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6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時間: 2014年 6月 28日上午 10:30分 

地點: Hyatt Regency Hotel Vancouver, B.C. Canada 

出席:  

總會長:李安邦 

監事長: 王詩吟 

秘書長: 林大誠 

財務長: 吳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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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陳獻士,邱仁宏,林鋕銘 ,林國彥,顏樹洋,林文章,邱垂煌,廖唯志,梁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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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躍,王成章,鍾秀蘭,張世昌,張世杰,劉煥國,吳小燕,林金益,王美琴,林德乾,張健理,李佳幸 

 

理事:劉國珍,邱耀輝,王多祿,陳玉瑛,吳碧倉,邱漢烈,劉秀春,沈慧莊,李蘋蘋,李承玲,劉炯玲,林

俊光,吳明冶,康碧娥,葛兆涵,陳世修,王嘉玲,楊淑惠,林斯琦,辜耀先,李維灝,傅曼玲,李麗梅,許

嘉凌,李雄,周政賢,楊朝詔,譚秋晴,曹淑蓉,陳柏宇,汪俊宇,何巧玲,葉敏芬,王梅鳳,羅安雅,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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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North America 



第 26屆第 3次理事會現在正式開始。首先我們先確認第 26屆第 2次理事會會議紀錄，我在

6月 28號前有發了一份 28頁詳細的會議紀錄，我們就不在這裡給大家看，TONY可以放一

下 Power point，我也有收到西雅圖龔莉珍會長給我的指示，她說這份會議紀錄上面沒有列

出出席的人，所以這份將會再補上去，對這份會議紀錄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發問：請問今天出席的人數有沒有統計？ 

 

剛剛已經報告過了，今天出席的人數，應到 248人，出席 179，Proxy 9個,出席率 72%，這

次算是還可以的出席率，謝謝。接下來開始我們的報告事項，首先請我們的總會長報告。 

 

李總會長: 

世界前總會長黃金森總會長，各位大老先進們，26屆前的都是我們的長輩，我今天真的是

誠惶誠恐站在講台上，今天剛好一周年慶 365天，回想剛開始的時候，我是真的好像一隻

兔子進到大叢林裏面，跌跌撞撞很幸運也很感恩受到很多前總會長、歷任財務長、秘書長

跟所有的顧問及理監事們的指教，所以才能夠到今天繼續貢獻我們團隊的心力給各位，當

然等一下我們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就會來，他現在去青商會那邊致詞。(回來了)我們先歡迎

他，這是勞苦功高世界跑了好幾圈，所以今天是真的可以跟我們分享立足北美開拓世界的

話，昨天在 Welcome Dinner裡面他似乎是語重心長，但是在那時候還有外賓所以不好意思

說，因此等下一定會讓他在這邊發揮一下，能夠指導我們北美洲接下來應該怎麼樣，那麼

我今年在三月中的時候，我們在座的有去參加洛杉磯世界台灣商會聯合大會的請舉手，一

個 quick survey，你們還記得那個主題嗎？和諧團結(或是團結和諧都可以)、共創商機，那

我第一天上任之後我就接受我們劉大使的鼓勵，共創商機應該是要這樣，開拓世界要結合

主流的社會，不過我也很努力的希望我們所有各地區會也都能夠更團結我們的會員，地區

與地區之間、地區與總會之間都能夠團結和諧，第二個我自己我也是台南人，今年的花東

之旅，賴清德市長這句話我很感動，來分享給各位，當他訪問中國大陸上海市的時候，跟

上海市的市長所說的，我們的 VIDEO POWER POINT有沒有，給大家猜一猜，而且是頭條

新聞，我打開報紙，我原來是也很欣賞他，青年才俊又英俊瀟灑，所以當我透過好朋友的

介紹去訪問他的時候，我也覺得很親切，大家都在為台灣打拼，在為台灣打拼的同時他說

的這句話，希望我們以合作代替對抗，希望能夠以交友代替圍堵，如果我們把台灣重量級

政治人物的話給記在心裡，讓我們運用到我們各地區域的分會，讓北美洲台灣商會更壯大，

我們越壯大我們對政府講話就越有力量，我們加拿大政府，今天晚上你們會看到更多，三

級政府可以來支持我們台灣商會就看我們是不是自己也很團結很壯大，所以我們楊信總會

長昨天從顧問團會議到 Welcome Dinner的話語帶玄機，我們掌聲歡迎楊總會長。(鼓掌) 

 

楊總會長：現在都是自己人，所以大家可以暢所欲談，我剛剛在青商講了幾句話，青商這

次開會的人不少，將近一百個，我就分享說我幾個禮拜前去參加一個畢業典禮，Google的

創辦人演講，年輕人聽了以後我相信他們有很大的感觸，重點是甚麼呢，創辦人他 school

也是畢業生，他說現在的年輕人不敢冒險，太優渥父母親給他照顧得太好，因此缺少了冒



險精神，他特別講年輕人一旦你讀書畢業以後在社會吸取各方面的經驗，一旦有了經歷以

後你一定要去 quit，你不敢冒險老是要去打工賺一點這個錢的話，你一輩子都不會有成績的，

而且打從年輕的時候你都還有時間，你去冒險失敗，再來，那像我們在座的這些年紀比較

大的不能冒險了對不對，所以我就跟年輕人再鼓勵了，我就跟他們講說希望他們在創業方

面盡量去做，需要的話我們這些在座的前輩都有很多各方面的經驗，所以我跟他們這樣講。

我看今天開幕典禮的儀式方董事長他講得非常好所以我們應該給李會長一個鼓勵，我聽他

講到立足和開拓，你沒有行動的話根本是空談，那我是從昨天晚上有去參加各大洲的會議，

發現北美洲好像是沒有以前那麼旺盛，我記得我剛加入的時候北美洲有三十幾個分會，每

個分會搶著要辦理監事會議，那如今沒有人要辦，那要搬回台灣去辦去做，回去辦這個理

事會，好像有點商會萎縮的情況，反看非洲、亞洲，我講一個亞洲，我參加越南商會席開

一百桌，一千多人，不得了，然後他在拍賣捐贈的機票幾十張，每一個公司捐華航來回、

長榮來回機票，他這種熱心真的是非常可怕，我剛好有一個喝茶時間跟他們越南商會老闆

在講，我說你們越南人參加商會有甚麼好處，他們說好處非常多，比如說我們剛來越南設

廠的時候，雜七雜八的章程、法規、人事上的問題、員工管理的技巧，參加商會以後，很

容易的聽到一些同業講一下，省掉他很多的工作，除了這個之外，在地方政府單位也知道

這家公司是商會的成員，對他們會稍微有點禮遇，不太敢太過於強勢，這個就是參加商會

的好處，當然每個國家與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我們美國也不一樣，等下我們再來分享

一些，其中一個越南商會講完以後，同時我也跟他們講說，那你這商會那麼多廠商一起參

加也應該成立一個基金會，然後你可以一個廠商就幾千萬，回饋給當地政府及救助當地需

要幫助的貧民、團體、學校，這樣的話會給地方更加增進，剛講完以後過幾個禮拜暴動了，

其實我們剛剛也在討論，說你在一個地方如果做點善事的話，可能人家在暴動的時候還是

會照顧一下，我想多少會有幫忙，這就是我要強調的基金會，以後我未來重點，我要強調

各州成立基金會，因為成立基金會其實這很簡單，你在這做事業做這麼多到這個地步，我

剛剛跟那些小孩子講，他們說商會這邊你會講一樣的話題嗎？我說不是，他們是已經創業

有成了，我要來鼓勵他們花錢，大家都很開心，他們真的很開心，他們說對對對你們是一

定要花錢，要花甚麼錢？要捐款嘛，捐款的話就是給我們基金會好好地發揮做善事，這是

我覺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對不對，你知道吃喝簡單嘛，但是你剩下的錢我跟你講，不要

