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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屆第三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2015 年 6 月 20 日 

地點：Hilton Los Angeles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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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總會長：凃常雄、葉建榮、許肇祥、江秋檳、姚宏智、黃金森、王  德、楊朝諄、 

                                楊 信、林貴香、楊喬生、廖靜錄、張秋雄、李安邦、 

 顧  問：陳獻士、吳林蘇、邱仁宏、林鋕銘、戴建民、詹凱臣、顏樹洋、林文章 

邱垂煌、廖唯志、謝鎮寬、 林大誠、梁義光 

  副總會長：張文欽、陳世修、何文祥、陳柏宇、陳朝全、陳素琴、江淑茹、陳蕙伶 

        監  事：鄭忠田、林瑞源、傅舟山、莊為仁、黃毅敏、吳麗珍、王詩吟 

  諮詢委員：陳秋雄、王多祿、劉國珍、蔣政宏（陳献士代）、邱耀輝、游勝雄、鄭碧鳳、李淑

玲、郭競儒、羅靜春、林信福、陳玉瑛、李嘉展、康碧娥、徐景勛、盧英華（盧英燕

代）、谷祖光、周建源、方菲菲、方芸芸、羅玉昭、朱    勵、鍾開瑞、楊淑惠、林斯

琦、 

       孔慶超、鄭嘉明、陳舜哲、莊武增、吳東昇、林基龍、溫玉玲、羅安雅、江佛樹、 

       蔡明機、楊南衡、彭良治、蕭忠正、江秋居、林身影、黃安利、杜兆明、林國貞、 

       汪麗玉（江淑茹代）、洪東躍、蕭維儒、張世昌、劉煥國、卓鴻儀、龔莉珍、陳聿

志、林金益、葉雲河（游美津代） 

  理  事：袁丹青、吳碧倉、邱漢烈、劉秀春、沈慧莊、蘇鴻昌、陳樂瑰、吳業錚、楊于萱、 

陳聰能、林郁芳、盧英蘭、王英仁、黃文齡、廖于萍、李庭槐、陳文珊、葛兆涵、 

王嘉玲、樊秋霞、李維灝、辜耀先、黃志強、傅曼玲、何許嘉凌、楊朝詔、方台

生、 

曹淑蓉、汪俊宇、何巧玲、葉協豐、王梅鳳、施俊銘、吳豐植、陳銘敦、李文俊、 

李金標、吳月凰、賴淑娜、王    霖、李佩儒、盧宏文、李旭東、詹翠華、薛正凱、 

莊杏珠、陳宗宜、鄭翔仁、鄭莉容、游美津、狄佩華、黃思諭、徐雅琴、廖國卿、 

蘇鴻慶、張靖媚、魏朝蕙、張恪甄、汪成源、梁美鳳、黃煌裕、王珠娥、黃麗美、 

鐘文權、郭俐妏、高銘發、羅志仁、陳雄誠、李治瑞（簽名） 

 

一、 確認理事出席人數簽到 149 人超過半數（總會長宣佈開會） 

林國彥秘書長： 



 

 

 

 應到 270 位、有簽到的是 147 人，沒有包含授權書的，既然超過半數，就不看授權書。 

 

田詒鴻總會長：剛剛秘書長宣佈簽到人數超過一半達到合法人數，現在宣佈開會。 

林國彥秘書長：現場有很多是第 28 屆的理事，由於場地關係請第 28 屆的理事座在後面。 

 第 27 屆理監事會議開始，進入會議議程 

 

二、 通過會議議程 

決議：通過。 

 

三、 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財務長報告 

 

田詒鴻總會長報告： 

1. 很快的一年就要過去了，下屆的總會長將會帶領總會往前衝。 

2. 去年一年中我為國民外交參加了 3 月份參加加拿大「渥太華叩門之旅。 

3. 世界台商總會 9 月份的「華府訪問團」、「TPP 華府叩門之旅」拜會美國參眾兩院及聯 

   邦政府官員，極力呼籲美國國會及政府部門及早與台灣簽屬台美 FTA，支持台灣加入 

TPP，以符合台美兩國間及美國盟邦的利益，確保亞太穩定與安全。也深深感覺到民間力 

量的偉大。 

4. 參加了北美洲一些地區商會的年會，也對地區商會有一些贊助及鼓勵。  

 

     監事長報賴健治報告： 

                大會議程給與監事長有權力報告，根據第 27 屆監事會議我責責召開監事會議，目前監事  

     會議我記憶沒錯的話在這 3 年裡成員共有 10 位，這一次有 7 位監事出席，裡面包括 2 位新任  

     的監事，按照北美洲台灣商會的組織章程第五章的規訂，幾年前訂定監事會的職權，不知道 

     當時規定監事會章程時不是太週詳，監事會的職責只是按照第五章五之三條的規定只能審核 

     各項財務、收支及各類會計報表，所以根據財務長的報告我們審核的很簡單也非常的順利 ， 

     因為一看收支表就知道總會長也要自掏腰包都是虧錢，這只是第一及第二次的理監事會議的 

     收支，第三次的理監事會議還要花多少錢還不知道，連總會長也不知道，我們在監事會議中 

     談到能夠收支平衡，我想是不可能。另外我們在監事會議中提到即然第五章的功能監事會為 

     本會的監督機構，可是在五章二條中又將監事會局限的非常小，所以我們有個提案就是希望  

     法規委員會或顧問委員會能夠將監事會的功能擴大，因為只有 7 位到 10 位歷任的財務長永遠  

     不夠，我們討論由地區的商會如超過 50 位以上會員的商會，成立一個監事會由地區商會的監 

      事長也來擔任總會的監事，這樣總會的監事會才不會慢慢的萎縮。至於監事會的組織也要給

一些功能，不要像剛才財務長講的百分之九十是顧問會拿走，百分之十是監事會，大家下午

也許可以討論，關於章程實際上值得研議。以上是我報告二項。  

 

秘書長林國彥補充報告：  

   徵求到總會長的允許，他們昨天開會，我剛剛收到監事會的一個正式提案，要求要修改章程，

很對不起，但這一次開會沒有辦法修改章程，真的沒有辦法。修改章程，你們監事會應該有人

才，雖然只有十個人；明年我下台擔任顧問之後還是要當壞人，我還是堅持我們監事會要有正

式的功能，因為他只管財務，我們財務有財務長在管、財務總會長在管、財政委員會在管，還

需要輪到四個會來管財物嗎？財務大部分都是虧錢的，監事會假使沒有功能的話，我提議乾脆

就廢除掉，我們北美洲的監事會是虛有其表；所以請大家思考這個問題，修改章程工程浩大，



 

 

 

下一屆就專心做這件事情；你們這個提案我就沒有辦法接受，你們要列入提案，到底監事會想

怎樣？ 

 

田詒鴻總會長補充報告： 

    我們照程序來，請問監事長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監事長報賴健治補充報告： 

        對不起，剛才因為是監事長的報告，這個提案應當是列入下午討論事項。 

 

          田詒鴻總會長補充報告： 

                 所以剛剛是監事長報告，不是要討論這個議題。 

 

秘書長林國彥報告： 

我的報告都放在年鑑裡面，這次的開會我們有一位總召我對他的評級是一百分，對我自己的工

作評級只有五十一分，所有的一切事情如有不週到的的地方向您們致歉。 

今天的會議由總會長來主持，我只在旁邊幫忙。 

今天的一些提案都是秘書處來提，這些提案都是我自做主張沒有與總會長溝通過。因為這個提

案已經 27 年了，這些提案牽連到我的好朋友及好兄弟，如果沒有通過只有延到下一任會長。我

們的商會的理事大部份都是地方大老，錢很多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帳未收，下午就要選舉不知怎

麼辦，顧問委員會授權我依照章程讓總會處理，我不知怎麼處理，如果一處理總會長就選不出來

了。廣告費、理事費沒繳的，從第一次理事會議催到第三次就不出席了，這二百元理事費是各地

區的會長負責。 

 

田詒鴻總會長補充報告： 

 有理事建議廣告費、理事費沒繳的名單公佈在北美洲總會的網站上，我想緩和一點的辦法是

私下先知會一聲，如果三天後還不繳的話再公佈在網站上。（台下理事鼓掌贊成）。 

 

殷清隆財務長報告： 

簡單報告：收入及支出   

今年的應收帳，會費是$72,400，已收$68,000，未收有 4,400。廣告費應收$28,200，已收

$23,100，未收$5,100，這只是 201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 為止的紀錄，沒有包括這

一次的開銷。報告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秘書長林國彥補充報告：  

   財務報表的負債很多，到目前為止尚有很多應收帳款及應付帳款未算，要到第 28 屆第二次理

事會議時才能總結。 

   現在已經 11 點 10 分，按照議程，希望能在午餐前完成各地區商會會長報告及各工作委員會主

任委員報告。       
   

四、顧問委員會召集人楊喬生報告： 

總會長、秘書長、監事長、財務長，各位總會長、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理事、先生、小姐

們，大家好，大家早安。首先我要感謝名譽總會長黃金森及夫人手寫的記錄報告我看了一下與我昨天

晚上整理出來的及會長 5 月 28 日秘書長打電話和我商量的大致一樣。我們大家拍手感謝黃金森夫



 

 

 

