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31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2019 年 6 月 15 日 上午 10 點 45 分  

地點：Hyatt Regency Seattle, 808 Howell Street, Seattle, WA 98101 

 

會議主席: 總會長卓鴻儀 

 

一、祕書長陳灣華報告理監事出席人數：應到人數 362 位，簽到人數 230  位，委託書  

       18 位，總數 248 人，過半數。 

 

二、主席卓鴻儀宣佈開會  

 

三、通過本次會議議程：(鼓掌通過)      

 

四、主席卓鴻儀致詞：    

        歡迎大家來西雅圖，謝謝各位理監事們的踴躍參與。此次特別邀請到美國衆議院軍事委員會(House 

of Armed Service committee) 主席 Adam Smith 和台灣外貿協會黃志芳董事長的專題演講。也特別

感謝世界台商游萬豐總會長及世界各地來的 16 位嘉賓。      

 

五、確認第 31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由 email 方式寄送給各位理監事們審閲，若無異議，請鼓掌通過 (通過). 

 

六、報告事項： 

        

A. 總會長卓鴻儀書面報告：  

            各位理監事們, 各位名譽總會長, 副總會長, 顧問, 諮詢委員, 理監事們, 大家好。          

            本年度的務實工作項目之一是扶持中小地區商會, 鼓勵中小地區商會的會員參與總會工作的行

列，提供實習的機會，並發揮個人的潛能，成果有目共睹。謝謝各位的辛勞，保持全勤的開會記

錄，才能順利推薦北美洲及世界總會長,  監事長等參選人員的資格.  



            去年 9 月及今年 3 月，組團拜訪台灣 13 個政府及民間相關單位, 再加上今年 5 月的美國華府叩門

之旅, 皆獲得重大的效應。謝謝各位團員的參與及支持。 

            感謝大家踴躍參與本屆的理監事聯席會議和年會，繼續努力，保持全勤。 

                   

      B. 祕書長陳灣華報告： 

1. 本年度加強 on time, on line registration 成績頗佳，三月世總報名全都用線上報名，六月年會

報名，除了青商外，都在截止日期前收到報名表。謝謝大家的合作。 

2. 在此祕書處要强調顧問委員會的重要性，也謝謝顧問團臨場指導，充實會議的議題，請參閱

議程表第二頁，希望大家發表意見討論。 

 

     C. 財務長溫在興報告： 

         本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正在進行中，現在只能用口頭報告。理監事們都看到北美洲台商會務及活

動愈來愈多也愈辦愈大，收入與支出也不能平衡，至今卓總會長已贊助三萬美元。估計本屆還需

補助 $15 萬 ～ $20 萬美元，希望卓總會長義無反顧，勇敢直前，多多補助。請大家給卓總會長鼓

勵的掌聲。（大家鼓掌） 

         歷屆總會長對每屆財務的補助付出都很多，在此也要謝謝歷屆總會長的大力贊助。（大家鼓掌） 

         本屆的財務詳情，我會在第 32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時提出報告。 

  

     D、監事長魏十洲報告： 

           本屆的監事們，出席監事會議有進步，鼓勵各地區商會推派監事一名。至於，監事與監事長的人

選資格很廣泛，請參閱 TCCNA 章程第五章。如果沒有監事代表的地區商會，請努力促成。 

 

     E. 顧問委員會召集人凃常雄報告： 

         此次顧問會議有超過半數以上的顧問們出席，好像是很久以來才有的正式會議，大家發言踴躍，我

僅報告重要的討論事項 

1. 新諮詢委員的確認：請各地區商會會長確認合乎章程細節的第幾條後，再提交顧問會確認和新

總會長的委任。 

2. 顧問委員會的成員顧問，若沒出席會議是否要取消顧問的資格，若顧問資格被取消後，又如何

恢復資格等等的細節，有待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3. 公基金的管理報告，現有定存和支票簿，約有 $50 萬美元。因會議室使用時間有限，沒有討

論。 



  

   七、各地區商會會長報告(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限兩分鐘） 

 

● 亞特蘭大台商會會長袁丹青：請補交書面報告 

       

●  奧斯汀台灣商會廖施仁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波克萊台商會會長楊羅東報告： 

1. 本會提供經費支援 Rhode Island 購買二艘龍舟和贊助 Boston 成立龍舟隊 。 

2. 本會連結 Boston 當地的七大社團，舉辦聲援台灣加入 WHA & WHO 的巡迴講座，非常成功。 

3. 本會依往歷都招待 Boston Marathon 台灣隊選手各一支龍蝦，今年是第六年共有 196 位參賽者. 

