，在這請大家幫忙 promote這個 project，這是一個非常能夠影響對於

我們提升第二代的 program，專門就是在華盛頓 DC的聯邦政府或是 congressman

辦公室裡面做 intern，那麼可以上網看一下這個 project。接下來是有兩件很重要

的議題，因為這個議題按照我們的世台基金會北美洲總會通過的這個組織綱要裡

面我必須提出來在我們理事會通過，這不是我們基金會董事會可以自己做決定的

事情，第一件事請大家看第 11頁，就是我們在今年五月份 31號正式向聯合國

ADSOL申請 NGO consulates status的 application，那麼這個申請被退回來，他要

求我們在送的文件中所有有關 TAIWAN這個名詞，都要求要把 TAIWAN a Province 

of China改回來，所以大家看一下這個文件，他的 email整個在上面在第十一頁，

其他的問題我們都可以自己解決，就是有一件事情要請理事會通過，就是要

amend 我們的________，那麼這個 amendment我們做在小本的第二頁和第三頁

請大家翻開一下，那麼翻過來的反頁，上面的英文是登記證的部份，因為時間的

關係我不再念，大家看一下，那中文的部份 2009通過的是世台基金會的組織宗

旨，所以我們因為在跟聯合國申請這件事情上面，我們就提議做 amendment 

paragraph 3在第三頁，這個 language要念一下，因為要請大家 vote，我們這個

提議在董事會通過後，顧問團也通過了，所以等一下請 flow我們理事會也通過

這提案，就是 the propose of ______ cooperation is former are A. to promo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as develop as and a spouse by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 B. to provide _______ relie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______ production and public health to members respective 

communities, C. to encourage use involvement with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 and 

global citizens organization. 這三個 paragraph是需要修改的，D. to do any other ad 

of being inessential to or connect with forgoing propose in advisement playoff but 

not for particular profit for or financial gain of each members, directors or officers 

except as ______＿＿ under either IGO 5 of not for profit cooperation role. 這個 D

是 original的文件，所以在這裡我們想請 flow做一個 vote，反對的請舉手，我已

經請教過主席授權給我們在這一起做議程的討論。 

 

主席：請你繼續下去，因為這個過去也討論過好幾次，所以這個只是一個

agreement。 

 

謝謝主席，如果沒有人反對的話我們 flow是不是通過了？請大家鼓掌一下好嗎，

謝謝（鼓掌）。第二件事情需要大家 vote，請大家看大本的第 14頁，是世界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在今年九月份在台中開會的時候監事長的一個報告，那麼在第 14

頁林國彥監事長報告的第三有寫到，副監事長莊為仁在監事會中正式提出報告，

有關世台基金會除北美洲外與世總及各大洲總會均無關係，要求北美洲世台基金



會在其章程內刪除有關世總及各洲總會並請下屆監事會繼續監督，那我下面決定

文字基本上是一樣的，針對這一點我們基金會董事會認為第一個，我們非常感謝

前監事長莊為仁先生給我們加持，但是監事會在開會的時候並沒有邀請基金會列

席來答辯，所以我們這事情對我們顯然不公平，第二點我們的章程在九月二十九

號已經把世界總會及其他洲會所有相關的文字已經取消掉了，這是事實上在這個

公文之前都已經做完了，第三點我們唯一一個問題，大家看一下在第十八頁，因

為為了答辯這件事情，我們把所有的世台基金會的沿革，從所有會議記錄內把他

找出來，世台基金會是從 2003年 10月 17號在世界總會理事會裡面有一個會議

紀錄要成立 NGO的委員會，然後隔一天新的第十屆，大家看一下十八頁這個沿

革上面都是會議記錄，到了 2005年六月在 New Jersey的 City是吳子聰擔任總會

長的時候，在當時有世界總會的總會長溫玉霞女士跟北美洲第十七屆總會長吳子

聰及第十八屆選上來的總會長陳光博先生，還有世總 NTO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張