給小孩子那麼多，我那天聽到一個朋友跟我講，他說他臥在病床上，兒孫來給你看一下(台

語”有咖好某?有咖好某”？)這樣而已。再來我不浪費大家時間，關於北美洲，我建議未來的

總會長我一定要鼓勵他，一定要雇一個專任的主任秘書，就像我們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一樣也會有專任主任秘書，你沒有專任主任秘書的話，像這次在台北要成立變出一個二十

屆的研開，催各州等資料等不到，你都沒有資料，為什麼？就是沒有專任秘書平時在做這

工作，我記得我做北美總會長的時候曾經有說過可不可以在洛杉磯或在哪裡成立一個州總

會的辦事處請個祕書，這樣的話任何做總會長的人工作會很輕鬆，因為他都已經有專人平

時的資料都保存得非常好，他只要好好想幾個點子發揮，增加會務的發展就夠了，不要說

為了開理監事會，我相信李長官你一定有親身經驗過對不對，這甚麼東西甚麼吊牌，這吊

牌不能單一的，要雙條，這些都是很簡單的一些細節，所以我是鼓勵北美洲一定要成立一

個，如果不成立辦事處最少要請一個專任的主任秘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各州商會，



不要說我們洲總會，我們說三十幾個商會，但是我只知道像芝加哥、亞特蘭大，我不想編

列下去，編列下去我又得罪人，每一個商會一定真的是要運作，會長跟商會已經當過會長

的這些老資格的朋友，一定要關心商會，因為你既然參加這個商會，就是要在社團上凸顯

說我們有一個社團，來更加互動，不然的話你就不要參加商會嘛，你就在家裡釣魚打球就

好，來參加商會就必須要好好協助會務發展，這個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主要想就是說，我

們每一個國家國情稅法不一樣，像我們北美洲加拿大稅法就不同，說不定北美洲有一個基

金會，加拿大可能也要成立一個基金會，因為國情不一樣不能抵稅，那這個東南亞很多不

同的國家，有可能每一個國家成立一個基金會，那總歸來說可行的話就一個洲成立一個基

金會，我覺得對我們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未來發展，基金會運作如果做得非常好的話，

我相信這是會讓各界非常尊敬的一個社團，謝謝。（鼓掌） 

 

秘書長: 

我們謝謝楊信楊總會長給我們這麼深刻的致詞，接下來我秘書處跟大家報告，首先感謝顧

問團給我的指導，讓我非常的頭痛，我學習了一年多以來，每天都有 challenge的工作，顧

問團幫我們解決了很多的問題，尤其是討論的議題,本來我很害怕這時間會拖得很長，今天

我們議題有幾個，還有下屆會長跟提名世界監事長的投票，然後難得李總會長邀請了三位

嘉賓來演講，為了把握時間我們在發言的時候盡量精簡，稱謂就不需要了,我們按鈴馬上停

止發言，討論議題討論完後，昨天顧問團提出建議案,把投票的時間留下來，那沒辦法討論

我們留到下一屆，就是明天,我們會長時時盯著我，他很擔心我做錯甚麼事情，我最怕就是

接到他的電話跟 message，永遠有做不完的事情，我現在精神很好，本來還很害怕今天會有

一點語無倫次，所以那個金益兄問的贊成不贊成，其實我腦中一片空白，謝謝林貴香前總

會長給我的提示。我們這一年來可以看到我們李總會長的良知和佩舉，他做的這些事我就

不再報告，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自從接了這一屆以來，我們郵輪的安排從一年前就

開始了，這個郵輪的抽獎活動在洛杉磯，我們李總會長贈送的一張郵輪，抽到的這一位是

等下報告的這位 Palm Spring要入會的會長，她應該有受到李總會長的感動，所以她申請入

會，.還有 Anchorage ,那邊只有四十幾位,他們在考慮要不要加入，因為他們會長很忙一直沒

辦法來看我們，我想邀請他來看我們的盛會,他應該會馬上成立商會來加入我們北美洲的大

家庭.唯一遺憾的是我們李總會長一年來飛了五次多倫多，我們今天節省時間不再討論,但我

想這是李總會長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他在任內沒有辦法完成，不過我跟他講說，很多事

不急著一時，一段時間之後，自然就會很期待未來可以看到能再增加很多會.在這一屆裡面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溝通，我的電話費幾乎每個月都超過五百塊美金以上，還沒跟我們總

會長申請，會後一百五十二位要參加阿拉斯加郵輪，有關郵輪的細節等下我太太會在會場，

她叫 May，個子很小但長得很漂亮，其實不是她做的，她是被臨時抓來的，李總會長只把

我抓上去服務大家,，沒給她上船，這點我想我也是很大的遺憾，但是因為船滿了連一個位

子都沒有所以她沒辦法上船，我不曉得怎樣賠償她。還有三組高爾夫球具，打完高爾夫球

昨天沒有拿到的請你去秘書處拿。最後總是要感謝很多人，要感謝我們溫哥華的團隊，首

先兩位我們必須要感謝的第一個是我們的總幹事曹昌傑先生，我們知道洛杉磯團隊下一屆

非常的強，已經一堆人到我們秘書處來詢問，有一位總幹事打字很慢，他說”你打字這麼慢



你是用甚麼？”我說”我是倉頡”，他說”啥，你用倉頡喔？”他說”不是，我的名字叫昌傑”。

另外一位叫李佳幸，這是我們總會長的秘書，你們的這個表格他每天 KEY-IN改來改去，

做到已經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說他不幹了，他就在外面報到的那位臉臭臭的一直跟大家追錢

的那位就是，其實他真的很無辜，這邊要非常感謝他。再來我們要感謝財務長，我跟我們

的吳麗珍是二十多年的交情，為了這一次的大會我們兩個差一點翻臉，所以我在這裡要跟

她道歉，跟她大小聲真的很不好意思。再來我們的理事郭俐妏，連他的女兒都抓來這邊，

已經連續兩三天都沒有睡覺，謝謝你們。還有當然我們林德乾、王美琴，王美琴昨天晚上

跟她先生在這裡排位子，今天排不到的我真的不曉得，真的有排到，但牌子為什麼會不見

我也不曉得，所以我也很緊張，她昨天晚上跟她先生排到凌晨三點才回家的，黃正勝黃總

會長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真的昨天晚上有看到你的名牌可是今天早上為什麼看不到?後面還