謝謝本會婦女工作委員會郭競儒主委的大力支持。歡迎大家來 Boston。 

          

● 芝加哥台美商會會長楊于萱報告： 

               1/12 舉辦傳統的尾牙活動，有 500 多人參加。 

               1/19 註芝加哥經文辦事處宴請芝加哥台美商會，出席餐會約五桌。 

               2/10 農曆新年遊行，是青商贊助的活動。 

               2/19 舉辦當前兩岸關係之展望與挑戰的座談會，明居正教授主講。 

               3/3 舉辦税務講座，由前監事長林瑞源和本會財務長主持。 

               5/13 贊助高碩泰大使為 White Sox 開球。                 

       

● 北德州歌林郡台商會會長黃甫泉：請補交書面報告 

       

●  達福台商會陳文珊會長報告： 

              達福台商會六大工作領域，包括主流社會交流，城市外交，商務活動，僑務活動，國際交換學

生計劃，國際領袖基金會。 

              首先 New Year Eve 新春晚會，照往例都請美國政要來參加，今年特別請到 Dallas 市長，谷祖

光前會長介紹台湾和華人在 Dallas 的社會地位，此次文化交流非常成功，也提升了台商的社會

形象。 

              二月，商務講座 Business & Educational Conference, 請當地企業家來演講，非常成功。 

              三月，此次理事會，特別的是頒贈獎學金給商會的義工。 



              四月，舉辦聲援台灣加入 WHA &WHO 的座談會，非常成功。 

              五月，何嘉耀教授來 Dallas 分享台灣政治與全球經貿發展。恭賀周建源市長，第五次當選市長

連任，是台商之光， 

              六月，全體理事會通過，推焉陳世修參選第卅三屆北美洲台商聯合總會總會長，懇請大家支

持，也邀請大家來 Dallas。 

 

● 丹佛台灣商會現任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底特律台灣商會會長辜耀先：請補交書面報告 

 

●  加拿大愛城台灣商會會長李麗梅：請補交書面報告 

 

●  甘斯維爾台灣商會會長郝慰國報告： 

            很高興來此看到老朋友們都健康愉快，也問候參加華府叩門之旅的團隊伙伴。 

            在此懇請大家支持王德博士，代表北美洲參選世界台商聯合總會總會長。謝謝大家，祝大家身心

愉快，心想事成。 

  

●   夏威夷台灣商會何文祥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休士頓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拉斯維加斯台商會曹淑蓉會長報告： 

1. 很榮幸，本會祕書長羅素娥得到內華達州卅長 Steve Sisolak 頒發的榮民服務獎，她也要求

國會議員 Dina Titus 幫助台美關係的進展。 

2. 本會與獅子會協辦視力義診和贈送腳踏車活動。 

3. 繼續贊助退役軍人的盲人協會。參加當地的退役軍人節活動。 

 

● 洛杉磯台美商會陳慶恩會長報告： 

                本年度會務主軸是承先啓後，継往開來。 

                一月，舉辦年會及新舊會長交接。 

                二月，參加僑界新春聯歡團拜及花車遊行。 



                三月，在元宵節召開理事會，宴請理事，並參與猜燈謎的餘興節目。 

                三月，本會招待桃園市長鄭文燦來商會參觀。 

                四月，協辦慈善高爾夫球賽，募款 16 萬元，善款幫助台灣偏鄕敎育。 

                五月，響應並舉辦聲援台灣加入 WHA &WHO 的専題演講。 

                五月，舉辦台灣經貿智庫座談會。 

                最後，請大家支持汪俊宇競選總會長，謝謝。 

      

● 棉花市台灣商會現任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邁阿密台灣商會檀力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蒙特婁/渥太華地區台灣商會書面報告： 

           1/19 舉辦春節會員聯歡餐宴活動，並邀請大使舘三位官員前來同樂。 

           2/2 第 23 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協助僑界舉辦台灣傳統週節目。 

           2/9 偕同幹部，參加大使館舉辦蒙特婁僑界新年團拜活動及餐敍。 

           2/16 參加本地中華醫院基金會董事會。 

           3/25 參加陳大使，歡迎台灣華視及公視總經理以及訪問團的晚宴。 

           4/18 參加支持我國參與 WHA 健行及野餐活動“以及籌辦台灣傳統週 

           4/27 第 23 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成立選舉委員會、決定本屆會員大會日期、時間和地點以及討論