亞鳳、委員陳秋貴先生，跟世總的主任委員彭良治，跟我代表北美洲總會的主任

委員，我們當時把這名字給確定下來就稱為世台聯合基金會，在當時英文名字是

用拼音的叫 SHITAR United Found，這在當時決議以後隔一天陳光博總會長擔任總

會長第一次的理事會，我們通過了，這是授權，因為北美洲總會已經被世界總會

授權了要成立，所以授權陳秋貴、張亞鳳跟彭良治為世台聯合基金會的代理人，

他們負責在紐約州公司辦理華人的登記，所以這個工作到了 2007年四月 3號就

登記下來，這整個行程都在上面， 2009年 9月 10號我們取得國稅局的 status，

2009年 11月 21號正式在北美洲總會通過第一次的章程，這整個過程是這樣，

裡面唯一的缺點就是在 2005年的 event世界總會並沒有在理事會做出一個正式

的決議案，也就是說承認世界總會授權的北美洲總會來辦理這個登記，所以從整

個歷史過程裡面再加上這次這個事件，我們期望有一個由北美洲台灣商會的正式

提案，這個提案內容在第十六頁和十七頁兩個 page，重要的是，這歷史緣起我

剛口頭說過了，我們的章程裡面在總則雖然我們把世界總會已經拿掉，在總則的

第 1.1條我們還是寫著世台基金會組織綱要是依據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第七章

第四十五條所定，這第七章第四十五條定的是要向韓國申請 NGO，第二個還保

留跟世界總會有關係的是第 1.3條，我念的是在 17頁的第一段，第一個 full 

section，1.3條本會係由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授權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

美國德州登記的非營利組織取得了美國國稅局 501C3這部分，這兩個條文都是從

源頭裡面都是由來有據，世臺基金會要成立就是因為世界總會要成立 NGO，也

是被授權來登記的，所以希望我們能夠在三月份，在今天大家通過以後，正是以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名義向世界商會聯合總會提請下面的辦法 1跟 2： 

1就是請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屆理監事會追任第 11屆溫總會長玉霞女

士及世總 NGO委員會合議授權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與世台聯合基金會世台

United Found之名由 NGO委員在美國紐約州辦理非營利組織登記的事實並且列

入正式紀錄，因為世界總會並沒有這個紀錄，第 2點請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追

任在美國紐約州登記世臺基金會符合世總章程第七章第四十五條並向聯合國申



請登記為非政府組織 NGO的宗旨，就符合這個宗旨。在我跟大家報告的這兩個

項目都是整個歷史的過程，是一個事實並不是我們捏造出來的，再請大家再看第

21頁跟 22頁，這是我們世臺基金會四年成立以來所有的 gram出去的一個統計

表，大家可以看到第 21頁一個 section全部交給台灣商會系統的，上面的統計表

很清楚的交給世界總會直接就交了$286,243，跟整個台灣商會系統的總共有

$332,243，整個跟台灣商會有相關的 NGO有$63,000，跟國際 NGO的有$170,800，

社區性的 NGO有$26,000，跟直接在台灣工作的只有$16,700，跟在中國的 NGO

是$17,000，所以總共出去是$626,000，所以我們從來沒有跟世界總會拿過一毛

錢，但我們交到世界總會的錢就有二十八萬多，給其他台灣商會的系統，所以在

這裏面就可以看到世臺基金會扮演的腳色和 function，所以我在這裡要請 approve

這個提案，這提案就在第十七頁，那麼主席可以繼續 proceed我的 propose嗎？ 

 

主席：你提這追任案我們在 flow上表決。 

 

謝謝，這追任案我們需要在 flow表決，主席已經裁示了，反對的請舉手。 

 

主席：因為這書面報告很多。 

 

台下：我必須要把這事情跟大家報告清楚，你不讓我報告就這樣把我帶過去是不

合理的。 

 

這件事情很抱歉，但我不是特意在這裡提的，因為這是世界總會的會議紀錄提出

來的，我是唸出來給大家看而已。 

 

你這個案如果要表決的時候，還是要讓他講，不過現在主席應該兩邊聽一下，不

過今天超過半數，那就請主席表決。 

 

主席：請莊先生在短時間內訴說你的意見，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兩分鐘好不好。 

 