有張健理，還有陳蕙伶，陳蕙伶是我們這一屆的會長，今天穿了一個紅色，她馬上七月就

要上任了，她已經默默的工作很久了，她對各位可能不是很熟悉，不過這裡要非常的謝謝

她。在這裡還要指導我們的前輩，像黃金森黃總會長一看到甚麼地方沒有做好馬上就一通

電話打過來，搞得委員會我們彭良治彭先生跟我們電話溝通很久了，對不起電話費帳單可

以報過來。許肇祥監事長謝謝你的指導，是秘書長，世界秘書長，我都已經開始有點語無

倫次了，我盡快把它講完，那個游勝雄永遠的模範生，選舉委員會謝謝你的指導，林斯琦,

還有有甚麼事情不知道一定第一通電話打給我們的邱耀輝博士，還有我們的鍾文忠昨天幫

我舉辦的高爾夫球賽，不曉得他的口才那麼好，應該多辦幾個，那最後我們西雅圖的龔麗

珍會長及她的先生卓鴻儀會長贈送一百面美國國旗，讓我們在 Alaska上面要拿著美國國旗

及加拿大國旗揮舞照相。最辛苦的是我的太太，她今天沒來不過剛好攝影存證，我會跟她

講我在大家面前很感謝她，謝謝。 

 

財務長: 

大家早安，剛剛是讓我們的秘書長、我們的總會長多講一點，因為我剛剛馬上發現財務報

表有錯，所以我請他們更正，所以希望他們演講久一點，那我來不及把更正的資料送到大

家的手上，現在各位桌上都有兩頁的總收支表，這是我們現在更正一個…應該是兩頁為什

麼只發一頁，現在是以這個黃色為主，因為完全是一樣的資料，只是剛剛我們的網站維護

費應該是 3600塊，結果這個報表跑出 36000，所以就剛好整個數字就不一樣，現在看是我

們整個會員總收入，是 70200元，應收費人數應該是 254人，那我們現在已收費人是 250，

等於說有 4個人沒有收到錢，所以我們的收費是達到 92%，然後沒有收到錢是因為我們有

三個會連絡不上，就是 Memphis, New Orleans還有 New York upstate，是我們收不到錢，它

們也沒出席我也沒辦法連絡上，其餘的各地區商會我們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收成率，然後根

據這兩頁的財務報表，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讓大家可以比較看的清楚，我們大會的總收

入是 130500，總支出是 124110元，總共在剛開始的收入經過第一次理事會、第二次理事會、

第三次理事會這樣子總共的結餘，到我們今天晚上的支出就是 GALA結束，我們總共是付

了 338810元，所以李總會長的支出就是要變這個錢，讓他 Balance了是 338810元，當然這

個錢還會陸續增加中，報告完畢。另外我們有一個地區分會的捐款，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這就是我們比較 detail的，那詳細的資料還是請各位看兩頁的財務報告，謝謝。 



 

 

李總會長: 

我們要學習我們的李紹麟省督，跟各位央請一下，為什麼跟各位央請呢？這是財務長的請

求，我們這個數目字不便對外公開，尤其晚上不要對我太太說，我說個老實話，兩年半前

我在歐洲陪我父母旅行的時候，林大誠連續好幾封告訴我說現在有這個機會北美商會的一

些先進們有這個建議，希望我們溫哥華能服務，那時候我的高堂父母也需要我陪，我出國

了三十四年都沒有盡到孝道，所以林貴香總會長很知道我那個急切之心，但她說好了好了

因公而忘私，所以等我回來時問他說到底要花多少錢，十萬搞定三次活動，所以到了芝加

哥姚宏智總會長，我還在觀望還在學習的中間，我們的財務長剛好是那時候的理事，跟我

說你今天晚上不表態的話明天更麻煩，所以就透過葉劍榮總會長到場拜訪大老的時候，黃

金森總會長還在眼睛這樣看我，你這個毛頭小子有甚麼經驗可談，真的他是這樣告訴我，

這次是苦口婆心，希望我們將來的總會長們，秘書長財務長說”一年跑了好幾次世界，你要

不要過門而不入公司的門都沒有進去過?”，嚇得我半死但是話已經說出去了就收不了，所

以今天才會 Budget over三倍，所以拜託拜託晚上不要告訴我太太，真的會破壞我。 

 

監事長報告: 

各位大家好早安，我是監事長王詩吟報告，第一件事跟大家報告，我們昨天監事會改選監

事長和副監事長，在不計名投票之下，我們選出下一屆的監事長是芝加哥的賴健治，我現

在是秒殺，馬上就換人了可以下台了，那麼我們的副監事長是 Orlando的黃毅明，很高興我

們順利產生下一任的人選，這個是一個選舉報告。接下來我是以監事會被賦予的責任，我

們監督財務，大家都知道每一屆的財務都是現收然後自己支出，不夠的話我們會長要負責，

所以老實講我們監事會也沒有甚麼好監督的，每一屆都用不夠錢，所以他不可能會貪汙，

會計上有時候記帳有些小差池，會計上而已，也沒有特殊的必須要報告的事情，那麼所以

剛才財務長報告的這些現在只是暫時的還是這樣，因為今天會還沒有結束，所以可能還有

一些細節方面需要調整，我們的章程有規定，他必須要在下一屆第二次理事會的時候要正

式做出最後 FINAL的 report，然後那時候監事長就要認真然後簽證，所以還有時間把最後

的帳結清楚。再過來第三點，大家知道我一向，我這個人做事都很低調的，所以做了一年

下來我有一些感想，當然那都是為了我自己，我是覺得我們的監事會同仁必須要加強，因

為目前被賦予的責任義務只有監督財務，監督財務其實沒有甚麼好監督，我們也有會計師

每年要申報，所以我們監事會在幹甚麼?沒有作用，所以監事會的功能你不賦予它正常的任

務的話，我認為這個監事會沒有必要成立，我監事長坐在這裡幹甚麼，沒有任務，而且不

受尊重，所以下面一個問題就是說，監事長有沒有需要參加顧問團的會議，我昨天被擋在

門口，監事長要去參加會議被擋在門口，你們大家講，監事長有沒有需要去參加顧問團會

議？大家說有沒有需要？我沒有反對意見，因為我這個人算是很低調，該做的要做，不該

做的我不會去做，所以這話又說回來，最嚴重的一件事情，監事會這些同仁、很多我們監

事會的這些章程，現有的章程完全不能用，必須要重新改寫，重新改寫要比照世界監事會

的章程，那這個要改寫章程的話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你要考慮很多，不能只改半套，要



全套通通改，所有 detail都考慮進去，像固定監事要幾個人，你要任期多久，監事如何產生，

因為很多人跟我們 complain，”為什麼我們不能當監事？”這個問題存在，那監事長要分開，

變成公開選舉，那跟監事的選舉又不能搞在一起，監事長的必須要分開，那麼監事長怎麼

樣選舉，等於是跟總會長選舉一樣，像世界一樣就是選舉，那麼副監事長如何產生，任期

結束以後這一屆人怎麼辦，回去原來的職務，還是你另外有一個 LEVEL把他擺在那裏，這

些都要考慮進去，所以這個事情不能拖，我已經第二屆，已經兩年了，必須要重新改寫，

那麼我也跟彭良治談論過法規委員會，他不敢動，一年下台他也不知道怎麼弄，這個所以

我是認為說必須要大會同意，如果大會同意的話我可以來做這個事情，起碼我認識一個律

師，他很願意幫我寫這個章程，那當然寫完以後要經過顧問團大家討論，看如何再加強修

改，到最後才提交大會通過，所以這是很長的一段時間而且很艱鉅的一個任務，但是我們

這件事情不能拖一定要做，要健全監事會的功能，你要不健全監事會的這個功能的話，那

監事會可以拿掉了，不用了，因為監事會沒有作用，我們在這裡幹甚麼，只能看帳，那帳

有甚麼好看，總會長也不會貪汙他自己口袋的錢，所以沒甚麼好看，所以監事會等於是虛

設在那裏沒有事情好做，所以我認為是當下最急切要做的事情，監事長報告完畢，謝謝。 

 

