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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屆第一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2014 年 6 月 29 日 

地點：溫哥華 Vancouver, Canada Hyatt Regency Vancouver Hotel 

出席人員及理事 

  總  會  長：田詒鴻 

  監  事  長：賴健治  

  秘  書  長：林國彥 

        財  務  長：殷清隆 

  永久顧問：王 德、凃常雄、許肇祥、江秋檳、黃金森、楊朝諄、楊 信、林貴香、楊喬生、 

胡啟年、陳光博、張秋雄、沈忠正、李安邦  

     顧  問：陳獻士、邱仁宏、林鋕銘、顏樹洋、林文章、邱垂煌、廖唯志、梁義光 

  副總會長：張文欽、陳柏宇、楊南衡、黃安利、張欣珠、詹翠華、葉雲河、辛明珊 

        監  事：王詩吟、鄭忠田、林瑞源、莊為仁、黃毅敏、吳麗珍 

  諮詢委員：鍾開瑞、何文祥、劉國珍、邱耀輝、蔣政宏、游勝雄、鄭碧鳳、李淑玲、郭競儒、 

陳玉瑛、徐景勛、谷祖光、周建源、方菲菲、方芸芸、羅玉昭、朱 勵、孔慶超、 

陳舜哲、羅素娥、吳東昇、林基龍、陳美珠、溫玉玲、廖梧興、彭良治、蕭忠正、 

江秋居、林身影、林國貞、蕭維儒、洪東躍、王成章、鍾秀蘭、張世昌、張世杰、 

劉煥國、吳小燕、林金益、林德乾、張健理、李佳幸、林大誠、康碧娥     

  理  事：王多祿、莊鴻昌、吳碧倉、劉秀春、沈慧莊、葛兆涵、陳世修、王嘉玲、楊淑惠、 

林斯琦、李麗梅、許嘉凌、李 雄、周政賢、楊朝詔、譚秋晴、黃淑蓉、汪俊宇、 

何巧玲、葉敏芬、王梅鳳；羅安雅、徐雅芬、杜育賢、潘敏仁、許炳煌、鍾文忠、 

吳豐植、廖正平、陳朝全、陳可徵、林翠雲、李旭東、陳國雄、莊杏珠、許瑤裁、 

許心馨（許瑤裁代）、鄭莉容、洪瑤君、黃思諭、江淑茹、徐雅琴、廖國卿、 

黃敏慧、徐雯雯、龔莉珍、魏朝蕙、洪嘉聲、黃煌裕、林麗香、黃麗美、汪成源、 

陳蕙伶、童雅蓉、陳雄誠（簽名）      

 

一、 確認理事出席人數 106 人超過半數（總會長宣佈開會） 

二、 通過會議議程 

決議：通過。 

三、 總會長介紹： 

秘書長：林國彥；財務長：殷清隆 

 

世界商會聯合總會楊信總會長致詞： 



 

 

 

      

擔任世界總會長走了六大洲，發覺北美洲總會有萎縮的現象，今天早上開世台基金會早

報中提到希望世台基金會利用各地區的商會來做善事，拉抬大企業家來加入商會，有大企業

加入的話我想募款也簡單一點，大企業也莊大商會的發展，也建議們各州 最好有聘任自己

專任主任，這樣才能服務你們這個商會，才能把這個關係拉攏起來。否則光靠一年開個一兩

次的理監事會議聚一聚，這是很難結合的。所以說我們洛杉磯台美商會因為我們有固定的會

所，有固定的秘書我們平時聯繫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們洛杉磯商會坦白說有 400 多個會

員，其實會員的朋友會員的親戚，這樣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主要講的就是希望各州各地區商

會成立一個北美洲的固定的會所，請專任的秘書，我鼓勵田總會長能成立一個北美洲固定的

會所，請專任的秘書，我願意在財務上支持。也希望今年 9 月世界商會開會期間，各位理事

也來參與世總舉辦的會後遊輪之旅。最後祝大家阿拉斯加遊輪旅途快樂。 

 

競選下屆（第 21 屆）世界總會長的中南美洲劉學琳總會長致詞： 

 