莊先生：開會有開會的程序，我們必須遵造程序來做，關於世界台商所講的這個

話，我們以前在黃總會長的時候已經講過，這個跟世界總會沒有關係，在世界總

會正式行文給世臺基金會說根本不合乎世界總會台灣商會的章程，尤其第七章第

四十五條裡面的第一跟第三，他正式回應給他是說不對你沒有合乎世界總會的要

求，現在有個問題，我不反對他所做的善事也不反對對世界的貢獻，但是我反對

一件事情，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不是他的組織會，他是我們的組織會，反過來講

說我們是他的組織會每年都要捐錢給他,而且是交回饋一樣，我想這個是我認為

最不對的地方，你是我們北美商會裡面的一個組織會議，我們的監督會可以來監

督你，可以大家一起來看這個事情，我們樂意這個事情是好的，但是必須要他把



組織裡面弄清楚，他是我們要他去成立的，而不是他在我們的頭上變成我們的老

大，他是我們一部分組織,而不是我們是他們的一部分組織，所以也希望說在講

事情的時候，必須要跟世界台商裡面的章程,尤其是以前的僑務委員長，要跟他

再講清楚，他有正式行文給他們，他把行文都蓋掉，我想這是不應該的，讓我們

所有會員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站在我的立場，我必須要很公平公正

的講，我從不會為我個人講話，我完全為我們商會前途在講，謝謝主席。 

 

主席：現在我們都聽過了，我只是提議，他這是報告以後要表決，然後對出去的

追認事項，所以現在我們提供大家一個機會，讓我們理事會表決。 

 

主席我可以對剛才有一點有簡單的說明一句話，這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是我

們世臺基金會的組織會員，那我請問一下，大家在做生意的，你的公司最大的是

誰？股東，一個社團組織最大的是誰？會員。所以北美洲總會是我們會員是我們

老闆是我們母親，所以我今天才會需要拿出來這個文件請大家過目，如果我們比

北美洲總會還大，我怎麼會需要來請大家 vote這件事情呢？很簡單的一個觀念。 

 

主席：贊成世臺基金會提請追認案的舉手。 

 

這只是一個事實追認並沒有法律因素，是過去發生一個事實的追認而已。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表決數票數） 

 

主席我講一個問題，因為這問題剛反對的並沒有人舉手，所以在我看來法律上應

該是通過了，因為沒人舉手反對。（鼓掌） 

 

主席：在這開會時間應該是要贊成的超過多數，多數決為主，這只是一個追認案，

希望大家在和諧之下。 

 

這在投票上來講基本上是通過了，不過他已經寫得非常清楚可是我們在座聽他這

樣講到底有沒有真正了解整個過程，我想沒有，根本沒有，所以這個投票基本上

不是很有意義，可是已經通過了，我本身也從頭到尾都有參與，那我也非常了解，

不過我個人也是非常贊成，為什麼贊成?因為希望北美商會跟世界台商會未來基

金會名稱組織已經是吵很久了，我們把林鋕銘寫的理由，過程是一個事實，送到

世界秘書處，特別是亞洲或是其他那些非常有意見的朋友，跟他有一個機會對

話，這事情好好再慢慢把他找出一個最好的方案，然後我們回來再表決這樣比較

好。 

 

主席：還有世界商會那天可以再討論。 



 

我情願他把世界總會給他的章程拿出來給大家參考，因為可以不把世界總會的公

文給大家看就這樣通過，會造成世界總會的麻煩。 

 

我是站在世界總會長聽您在 argue這個事情，其實這是做善事，當然我們莊先生

是爭一口氣，認為說應該要造程序走對不對？因為今天十二點就要結束了，整個

會都還沒開，大家滿意起見延到下一次，大家書面上講清楚，你把你的意見寫清

楚點不要太囉嗦，一二三四列出來書面給大家看。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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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員會報告： 