顧問團胡啟年顧問: 

我們國策顧問還有我們世界總會長楊信，很高興你們兩個在場跟我們在一起，還有各位兄

弟姐妹大家好，最先我想因為我們的監事長說我們的顧問團拒絕他進入參加我們的會議，

其實我們都沒有這樣講，我們這幾年來，已經規定說，我們的秘書長、監事長都可以參加

我們的固定會議，那很抱歉，如果這個是有人這樣跟你講的話，真是抱歉。我也要報告一

下，跟大家認定這次顧問團，有包括我們以前這幾屆的總會長還有秘書長，還有我們的監

事長，請各位站起來一下，昨天參加我們顧問團會議的請各位站起來，大家認識一下，給

他們鼓勵一下，都是精英人士來參加，我們的國策顧問也參與這個事情，很感謝我們國策

顧問。再來有幾點我要提出來的是有關第一點，也是國策顧問所關懷的 TPP跟 LECD，就

是出口貿易協定跟區域全面性的經濟協定，這兩個我們希望大會能夠表決通過，因為世總

已經通過這個事情，然後通過以後，各地區商會希望你們會通知然後執行這件事情，我們

溫哥華商會他提案的。第二點就是，也是我們溫哥華，他們有請我們的總會長李安邦，他

這次希望我們這次用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名目組團參訪上海自由貿易區，還有

我們的秘書長，因為有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裘援平來交涉。現在問題就是在於九月將要安

排參訪團去參觀上海自由貿易區及駐於中國台商企業，但是這個時間已經要調換班了所以

我希望我們李安邦總會長跟下一屆的總會長協商一下，看要怎樣把這個策動還有有幾位會

員要參加，就這件事情希望他們兩位總會長來協商關於這個事情。然後另外有兩個新的商

會想要申請進入，現在有個中合值錢台灣商會，這個大概沒有甚麼問題了已經申請入會，

那個審查報告在 14年 3月 12日在加州政府申請會議下，還有一些文件已經給我們的審查

會負責了，Rita在這邊嗎？Rita今天沒來，因為他有腳傷沒辦法來，但是他已經有一些文

件了，關於這個事情，所以希望今天...那個秘書長有沒有文件？(文件在我身上) 那就讓我們

理事會來報告這個事情。另外有一個就是關於多倫多的立案，在要申請進入我們北美洲台

灣商會，關於這個事情，當然我想由下屆再討論，就是關於這事情因為我們文件都還沒有



進到，所以要留到下次的開會。然後關於選舉的事情，我個人是傾向，當然理監事已經選

了，得票超過半數當選，但總會長今天當然我們有總會長選舉，當得票過半數才當選，得

票未過半的話要再一次投票，第二次未通過的話，那交由我們現在總會長代理三個月到九

月底，就這樣，但希望這不會發生，所以今天總會長大家激烈的投票，還有一個我們在世

台基金會北美商會的財務狀況，現在我們存入大通銀行有四十萬多，利率還不錯將近 1%，

這個錢現在還在那邊，(這不是世台喔，跟世台沒有關係，這是北美洲的)，對不起，那世台

基金會就是在另外，所以這個四十萬是大通銀行。最後還有一點關於這個 Orlando事情，就

是會員冒用我們台商會的 title，這個我想就由我們理事會來討論這個事情，我們顧問團已經

決定說大部分都可以解決，但是看理事會怎麼樣，謝謝大家。 

 

李總會長: 

顧問召集人，對於剛剛他提出的這個案子，應該做一點修正一下，容我跟大家更正一下，

可能你前兩次的理事會沒有來，事實上他提出的多倫多案我們這次因為覺得時機還未成熟，

我剛剛苦口婆心的說在和諧團結原則之下，我們這次也不會討論也不會表決，那不是說資

料沒有收到，資料是有收到，我們秘書處這裡都有，他們也有呈送給資格委員會，上一次

的報告大家也都有聽到，我們甚至也都有紀錄，只是說當地的商會他們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尊重這個不同的意見，我們還是呼籲在和諧團結的原則之下，我們繼續協商，連我

當地的多倫多大使都把我們邀請去來坐下來大家好好談，有機會啦，請大家鼓勵我們，所

以我只能這一次很誠懇的跟大家說，希望大家互相帶動一下，給多倫多台灣商會的代表和

理事們，還有前顧問、會長一點鼓勵的掌聲，謝謝。 

 

我是林鋕銘財政委員會的召委，很抱歉召集人你剛講的資訊需要做個更正，剛剛召集人講

的不是世台聯合基金會的財務，是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公基金，是公基金，那

麼我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個比較 detail的資訊，我們總共有四筆戶頭，兩筆原來是在 metro 

bank，現在因為 metro bank被華美銀行買掉，所以現在變成華美銀行，這個戶頭有一個

checking account，到五月 31號是$28760.40，有一個 CD到五月 31號是$259635.58，利息是

0.797%，另外我們還有兩筆戶頭在 First General Bank，一筆是 checking account $17703.86，

這一筆這個顧問團已經轉讓給我們青商會做為他們公基金的戶頭，原來這裡面就是所有的

利息，另外一筆是十萬塊錢 CD，十萬塊錢 CD是 0.995%，所以我們總共的公基金有

$406099.84，這是五月 31號大家的公基金，包含青商會的公基金，青商會他們現在也建立

了這個財務管理規則，也是總會長承包制，所以每一屆總會長要是有結餘就存到這個公基

金裡面來，那另外顧問團也決議了，要把華美銀行戶頭的金額在 CD到期的時候轉到 First 

General Bank，要請楊幸總會長擔任我們這個戶頭的信託人，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報告比較

detail一點，謝謝。 

 

秘書長: 

選舉委員會等下會留到在選舉之前再報告。商務商機委員會羅志仁先生他沒有來，但是他

有一份工作報告我們在之前有發給大家了，你們看他做得非常詳細這邊我們就不在做報告



了，書面報告我已經發給大家了。青年聯誼委員會羅安雅在嗎？在隔壁開會。那網路網頁

管理委員會邱耀輝博士有沒有要報告？書面報告謝謝。運動委員會鍾文忠先生有沒有要報

告，沒有謝謝。婦女聯誼委員會林斯琦，書面報告謝謝。接下來我們是各地區商會會員報

告，上一次是從 Z開始往前，這次從 A往下報告，那每人限時兩分鐘，很抱歉因為我們時

間很有限，在世界總會也是只有三分鐘，所以我們這裡每人兩分鐘或是你就做書面報告，

但之前有很多人拿 USB到我們那邊去了，這個第一位我想我們節省時間，你的 title大家的

稱謂都不需要再念了，尊稱就不需要了，我們從亞特蘭大開始。後面的請接續，下一個是

Austin請準備，Brookline是第三個，第四個是 Chicago。 

 

Atlanta:  

亞特蘭大會長邱耀輝報告，主要是關於台灣我們參與當地 TPP的活動，主要有座談會還有

寫信給亞特蘭大商業週刊，就是為了 TPP，就是美國加入 TPP，報告完畢。 

 