人。另外可以說是歷屆來最有魄力的秘書長。顧問會議出席有 20 位，林秘書長所提的都是今天討論

事項的報告。 

第一項， 推動聯名函等方式支持台灣早日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我們全體通過支 

     持早日加入（TPP）。 

第二項， 名譽總會長長期未出席理監事會議處理辦法。這辦法很有魄力，這個資料秘書處也費了  

     很多心思，陳文雄、王敦正、黃三榮、張李邦等名譽總會長。建議如下，總會以書面通 

     知 4 位名譽總會長，請其出席參加，否則建議停止他們名譽總會長之權益！但保留他們

擔任本總會長之名譽總會長頭銜，這個等一下大家來討論。 

第三項， 各地區商會長期未派人員參加理監事會議：林秘書長說明：如聖地牙哥台灣商會等已經  

      沒有人出席好幾年，及某商會没付會費廣告費用等是否應該將該會除名。顧問們同意，

建議理事會通過報請田總會長以書面通知該會，限三個月回覆，否則註銷會員資格。 

第四項， 確認甘斯維爾台灣商會會藉的事項，我們也討論當時也是我提出討論的，今天日上我們 

有提出大家以團結和諧促進商會的發展。楊總會長也提醒大家在 Las Vegas 拉斯維加斯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己經表決通過，應執行理事會通過的辦法不再討論。顧問委員會建議 

 請會員審核委員會李治瑞以報告方式來決定(1)會員重疊之問題； (2)服務地區重疊之問

題。以符章程程序。 

第五項， 地區商會申請入會事宜，關於這點會員審查委員李治瑞提出報告，由理事會通過做最後  

     的決議。 

第六項， 北美洲總會世台基金會備忘錄事情，請彭良治主任委員與世台基金會研討後向理事會報  

     告，請理事會決議，當時我們決得有很多意見，今天我們將議題放在理事會議討論。不  

     過名譽總會長姚宏智提出希望北美洲總會與世台基金會可以平行，沒有說要越過北美洲 

    台灣商會，他沒有這個意思，希望在理事會議時給他一點時間來解釋、討論。 

    游勝雄選務委員說明北美洲總會長候選人報名事件他有詳細報告，他說報名有個期限， 

    而亞特蘭大報名是用手機，沒有正式的文件申請，因此宣佈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唯一總會長候選人多倫多推舉出來的林金益先生。 

第七項， 鹽湖城有一個提案希望顧問會能解決爭議，昨天收到廖會長的資料也收到提案人的資  

     料。廖會長資料有 20 多 Page，提案人也有 20 多 Page，昨天晚上我花了一個多小時來 

     看這些提案。我們北美洲總會以和為貴的精神，地區商會主任委員建議顧問委員會是否 

     能夠解決，林貴香名譽會長也提案，我是希望以和為貴互相包容為商會發展來努力，當 

      時顧問團沒有辦法討論，希望下一次會議提案人能提出具體的方案，也請廖會長來說明

希望兩會不要閙的很不高興，下一次的顧問團會議再來討論應該怎麼裁決，送理事會，

理事會再來處理，這樣是否妥當，如果需要我本人來參與的話，我本人是義不容辭。以

上報告完畢，謝謝。 

   

五、各地區商會會長報告 

 
  田詒鴻總會長補充報告： 

   我們的會長報告是局限於各商會會的會務報告，不是屬於會務報告的不要在這個時間發言。主

席應該有權利裁決是否屬於會務報告 

 

Atlanta 亞特蘭大：針對事務報告，我們亞特蘭大在年刊中不見了，替代的是今天被核准的甘斯維爾商

會，這個資料我都有發到北美、也跟秘書確認，大家可以看看這本年刊，有很多事



 

 

 

情不公，我也沒辦法講，只能針對這件事跟大家報告。雖然我進北美商會五年，我

感覺一路被踩在地上打，感覺心裡很不舒服；今天我也不想攪局，對事不對人… 

總會長田詒鴻補充報告：請報告貴商會的會務，去年都做了些什麼，做會長的請你尊重一下。 

 

    我們亞特蘭大是每個月都有辦活動，三大節日我們也會舉辦大型慶祝活動，每一

次最起碼有兩到四台的電視訪問，明天 21 日我們也有活動，雖然不能參與，但活

動仍照常舉行；我們是早期到美國讀書，臺灣人付錢，希望我們這些公費留學生，

不要跟這些團體接觸；但自從我擔任副會長及總會長之後，我都盡量想辦法把這些

團體融入在一起，所以每個月都舉辦健行、烤肉、登山，這是我們會內舉辦的活

動。希望每個商會將來可以融洽、和諧的，不分藍綠、不分來自哪裡，只要是華人

就把他們融入在一起。 

Austin 奧斯汀：我是邱耀輝，代表奧斯汀台灣商會報告會務。廖會長有給我簡報，裡面有他們舉辦活

動的照片，可以跟大家解釋他們做的事情。這是他們參加亞裔的相關活動、還有一

些介紹台灣相關文化海報的照片，山地文化的介紹、接下來就是照片讓大家可以瞭

解他們舉辦的活動。 

Brookline 波克萊：劉秀春現任會長報告。本會三月份主辦慶祝農曆新年餐宴給波士頓亞裔老人安養婦

女中心；四月份本會接待來自台灣到波士頓參加馬拉松選手及眷屬，感謝選手們千

里迢迢到波士頓參加歷史上有名的馬拉松賽跑大會，提高台灣知名度；五月份僑教

中心舉辦慶祝台灣日的活動，本會參加遊行並設攤位義賣美食，同月也安排世總聯

合總會呂憲志的孫子至賓州讀書交通事宜；大家都知道波士頓是文化城，在座各位

若是有親朋好友要至波士頓讀書或旅遊，請不要忘記通知本會游勝雄先生、郭競儒

女士等資深顧問或會長我本人，我們都會全程接待，交通與住宿都一手打包，歡迎

大家蒞臨。 

Chicago 芝加哥：書面報告。 

Collin County, N. TX 北徳州歌林郡：現任會長廖于萍報告。今年五月年會，很榮幸又擔任 22 屆的會

長，也選出新的副會長；過去一年舉辦很多活動，比較大型的活動像是拜訪通訊公

司，替會員創造商機。去年休士頓華僑中心，新任處長，我們也辦了一場歡迎會，

同時也是前往加州的夏處長的歡送會；另外也舉辦投資、退休等方面的座談會；二

月有舉辦一個新春晚會，約五百人參加，與會也包括主流及商業政要人士等。本會

在北美擔任副總會長的陳文燦先生，今年當選 XXX city 的商會主席，是 22 年來第

一次華人擔任這個職位，因此也跟這個地方商會有更多交流的活動。其他會務會繳

交書面報告。今年是本會參加北美活動最踴躍的一次，非常高興能參加盛會，和大

家認識。 

Dallas-Fort Worth 達拉斯：現任會長陳世修報告。節省時間，本會會務在北美洲年鑑第 84-89 頁，請大

家參考；另外特別準備本會返台參訪的影片，請大家觀賞，我們商會 36 人回台訪

問，很榮幸能見到陳士魁陳委員長，感謝僑委會的安排。特別感謝我們商會名譽會

長谷祖光醫師精心安排台灣的訪問能順利圓滿成功。 

Detroit 底特律：各位佳賓我叫李維灝，我只講兩句話：中華民國加油、台灣加油。 

Edmonton 加拿大愛城：沒有代表參加。 

Gainesville 甘斯維爾：兩點報告。第一點，我們在成立商會的時候，有高雄氣爆捐款一萬元，因此得

到陳士魁委員長的獎牌。第二點，商會成立一年來，總共舉辦過 17 項活動，如

果要從頭講恐怕要講二十分鐘，因此我只跟各位報告第 18 個活動，就是我們在

昨天晚上林金益競選總會長的競選之夜，我們願意按照去年在拉斯維加斯承諾



 

 

 

的承辦第二次理事會，所以我們非常歡迎各位北美洲的前輩們給我們承辦的機

會，謝謝。 

Hawaii 夏威夷：來夏威夷玩，其他書面報告。 

Houston 休士頓：書面報告 

New England-Boston 新英格蘭波士頓：現任會長許欽俊報告。我們舉辦很多活動，向各位報告，我們

每一年都會舉辦一些財經講座，今年三月舉辦在美置產的座談

會，邀請專家說明並解答疑惑；三月底舉辦新英格蘭第九屆台

商盃的比賽的活動，今年冬天很冷，藉此機會以球會友、活動

筋骨，休士頓賴處長也全程參與活動，並頒獎和球友同樂；另

外也有舉辦第十四屆新英格蘭台商盃高爾夫球賽。台灣日我們

也辦了一些活動。 

Las Vegas 拉斯維加斯：沒有代表參加。 

Los Angeles 洛杉磯：汪俊宇報告，由於我們葉會長去芝加哥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他請我代表他報