傳統週門票售票事宜。 

           5/17 偕同會員參加台灣傳統週表演活動。 

        

●  新英格蘭波士頓台商會李以恵會長報告： 

                一月新春活動。 

                二月舉辦 Tax Reform seminar。 

                三月與紐英倫客家鄕親會，聯合舉辦退休與健康講座。 

                3/19 歡迎並參加 Taipei Bio Forum Industry delegation dinner。 

                3/26 舉辦 Jeffrey Williams Seminar。 

                4/26 舉辦聲援台灣參與 WHO 的巡迴演講會。 

                5/4 參加 Taiwan Day 活動。 

                5/7 傷痕，認同，與成長：欣賞電影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並與傅榆導演座談。 



                5/30 台灣美食巡迴講座 - 健康做素食。 

                6/8 舉辦新英格蘭第十八屆台商盃慈善高爾夫球公開賽。 

 

● 紐澤西台灣商會陳家麒會長報告： 

                1.六月舉辦年會，謝謝王德名譽總會長和汪俊宇先生的支持，紐約卅長派代表來祝賀，Miami 

台商會檀力會長也帶團來參加，非常成功 

                2.本商會派代表參加 New Jersey 卅和台灣結緣酒會。 

                3.本商會帶團去 DC 參觀雙橡園。 

                4.舉辦高爾夫球賽，也舉辦聲援台灣參與 WHO 的巡迴講座。 

 

●   紐奧良台灣商會現任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紐約台灣商會江明信會長報告： 

             我們的活動很多很多，20 分鐘也講不完。            

             我開始在推動以 Hello Taiwan 為 Logo 的活動，希望 Hello Taiwan 能推廣到全北美洲各地，活

動如下： 

             4/20 復活節在法拉盛的 Hello Taiwan 彩蛋尋寳，500 多人参加慈善活動，募款一萬元給領養孤

兒的機構。 

             五月臺灣週，本商會也帶 Hello Taiwan 去參加慶祝活動。 

             本商會贊助台灣的國家藝術學員來紐約表演三天，Hello Taiwan 在機場迎接。 

             邀請葉望輝先生來紐約演講，以推廣 Hello Taiwan 的活動。 

             Hello Taiwan 也歡迎電影片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來美巡迴上映。 

             其它很多活動，因時間被限，無法報告。   

 

● 北加州台灣商會蔡瑞聲會長報告： 

            各位總會長，會長，監事長，長官及會員，大家好。 

            請先觀賞我們的影片報告，1 分半鐘的短片，活動摘要如下： 

            3/30 舉辦第 31 屆年會及慈善籌款晚會，年會以傳承使命，積極創新為題，蔡會長希望能夠凝聚

各界的力量，継續為北加州灣區的台灣工商界及台灣的經貿貢獻薄力。 

            蔡會長説明：去年當我接任會長的任務時，有前輩提問 “以後的三十年，商會要怎麼做？” 這給我

很大的震撼和很大的哲學，其實未來的三十年帶來很沈重的壓力，但秉持台灣人的精神，學習前



會長的刻苦耐勞，我以感恩的心，包容的心，和珍惜與商會的緣份，謝謝大家给我機會學到和體

會到愛拼才會赢。 

      

● 北卡大三角區台灣商會陳可徵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奧克拉荷馬台灣商會盧宏文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加州柑縣台美商會張欣珠會長報告:  

            我的柑縣台商會長任務至六月期滿，很幸運，我被推薦參選第 32 屆北美洲總會的監事長，敬請

各位繼續支持，謝謝。 

            本年度的工作重點是理財，舉辦理財公義講座，擴大歡迎社區人士參加。 

            簡單報告其他活動： 

            1.元旦，承辦柑縣僑界慶祝中華民國 108 年元旦團拜茶會，及民歌王子江文山老師經典歌謠演唱

會。 

            2.舉辦金豬迎春踏青暨 CASINO 晚宴。 

            3.三月舉辦財稅理財講座，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young generation. 