Austin:  

Austin:(錄影模糊不清楚) 。 

 

你們如果看表，我建議一下，為了節省時間，下一個自己按照 ABC來，我們前面都有空間，

下兩個都能直接上來坐在那裏準備好嗎？謝謝。 

 

Brookline:  

前任與現任世界台商總會的會長們，還有李總會長、各位副總會長、各位顧問…我是柏克

萊台灣商會會長劉秀春，今年一月份上任以來，我們商會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如往

年一樣的是主辦慶祝農曆新年餐宴給兩個不同的老人安養中心，柏克萊市老人安養中心與

柏克萊市亞裔安養中心，本會參加 Boston僑教中心舉辦的民國 103年新春午餐會，特別表

揚盧勝雄顧問，至 1981年起迄今連續 33年不斷提供給台灣桃園縣下三所中小學校發放清

寒獎學金，也每學期每班的前三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陳士魁委員長特別頒贈責倍學子

金盾獎牌給波士頓僑務顧問盧勝雄先生，這可是說今年度以來本會最高的榮譽，盧顧問將

他取之於社會的萬般感恩，化為實際行動回饋給社會，這是非常值得作為台商每一個企業

家們的借鏡，3月底 4月我們分別接待來自美東參訪旅遊的世界台商聯合總會 80位貴賓及

25位來自台灣台商參加 Boston有名的馬拉松賽跑選手每人兩隻緬因州龍蝦配法國紅酒，每

人贈送一小袋水果，所以歡迎到 Boston的每一位有機會來參訪旅遊，只要通知盧顧問、財

務長與我本人，我們都會熱忱的以龍蝦紅酒接待各位，謝謝。 

 

Chicago:  

芝加哥報告，芝加哥台北商會去年新任會長李嘉展上任以來，除了例行的 BBQ活動還有我

們商會盃高爾夫球賽，國慶綜藝文化訪問團來芝加哥表演我們接待，還有我們主辦活動國

慶盃高爾夫球賽，以及將近六百位貴賓來參加的新春尾牙晚會，以及我們最後的，財務稅

務投資講座，所以我們今年芝加哥，該吃的飯也吃了，該喝的酒也喝過了，該打的球也打



了，該做的國民外交也做了，但是除了這個以外，我們今年芝加哥北美商會破例舉辦睽違

芝加哥地區 15年來第一次的芝加哥海拔運動會，這運動會舉辦了六項比賽，桌球、羽球、

籃球、排球、網球及壘球，總共有將近四百位運動員加上家屬有將近千位的來賓來參加，

最後我們芝加哥商會響應我們北美其他地區的 local商會，我們也決定舉辦安活佛關懷中心

來芝加哥七月 24號舉辦活動，芝加哥報告完畢謝謝。 

 

Dallas:  

李總會長、各位先進，達拉斯陳世修報告，我們有五大工作提議，第一個僑務工作，第二

個就是說我們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商務交流，第四個促進我們城市外交，

第五個就是主流社會的交流。然後邀請台灣的高中生來這邊短期的跟美國學生交流，那另

外在商務交流方面，我們定期的跟海外的一些團體做商務的交流，那去年我們跟浙江大學

EMBA學院簽訂了一個合作，我們做協議，那他們也開了團到我們達拉斯，那第四個就是

城市外交，我們達拉斯商會一直在促成我們地區周圍的一些城市，跟海外地區一些來締結

姊妹市，那目前我們已經有九個姊妹市，在今年的二月份我們又成功地促成第十個姊妹市，

就是中壢市跟我的締結協議，那第五個就是主流社會的交流，我們舉辦很多的活動邀請當

地的國會議員還有其他當地的市長到我們活動來，然後把我們台灣的一些互動跟他們交流，

希望能宣傳我們台灣的一些力量，簡單報告謝謝。 

 

Detroit:  

大家好，本來我不想報告結果看芝加哥報告，所以我也講幾句話，底特律去年跟台灣苗栗

縣結成姊妹市，現在還有幾個計畫正在跟台灣進行，謝謝。 

 

Los Angeles:  

總會長以及各位商會的前輩們大家好，我是溫玉玲洛杉磯台北商會，從上次監事會跟大家

離別以後我們大家依依不捨，很高興我們又在這跟各位見面。我們 12月有開一年一度的會

員大會，在 1月 11號有我們的年會，那時候就舉辦了我們的會長交接，我們洛杉磯有四百

多位的基本會員，我們有自己的會款跟總幹事，今天是 34年，我們有 14位名譽總會長，

我們很榮幸在三月的時候招待…經過我們楊信總會長的帶領下，我們招待從世界各地來的

台商在我們洛杉磯舉辦盛會，我們都很高興可以有這個機會來為大家服務，謝謝楊總會長

給我們這個機會，也希望大家是賓至如歸。然後四月的時候，呂秀蓮前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她有一個新書發表會，我們由我們台北商會、台美基金會跟南加州旅館公會，我們一起來

幫她推廣她的書，所以我們有預購三百本，第一次是幫她做這件事情，我們也覺得很高興，

這是她的第一本英文書，我們現在有個 Project在跟洛杉磯經文處的經濟組合作，因為跟我

們有關，我們有跟他們密切的合作，他們希望我們推動 Taiwan California Economic Decoration，

所以我們會上加州的眾議院跟參議院來推動這個 decoration，我們再一次敬請各位前輩們，

支持洛杉磯台北商會，大力推荐的田貽鴻名譽總會長來為大家服務，謝謝大家。 

 

Miami:  



我是徐雅芬理事，代表陳惠敏 Miami會長來報告商會的 status，從去年 7月以來我們陳會長

上任，Miami舉辦了十七個活動，除了 event for major holiday像 Miami Day BBQ、雙十、

高爾夫球、Thanksgiving、Christmas還有年會春節晚會之外，我們有四個 Signature Seminar，

第一個就是_____________，第二個____________Consult，相互了解台商與政府之間的需要，

第三個就是青商會和台商經驗交流，提供台商有關勞工平民商會的法律的問題，第四個經

文處王戰宇處長講座，分享畢生所學所見所聞，從歷史觀、世界觀、人際觀來分享他獨特

的見解，Challen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個促進地

方與地方的交流，也許Miami跟奧蘭多之間舉辦活動，或者是跟喬治亞來promo我們TCCNA，

第二個就是有可能邀請總會長來 Miami，第三個就是 intense membership and benefit，我們

可以讓他們來但是我們要他怎樣才能繼續待在我們這，this is challenge，我們都常常聽到凍

蒜凍蒜凍蒜，但事實上 Miami我們聽到的是拜託拜託拜託，最後一個我們 identify talent 

people join volunteer，讓他們加入我們然後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目的，以上總結 Miami報告，

謝謝。 

 

New English Boston:  

我已經十幾年沒有參加年會，今天就讓我們簡短報告一個，我只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我

們商會舉行高爾夫比賽，大部分是台灣商會的，也已經第十四屆，每年舉行台商盃，台商

慈善高爾夫球賽，今年剛剛舉辦了我們的 18會 72個人，裡面有一半以上是_____的朋友，

我想這個給大家做一個很好的借鏡，慈善一點給慈濟，一點給支持高爾夫球糖尿病基金會，

這是給大家做個參考，關於商譽的朋友，給我們台灣商會慈善帶來很多禮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僑委會有一個很好的語言講習，我們知道長老教會的羅馬拼音，我們大家講很多那