告。本會很榮辛可以舉辦世總及北美的理事會，也感謝大家在大老遠、百忙之中參

加我們的活動。本會有很多活動，每一個月都安排會員參觀大型企業，譬如世界總

會長楊信的兒子公司 Simplehuman、Panda Express 等，了解他們如何把公司運做得

如此成功，以此為鏡。 

Memphis 孟菲斯：沒有代表參加。 

Miami 邁阿密：書面報告。 

Montreal/Ottawa 蒙特婁：沒有代表參加。 

New Jersey 紐澤西：書面報告。 

New Orleans 紐奧良：書面報告。 

New York 紐約：書面報告。 

New York Upstate 紐約上州：沒有代表參加。 

North California  北加州：第 27 屆會長報告。從第二次理事會之後，去年 12 月到 5 月之間，我們辦了

幾個大型的活動，像是年會，在年會中，我們邀請了很多當地舞者，表演給

會員看；四月底舉辦選舉，選出第 28 屆的會長及團隊；五月則是有交接典

禮，以上是這幾個月我們大型活動的報告。另外我有個希望，既然要推廣

TPP，像我們商會就盡量和主流接觸以推廣，希望大家可以效法。 

North Carolina 北卡大三角區：沒有代表參加。 

Oklahoma  奧克拉荷馬：首先謝謝很多好朋友，都會問候我們是否安好，跟各位報告，我們都平安，

謝謝關心。因為我們會員並不多，我也有跟林秘書長報告過，他提到我們兩

次都沒有出席理事會，今天特別出席說明，因為第一次我岳父過世滿一年，

正好返台不能參加；我們會員雖然不多，但是上次高雄氣爆我們也捐助了五

千塊給高雄市政府。謝謝大家的關心，歡迎大家到奧克拉荷馬玩！ 

Orange County  柑縣：書面報告。 

Oregon  俄勒岡：第 21 屆會長報告。很高興可以和大家分享過去的會務情況，我們的會很小，在年刊

上只刊登一頁，之後會再提供照片增加在電子版上，但現在先邀請各位一起觀看簡

報，俄勒岡是在美國的西北部，所以我們商會很有特色，雖然只有一個商會，但卻

可以覆蓋兩個洲，這也有好處，可以做兩個州的事情；上次會議有提到 TPP 叩門之

旅，我就想說要怎麼在我們商會施行，於是我就到我們地區的政府單位進行扣門，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為讓我們可以建立關係，這一年內拜會了兩州十個單位，遞

出約 240 封連署信件；當我們去拜會的時候會準備一個包裹，裡面除了包含連署



 

 

 

書，還有一些是介紹臺灣經貿的文宣，增加他們對台灣的印象。本會大約舉行了二

十項活動，分為三個主要項目和大家介紹，第一項就是推動 TPP，是我們最主要的

活動；第二項就是舉辦免費的座談會，像是莊惟仁博士也有特別飛來我們這裡探望

我們羅會長，我也順便邀請他舉辦座談會，為大家講解中醫知識，廣受好評；另外

就是要培養青商，所以也特別針對年輕人舉辦相關講座，像是職場議題；我們也有

跟社區合作，支援他們的活動；第三項就是推廣台灣的活動，像是我們有跟亞太商

會辦一些展覽、擺攤，展示一些台灣的資料，也放連署單給大家簽名，效果都很不

錯；最後今年六月，蔡教授有帶一些原住民來參訪，我們也特別安排他們跟美國的

原住民做交流。 

總會長田詒鴻補充報告：俄勒岡的會長這麼熱情，很多人沒有去過俄勒岡，我想他們商會一定都很歡

迎我們去拜訪！ 

Orlando 奧蘭多：奧蘭多參與了大奧蘭多 county 舉辦的活動，聽取相關知識也在政府單位有曝光的機

會；大奧蘭多地區不是只有 Disney 樂園，我們有很好的世貿中心，大型小型的會議

都會在那邊舉辦；本會協助台灣來的跆拳道、啦啦隊比賽，其中啦啦隊比賽在 107

個國家中，打敗美國榮獲冠軍，本會成員出錢出力，在慶功宴的時候，大家都很感

動，台灣要曝光，就要靠優秀的人才；在啦啦隊比賽的現場，所有國家的人都看到

台灣，但一個讓我感到很難過的地方，希望可以分享給各位知道，就是得到冠軍的

人要唱國歌、拿國旗，但是我們台灣只能拿奧運旗、唱國旗歌，很多在場的台灣人

都哭了，希望大家珍惜現在有的機會，在商會大家就彼此互相支持，一起讓台灣更

好。 

總會長田詒鴻補充報告：我想我們都是人在國外，心繫台灣；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相聚在一起的機會，

一同為台灣努力。 

Palm Springs 棕櫚泉：本會幾乎每個月都有開理事會，定時聚餐、辦活動，過年有舉辦餐宴，請大家

吃龍蝦大餐，並且有給紅包，祝大家萬事如意；另外有會員的子女要到國外留學，

我們也會協助幫忙連絡。 

Phoenix 鳳凰城：沒有代表參加。 

Salt Lake City 鹽湖城：現任會長廖國卿報告，其實我們是很新的會，我的宗旨跟目標是把一個會，全

部一年的行程都辦出來，這樣下一個接任的人就很容易接手工作；我相信在年刊上

都可以看到我們商會列出要舉辦的活動清單，這些就是我的目標。我很珍惜可以和

各位分享的機會，因為也許這一次是我最後一次上台，希望我們的理事可以加油，

未來有人接手我的職位。一月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戶外活動用品展，每一年冬季展覽

時，台灣都會有七十幾個廠商來參展，通常我都會主動給予協助，詢問他們有沒有

什麼需要，就予以幫忙；像這一次有廠商到了鹽湖城後，身體不適不能參展，因為

不懂相關醫療資源，本會就提供協助；另外每一次展覽，我都會率領我們的理事一

同去觀展，也介紹政府機關認識台灣的廠商，希望可以幫忙建立橋梁、促進合作的

可能；另一個活動就是今年過年時，我們特別收集、募捐一些日常生活用具，捐助

給遊民之家，因為鹽湖城的冬天相當冷，遊民在外生活會很困難，所以特別收集用

品捐助；跟其他商會慶祝過年的方式可能比較不一樣，我們沒有辦派對、吃豐盛的

食物，而是以服務社區為主，我們的理事、會員，以及他們的家庭，一起到遊民之

家，本來想跟世台基金會一起舉辦，但因為是第一次舉辦時間上來不及，所以就由

本會主辦；到了遊民之家，我們提供了近 250 份中式餐盒，原本擔心美國人會吃不

慣中式食物，但我們最後發現，這一餐有可能是他們這一生吃過最好的食物，每一

個人都很感動；這樣的活動不難舉辦，迴響相當好。再來就是我們的年會，特別邀



 

 

 

請 OCA 的創辦法官來跟我們分享亞洲到猶他州移民的歷史。5 月 2 日呂副委員長到

我們鹽湖城，很榮幸他與我們商會的理事座談了一個小時，討論會務以及未來發展

現況等，我們很高興和他分享商會的理念「社區為優先，個人目標在後」，他也深

表認同。再來就是很感謝僑委會讓我們舉辦台灣傳統美食巡迴講座，邀請了兩位優

秀的廚師現場示範，這是我們第一次成辦這樣的活動，廣受好評，每一場活動報名

人數都爆滿，連宣傳海報都還來不及張貼，報名就已經額滿，相當受歡迎！活動中

我們也特別邀請當地的政府官員，一同品嘗美食，順便推廣文化，活動很成功。 

總會長田詒鴻補充報告：給會長一個建議，如果可以讓主流的人吃台灣菜，而不是中國菜會更好。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沒有代表參加。 

San Diego 聖地牙哥：本來我用很愉快的心情期待 City Tour 時各位可以到 San Diego，結果讓我們失望

了，不過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歡迎各位隨時有空可以到我們 San Diego 玩，可以

再通知我們，讓我們知道。 

San Francisco 舊金山：會長江淑茹報告，這一次理監事會議本會依然有很多人參與。先向各位報告，

本會有盡量配合北美田總會長及林秘書長的要求，各項會務及活動都有列在年

刊裡面，各位可以翻閱；一月份我們有一個創投的活動、三月有一個健康講

座、五月有一個退休投資講座、六月則舉辦了登山健行，特別想提醒各位，在

賺錢之於也要顧及人生最大財富，也就是健康，所以我們舉辦這樣健行的活

動，大家都很開心，想鼓勵各商會也可以舉辦類似的活動。另外北美總會有提

到要收會費的事情，這件事我在本會也非常賣力，我的方法就是在年會的時候

辦的很好，歡迎大家可以踴躍參加；另外就是製作了一件制服，限定只給有繳

會費的會員才能擁有，大家就都比較願意繳交會費。二月我們舉辦了年會，因

為我是第 20 屆的會長，為了年刊也特別賣力，請歷屆會長提供當年的照片以及

他們的感想，印製在年刊中，這般浩大的工程也順利完成，並廣受好評；我們

的年會辦的很好，希望各位有機會可以來參加，有歌劇表演、專業國標舞，是

一個大家都很享受的活動。感謝大家。 

Seattle 西雅圖：會長蘇鴻慶報告。西雅圖的會務不外乎兩項，一個是促進商業交流、投入社會主流，

在這方面大致的情況是我們會結合洲政治方面的人物及當地的台商，因為我們是一

個農業洲，有很多水產商人到了這邊就促進生意；另外就是協助高雄姊妹會到西雅

圖舉辦一些活動；還有協助華盛頓洲的原住民，進入商業方面的主流。另一方面，

我們也舉辦了很多在戶外的活動，像剛剛有人提到健康很重要，我也是這麼認為。

最後，歡迎大家可以到西雅圖來玩，很多人都不敢到西雅圖，但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有水才有財」，不到華盛頓州、到西雅圖來淋一點雨，你怎麼會賺錢呢？希望大