            4.青商會每月都有活動，也有一套很好的會員管理系統，會員日增，希望今年能達到 100 位會員

的目標。          

            5.今年，本商會踏出 Orange County 的版圖，與洛杉磯台商會合辦台美經貿活動。 

            6.也舉辦聲援台灣參與 WHO 的巡迴演講會。 

          

● 俄勒岡台灣商會戴秀琴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奧蘭多臺灣商會徐國鈴會長報告： 

                  1.舉辦高爾夫球賽。 

                  2.舉辦遺產寄託法律座談會及健康養生座談會。 

                  3.元旦升旗典禮，我們穿國旗裝，背國旗包，也參加僑界新春活動。 

                  4.接待世界啦啦隊的台灣代表隊 90 人。歡迎代表台灣來的團隊。 

                          

●  棕櫚泉台灣商會陳溢茂報告： 

                  棕櫚泉台商會，經由創會會長陳素琴女士的努力經營，現已有會員 50 人。 



                  因會員散佈各地，聯誼活動比較少，但本會有二大熱情： 

                  1.夏天，若各位要享受 100 度以上的熱溫，請來棕櫊泉。 

                  2.冬天，若各位要來避寒，請來棕櫊泉。本會有好酒，好菜和熱情招待。                    

                 

●  大鳯凰城台美商會張聖儀會長報告： 

                 1.去年十二月，很榮幸有機會接待北美洲台商會，來鳳凰城招開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也很

高興邀請到六位美國國會議員來參加開幕典禮。 

                   2.今年九月，本商會將協助經文處舉辦台灣關係法 40 週年的慶祝酒會。 

        

●  塩湖城台灣商會，因會長請假，由廖國卿報告 

                  1.承辦台灣美食之夜，有 190 人出席，也有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光臨。 

                  2.本會更改章程，歡迎在台灣居住一年以上，認同台灣，愛台灣的人士加入本會會員，也有

資格參加北美洲台商會的理事，此次以 郝安迪 Andy Hogan 為首例，他可以用中文寫書。

藉此也可以推展，台商會國際化。 

        

●   聖安東尼台灣商會現任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聖地牙哥台灣商會報告： 

                1.我是史孟珠，聖地牙哥台灣商會祕書長，現任會長在台灣。 

                2.聖地牙哥台商會今年重新出發，時間雖短，但已有二十多位會員。 

                3.本人創辦國際商業律師樓，事務所橫跨八個國家，將來舉辦的台商會活動，都要對台灣有所

貢獻。 

                4.下星期，舉辦商會會員交流活動。 

                5. 7/21 要歡迎台灣原住民來聖地牙哥表演，藉機與美國印地安原住民代表的衆議員會面，也要

邀請美國印地安原住民圑體去台灣。 

                6. 11 月，邀請 100 多位台灣商業朋友來聖地牙哥，要去墨西哥/聖地牙哥邊界的工業城參觀，

並協助他們駐進美墨工業城，尤其正逢中美關稅談判之際。我們有信心搭建台灣與美墨的商

機。 

                7.本商會很小，但我們有信心會做得很大。 

                     

●  舊金山灣區台商會陳陽明報告： 



             1.去年舉辦感恩節晩會，有五百多人参加，非常成功。 

             2. 邀請到 AIT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 James Moriarty 莫健大使來演講。 

                  

●  西雅圖台商會徐位揚會長報告： 

             感謝大家聚集在西雅圖，參加北美洲第 31 屆年會。 

             本年度，西雅圖台商會非常忙碌，因北美洲總會在西雅圖，也因卓總會長的帶領和指導，我們參

加了很多總會的活動，也參與西雅圖，慶祝台美關係法 40 年的陳列展和以社團健走的方式，來

聲援支持台灣加入 WTO 的活動。 

 

●  天柏灣台灣商會現任會長：請補交書面報告 

 

●  多倫多臺灣商會報告： 

             我是余琪玲，首先代表多倫多台商會向各位致意。 

             邢增輝會長的公子 David 要向各位致意如下： 

             大家好，我代表家父向大家說謝謝，感謝大家關心他的建康，很遺憾今天他沒來西雅圖，他也要

向卓總會長致歉，也要呼籲大家注重健康，非常感謝。 

             余琪玲報告：邢會長恢復正常，歡迎大家來多倫多相聚。 

             本商會在多倫多當地是很有影響力的，在幾位前會長一步步地奠下好的基礎，對於外交和僑社都

有很多的貢獻，捐贈四海基金會一千元，捐贈休士頓水災募款一千元，捐贈花蓮地震一萬多元，

也參與多倫多當地的慈善募款，共捐贈一萬五百元等等，邢會長也提供八次座談會，對僑界頗有

貢獻，對於經濟文化的交流，我們不旦做到台商會的應付的責任，也做得有多沒少。 

             謝謝各位的支持，也歡迎大家來多倫多，我們會全力招待。             

      