個音講不出來，那個僑委會台語拼音在推廣，我們今年在 7月 12號跟 7月 19號兩天，向所

有的僑界共同發表招生，費用僑委會會全盤負責，給大家做個參考。秋山協會球賽，我們

知道波士頓裡有很多商會，我們波特蘭副會長都參與這個比賽，我們是也站在做一個波士

頓的商會我們都是好朋友，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們以後我們來的時候，大家說你們哪

裡來，波士頓來，不要說你哪個商會，希望大家不要再問你是哪個商會，希望說我們波士

頓來，大家一起好不好。那麼今天我們總共來了 15個人來參加聯邦總會長的盛會，謝謝大

家。 

 

North California:  

大家好我是北加州商會第二十七屆會長陳朝全，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年在北加州做的一

些事情，第一個我們是辦了一個年會，邀請了當地的一些市長來參加，那麼李總會長也來

參加了，再往下面，這個年會的設計都是由專業的人來設計的，還有一個重點，我們今年

參加了兩個義診活動，就是跟一個牙醫醫師他自己買一部車子，然後到各地去給 no income

的或是老人的，免費檢查牙齒或是提供假牙，那我們工商會也提供了一些基金，讓他們一

些老人或是 no income的，我們還幫助了檢察官來跟我們解釋我應該更擁有的權力跟知道的

權利，再往下面，這就是他們檢察官來幫我們解釋，我們還提供了台灣有很多企業到我們

加州來想要擴大他的企業，PCHOME也幫他們做了一些 event，給當地 local所有人來看



PCHOME是做甚麼東西的，然後再過來這就是當時會場的一些圖片，這是我的交接典禮，

今年我的交接典禮，我們處長也來參加這次宴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 donate，

再過來我們重點還有一個，NCC今年阿彌陀佛關懷協會 7月 8號到我們這邊來表演，這個

我們也全力支持，由我們工商會來主辦，這是一些活動，謝謝大家。 

 

北卡羅來納 North Carolina:  

我是北卡羅來納陳可徵，我們 2013年到目前為止做的一些活動，就是台灣的美食團到我們

那邊去巡訪，在 Charlotte地區 Raleigh地區總共辦了四場，還有上了報紙，然後青商會辦了

財務講座，請的是紐約的郭曼麗小姐，給我們青商做了一些跟政府機關如何做生意造成一

些很大商機的重點，另外一個青商會辦了一個遺產稅講座，青商會辦了一些球類活動，我

們那編三個很好的大學，一個是 NC State，另外是一個是杜克大學，還有 NC Chapel，是

Michael Jordan從那邊出來的，三個大學我們有很多台灣的學生，我們做了一些聯誼的球類

活動，最後我們在今年五月多的時候，換選了新會長，我們新會長是陳昇輝陳會長，他是

從Charlotte來的，他在亞特蘭大的時候做了一些演講，這個是台灣來的巡訪團-打狗亂歌團，

表演得非常好，我們那邊亞特蘭大的處長戴輝元戴處長也來參加，還有我們北卡的州議員

Dr. Brown也來參加，這是我們新會長陳昇輝他曾經在亞特蘭大做的台灣應該加入 TPP的演

講，最後還有范教授手工工業的演講，請多用一分鐘，我們想徵求台灣商會裡面給我們做

青商會的地產企業家的講座，如果你有很好的地產發展經驗，請給我提供一些經驗的講習，

非常謝謝。 

 

Oregon:  

我是 Oregon第九屆台灣商會的會長，我叫李旭東，我去年在七月的時候上任，那剛剛會長

有秀一個地圖，我坐在後面比較遠，不曉得有沒有看到 Oregon，看到是沒有紅色的，謝謝。

自從我上任以來，有兩個工作的重點，第一個就是提供增加我們商會的一些商機，第二個

就是提升我們台灣和商會的能見度，那有關第一點就是怎麼增加商機呢，我們有舉辦很多

的 seminar，大概做了六個 seminar，是有關 Tax的、Real Estate的還有 law的，我們也有請

到台灣地王蔡明慧教授，他有空到波特蘭，跟他討論有關就是服貿協定對台灣的影響，正

反意見都聽聽看這樣，那怎麼增加我們市場能見度呢，我想大家在這邊，像我們波特蘭

Oregon這是個小地方，我們這小地方也有台灣同鄉會也有婦女會也有商會，所以跟個社團

合作這是我們一個重點，那對方面的話，因為我們也是 present台灣，所以就是有些社團在

參加 international的時候去展現我們台灣商機的特色，這次剛好遇到台貿協會的主任，他也

給我一些很好的海報，有關介紹我們台灣世貿中心，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做一些

國民外交的工作。最後是剛才看到一些長輩的 activity，因為我們 headquarter是比較小的

chapter，我想有些商會的先進可以來幫我們促成一些商機，謝謝。 

 

Orange County:  

加州 Orange County前任會長黃建誠報告，那我也是跟我們楊會長一樣也是一隻小兔剛闖進

這個叢林，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們一行人副會長張欣珠，顧問邱珮華還有我們理事



是林翠雲，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除了開會以外，也是來參加 cruise，另外是來支持我們的友

會兄弟會洛杉磯，他們今年是要競選總會長，所以我們今年會過來，那我們的會是在 Orange 

County，我們每一年都有舉辦所謂的台灣傳統周，那有所謂的美食展，還有音樂欣賞，還

有最重要的是接待台灣過來的表演團，每一年我們都要負責接待然後做一個很盛大的表演，

那每一年感恩節後，我們會舉辦一個五百人的紅白卡拉 OK對抗賽，是非常盛大的，那我

也是節目策畫之一，謝謝大家。 

 

Salt Lake City:  

各位前輩先進大家好，我是 Salt Lake City會長廖國卿，這是第一次我上台報告，我們本會

自從 2009年重組以來，我們都戰戰兢兢的穩定成長當中，所以我為什要上台報告，要讓大

家知道說 Salt Lake City這個會還是存在的，因為很多人都很納悶，Salt Lake City到底有沒

有這個會，其實我們這個會一直在穩定的成長，我一直要把他帶到一個正確的方向，所以

他能夠慢慢的成長，把地基打穩後我相信絕對可以帶得起來。我們在一月份的時候年會的

主題就是鹽湖城未來五年的發展，為什麼有這個主題呢，最主要是鹽湖城現在他的________

已經都完成了，有很多的大公司一直要搬進去，包括 e-bay，e-bay最大的中心就是在 Salt Lake 

City，當然你應該知道一些 nu skin，然後波音的 Dream Minder的尾翼其實就是在 Salt Lake

做的，據我所知波音有可能會搬廠，我們 Salt Lake City其實就是他的 list之一，當然______

這家大公司的 quarter也搬到 Salt Lake City，還有其他很多的發展都慢慢地進來這樣，我們

有邀請猶他州州長辦公室的主任，包括 Salt Lake County的開發處主任，Salt Lake City開發

處的主任，來跟我們探討經商的 master vision，有關於 Salt Lake City未來的發展，所以我

們對於 Salt Lake City相當的看好。再來就是說我們猶他州是一個戶外活動的州，然後…不

好意思好幾年來第一次講話，(再給你一分鐘)，我們猶他州是一個最大的戶外活動州，美洲

最大的戶外活動用品展就是在我們猶他州，台灣的廠家每一次大概會有七八十家到我們這

邊來，我們商會除了有提供必要的資源外，我們也代理我們的會員去做交流然後發展商機，

再來我們現在正在籌設九月份一個 community，因為我是一直覺得我們可以擴展到整個

Asian Community，我們有行動的能力，我們有辦活動的能力，我們希望把我們商會的名聲

打出去這樣子，那當然很多的其他社團現在對我們商會都很____，我們有我的能力來 SHOW

給大家這樣子，謝謝一些前輩。 

 