家來玩，謝謝。 

Tampa Bay 天柏灣：書面報告。 

Toronto 多倫多：現任會長黃麗美報告。三月本會跟田總會長及其他總會人士，一起到渥太華叩門之

旅；四月時我們陳前會長遭遇不幸，在此謝謝各位的關心，五月時我正式接任會

長；六月參與令狐大使舉辦的高爾夫球友誼賽；明年希望大家有機會到多倫多來，

本會會盡全力的服務大家！謝謝。 

Vancouver 溫哥華：現任會長陳蕙伶報告，本會今年一共舉辦超過 18 個活動，其中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是渥太華叩門之旅，剛剛多倫多商會會長有提到，三月時在田總會長、李安邦前總

會長及令狐大使的安排下，做了第一次的渥太華叩門之旅；在五月份，因為我們的

熱情感動了溫哥華一些國會議員，做了一些安排，邀請本會及眾多前會長們再次到

渥太華國會進行叩門，多位部長接見了我們，本來總理也會接見我們，但很可惜的



 

 

 

是當天總理身體不適就沒有接見我們；本會有製作一本精美的年刊，歡迎大家索

取。今年我們也舉辦本會 23 年來第二屆企業獎的評選活動，邀請很多台灣企業參

加。謝謝大家的聆聽，本會的新任會長已經選出來了，是孫光芬，期待大家有空來

溫哥華玩，謝謝。 

Washington DC 大華府：書面報告。 

總會長田詒鴻補充報告：俗話說，小孩要當了父母才知道父母的辛苦，所以這一次我擔任總會長的職

務後，才真的明白這個道理；我要謝謝每一位前總會長跟他們的團隊；坦白說，以

前參加會務，總是很容易抱怨，為什麼辦得這麼不好、為什麼吃的這麼差？我現在

才明白，當我一根手指指著別人時，四根手指是指著自己。所以我真正的由衷感激

在座過去曾參與會務的各位，很謝謝你們的付出。最後我想澄清的是，年刊在前幾

年已經決定使用電子版，只是我忘了多做多錯、少做少錯，我們秘書長說，今年我

要恢復印製紙本年刊，我連想第二次都沒想就決定要做，但是不是說我一昧就決定

要這麼做，我還是需要大家的幫忙，把資料及時的提供給我們；這一次共有 18 個

分會參與，在此謝謝這 18 個分會即時的合作，因為你們即時的提供我們才能印

刷，如果有些人到最後才交，在此只能表示抱歉，謝謝。 

秘書長林國彥補充報告：電子稿還沒有截止，這個爭議性很大，因為我們是在林桂香會長的時代要求

要做電子版，年鑑是送的、免費送的，現在還有十幾個會沒有提供說明及廣告，有

一個辦法是按照舊的資料刊登；請各位以電子版為準，因為電子版是到九月，你們

更新的資料、廣告，九月時一定要送到邱耀輝那邊去，他是電子版的負責人，我們

有付他費用，所以請各位以電子版為準，謝謝大家。現在還有一些時間，監事長要

宣布新的監事長及副監事長。 

監事長賴建治補充報告：根據章程第五條，監事會可以用票選的方式選出下一任監事長及副監事長，

經過票選的結果，新任、第 28 屆的監事長是黃奕敏監事，副監事長林瑞源監事。

到下午就結束我一年的任期，謝謝大家這一年的指教。 

選務委員會補充報告：第一，剛剛的監事長並不是由我們選務委員會選出的，他是由歷任財務長自己

選的；第二，等一下請每一個人要攜帶 ID，下午我們會發選票，發選票的順序按照

ABC 字母，所有的選票是根據秘書處最新更正的名冊製作；我把選務工作簡單講解

一下，江秋居負責記時、我負責唱名、郭競儒和江秋居負責檢驗身分、發選票的是

孔慶超、盧宏文負責維護安全、陳柏宇負責導引及揭票；最後負責揭票的是郭競

儒、江秋居、孔慶超。謝謝。 

 

六、各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 

顧問委員會召集人楊喬生：沒有需要補充報告的事項。 

財政預算委員會主任委員林鋕銘：缺席。總會長決議請他書面報告。 

法規章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彭良治：書面報告。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大誠、梁義光：書面報告。 

梁義光：去年九月 WTCC 在楊信總會長帶領全球台商精英們到美國首府華盛頓 DC 像美國政要及

國會的「叩門之旅」，與世界商會總會初步接觸，提供方便的交通及住宿訊息之後，所

幸後來全由駐美代表處的官員安排，拜會所希望見的單位，成績豐碩、順利完成。 

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游勝雄：等一下選舉時再報告。 

地區商會拓展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美珠：書面報告。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治瑞：討論事項時再報告即可。 

商務商機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文忠：書面報告。 



 

 

 

青年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章：書面報告。 

年鑑／特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東昇：書面報告。 

網路網頁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邱耀輝：書面報告。 

婦女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斯琦：書面報告。 

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垂煌：書面報告。 

會員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溫玉玲：書面報告。 

 

七、討論事項： 

總會長田詒鴻：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針對議題發言、討論 

1) 推動決議案、聯名函等方式支持台灣早日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總會長田詒鴻：早上顧問委員會召集人也已經報告，顧問委員會全數通過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PP），想請問大家是不是需要把所有說明再說一遍，因為資料已經放在

各位的桌上，可以參閱；有沒有人要繼續表示意見？ 

休士頓方台生：關於 TPP 的連署，我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我想我們需意做得更 Serious 一點，因

為我不太明白連署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是要送到白宮，像在台灣連署，我們需要寫下

身分證字號，那我想我們是不是需要寫下 legal name 後，下方還要寫護照號碼，藉此

表示我們是美國的公民，強烈要求美國政府支持我們推動這件事，而不是只是半調子

的簽字，如果是這樣要多少個簽名都沒有問題。 

總會長田詒鴻：這是一個很好的意見，想請問陳銘師副處長對這件事有沒有什麼看法？請陳副處長給

我們一些回應。 

陳銘師副處長：首先謝謝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對這件案子的支持，其實連署給歐巴馬總統是一個

很有意義、效果也很好的做法，如果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能夠寫上身分證號碼就會

更好，不知道會不會造成這位工作上的麻煩，我當然覺得這是很好的建議。 

XXX：大家其實都有帶著駕照，其實可以直接寫下駕照號碼就是一個代表。 

總會長田詒鴻：原先也有提議要用護照號碼，但是有些顧慮就未執行；如果我們只希望是公民、有投

票權的人才可以連署，那就可以考慮用護照號碼；但若是我們認為只要是美國的居

民，就有連署的權利，他們沒有護照號碼... 

蕭 XXX：如果是美國的居民或 Citizen 的話，寫上自己的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及住址，不需寫下駕照

號碼，他們就可以 Verify。 

總會長田詒鴻：如果這樣的話，因為不是每個人馬上就可以有護照號碼，如果說我們把這個… 

林鋕銘：1989 年，北美總會在陳文雄前會長、第 3 屆，就有發動一個協助台灣加入 GATT 的計畫，

當時我是召集人；那時候我們的做法是這樣，我把信準備好，在美國也只需要有名字及住

址就可以，主要寄給兩個地方，一個是白宮、一個是 USDR 兩個辦公室，所以當時是每個

人一封信，六個月之後當時的布希總統就對外聲明，他們讚成台灣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

名義加入 GATT，也就是現在的 WTO，所以我們比中國早 30 分鐘進入 WTO，在 WTO 這個

組織結構裡，我們和中國是平起平坐的。白宮在六個月之內大概收到了五、六千封信件，

他們都不用打開閱讀信件內容，就可以明白這件事有很多人支持關注；因此我想這是一個

很有效的方法，也許我們連署，大家都簽在同一張紙上，只有一封信寄到那邊，就只會被

擺在桌上、被忽略，總統可能也永遠看不到；相較之下如果我們是每天一疊的信送過去，

他們就不得不重視了，我想這會是比較有效的方法。唯一比較麻煩的就是需要大家貼郵

票。我的建議是，這些資料都已經準備好了，就發給親朋好友請大家填寫，也不用管是不

是美國公民，反正就是從美國出去的信件。 



 

 

 

溫玉玲：今天這個提案裡面有三個執行的計畫，一個是決議文、一個是 letter to Obama、一個是給各

商會會長帶回自己的商會內連署；這份文件，不管你在哪裡簽署，我們都會知道你的 title，

會把你的 title 寫在簽名的下面，假如你去簽署，他們就會詢問你的 title 並且要求要寫下

來，這封信因為是要用北美總會的名義送出去，所以需要有 title 以上的人才能簽名，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簽署，向大家說明一下，謝謝。 

黃金森：北美總會不只發起一次這樣連署的活動，除了林鋕銘提到的那一次之外，還有一次我們達拉

斯三千封信、經過北美，賣 F16 給台灣，那個時候我們也是很爭光，也是一人一封信，同

樣的方法，每個會員拿了一封信，帶回家填寫之後就郵寄出去，所以相當成功，老布希總

統就同意賣 F16 給台灣。那一次是由總會打好的一封信件，大家簽名並寫下地址就可以。 

總會長田詒鴻：請問還有寶貴的意見嗎？沒有的話，細節的部份我們會再 follow up，像是信件簽署該

有名字等資料，我們會再做調整。如果是這樣的話，對於提案本身有沒有人有意見？反對

的意見？沒有的話就請鼓掌通過。(大家鼓掌通過) 