感謝田總會長給我時間向大家問好與各位認識，我們中南美洲除了巴西、阿根廷、巴拉

圭稍微好一點，其他的國家都很小，每次開會都要都電話邀請，可是都沒有什麼效果。中南

美洲也在萎縮中，我很同意楊總會長的建議，成立一個固定的會所並聘任專職秘書。不然剛

接任摸索的差不多又要卸任，會務永遠沒有效果推動。我很贊助楊總會長的建議成立固定會

所，謝謝大家。 

 

四、報告事項：總會長、秘書長、財務長分別報告： 

 

1.田詒鴻總會長報告： 

(1)感謝各位理事的支持接任第廿七屆的總會長，新手上任，昨天才交接。 

  (2)在我任內將繼續推動國民外交，及泛太平洋的經濟合作。 

  (3)並會將總會的章程修改的更好、更合理。 

(4)在會務方面與各商會及與青商的合作更要加強，在楊信總會長的監督下我想偷懶也是很

難。 

 

2.秘書長林國彥報告： 

各位名譽總會長，對不起因為昨天交接的太晚，前面的名牌還沒換，從下次起你們就是

名譽總會。我們洛杉磯的團隊非常堅強，如果各位理事有意見或抱怨請透過你們會長來跟我

講 ，因為北美洲有一個固定的辦公室。email 隨時可以跟我們聯絡，有什麼意見儘量跟我們

講 今年做完差不多了應該要遊山玩水了。今年可能會有一點爭論。 

我們要修改章程，修改章程這個是大工程為了要跟世界接軌，所以我們不得不犧牲名譽

會長的一些權力，加強監事會的功能，這些都要名譽會長及永久顧問的支持，我們會跟你們

協調希望大家有一個好的共識，交由我們理事會來表决所以到時候我們也希望理事會可以支

持大家有一個好的制度 這是一個大工程 謝謝。 

  

3.殷清隆財務長報告： 

(1)很榮幸能為總會服務，在總會長的領導下將會開闢財源。增加商會的收入。 

(2)開會前已有許多理事繳費，報到處設有收費處，請還沒繳費的理事及九月份世界總會開會

因為選票的關係，請還沒繳費的理事及世界理事費的理事多多利用，謝謝。 
   



 

 

 

五、聘任副總會長及各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1.總會長名單： 

決議：Brookline 波克萊：張文欽 

 Chicago 芝加哥：鄭樹華  

 Dallas-Fort Worth 達拉斯：陳世修 

 Hawaii 夏威夷：何文祥 

 Houston 休士頓：李雄 

 Los Angeles 洛杉磯：陳柏宇  

 North California 北加州：陳朝全 

 New Jersey 紐澤西：鍾文忠 

未列入的下次遞補    

 
2.工作委員會名單： 

決議：顧問委員會召集人：楊喬生 

 財政預算委員會主任委員：林鋕銘 

 法規章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彭良治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大誠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梁義光 

 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游勝雄 

 地區商會拓展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美珠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治瑞 

 商務商機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文忠 

 青年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章 

 年鑑／特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東昇 

 網路網頁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邱耀輝 

 婦女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斯琦 

 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垂煌 

 會員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溫玉玲 

 

六、顧問委員會召集人報告： 

大家早安，恭喜總會長高票檔選，田總會長在洛杉磯有一個堅強的團隊支持，今天有 4 個

項目，這個不算臨時動議，向各位報告第 27 屆第一次顧問會議向個位報告： 

第一、 游勝雄諮詢委員提案：開放北美洲總會監事長由大家理監事公開選舉， 這個是一個很

大的案子，這個是需要討論。 

第二、 大陸訪問團問題，經顧問團會議決議請李安邦前總會長與田詒鴻總會長兩位先商洽，

再向總會報告。 

第三、 總會長行事備忘錄有增加或修改備忘錄希望把它整理好再送顧問會或理事會討論。 

第四、 新章程規定卸任後的總會長不是永久顧問，更改為名譽總會長。楊信名譽總會長提議

鼓勵各區商會承辦總會的理事會議。 謝謝 

 