有事情人家也提前走了，所以我希望下次在開會的時候不要把議程排成這個樣

子，我覺得有點不太尊重工作委員會不好意思必須要這樣講。工作委員會特別我

們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有跟大家很重要的事情報告，因為今年在總會長很努力的推

動之下，所以有四個新的商會想進到我們北美台商會來，我把這四個跟大家報告

一下，一個是安克拉治，還有一個 Denver但他們上次申請過好像 paper不是很

齊全，另外一個是 Pierce是 Seattle的，它們也都是 paper談一談就停了，但是

我跟總會長報告我還是繼續再跟他們聯繫，大家來聽完最後一個商會是多倫多的

台商會，那麼大家都知道我們資格審查委員會在審查的時候，我們站的立場是跟

地區商會的推動是有點不同的，地區商會發展是希望多，我們是要守住一關，但

是大家知道我們來台商會是來交朋友的，我們大家廣結善緣不是說來 against 

each other或者是大家都非常要保護自己權利，但是保護自己權利的時候也希望

尊重大家，因為這樣才不會失去我們台商會這樣子在一起交朋友，做好弟兄姊妹

的意義在這裡。現在要報告的是多倫多台商會，多倫多台商會陳會長還有 Cindy

湯遠芬，他們有跟我一直聯絡，我要求的文件舉例來說申請書、正式公文申請書、

章程還有會員名冊，還有州政府立案的 certificate，同時他們還有公開參加活動

的證明等等，當然在名稱上是有 issue，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章程是有規定不可

以以州名同名，那我們既然已經有多倫多台灣商會，就不能再有多倫多台商會，

跟他們討論後他們有意願要改名字，因為他們名字可以改，改的時候他們有幾個

提議，這幾個提議就是要用約克郡，要用 York Town大多市約克郡台加商會或是

Ontario安省約克郡台加商會，或是約克郡台加商會，所以這個我們資格審查委

員把這個提交 flow來討論，大家有沒有甚麼意見或是總會長的想法是怎麼樣？

你們大家下一場開，我只是跟大家做這個報告。 

 

青商會總會長 David Yang報告： 

李總會長好、世界楊總會長好，各位台商的先進們、青商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David 



Yang來自溫哥華，很開心這次有機會我們台商在開會的時候，我們青商也沒有

同時間舉行會議，來這邊參與見習，稍微跟大家報告一下北美洲青商第十屆今年

第十年，我們第一次會議舉行在亞特蘭大，我們總共有六十五位青商參席，12

地方分會代表一起出席，另外跟大家介紹我們也推舉出秘書長 Linda Huang黃珮

琳，還有我們的財務長 Kevin Huang黃信雄來為大家服務，另外十年下來每一位

前總會長的耕耘，我們現在總共有 19個青商分會，來自亞特蘭大、芝加哥、達

拉斯、休士頓、洛杉磯、邁阿密、蒙特婁、Boston、New York、Northern Taxes、

北加州、Orlando、San Diego、San Francisco、Seattle、Tampa Bay、Toronto、

Vancouver，另外一個要特別介紹的是我們今年八月的時候，我們 Delta大三角州

青商會也成立了，八月份的時候我們北美州青商會也去拜訪西雅圖的青商會，也

希望說他們能夠跟我們有多一點點的參加我們的活動、參加我們的高爾夫球大

賽，我們也去拜訪波特蘭，也希望在那邊也可以建立一個地區性的青商會，另外

在九月份的時候總共率領了 42位北美青商回到台灣台中去參加世界的會議，裡

面有 13個的地方分會代表出席，那世界的台灣青商會今年四歲了，第四年也是

第一年由我們北美州來領導大家服務大家，從中間我要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我

們票選出來自洛杉磯也是我們北美州前青商會總會長 Brian Lee 李柏寧來位大家

服務，以及他的團隊 Sophie Lin林宜葆來自北加州，還有來自休士頓的 George Lin

林偉傑來擔任秘書長，另外我們今年也希望能夠多多利用我們的 E-Platform來增

加我們每一個分會之間 interactions，畢竟我們每一年碰面可能就三次而已，那很

開心我們今年十月份 Facebook的會員突破一千個會員，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

分別我們北卡大三角州以及西雅圖青商會的 Facebook創立了，在十一月一號時

也第一次由我們北加州青商會舉辦國際稅務講座，我們開放給各地區分會，北美

洲青商會送邀請函，雖然說這個活動在北加州，可是在同一時間各個分會他們也

可以到平台上面共襄盛舉，了解這方面的資訊，另外我還有做一個簡短的 video，

大家知道一下我們這五個月活動的內容。（投影片播放）謝謝大家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青商會謝謝。 

 