San Francisco:  

各位好，我三點報告，第一個我們在十月份有感恩節的慈善晚會，這次比較特別一點，就

是我們請了牙齒的義診，我們提供了有六七百份的有無家可歸和低收入者的溫暖的感恩的

晚餐，我們的義診有超過十幾位來幫無家可歸和低收入戶義診，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當天也邀請了我們總會長楊信來跟我們指導，也謝謝他的贊助，另外他還親自服務這

些無家可歸和低收入戶的晚餐，這是施比受更有福，我想我們的總會長應該有深深的體會

到。第二個我們有新春聯歡是在二月份，新春聯歡晚會我們請了中美協會的以前的會長還

有現任的幕務，叫做 Robert，他談到台灣美國不僅只是朋友關係，這方面還做了深入的探

討跟解析，那當天也深受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想法，那在這裡我們要感謝我們的李總會長也



親臨，然後我們世界總會長楊信他也捐款給我們，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款項，但是對於一個

夫妻來講非常有鼓勵性，我想我們要給總會長…雖然是私下我們都很感激，但我們還是要

鼓掌，這是他辛苦的錢，我們給他一個掌聲好嗎？最後一點，我們四月份有一個台灣來的

高爾夫球賽，一般在台灣有很多女子都非常有名，但是都沒有參與國際性的比賽，這次比

賽當然也是由我們來主辦，這是非常有意義的，讓我們舊金山區台灣商會，我們雖然一百

多名的 member，但是有三十位 member都去現場鼓勵他們，謝謝。 

 

Tampa:  

大家好我是來自 Tampa灣，我們今年十周年慶所以是第一次站在大家面前向大家報告，在

我們歷任會長很多你們都認識，在我們的會長領導之下，我們一共發展的重點有四個方向，

我認為說從四個方向開始我們可以建立良好的關係，打開我們當地的知名度，然後藉此發

展商機，那我們第一個活動就是我們辦了好幾個講座，那所有的講座都是希望對大家在工

作上頭有幫助，然後對個人生活上有幫助，然後在這些方向之下都是有了很多的成果，然

後我們還有就是說慶祝一些節慶，最簡單的就是中秋節小吃節還有馬年慶新春，我們在

Miami的黃處長也一起來參加我們的，我們每一年都有參加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這是在我們當地 14個不同國籍的商會一起組織的國際商會，我們今年非常成功的讓我們上

海出生屏東長大的段曉虹女士拿到了 Diversity Award，那我們在很多勁敵之中打了一場勝

仗，然後同時我們下午的講座我們黃處長做主題講座，那他講的題目就是台灣是 innovation，

然後同時就有來自世界各地 14個不同國家的人可以了解到我們這個台灣有甚麼樣可能給她

們的發展，最 immediately的可能性就是 Tampa Bay Port的那個海港，我們馬上就可能有個

機會，那這就是我們當場在…我們還有就是發揚本土文化，然後我們台灣小姐在亞洲節的

時候，贏過了我們台灣女孩子的美麗，2011年、2013年的亞洲小姐都是來自我們台灣的，

所以打開了我們台灣的知名度，那還有再講最後一句，也就是說我們比較年輕一代的，他

們能夠替我們在 social media上頭建立了很大的知名度，而且很快的就是讓我們打入當地的

社會，可以做為我們將來吸收會員、榮譽會員的來源，謝謝大家。 

 

Toronto:  

大家好我是多倫多台灣商會，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去年一年我們有做了一些商務講座，還

有國會議員和參議員的一些交流，台灣學生獎學金的支持，跟孤兒，我們愛芬楊也是我們

多倫多台灣商會在多倫多全力以赴的項目，還有我們希望幫助很多的孤兒，來支持他們來

助養，這是我們多倫多商會在一年裡面做的一些活動，還有我們八月 9號有一個高爾夫球

賽，希望大家能夠來參加，我們會盡情的招待，謝謝。 

 

我們現任會長在樓上忙著布置今天晚上的場地沒辦法，我們請接任會長陳蕙伶。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陳蕙伶，非常歡迎，代表溫哥華 BC省台灣商會歡迎各位來到溫哥華，那我們今

年 BC省的台灣商會非常特別，因為我們的前會長李安邦先生當選了北美的總會長，我們有



九位前會長回來支持我們李安邦前會長，那我們九位前會長們他們又回來當理事，所以我

們今年是很特別的一年，我們今年的講座還有請到一個股票上市公司Silver Whitten的老闆，

賀會長邀請了銀礦公司的老闆來跟我們分享他的成功事，怎麼樣從一個資本額幾萬塊的公

司到一個股票上市公司，這一次的講座我們有吸引了兩百多人，然後我們還有會計師海外

資產，因為我們加拿大有一個新的會計海外資產法通過，還有一個新的家庭法通過，所以

我們有法律顧問辦了一個講座，然後我們最特別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桌上有一本 BC省的年刊，

這也是我們特別的一個今年的傑作，然後同時我們也辦了一個品酒的活動，那就是以上這

樣子的活動，如果說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有招待不週的話請大家多多包涵，謝謝。 

 

Washington DC:  

我是陳雄誠，是下任會長，因為會長有事所以代替他報告。我簡短報告，我們在十月份有

接待我們的總會長，主辦單位邀請了好多企業家、代表處跟我們的諸位長官。下一個我們

的活動是阿彌陀佛，還有下一個活動是青少年台灣交友會，還有我們跟 local裡面的長官，

我們接待了一些主流的交流，我們接待了彰化的訪問團，謝謝大家。另外，我歡迎九月份

總會長來 DC跟許多企業家，我們會非常歡迎你們到來。 

 

我們各地區商會報告到這裡結束，我們青商會報告因為他們在開會，我們請世台基金會林

鋕銘先生報告。 

 

台基金會: 

大家好，我們世台基金會在每一次理事會，依照規定要跟所有北美洲總會理監事提出一個

報告，那我們今年三月份印出來一份去年從 2009年事實上到今年三月份的一份成果報告書，

那麼我看是擺在外面，如果說你還沒收到你想要的話，麻煩你跟我們 Claire舉個手一下，

跟 Claire講一下我們可以寄給你，我們回去後會把他送到 united.gov的網站上面，你也可以

download下來，我們這幾年的報告全部在裡面，但是我在這裡特別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

今年做了幾件比較需要跟大家報告的事情，剛剛大家都聽到 ACC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發展協