  決議：鼓掌通過。 

 

2) 名譽總會長長期未出席理監事會議處理辦法 

總會長田詒鴻：早上秘書長有報告此案的由來，召集人也有補充，表達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如果名譽

總會長連續三年沒有出席理監事會議、也沒有繳會費，顧問的頭銜會被取消，但名譽

總會長的頭銜還是予以保留；關於其他三年沒有繳顧問費的，會要求放棄其他資格。

是兩年。 

秘書長林國彥：此案經過調查，關連到永久顧問會的問題。永久顧問會的成員，開會一定要過半數才

有效；目前算來算去已經有六位永久顧問(名譽總會長)在天堂了，另外有四位，一位

是陳文雄先生，做了總會長之後就沒有出現；一位是王敦正先生，不曉得原因就失去

聯絡好幾年，但他還是很活躍；一位是洛杉磯的黃三榮先生，也不曉得原因就好幾年

不出席會議；還有一位是張理邦先生，提出此案前，我有委託林金益先生，先去和他

連繫，看他的意思，因為他有時候會出席，有時候卻很多年不出現，所以想知道他到

底要不要保留永久顧問(名譽總會長)的頭銜，他也明確回答林金益說他不要了。已上

就是這四位有比較多的問題，當然這四位都是我們德高望重的名譽總會長，希望可以

有個辦法給他們通知、或是由總會長處裡怎麼樣的。 

總會長田詒鴻：謝謝秘書長的說明。這個案子有沒有人要繼續討論？沒有人要繼續討論，那有沒有人

反對？詳細執行細節我會跟後任會長商量，原則上畢竟是前輩，就用盡所有的辦法、

想辦法和他們聯繫，若是過了三個月聯繫不到，就會執行。沒有人反對的話請鼓掌通

過。(大家鼓掌通過) 

                 決議：鼓掌通過。 

 

3) 各地區商會長期未派員參加理監事會議處理辦法 

總會長田詒鴻：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一次會議未派員參加理監事會議的有 Edmonton, Las Vegas, 

Montreal/Ottawa… 

曹淑蓉：不好意思，我是代表 Las Vegas 參加的，不知道為什麼說我們沒有派員參加；因為剛好陳光

澤生病，我在外面看他… 

總會長田詒鴻：好，對不起。還有 New York Upstate, North Carolina, Phoenix。所以跟顧問委員會開

會決議，這些都沒有參加的會先行文通知，三個月之內若是沒回應、或者沒有把該

繳的錢補繳，我們也是會以除名處理。有沒有人表示意見？對，先降為觀察會員一

年，如果降為觀察會員也不理會… 



 

 

 

秘書長林國彥：此案也是有先經過聯繫才提出，尤其是 San Diego，其實 San Diego 是一個部會，不

曉得什麼原因，他們的青商很強，但是老商沒有什麼精力；某次開會碰到他們的大

老(旅館公會跟我們商會的會員)，他說拜託不要把我們除名、或是降為觀察會員，他

一定會找人來參加；所以剛剛總會長講的這種辦法很好，給他們三個月或一年，就

是給他們一點時間，降為觀察會員，等他們會員數到了 30-50 人左右，像總會報告，

總會就可以予以恢復為永久、正式會員。不曉得大家對於這個辦法的看法如何？這

個不是針對 San Diego，我認為比較嚴重的是北卡，我記得他們是兩三年前，好不容

易進到我們總會，但就沒有出現了；所以有很多會，以前舊有的我們沒有辦法，但

很多會他不出席、不繳理事費也不買廣告，我們也不知道該用什麼辦法，請大家提

供意見。 

廖靜祿：剛才提到我們是老會員，沒有錯，總會在 27, 8 年前成立以來，在我們 San Diego 成立，很高

興經過三十年之後，能看見有這麼多新的面孔加入我們，我覺得我們的商會很有希

望，我感到很欣慰。告訴各位，San Diego 商會每一年、每一次都有理事、有人會來

參加會議，我們也都有交錢，我不知道什麼原因總是特別針對我們，但我覺得沒關

係，大家兄弟姐妹。我想，商會成立的目的，成立的時候在聖地牙哥，那個時候我

是理事，大概只有三個目的，第一個讓大家有交朋友的機會，第二個則是商機互通

有無，在座有很多老前輩一定都很清楚，第三個則是為台灣做事，就這麼簡單。經

過二十幾年的發展，我們發展很多會，值得高興，可是會的規模變大，就會友一些

問題的出現，但也沒有關係，因為有問題的出現就是好事，表示有人注意，我們這

麼多會就一起想辦法改進，把他變好。北美總會很清楚我們的服務裡面，第二條，

按照章程「幫助各地台灣商會的建立，以及發展」，也就是說總會應該幫助各地區

商會的建立以及發展，即不斷的聯繫地方商會，這都寫得很清楚。另外，第三之 10

條「超過一年未派員出席理事會，或未定時繳納理事會費，可以停止會籍」我是絕

對贊成要按照章程執行，因為章程是大家一起訂立的心血，不斷改進、辛苦的修

改，大家都應該遵守，沒有例外、沒有特權。現在如果是一個方案的話，我想拜託

總會，不要用某一個會當作舉例，這樣很不好，容易造成誤會；特別是拜託下一屆

清查一下，根據總會章程，要幫助地區商會的建立及發展，大家說對不對！最後，

今天的開幕典禮我很感動，我們的國策顧問、詹委員以及世台的總會長，他們所講

的話我綜合了一下，希望大家把主觀想法稍退一步、以和為貴、大事化小，小事化

無，我們都是生意人，頭腦都很好，我相信在我們北美總會沒有不能解決的事情，

大家運用智慧，把商會的事情越弄越好！ 

總會長田詒鴻：廖總會長也是我們的前輩，在北美、世界，是世界級的，語重心長，我想下一屆會長

就要更多在會員下功夫了，謝謝。我們回到第三項討論事項，在採取任何行動以

前，我們會盡量用各種方法聯繫，不是說我打電話去，沒有人回應就算了，我們一

定會用電話、email、書信等各種辦法和他們連絡，那既然廖總會長在聖迪牙哥，也

請你多多協助北美總會，謝謝。第三項討論事項還有人有意見嗎？沒有意見的話就

鼓掌通過。(大家鼓掌通過) 

                 決議：鼓掌通過。 

 

4) 確認甘斯維爾台灣商會的會藉事宜 

總會長田詒鴻：早上有聽楊喬生召集委員總結顧問會的決議，顧問會的決議認為這不應該是討論事

項，而是報告事項，那我們請我們的李主任委員跟我們報告。 



 

 

 

李治瑞：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治瑞報告，亞特蘭大大台灣商會提供的名單是 257 位，由於

甘斯維爾台灣商會提供的名單是 238 位，經由總會交給我的兩會名單，按照詳細對

比，我總共花了兩天的時間，有十個同事，一起逐一幫我檢視、核對，我手中都有

資料可以證明。出來的結果是，甘斯維爾商會一共有 18 位重複於亞特蘭大商會的會

員名單之中，根據北美洲章程第 38 條「本會地區台灣商會之會員可以與其他地區台

灣商會之會員重疊，但重疊人數不可超過該地區台灣商會會員人數的十分之一」，

大家知道 257 位的十分之一是 25.7 人，甘斯維爾商會僅有 18 人重複，故本委員會核

實之報告為：甘斯維爾商會會員並未逾越亞特蘭大商會會員十分之一，完全符合本

會章程之規定，請准予變更為正式會員於下一屆，謝謝。 

總會長田詒鴻：根據我們李主委兩天的核對結果，有沒有人還有反對的意見？亞特蘭大王會長請發

言，但請你針對這個議題發言，謝謝。 

王會長：我想這應該是兩個，37 跟 38，38 條他說人員沒有重疊，但 37 條他說同一地區、同一範圍，

我向田總會長及秘書長報告，我的觀念是非常歡迎大家加入北美總會，但是你不應

該要改掉，就開放，不要限定什麼地區範圍，或是人員的限制，讓大家遍地開花，

前面進來的五個商會也一律考量進來，比較公平嘛！不能針對一個商會量身訂製，

那就不公平了。今天我也不想跟大家爭，事實上我們有 65 個是重疊，但我不用這個

來 argue，針對這個 37 跟 38，既然李大姐說 38 條沒有問題，我也沒意見，但是 37 條

地區範圍重疊是百分之百重疊的，除非你把北美的規章改了，以上是我的意見。 

總會長田詒鴻：謝謝，意見很好。我想大家原本的目的本來第一就是交朋友，第二就是為台灣發聲，

王會長今天能有這樣的肚量來處理這樣的事情，我感到欽佩，誠如王會長講的，如

果將來我們的規章是要開放的話，基本上不在這個案子的範圍之內，那是另外一個

案子，如果另外一個案子大家有意見的話，當然可以在下一個提案、連署的人夠

了、辦法講出來過後，在下一任來討論，當然是很好，對不對？如果這樣沒有其他

意見的話，是不是我們就鼓掌通過？(大家鼓掌通過)。 

       決議：鼓掌通過。 

 