各位好，大家好，我就是只有兩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六月份做了一個

Facebook，當然沒有青商會那麼多的會員，現在只有 223個，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可以把你們各商會精采的照片 po在我們的商會上，我們是 TCCNA只要去

Facebook search TCCNA就可以了，再來一件事是今天下午我們會長有辦了一個非

常好的會議，除此之外我們的婦女主任委員處也辦了一個美姿美容的會議，請我

們婦女們踴躍參加好不好，這就是我的報告謝謝。 

 

接下來到了我們第一個討論議案，我們請這次申請入會多倫多來的友會先來介紹

報告一下。 

 

剛開始開會的時候我就有問大家確認這個議案有沒有問題你沒有提出來，所以對



不起我們大家已經通過了好不好。 

法規委員會彭良治說: 

這個議程是通過了，但是這個議案也超過是二十年來的老問題，希望好好處理，

那多倫多台商會的代表已經來了，也請他們到台上介紹他們的商會，當地的多倫

多台灣商會，他們只差一個字也請將你們的意見讓大家知道一下，我們今天就不

要表決了，到六月份再讓大家好好表決。 

 

多倫多台商會的 Cindy：北美李總會長、世界台灣商會的楊總會長、各位商會的

會長還有前輩先進們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代表從多倫多地區來的湯遠芬，在我

旁邊是我們商會現任會長陳尚文會長，多倫多台商會成立於 1993年不過理事會

已經通過我們將把名字改成約克郡台加商會，就是要避免我們的友會多倫多台灣

商會有共同的名字，這個法規我們理解我們也會盡量遵守，希望大家多多提點，

首先我先放一段 video，接下來對我們商會的介紹，今天只是讓大家瞭解一下我

們商會所做的事情，因為所有的介紹都是多倫多台商會，希望友會也不要介意，

因為約克郡台家商會也還沒有正式啟動任何的活動，我們是一個 21年的會，所

以先看一下 video，謝謝。（影片播放） 

（投影片播放）約克郡台加商會是我們要改的名字，我們商會成立於 1993年是

一個由旅居在大多倫多地區的台商們所組成，並向安省政府註冊法人團體，會員

涵蓋各行各業不分省籍黨派，以互助合作的精神及民主的方式相結合，目前會員

人數近六百人。21年來積極拓展會務，提供商機資訊、促進台加經貿、加強與

社區中多元族裔的交流、參與公益社區服務一直是商會努力方向。在 1996年經

由所有會員們的熱心籌款，購置了自己的會館，我們商會的組織運作健全，有完

整周詳的章程，法律顧問、會計顧問還聘有一個專職文書的工作，最棒的地方就

是財務工作每一年都有 auditor幫我們 audit。在 2000年我們協助多倫多成立青

商會到現在已經 13年，他們所辦的活動有講座，台商會我們是希望能夠將自己

的人脈和資源能夠讓青商會他們去使用，來幫助他們在主流社會成長，最主要他

們還做很多橫向的交流並且跟主流的一些青年團體進行交流。多倫多台商會慈善

基金成立於 2003年，在 2003年成立之後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非常不容易的經過

政府的核准拿到了慈善的號碼，這對商會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現在我們是

可以開 official receipt的。台商會的年度活動有台商之頁還有中國農曆年團拜，

還有義工的 appreciation day，還有十全食美慶雙十以及知識講座。一年一度的台

商之夜一般會有六百多人參加，由當地的政商僑界各個領袖們都會來參加，其實

我們的友會多倫多台灣商會也每一年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同樣的我們也會去參加

他們的活動互相支持互相支援，像這張照片右邊第二個是前移民部長和凌波女士

和金漢先生他們是旅居多倫多，所以在我們台商之夜裏面照了相，右下角的是之

前的 Senator，我們台商之夜會配合台灣的一些活動，像花博的時候我們就做了

這個花博寶寶來一起慶祝幫台灣做宣傳。十全食美慶雙十一般是在中秋節前後舉

辦，這個是有四五百人來參加，我們的特色是為了慶祝雙十國慶，大概有一百以



上的菜餚讓大家來享用，歡迎各地的人都來參與。這就是我們一般的活動，那這

個Monthly Seminar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是給一些企業的 seminar還有請我們的處