●  溫哥華台灣商會報告： 

             不好意思，本商會年會也訂在今晚，會長不能來西雅圖參加北美洲年會。 

             半年來，加拿大經濟情況很糟，原因如：中國人的錢匯不出來，溫哥華 B.C.省的房地產，增收

空屋稅，國際稅，外國人還要付 15%的房地產稅，再加上中美貿易戰和美加貿易戰的影響，我

的按摩椅生意減半。 

             會後旅遊，歡迎大家來溫哥華。 

                    

●  大華府台灣商會盧美娟副會長報告: 



            1.接待代表處參與的三場市長歡迎會：台北柯文哲市長團隊，桃園鄭文燦市長團隊及基隆林右昌

市長團隊。 

             2.參加協助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及文化訪問團的活動。 

             3.參加華府地區農歷新年遊行，約有五萬中外人士參加。 

             4.贊助青年學子搭僑計劃，贊助市區遊民午餐計劃，贊助老人中心的活動等等 

              祝大家身體健康。 

 

八、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 

 

● 選舉委員會游勝雄主任委員報告： 

      請參閱：選委會今年度的工作行事曆如下 

      7/1/2018 公告 2016 章程施行細則第五章選舉辦法． 

      1/2/2019 公告選舉辦法細則，通告各地區商會． 

      1/2/2019 公告選務工作委員名册，公告所有候選人報名表格． 

      2/1/2019 公告提示兩屆全勤與地方理事會議推薦條件． 

      3/15/2019 公告接受候選人正式書面報名，公告青商部候選人報名． 

      4/2/2019 表決王德先生候選人審核，兩屆全勤審核通過． 

      5/1/2019 公告審核不通過名單： 

                     鳳凰城台灣商會張聖儀女士，兩屆不全勤． 

                     多倫多臺灣商會鐘文權先生，兩屆不全勤． 

                     紐約台灣商會江明信先生，沒有理事會推薦． 

       5/16/2019 公告候選人審核通過名單 (見附件）． 

       5/16/2019 公告選舉作業流程與選務工作分配． 

       6/3/2019 公告選務會議，預備會議與正式選舉時間和地點． 

       6/3/2019 公告製作當選証書與推薦証書樣本 

       *附件 

       第 31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舉委員會公告 

       發文日期：2019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31 選字第 10 號 

       發文對象：1.第 30 屆、31 屆洲總會總會長與祕書處主任秘書 

                         2.各地方商會現任會長(依據 30 屆名册） 



                         3.現任顧問委員會凃常雄主任委員 

                         4.所有候選人與選務工作委員 

       主旨：公告各種候選人通過名單 

       說明：1.北美洲第 32 屆(2019-2020) 總會長候選人：洛杉磯台美商會 汪俊宇先生 

                  2.北美洲第 32 屆(2019-2020) 監事長候選人：加州柑縣台商會 張欣珠女士 

                  3.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8 屆(2021-2022) 總會長 北美洲推薦候選人： 

                     甘斯維爾台灣商會 王德先生 

                  4.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部第 16 屆(2019-2020)會長：張羚窈女士 

                  5.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部第 10 屆會長候選人： 

                     洛杉磯台美商會 黃昭竣 先生 Charles Huang 

                     紐約台灣商會 林敬倫先生 Peter Lin 

         負責單位：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游勝雄           

 

● 財政預算委員會林瑞源主任委員報告 

            很愉快地報告，公基金現有四個帳號，二個是定存，總存款額是 $496,495.00  

  

● 外交事務委員會陳秋貴主任委員報告： 

            陳秋貴主任委員報告 5/13/2019 - 5/15/2019 華府叩門之旅，圓滿完成。 

 

            團員陳溢茂敎授報告： 

            本人很榮幸能跟隨卓總會長和陳主任委員，參加華府叩門之旅，拜會很多政府機構和參衆議員，

這次叩門之旅，達成共識非常成功。 

            北美洲台商會提出五大訴求： 

            1.訴求台灣關係法提升為台灣保証法，現在這已通過。 

            2.訴求台灣能加入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可能正在進行中。至今，最大的勝利

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已正式改成台美關係委員會。 

            3.訴求台灣能參與國際組織，譬如 WHO 已得到很多很多的支持，也要求參與美國主導的印太戰

略,這也可能在進行中。 

            4.訴求美國銷售軍事武器給台灣，期待近期有進展。 

            5.台灣受到外來假消息的攻擊，影響台灣總統的選舉。美國國會很重視，也將派員去台灣，研究

如何維護台灣資訊的自由化和杜絶假消息，以免干擾台灣的內政。 



 