會，這是在非洲的一個孤兒院跟學校一個慧理法師帶領的非常成功的國際 NGO，他今年 7

月 7號會先到舊金山，到 LA、Orange County、Vancouver、Toronto，以及 Chicago、New York、

DC，然後到 Dallas、Huston跟 Miami，然後在八月六號到中南美洲巴西那邊去，這是 ACC

跟我們世台基金會建立聯盟之後，透過 Scott跟我們楊總會長，所以很多城市都是我們台商

會在 support，謝謝各位支持。那我們世台基金會也設立一個 Farm，特別為了贊助 ACC的

一個安排，支持這次活動，這個是我們去年六月份在亞特蘭大的時候，做了一個 fond raising，

我們 raise了十萬五千塊錢，我們在烏干達贊助我們建立一個 Clinic，他已經差不多八月份

就要完成了，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報告，他們預計在八月九日會有 grand open，那我們知道

clinic由我們決定，我們會設計一個 LOGO在上面。另外我們在柬埔寨，四千塊錢可以在鄉

村的教室，所以我們世台基金會今年贊助了兩萬塊錢，在柬埔寨的鄉村，他們在那邊就接

受電腦、中英文的教育，那麼還有今年我們送了兩個學生，一個是 Civic就是有美國公民的，

Connie Lee他的父母親是歐洲的外交官，我們台灣駐荷蘭的代表，一位是 Young Ambassador



是輔仁大學畢業的，這是沒有美國公民的，在美國參加國際領袖基金會的 Project，那在這

裡要跟大家，我跟聽到很多地區商會都辦 charity activity，我們世台基金會為了回饋我們的

community，我們有一個叫 direct win的 program，今年這個 program的 maximum可以到四

萬塊錢，但是每一個 branch只有兩千，也就是可以到 20個 branch出去，所以如果需要申請，

麻煩你跟我們任何一位董監事，不用特別很多 paperwork，謝謝大家。 

 

再來請青商會楊光緯總會長跟我們報告一下。 

 

各位大家好我是 David楊，楊光緯，首先我們這一次有七十位青商來參加會議，那我們有

來自 11個不同的 city，今年我們青商已經十歲了，要邁進 11歲，目前我們有 19個不同的

城市，我要藉這個機會特別感謝我們世界楊信總會長，以及我們北美李安邦總會長，因為

他給我們青商的支持和捐贈，我們可以把經費跟資源撥給我們 19個不同青商會，透過______

的方式，總共有八個分會來申請，希望他們在分會這邊能夠辦一些創業更好的活動，讓大

家在 local也能夠感受到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影響力，那希望能夠幫助她們的事業。另外在這

個會議我們青商也很開心也很驕傲能夠負責接機這方面，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次接機的服務

好不好，可是我覺得這次很感謝有這個機會，因為我們也透過這個機會，這邊所有的大學

社團，台灣大學社團的會長跟他的成員一起號召過來，讓他們看到說我們台灣商會在這邊

是有甚麼樣的規模，那也讓他知道我們這邊有多麼多的資源，這對我們青商會來講也是一

大特色，感謝有這個機會，謝謝大家。 

 

再次謝謝青商這次對我們所做的服務，再次掌聲謝謝你們。跟大家報告一下楊光緯先生已

經訂婚了馬上結婚了，私底下拜託我跟大家說，跟大家道歉一下,謝謝。 

在我們結束上午程序之前必須宣布兩件事情，第一個下午選舉必須帶著照片和身分證才可

以，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我們中午午宴是經濟部贊助的，在三樓，今天中午我們特

別邀請了呂東英先生，這位呂東英先生非常有名，他見證了郭台銘怎樣壯大，從鴻海跑三

點半的意識談到中小企業如何善用資本市場，請大家用餐的時候盡量不要講話，今天中午

不提供酒請大家不要敬酒，謝謝。 

 

第二個還要補充的，還有信保基金的薛盛華董事長是我們前任的僑任委員，我呼籲大家，

因為中午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們很艱辛的請這位，他是我們中華民國前任金融管理的

主任委員，他是真的看到、幫助郭台銘長大的當年，所以請大家中午聽我的建議，要安靜

聽，而且請大家不要在那個場合去敬酒凍蒜，因為這個真的是一個 business的 forum，你們

要運動自己午餐以後再運動好嗎？Please ok thank you. 

 

 

Palm Spring入會申請,陳素琴會長報告:  

有通過我所有送呈上的資料，我們那邊農業是有發展，我想說在那邊我能夠為台灣商會做

一點服務的話，所以我才成立這個商會，那邊還有很多台灣人，他們地址是買了田跟地，



他們內部的地址原本上都是 Acadia，所以就用在 Acadia洛杉磯的地址，所以對這個地址還

有疑問的話我還可以再回答。那就是感謝林秘書長，我要成立的時候我不懂很多章程，他

介紹我到我們洛杉磯很久，曹小姐他幫我很多忙，尤其是會章程，我認為是做齊全，那就

是有甚麼意見的話我也不知道怎麼說，那現在現任的世界秘書長是許肇祥，他也是住在 Palm 

Spring。 

秘書長: 

謝謝你，那我想今天早上我已經要大家確認本次會議議程，都沒有人提出異議，這個案子

現在提出異議我認為跟會議程序不合。 

(會場上) 

你說下午討論，早上我們要發言你說下午討論，所以我們說好、撤回，下午討論。 

秘書長: 

現在討論如果是按照我們昨天早上講的，因為時間選舉時間兩點鐘就要選舉，這些所有的

議題都留到下一次討論，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選舉委員會游勝雄。 

李總會長: 

這樣子好不好，我表示意見一下，既然他們也是花了好多時間也是經過我們授權的理事會

主任委員審查過，even假設有人有異議那也是理事會最大，讓我們理事會去投票表決，投

票表決就是幾分鐘的事情，我們不要再延到下一次了，OK？ 

我們也是真的是要考慮北美台灣商會要壯大，他們也是兼任委員也是很誠懇也是到洛杉磯

台美商會也請教，所以這方面沒有甚麼 conflict的問題，所以有地址會員地址的問題，我相

信是不會很多，這不可能 over than suspension，所以我還是提議大家還是舉手表決。 

秘書長: 

我們贊成 Palm Spring棕櫚泉台灣商會入會申請案的請舉手，贊成的請舉手，好請放下，反

對請舉手，沒有，好謝謝大家，歡迎他們加入我們商會。接下來我們請許肇祥先生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議題請他來報告一下。 

 

世界秘書長許肇祥: 

各位大家好，我就不稱呼了，時間很短，那個我在這裡報告就是我們要參加 TPP的到華府

的成員，大家有一個誤會，以為說每一州只有兩個名額，但是我們要參訪白宮是開放任何

人都可以來，只是要跟參議員和州議員會議的時候，必須要有一些資格調整，因為他們要

審查人我們才能跟他談，所以希望大家盡快報名，因為到時候華府房間臨門也很難變動，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還有每一州各州請你發動當地的參議員眾議員來參加我們的 party，希

望每一州至少可以提供一位參議員一位眾議員或者兩位眾議員來參與，我們到達的當天晚

上會開一個很大的 party，希望每一州商會的人能夠找兩三個代表出來，謝謝。 

大家拍手謝謝世界台灣商會成立跟 Albert幫助我們。 

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選舉委員會。 

 



首先我想請第二十六屆選務工作委員，顏樹洋先生、陳美珠小姐、游宗熙先生、孔慶超先

生、梁義光先生、郭競儒上台就位。現在請世台工作人員請你們換我們選委會工作人員上

台。 

奧蘭多會長蕭維儒上台說明報告,提議停權其會員嚴培達北美總會之資格,不得再參加北美

及世界總會等一切相關活動.經大多數理事會員鼓掌通過. 

 

26屆第 3次會議到此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