長來幫忙演講國際社交的講座，也協助僑委會辦講座。台商會慈善基金會剛剛也

已經看到 Video了，我們做一日一元的捐款還有辦台商會的保齡球賽以及高爾夫

球賽，那所籌募到的基金基本上就捐出去給當地主流的一些社團，其實我們捐給

多倫多大學還有癌症基金會、United Way、Sick Hospital還有 Heart and Stroke 

Foundation，我們也捐給台灣的社團常青學苑，還有康福心理健康中心，還有一

個我要特別提出來我們捐給 free的 children，是一個當地慈善機構，特別要求他

們要把這個基金捐給台灣六龜的孤兒院。還有書法班和 BBQ，還有一個是兩年前

我們加拿大拿到了免簽證，實際上也是我們 initiate這個跟移民局，讓所有的社

團不只有台商會，大家一起共舉才有可能把這事情做成。謝謝大家。主席我還有

一點點，實際上這十幾年以來我們多倫多台商會和多倫多台灣商會一直都是保持

很友好的關係互相尊重互相支援大家的活動，實際上大多倫多是全北美洲第三大

城市，我們有五百多萬人的人口，所以有兩個商會來服務我們台商我覺得也是非

常好，其實最主要希望加入北美洲台灣商會是希望給我們會員和下一代有一個更

廣泛的交流和更大的人脈，更多學習的機會讓大家跟各個前輩學習。 

 

多倫多台商會會長報告：不好意思時間上的關係我就想講兩句，謝謝大家我也很

高興今天能來參加，我也很高興以後能有機會連同我的理事及會員們一起來參

加，跟大家學習，謝謝。 

 

台下：你們說你們有六百位會員，能不能請你們簡單說明一下會員成員的內容。 

 

六百位會員一定是要從台灣來的，我們的會員資格必須是要從台灣或是來自台灣

的配偶家屬還有認同台灣，我們有贊助會員，基本上是沒有投票權，繳費會員是

六十個，我們有入會費和年費，只要有交過入會費的都是我們會員那是有將近六

百人，那繳費的有交年費的有六十位。 

 

聽說你們那邊有另外組織了北美洲加拿大聯合總會，將來你對這個會怎麼處理？ 

 

加拿大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是一個 umbrella的會，這個會目前的會員有溫哥華台

灣商會、BC台灣商會、Montreal工商聯誼會還有多倫多台商會，其實這只是一

個 umbrella的會，當時組成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history，但是我們延伸下來的加

拿大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我不確定就是說會跟這個有抵觸嗎？ 

 

我們是不抵觸，因為那是那一邊那個國家地區。 

 

據我所知我們這兩個組織是有抵觸，因為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他是聯合有美



國和加拿大的成員，連加拿大台商會聯合總會他只是有這四個加拿大的成員，而

且成員都不是跟北美洲有相互之間的關係，是用同樣台商會的名義但是都不同，

那你在要申請這邊的時候最好是不要有抵觸的。 

 

我們加拿大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長現在是 Cindy范，那我是上一任的總會長，然後

黃美琴是前幾任的總會長，其實我們都幹過加拿大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總會長。 

 

這只是運用在當地為了對政府拉提，或是像剛剛開過的美堅會我們都有出動力

量，大家團結力量對加拿大的政府，跟我們北美州真的完全沒有抵觸。 

 

譬如說加拿大有 GST，我們要申請加拿大 GST免除，北美洲沒有辦法幫我們出聲。 

 

總會長、李總會長，我個人沒有 professional說話的能力，是希望能夠跟世界總

會長楊先生講一下，我有一二三四對多倫多台灣商會的看法，這邊有些資料，如

果沒有的話可以到前面來拿，第一個違法章程就是會員的問題，會員制裡有 36、

37、38，36就是名稱，既然都二十幾年了，另外一個叫多倫多台商會跟我們這

個多倫多台灣商會差一個字，各位想想如果在多倫多面對一些困難，我知道這個

是一個問題。接下來會員服務地區是重疊，我今早 Google Map了一下 7.4 mile，

服務範圍幾乎是百分之百 cover，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第二個是程序問題，新