5) 科州大丹佛地區台商會申請入會事宜 

總會長田詒鴻：說明地區商會拓展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美珠收件後，交由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

委員李治瑞審查，現在請李主委報告。 

李治瑞：不論喜不喜歡我，請大家忍耐；這份工作相當吃力不討好，會找我是因為我的個性比較正直

也比較兇悍，因為要做一個審查就要把關，在任何一個團體都是這樣，如果我們良

莠不齊，什麼人都可以進來，對我們會是不好的，有辱北美的清譽。科州大丹佛地

區台商會入會審查報告為： 

一、依本會章程第三之二條規定，科州大丹佛地區台商會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Denver Colorado Area 已於 2009 年 9 月 17 日向科州州政府申請合法立案；科州大丹佛

地區台商會成立五年來，該會參與科洲主流社會活動及協辦僑委會各項講座及活

動，並有報章報導記錄在案。 

二、科州大丹佛地區台商會提供文件如下：正式入會申請書、科州州政府登記執照、商會

章程、會員名冊共 41 位名單(含姓名、通訊地址及電話)、活動並附有報章報導記

錄、行政人員會議記錄。 

綜合上述送審文件，本委員會審查結果，該會符合總會正會員之資格，建議接納科州大丹

佛地區台灣商會入會申請為本會之正式會員。現在就看大家能不能通過，如果可以



 

 

 

通過的話，就請科州大丹佛地區台商會的榮譽會長、創會會長趙陳月利女士，她特

別來參加我們的會議。先請總會長做表決，我再請她上來和大家見面。 

秘書長林國彥：我已經徵求總會長的同意發言，我想做一個建議，他用大 Denver，這個太大了，是不

是這個「大」可以拿掉？ 

李治瑞：這樣好不好，因為她本來申請是用 Colorado，我請她改的，因為不能用州名… 

總會長田詒鴻：我們一步一步來好嗎？剛剛李主委的報告跟核定，有沒有人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

表決之前先補充一下，秘書長的建議是說，需不需要有一個大 Denver，請您補充說

明一下。 

陳月利：我們用大 Denver，其實也可以用 Denver，因為我們科州一項用 Major Denver Area，我們是根

據英文申請的文件，所以才會有一個大字，報章雜誌也是這樣，凡是用到 Major 

Denver Area 也都是寫大丹佛地區，因為 Denver county 包括除了丹佛市以外，還包括

其他兩個市，我們有幾個理事也是在這些地方選出來的，所以我們才會用大丹佛地

區，如果可以，請允許我們用大丹佛地區，如果不行，我們也可以把大丹佛的大拿

掉，謝謝大家。 

總會長田詒鴻：我想林秘書長只是提出一個問題，並不是決議，是開放讓大家表示意見，這是林秘書

長的意見，有沒有人對這個大或小有意見的？如果沒有人有意見，我就宣布沒有人

持反對科州大丹佛地區台商會成為我們的會員的話，在沒有反對改名或讓他們近來

的情形下，鼓掌通過。(大家鼓掌通過)  

  決議：鼓掌通過。 

 

6) 北美洲總會世台基金會備忘錄事宜 

總會長田詒鴻：我想我們不用再討論歷史了，這樣會討論不完，我們兩會之間其實已經達到 90%的共

識，請雙方三分鐘的時間，來表達意見。先請世台的林總會長 

林貴香：今天早上我聽田總會長的致詞我很感動，他強調我們要以和為貴，句句由內心深處而發出，

我覺得我們都是來自東南西北，每年才聚首兩次，在一起的時候就是交朋友、找商

機，能夠在北美相聚就是一家人一樣，還有另外兩位致詞，像國策顧問王正勝，他

說我們北美的會員知識很高、意見也很多，退一下就海闊天空，呂前副總統則說我

們沒有本錢意見不合，我呢，也是這個用意，相信各位在過去一兩年來，每次提到

世台基金會就有一點雜音，那我們要以和為貴、退一步海闊天空，今天這份資料每

個人桌上都有，請大家閱讀一下，很簡單，只是一個備忘錄，今天我們在這裡，可

能二十年之後我們不在這，新來的會員哪知道世台基金會的緣起呢？所以這一張很

簡單的就是歷史，不能改造的歷史，就是一個緣由，還講到讓大家知道北美總會是

在德州申請的，所以他美國聯邦 501C6，C6 是 Commercial 的意思，不接受 donation，

然而世台基金會是在紐約申請的，他的美國聯邦則是 501C3，大家都知道 C3 是

Charity，可以接受 donation，可以扣稅。因此跟北美總會連結，是一個相輔相成、互

助互惠，如果有善心的人、樂善好施的人都可以藉著北美總會跟世台這樣的連結、

平台，來做善事，能夠一起打拼，來自世界各地的台灣人一起做的公益事業，就是

這麼簡單，所以希望今天可以大家同意通過這個備忘錄，這是沒有什麼 legal 的

application，希望我們可以像兄弟一樣的平行，因為以前就是在吵誰比誰高，你在我

之上，我在你之下等問題，大家都知道；現在就是兄弟平行，我們就是一起做善

事。如果同意的話，以後就沒事，我們就可以好好的找商機，然後也是一個回饋社

會的階段，如果在三十年前我不敢講這樣，說可以付出，但現在每一個參加總會的

人都是事業有成，已經是可以奉獻的時刻了，謝謝。 



 

 

 

總會長田詒鴻：我們北美總會彭良治主委請三分鐘回應。 

彭良治：大家手上應該有兩份草案，不是只有一份，這兩份草案基本上沒有什麼衝突，只有兩個地

方；就是在最後一個地方增加了，我不知道剛剛林貴香總會長準備了一份還是兩

份，最後有一個同時 TCCNA 理監事會所修訂世台聯合基金會組織章程，與世台聯合

基金會組織綱要中所規範 TCCNA 權利義務同時一併停止，這個來源是去年我們基金

會有報告，那我們的秘書長跟總會長認為我們的章程裡面沒有基金會這個字眼，為

了這個原因，我們才寫這個備忘錄，那這個備忘錄呢，90%我們都同意，原則上是

說，基金會跟北美商會之間有一個連繫，可是就是我們以前也通過了兩個章程，一

個是世台聯合基金會組織章程，另一個是世台聯合基金會組織綱要，不知道在座有

多少位看過這兩個的內容，唯一一個不同的是說，通過這個組織綱要，但是你們知

道以前北美設立基金會的時候，剛開始有一些金錢的補助，還有其他方面的協助；

現在增加權利義務同時一併停止這些不是很好的字眼，不過目前能想到就是說，我

們根基金會之間既然是平行的兩個單位，那這兩個單位就是根據備忘錄為關係，以

前的責任及權利就停止，好像一個新的約定，簽了新的約，舊的約就不再具有效

力，主要就是這個差別，請大家思考。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呢？基本上我是站在北

美商會組織上面來做思考，謝謝各位。 

姚宏智：因為在溝通的過程當中，我是世台基金會的代表，我本來想說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也是

一件黑白分明的事情，我就接受了這個代表的工作。一直到前天晚上的時候我發

覺，真糟糕，我怎麼會來淌這個渾水？因為大家都在講法，但要講法的時候，請大

家要思考一件事情，北美總會是在德州註冊登記的，是 501C6 非營利組織，世台基

金會則是在紐約州登記的，是 501C3 非營利組織，這兩個是各自向美國政府申請成

立的組織，就像是 A 公司及 B 公司，A 公司有問題怎麼會扯到 B 公司去呢？所以這

也有點像是知法犯法，但比知法犯法還要嚴重，你拿法來愚弄大家，這根本是兩個

完全分開的組織，在北美總會的章程上面，沒有任何提到世台基金會的承諾，完全

都沒有，為什麼要拿這個東西 嚇唬大家呢？這很簡單的嘛！世台做世台的事情，世

台收了捐款，可以給扣稅的證明，這個事情再簡單不過了，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精

神來搞這個東西呢？備忘錄本身也沒有什麼法律的效力，如果大家懂得備忘錄的基

本精神的話，備忘錄只是歷史上留個記錄，有什麼法律責任？不用！不要讓說法律

的人困擾我們的想法，兩個不同的組織，怎麼可能會互相有關連？ 

總會長田詒鴻：我們當然是開放讓大家表示意見，表決以前，既然剛剛彭主委說大家都有兩個版本的

資料，我們必須先澄清才不會搞混，到底現在是以哪一張為準？ 

秘書長林國彥：因為這個事情我是當事人之一，「林國彥」三個字在上面，我盡了一年的力量，搞到

99%，不是和彭良治而是和姚宏志會長講了一年，從非常囉嗦的事情搞到很簡單，我

以為會講成，但是今天卻很難，所以我要辭掉，因為我的授權本來是自願替北美洲

來抗美的，但是認為我的能力不夠，非常抱歉，北美洲的方面是交給我們法規委員

會主委去處理，從現在起，既然講不通，為了小小二十幾個字，兩邊都不讓步的

話，我這個交涉人就辭職，另外由總會長指派人選，或是你們以後又重新擬的話，

就另外找更合適的人，謝謝。 

曹淑蓉：我是世台的董事，我為什麼支持並且參加這個會，是因為假如有錢，什麼地方都可以捐，為

什麼我要捐在這個地方？要做這裡的成員？因為我們開始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夠以北