七、各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 

財政預算委員會主任委員林鋕銘： 



 

 

 

跟大家確認一下我們北美總會的公積金，經過第 26 屆顧問團的通過將華美銀行的戶頭轉

到楊信總會長在洛杉磯的大通銀行，我會與大通銀行聯繫利息方面增取最高的利益。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梁義光： 

世總 9 月份要到華府支持台灣加入區城經濟組織 TPP，我們大華府商會會全力配合總會華

府叩門之旅。 

法規章程委員會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商務商機委員會委員鍾文忠：剛接任還在摸索中，各位理事有任何意見請向我提供謝謝。 

楊信總會長：世界總會募集一百萬美金投資基金，給各州青商及會員提出申請，洛杉磯一間連鎖

食品商店 十萬美金應該會被批准。這個基金我只管理五年督導，五年後就交給世總

管理，各州都有一個審查委員，如有任何投資案可提出申請，申請額只有 10 萬美

元。  

青年聯誼商務商機主任委員林文章：很榮幸接到這個主任委員的重責。青商聯誼會很重要，每任

的總會長都希望提攜第二代。我在北加州當會長時成立青商

會，目前發展很快有每次開會都超過一百多人參與，希望與

地方商會互相分享，需要這些經驗的話我也很樂意分享。 

年鑑特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東昇：希望各地區商會加強連繫，洛杉磯台美商會有固定的辦公    

室，有專任的秘書，如有任何的事情要發表請與辦公室聯

繫，我會刊登在年刊上。 

網路網頁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邱耀輝：正在編輯第二十六屆北美的光碟，請各地區商會長提供貴

商會資料。 

婦女聯誼主任委員林斯琦：我去年曾設立臉書在臉書上放了一些開會的動態與我們 33 個分會全

美及加拿大分享，我並發佈一些各區婦女一些慈善活動與大家分享。 

 

八、各地區商會會長報告 

秘書長林國彥補充報告：有理事反應地區商會報告時間不夠，與總會長商量第 2 次理事會議時各

地區商會會長報告時間會增加。 

 

名譽會長李安邦建議：各商會有任何資料，請網路網頁管理主任委員邱耀輝放在 TCCNA 的網頁

上。  

   

監事長賴健治報告：今天是第 27 屆第 1 次的理監事會議，由於尚未開監事會議，沒有事情報

告，我是監事會的代表，我會依照總會的章程來執行監事的任務。關於卸任

後歷屆的總會長及監事長的名稱，我將依照修改章程來變更。  

 

九、討論事項： 

1.第二次理事會之會議時與地點。       

決議：洛杉磯台美商會團隊配合總會在拉斯維加斯舉辦。時間另訂。 

 

    臨時動議： 

1.李安邦名譽會長：建議由於美國區域廣濶加上地區問題，建議加拿大增加各工作委員會。 

2.王德名譽會長：建議(1)製作各屆總會印章交接時運用。 



 

 

 

                                                  (2)借用洛杉磯台美商會的辦公室作為北美總會的辦公室固定會址，聘任一              

位工作人員負責聯繫本會事務及文件保存的責任。 

              聯署人：楊信、王金森、涂常雄、林貴香、張秋雄、沈忠正。 

    決議：第一提案：修改印壐刻製為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後通過。 

       第二提案：依照 2006 年表決執行。  

    補充說明第二提案： 

  
洛杉磯 林基龍諮詢委員：   

我是 06 年 當我們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那個時候楊信也是北美洲的總會長，也曾經在理事

會上討論過這個議題，也曾記錄在案，辦公室設備電話、傳真都準備好了。楊信總會長卸任後

就沒有實施，從 2006 年理事會通過至現在有 8 年了。洛杉磯商會的設施一直都準備在這裡，

要如何推動請理事會決定。 

 

我有個意見：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是在外設立一個 office 所有的檔案全部都在 web 面 所以不管那一區的總

會長每一個人馬上都有 access 如果說秘書處就有一個秘書處的 folder 總會長就有一個總會長的

folder 這樣子接下去我覺得最簡單最便宜的方法。 謝謝 

 