加入的一個會員是不是要跟 local的台灣商會協商，也通知一下我們多倫多新會

員招募的主任委員林俊義，協商後再提出來後到北美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不是一

個人隨高興就把這些任意招進來，當初我們加入這個會員大概幾分鐘前才知道，

中間只是在故意迴避多倫多台灣商會，我們覺得非常難過非常不被尊重到，我們

參加北美總會有很重的歷史使命，第三點我們的歷史緣由大概說明一下，我們多

倫多台灣商會為什麼成立將近老一輩大概不知道，大概二十幾年的 story，很簡

單的提醒說明一下，第一當年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邀請台商會加入，我們

是一起成立的，卻被拒絕，他們成立一個加拿大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後來經過北

美台灣商會第七屆的總會長廖靜錄先生以及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一屆會長

蔡仁泰先生邀請下在多倫多另外成立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多倫多台灣商會，所以

大概也遺失九年了，如果成立後立即加入，那北美洲台灣商會應該是一個完整的

台灣商會。第二點加拿大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多倫多台商會當初並不是很尊重北

美台商聯合總會，當初溫哥華和多倫多台商會成立以後，想跟北美洲台商會抗

衡，想跳脫北美洲直接進到世界。這個商會的名詞在本會 local造成很大的困擾。 

 

我想你的報告大家是不是手頭上都有，這樣好不好，你發給我們所有商會會員，

我們今天也不做表決，我們留到下一次，先接受它們的申請，下一次再來表決他

們入不入會。 

 



30秒讓我結束，我們希望要尊重我們現有的會員，我們的權利我們的義務，我

們不要被霸凌，故意迴避通知我們的商會不行，今天正式提出來是不是要跟我們

local的商會來協商討論，因為他是多倫多台商會，我們是多倫多台灣商會。 

 

30秒到了謝謝你，我想你的表達我們都能夠接受。 

 

應該要把這事情擱置，兩個地區協商完後才可以在下次提出，我們認為是這樣子

謝謝。 

 

我們澄清一下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絕對沒有要故意迴避地區商會，我本人也拜訪

你們地區三次，我們也是透過入會申請的程序，所以李治瑞主任委員他才知道，

因此這個字眼我想是用的比較重，我們絕對沒有蒙蔽的意思，那歷史上大家的情

節，讓我們忘掉歷史上的情節，對方要來申請，我們也應該要誠意的回應我們也

接受你們的申請，至於他們有沒有照我們的規章，看是不是要一條一條的…主任

委員也把這個關也已經說過了，所以就給大家沉澱一下，今天不做表決，但是兩

邊的會我都去參加過，所以我也誠意的也很苦口婆心的，大家是在分享共鳴合群

尊重之下，讓我們北美台灣商會繼續茁壯。 

 

30秒我是想澄清一下我們並沒有重疊，謝謝大家。 

 

我剛剛最後一句話是在講大家是在分享共鳴合群尊重之下，讓我們北美台灣商會

往共同目標走。 

 

我可不可以建議請他們兩位回去協商一下，還有六個月，希望你們兩個會大家協

談好好的溝通出一個 solution，看怎麼樣然後誠懇的下一次再提出來。 

 

因為時間的關係，接下面是我們常委會的場地我們不能讓他等太久，那有兩個暗

留到下一次我們在溫哥華開會時再把他提出來，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開會到此

結束，謝謝大家。 

 

給我一分鐘，我的心得我洛杉磯開車到我們商會開會每一次要開一個半鐘頭，我

們 cover地區 60mlie，所以剛剛聽到多倫多範圍這麼小，真的好好溝通一下，北

美洲這樣大家熱心想要加入這是好現象，尤其是我們世界總會，全世界都很熱意

進去，那所以說訂了規矩你要進來世界一定要在各州參與，不接受直接跳世界

區，這個規則訂得非常好，非常歡迎大家盡量爭取多一點的分會，每個分會大家

壯大一點，像我們洛杉磯那麼強，我們真的非常強，我們 50mile的範圍就是一

個會，那每一個會的人出來做會長甚至出來做總會長，甚至做世界總會長。 

 



謝謝我們在一樓有僑委會的午宴，請大家到一樓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