美總會的名義來進入台灣，把台灣的名聲提到聯合國，要進到聯合國，非營利組織

是非常難的，目前台灣只有一些宗教團體，所以是希望可以以北美洲大家的力量，



 

 

 

一同支持世台基金，讓台灣也能在聯合國慢慢的張揚。我的動機很簡單，我們的帳

目我覺得是非常的清楚，我從來沒看過，都是林會計師在做，支票的進出也是… 

總會長田詒鴻：請你針對議題，其他細節不用講，謝謝。 

曹淑蓉：所以我是本著這個理念加入這個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高抬貴手，謝謝。 

總會長田詒鴻：請問誰還需要第一次發言？ 

莊為仁：好像提到基金會莊為仁都是唱反調，其實我是絕對支持行善，而且這個基金會開始到現在…

這個基金會呢我們看到裡面所寫的，我們商會只有給他好處，他給我們商會什麼好

處？我們每個當會長的錢都不夠，自己要掏腰包，募款卻給他們，請問你給我們商

會什麼好處？給我們會長有什麼好處？而且你的這些報表、報告，經過北美加蓋印

章，我們都沒辦法看，甚至只有列席，連繳什麼錢都沒有。各位想想看，他已經長

大了，基金有幾十萬，他可以成立了，他可以再招集其他基金會一起做得更大，不

需要我們商會當個母親，抓著母親不放，不需要給他們很多錢，他們已經長大，可

以了，我建議我們應該支持他，支持他是另外去捐他，而不是我們一定要撥時間給

他去募款，我覺得不合理，謝謝各位。 

總會長田詒鴻：針對這個請問還有沒有意見？ 

姚宏智：各位聽到剛剛的發言，這個東西又繞了回來，又繞到一個模糊點上，現在變成是說世台基金

會逼著北美的人要給我們…這已經把事情扯遠，變得太離譜了，我們甚至已經退步

到將來北美的總會長，會被邀請列席擔任世台基金會的董事，他願意捐錢，非常

好，他不願意捐錢，我們也是會邀請他，所以這個是沒有那麼複雜的！剛才彭良治

主任委員講的，北美總會跟世台有個契約，我請問主任委員，你把那份契約找出來

讓我看看，哪有契約？沒有契約，這個就是在愚弄大家，唯一就是當初是北美總會

有一個 commitment，北美總會每年會撥 5000 塊錢給世台基金會，我們現在講說北美

總會長你願意給你就給，不願意給也沒必要給，這是大家甘願的事情，既然沒有契

約，怎麼會扯到要取消契約的動作呢？我跟我太太如果沒有結婚，我們也不用離婚

呀！ 

林鋕銘：抱歉，雖然我一開始沒有介入世台基金會的這個議題，但我一直很關心這件事，因為我一直

希望可以用北美總會的團體名義加入聯合國，所以我很注重這件事情，後來有機會

我也參與這個計畫裡面，花了很多時間，我有一些 information，想跟幾位商會的朋

友…說一句很抱歉，如果因為覺得我的姿態太高，在這裡向大家道歉。我想講的一

件事情，如果各位有機會上網，看 http://stufunited.org/我們的網站，你一定可以看到

我們從 2009 年正式成立臨時董監事會以後，每一年網站上都有三個 reports，第一個

是財務報告，由林瑞原會計師；第二個就是像美國國稅局申報的 form990，是公開的

訊息，除了超過 5000 塊的 donor 資訊不能公開，因為個資的問題，我們完全按照國

稅的法規在做；第三個就是中英文的 annual report，像所有捐款者報告一年內我們做

了什麼事情。所以基金會裡面有監事會，我不知道我們也必須再受北美總會監事會

的監督，雖然我們有邀請一位具有監事資格的人來擔任我們的監事，以上就是我的

補充。 

彭良治：基本上基金會的成員剛剛講的我們都很贊成，他們都做得很好，我現在的一個重點只是我們

北美商會對這個基金會，在成立的過程，以前都要很多的申請，現在都沒有；剛剛

這個姚總會長講了一些情緒性的話，現在就是說，我是站在本商會的章程組織上，

這個立場，基本上我們都贊成這個基金會非常的成功，可是北美商會本身從過去到

現在，對他們的兩個組織章程，請各位有空去看一下，那個方面是成立的時候也是

由北美去成立，我現在只是提議一個重點，我們如果從今天開始通過這個備忘錄的



 

 

 

話，那以前所有的權利義務就停止，就是這麼簡單的論點，其他的我相信我們都很

贊成他們做的事情，謝謝。 

王詩吟：我是北美前任會長王詩吟，北美派我到世台當監事，我只有兩點建議，對世台基金會我以監

事的身分建議，你們是不是應該要設立財務長，現在沒有財務長錢是誰在管？理論

上董事長跟秘書長是不能碰錢的，那你應該是屬於財務長，那就沒有問題，因為我

不是說很了解；另外一個小問題，在備忘錄最下面，合作方案第六點，要求北美總

會安排兩個小時，提供場地及人員，召開聯席會議，請問這個費用誰出？要講清

楚。 

XXX：根據我剛才講的，如果總會長願意負擔我們這部分的費用，我們非常感激；如果總會長不負擔

這部分的費用，我們可以在自行處理。 

秘書長林國彥：大家要記得，這也是我有跟姚會長商討過，幾乎都完成的 99%，我一直強調只差了二

十個字，北美洲的要求是說今天通過備忘錄以後，所有以前大家不懂得什麼組織綱

要等等的都作廢，用今天通過的為標準，世台基金會不同意這點，我不曉得他們為

什麼不同意。我講一句個人的心態，廢除也好、不廢除也好，都是自己人，我們都

相信世台會做大善事，絕對不會做違法的事，但是我們北美方面，包括我自己都是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想得太多，怕他們將來怎麼樣會牽連北美，其實這個是可

以解決的事，請大家不要意氣用事，現在 99%都同意了，不要講說什麼錢的問題、

不要講說我們攻擊他們開會的問題，這都是小事，做會長的絕對做得到，讓他們兩

個小時的開會、讓他們演講、借我們東西，借我們開會的地方一起去開會，這個都

是小事，不要講錢的事，這是原則的問題，這幾個字兩邊都看得很重要，我就不

懂、完全不懂，到現在還是不懂，我只能說你們到現在不能解決的東西，我也不能

解決。 

XXX：我們是無法接受把組織章程跟綱要取消作廢的，因為我們世台現在整個運作的基礎，就是根據

這兩個來運作，一旦把它作廢，我們世台基金會該怎麼運作？所以呢，我們也讓了

一步，如果這個備忘錄一簽，我們可以講清楚，彼此之間沒有… 

楊信：我相信在座一兩百位都跟我一樣都不太明白，我到世界各大洲，每一洲都成立一個類似世台的

組織，為什麼呢？因為離鄉背景賺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話會被人家抗爭，我搞

不懂為什麼大家為了這幾個文字在吵來吵去，這個備忘錄根本不會傷到我們北美總

會，我個人今天又捐了 17 萬美金給世台，為什麼要吵這個東西？吵的人站起來給我

看看，不同意的我看不到五個人，那為什麼大家要白白浪費這麼多時間在這邊呢？ 

總會長田詒鴻：我想現在不再讓大家發言，而是照程序，這個備忘錄基本上，我們秘書長很辛苦，夾

在幾個好朋友之間，所以今天是理監事會議、是我們的最高機關，只要理事通過這

個版本，總會長及秘書長都必須要簽字，只是我想名譽總會長講的很好，我們用我

們的智慧、用最大的包容心，來投票好不好？我們還是用多數決，我現在先詢問有

沒有人反對簽字這一份的備忘錄？簽字這一份跟沒有簽字的這一份的不同點在於簽

字這一個是說「以上合作備忘錄經 TCCNA 理事會多數通過，由雙方代表簽署後生

效」；另外一份是有更改成為「以上合作備忘錄經 TCCNA 理事會多數通過，由雙方

代表簽署後生效，同時 TCCNA 理事會前所修訂之世台聯合基金會組織章程及世台聯

合基金會組織綱要中所規範 TCCNA 對 Stuf 之權利與義務，同時一併停止」。所以我

們現在討論這個案有兩個不同的版本，今天就用這兩個版本來投票，通過多數人認

為可以接受的版本… 

楊信：我想唯一的區別是說，少數人覺得不要讓世台繼續跟北美一起開會，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那我

們世台就是為了北美壯大，到美國、到世界各地發光發熱的；我想舉的例子，當時



 

 

 

洛杉磯暴動的時候，很嚴重，到後來有黑人來幫東方人打，黑人怎麼說，東方人曾

經救過我們，他們講的東方人就是慈濟。所以我們在這裡生活賺錢，再不做一點善

事的話，會有一些事情發生；而且今天你在美國工作、繳稅，如果台灣發生什麼事

情你捐錢，不能在美國這裡抵稅，但如果是透過世台，你就可以抵稅。現在在爭什

麼東西？跟北美要不要掛勾？這個對北美一點壞處都沒有！差別就是這個，一個是

附和林貴香的版本，還是莊為仁的版本，就這樣表決。 

總會長田詒鴻：所以我們先用彭主委的版本，他很小心為的是保護北美總會，所以同意彭主委加這兩

句話的，同意這個的請舉手，就是「以上合作備忘錄經 TCCNA 理事會多數通過，由

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同時 TCCNA 理事會前所修訂之世台聯合基金會組織章程及世