黃金森名譽會長： 

剛剛那位女士講的是對的我們是要一個會址，因為我們還有一些紀念品及獎盃而且是歷史

價值真的需要一個會址來保留我們這些歷史性的東西，不管你到任何一個國家那邊都有一個會

址，我們只是暫時 拜託洛杉磯借我們用，將來我們公基金有一百萬以上就可來買自己的會

館，我們也真的需要一個助理還有一個秘書，總會長接任他們比較好做事，大家已經談了十幾

年了到現在還是把這個事情擱在那邊，一個小事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事情，對北美商會影響很

大，為了不要使我們北美商會走下坡我們要做領頭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會址拜託。 

田總會長： 

林基龍會長說 06 年洛杉磯商會處已經同意了，時隔這麼多年我們也要尊重一下 洛杉磯商

會現任洛杉磯溫會長意見。 

溫玉玲會長：欣然接受。 

 

楊信總會長： 

最主要是一個很能幹的主任秘書， 臺北如果沒有謝主任的話，世界台灣商會根本沒有辦

法發展到這個地步，我認為一個很強的主任秘書他會去找一些很大型的企業來加入我們的商

會，黃總會長講的有道理，總會的文件及紀念品要有保留的地方，海外貴賓來拜訪都可以安

排，將來總會開會有很多的細節都可以來幫忙，洛杉磯是一個不錯的地點。有一個固定會址，

接任的總會長不會那麼的辛苦，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會所及一位秘書謝謝。 

 

3.王詩吟監事：請確認北美洲商會總會監事長需繳多少會費？ 
決議：監事長繳會費$1,000 。 

 

4.獎勵第七北組青商會要北美總會贊助多少錢？ 
 

楊信世界總會長：我曾補助青商會一萬美金，主要目的是用來聘請有經驗之專家來指導青商會

創業和發展，不是用來吃喝的，這也是表示我對青商會的重視。 



 

 

 

 

李安邦：這是響應世界總會，重視青商會和各地區商會，避免逐漸萎縮，鼓勵成立新的地區商

會，由總會與予補助，因為剛成立時一定需要許多經費，這也是給創辦人一個鼓勵。 

林國彥秘書長：總會設有地區商會拓展委員會，應由此委員會去拓展，不宜由總會去補助成

立，有些新成立之地區商會申請加入北美總會，應合乎總會之章程規定。 

林鋕銘(休士頓)：補助新成立之地區商會有前例可循，好像是 $500, 是好的傳統。 

廖國卿(鹽湖城) ：越南發展地區商會很積極，有兩百多個公司會員，值得效法。建議請名譽總

會長們組成一個 Team，來幫助會務逐漸萎縮的地區商會，使之更活絡。 

林國彥秘書長：補助新成立之地區商會$500 應該要寫在 Bylaws，沿襲慣例會出問題。 

 

5.王詩吟監事長：請討論我剛才提出的第二個臨時動議，是關於授權給我去找律師，擬訂監事會

之章程。 

林國彥秘書長：找律師需要多少錢？ 

王詩吟監事長：我有一位律師朋友，也許可以義務幫忙，請大會確認是否要去做。 

林國彥秘書長：所擬訂之監事會章程還是需要提請理事大會討論表決，若不需經費應無妨。 

彭良治(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總會之章程如要修改，則須整套修改，無法切割只有監事會章

程。 

龔莉珍(西雅圖)：我們歡迎新地區商會申請加入北美總會，建議將服務地區不重疊之規定擬訂

清楚。 

葉雲河(舊金山灣區) ：我們獲得世台基金會之補助，舉辦了慈善活動，在此表示感謝。鼓勵大

家多捐款給世台基金會，也建議多向世台基金會申請補助，舉辦慈善活

動。 

陳可徵(北卡大三角區)：理事大會有許多好的提案和建議，希望秘書處能將之立即顯示在大螢

幕上，並註明提案內容、決議、執行人、預計完成時間等資訊，以便

追蹤。 

林國彥秘書長：我們開會時都有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