台聯合基金會組織綱要中所規範 TCCNA 對 Stuf 之權利與義務，同時一併停止」覺得

需要加上這個字眼的請舉手，有 25 人；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大家都以君子的協定，不

需要寫上去，世台從今後開始不強迫或要求北美替他們做什麼，北美願意做什麼就

願意做什麼，唯一的差別就是，它最後只說「以上合作備忘錄經 TCCNA 理事會多數

通過，由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並沒有我剛剛講的那兩句，同意的請舉手，有 72

位，所以我在這邊宣布，我們大多數同意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跟世台聯合基金

會簽署這個備忘錄，我和秘書長將代表總會跟世台簽這個備忘錄。 

  決議：總會長和秘書長將代表總會跟世台簽僅提到「以上合作備忘錄經 TCCNA 理事會多數通

過，由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的這份備忘錄。 

 

總會長田詒鴻：現在有一個臨時動議是剛剛監事長提出來的，希望監事會能有一個比較有規範的權

限，來督導北美的業務，其實這個提案很好，可是因為沒有內容，我不知道我們能

夠怎麼樣的討論，所以我建議是不是還是交由顧問委員會，在三個月之內，或者在

下一次開理事會以前，能提出一個監事會的權限與責任的辦法，讓大家可以討論通

過，好嗎？對這個有沒有人有意見？這個議案很好，但是沒有內容，到底他們的權

限是什麼、義務是什麼。因為北美洲一直都是由顧問會來督導，所以我想還是由顧

問會裡面來擬定… 

監事長賴建治：根據總會章程施行細則第八之四條第一點-代表本會出任世界總會長之監事人選提名

選舉辦法，這個已經非常清楚，但非常的可惜，既然施行細則訂的那麼清楚，為什

麼在總會的章程裡面第五章監事會訂了四條，像是第五之一條「監事會由歷任財務

長組成」，增加正會員，所以我們在監事會裡面討論就是說，建議修改的時候可以

增加正會員，也就是看地區商會的成員，假若是像剛才大家有一點共識的話，有三

十位以上的地區商會，他們應當成立一個監事會，正式建議其監事會的會長也可以

做為一個成員；就是說財務長到目前為止，真正有 27 位，這裡面我看有十幾位也都

脫離商會了，變成真正財務長來當監事會的成員只有不到十位；假如能夠怎麼樣去

附合北美總會當初成立的依照美國的公司法，或者是將來怎麼去修改，這個不是一

下子今天就可以討論，假如能列入議案，由顧問會去研議或法規委員會研議，對於

商會建立完整制度的傳承會很有幫助，希望有更多的諮詢委員、理事、顧問可以多

參與監事會。事實上一個組織若是都靠總會長或顧問會，我們也覺得很值得商榷

的，這是我們這一次建立最主要的想法。 

莊為仁；在上次的會議記錄上有記錄，我有提出監事會的文件有發給每一個人，在記錄上也說我們這

一次要討論，結果這一次並沒有列進來；因為很多人說為什麼監事只有做過財務長

的人才能做呢？其他人不能做嗎？我覺得這是合理，不可以這樣子做的，監事長的

選舉應該跟會長是同樣的，副監事長底下要怎麼樣就比較沒有關係，因為監事長當



 

 

 

然每一個人都有資格擔任，到了某一個層度再來當監事長，這樣才有資格、懂得怎

麼監督我們這個會，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上次很明確的提案說監事長要開

放所有諮詢委員已上的人來參選，我想這樣子我們的商會才會進步，我們顧問委員

會是照顧商會的前程，看要怎麼樣才能發展起來，我想我們顧問委員會是很重要

的，我們的目標是，聯合總會應該往哪裡走、該怎麼做等等，這些是顧問委員會最

重要的；顧問委員會如果做小事情，那就不要做了嘛！給委員會做就好了，所以我

想追朔上次的提案，這個提案沒有繼續討論很可惜，一直在臨時動議裡面很可惜，

我想最好是能夠怎樣把監事長開放出來給大家選，謝謝。 

姚宏志：做一些情緒性的發言，我覺得監事長的選舉要改，剛剛前面有報告選舉主任委員游勝雄先

生，監事長選舉居然不在選務工作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就可以選舉，我去年剛剛擔

任了世界台商總會選舉主任委員，監事長跟總會長都需要經過我的監督才選舉出

來，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要修改章程，這個章程需要修改；修改章程不是很大的工

程，只要參考世界總會監事會監事長的選舉方式，照抄就好了，稍微修改一下就

好，所以我認為這個要改，至於顧問會，也應該接受監事會的監督嘛！怎麼可能顧

問會不接受監督？事實上顧問會應該只管兩樣事情，大家有糾紛的時候，以大老的

立場出面處理，還有北美公基金的錢，因為都是前輩他們留下來的，由他們掌握；

我覺得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大家的權利義務調整一下，不是很大的工程，跟世界總

會學就好了；希望下一任的黃監事長可以稍為努力一下。 

許肇祥：大家應該記得我們為什麼會成立監事會，是因為配合世總，但是因為我們的功能是在顧問會

裡面做一個監事的功能，所以當時才會找一些財務長讓他們當監事長，坐在上面好

看一點，是這樣產生的；所以我不曉得如果要修改章程的話，修改了，我們的顧問

會也要取消掉了，我們顧問會的就可以全部退休了，我想大家考慮考慮。 

秘書長林國彥：顧問委員會不是可以取消的，顧問委員會我們就改名成常務理事會，就跟世總一樣，

比顧問委員會更高、更有名，就叫常務理事會；世界有常務理事，由顧問委員會裡

面的成員去做，什麼都他們決定就好，對不對？ 

總會長田詒鴻：我想我們今天是討論提案，所以我想我們是不是把這個議題挪到第 28 屆理事會，一

定是這樣呀！因為不可能解決嘛！所以不可能解決！ 

游勝雄：監事長第五條之一規定，我們的舊章程是由歷任總會長財務長來擔任，這是一個很不合理的

現像，因為我們沒有幾個財務長，而監事長相當於一間公司負責監督業務的職位，

不是只有管錢，所以我是站在選務委員會的立場，我想建議我們監事長應該開放，

在章程修改的時候，是只要對於這個公司業務有管理經驗的人，就有監督的權利，

所以選務委員會的工作，除了推選世界總會總會長候選人、北美台商總會總會長候

選人，還有一個當年監事長候選人的工作，三項工作，我希望在章程修改的時候，

把監事長不要只有限定在財務長，應該開放，謝謝。 

王詩吟：我以監事身分建議，今天不能再往下一屆推，必須做一個決議，所以我的建議是說，總會長

是否授權給法規委員會彭良治先生，開始擬定修改章程裡面的內容，然後在下一屆

提出討論。 

總會長田詒鴻：如果同意的請鼓掌通過(大家鼓掌通過) 

彭良治：請下一任總會長另外聘請高明，謝謝。 

 

7) 確認台商之歌為會歌 

總會長田詒鴻：我們的會歌到底通過了沒有？ 



 

 

 

秘書長林國彥：我已經被提案人騷擾了好幾天，他今天逼著我要決定這件事，會歌他費了很多精神來

做，他今天秀給我看了 115 位的連署，他唱了好幾次了，但唱了我都聽不懂，那既然

有一百多位，要不要考慮，是不是讓他通過、下次再來翻案？他有一百多個已經過

半數了不用投票、討論… 

總會長田詒鴻：這樣子好不好，我們先投票表決要不要有會歌？先來表決這個問題，要不要有會歌… 

蕭忠正：我贊成田總會長的說法，先決定要不要有會歌，如果要有會歌，很謝謝沈女士過去的努力，

但我希望能有多一點的會歌、徵求好一點的會歌，不能只有一首，最好有兩首可以

比較、可以選。 

總會長田詒鴻：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先表決要不要有會歌… 

沈慧莊：我可不可以先講一下，這個會歌並不是說要大家像國歌一樣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我們這

個會歌只是說我們有一首大家共同的歌，然後在我們每一次聚會的時候，表演的時

候可以有一首我們一起唱的歌。 

總會長田詒鴻：我們來表決要不要有會歌，覺得要有會歌的請舉手，有 48 位，不要有會歌的請舉

手，有 54 位，所以我們還是通過不需要有會歌。 

  決議：通過不需要有會歌。 

 

八、報告： 

 

九、 臨時動議： 
總會長田詒鴻：現在這裡有一個臨時動議，提案請北美總會給予盧英燕懲處，截止公開散佈不實言

論、惡意毀謗的歪風，我想我們大家都語重心長的強調我們要團結和諧，不過，既

然這是一個提案，所以昨天在顧問委員會裡面也已經決議，請我們的召集人來協調

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就這樣好不好(大家鼓掌通過)。 

 

十、散會 

 

秘書長林國彥：現在是第 27 屆理監事會結束，但我們要馬上進行選務工作委員會，要選出下一屆的

會長，所以請選務委員會的主委及成員到台上來，我們下台一鞠躬，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