            感想：此次華府叩門之旅，達到訴求目標的成功要素 

            1.陳秋貴主任委員與美參眾議員的互動關係緊密，現又邀請到多位參衆議員要去台灣訪問。 

            2.卓總會長邀請並帶領的團員都很優秀，又很團結。 

            3.張欣珠委員，幕後協助規劃，有助於團隊的執行。 

            4.青商畢業生，陳述訴求有力，對談溝通得要領，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團員張哲豪補充報告： 

              有關台灣保証法，2018 年三月通過台灣旅行法，今年是台美關係法 40 週年，台灣保証法是 

2019 年 5 月 7 日在美眾議院有 414 票對 0 票通過，但在美參議院還沒通過。台灣保證法若在

美參議院再提出來的話，聯邦參院民主黨領袖 Charles Schumer 承諾會全力幫忙，此法案要求

對台軍售常態化，並重啟美台貿易協定(TIFA)會談和 Free and Open Indonesia-Pacific 

Strategy  (FOIP) 的參與。 

 

            附件：華府叩門之旅拜會 31 個單位如下： 

             1.美國商務部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3.雙橡園參觀，與陳副代表晚宴 

             4.聯邦參院民主黨領袖 Charles Schumer (D-NY) 

             5.拜會 AIT 及午餐討論會 

             6.聯邦參議員 Kirsten Gillibrand (D-NY) 

             7.聯邦參議員 Pat Toomey (R-PA) 

             8.聯邦參議員 Bob Casey (D-PA) 

             9.聯邦眾議員 Judy Chu (D-CA27)  

            10.聯邦眾議員 Yvette Clarke (D-NY9) 

            11.美國國務院 

            12.聯邦眾議員 Lou Correa (D-CA46)  

            13.聯邦眾議員 Lee Zeldin (R-NY1)  

            14.聯邦眾議員 Adam Smith (D-WA9)  

            15.聯邦眾議員 Mark Takano (D-CA41) 

            16.聯邦眾議員 Gil Cisneros  (D-CA39)  



            17.聯邦眾議員 Harley Rouda (D-CA48) 

            18.聯邦眾議員  Scott Peters (D-CA52) 

            19.聯邦眾議員 Steve Chabot (R-OH1) 

            20.聯邦眾議員 Judy Chu (D-CA27) 

            21.聯邦眾議員 Chris Collins (R-NY27) 

            22.聯邦眾議員 John Katko (R-NY24) 

            23.聯邦眾議員 Grace Meng (D-NY6) 

            24.聯邦眾議員 Joseph Morelle (D-NY25) 

            25.聯邦眾議員 Mark Takano (D-CA41) 

            26.聯邦眾議員 Max Rose (D-NY11) 

            27.聯邦眾議員 Chrissy Houlahan (D-PA6) 

            28.聯邦眾議員 Antonio Delgado (D-NY19) 

            29.聯邦眾議員 Matt Cartwright (D-PA8） 

            30.聯邦眾議員 Don Bacon (R-NE 2) 

            31.聯邦眾議員 Jerry Nadler (D-NY10) 

        

● 法規章程委員會陳世修主任委員報告： 

            沒有任何法規章程的提案，特此報告。 

                               

● 紀律委員會林國彥主任委員報告： 

            先聲明，本人在此發言，都是為了總會，不為我個人。 

            上次顧問委員會流會，表示理事會不能提案，也不能討論或決議任何議案。 

            顧問委員會應到人數是 47 位，但上次只有 14 位出席。顧問委員會與理事會，各有其異議的論

點，紀律委員會不接納任何一方的提告。 

            紀律委員會決定增加二位工作委員, 他們是世總名譽監事長，有經驗，處事公正。我察覺到流會

的成因，所以，今天我將提出一個議案，明天將提出二個議案，請大家深思熟慮，來處理屬於大

家的理事會，請大家支持我的提案。 

              

●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李治瑞主任委員報告，： 

            沒有入會申請案件需要審查，特此報告。至於未繳會費也未出席會議的天柏灣商會，要請各位理

監事們協助聯絡。 



  

● 商機商情委員會廖唯志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感謝卓鴻儀總會長對商機商情的高度重視，本人身有同感，但是每一屆開理事會都是時間怱促，

沒有辦法實現台商們最迫切需要的學習、創業、賺錢、寶貴的前輩成功創業分享⋯。有鍳於此，

本人隨即成立［31st TCCNA 商機商情］Line 族群，隨時分享商機商情、由於美國實在是很大，

我特別邀請 10 位台商會員為［商機商情委員］來協助。名單如下： 

            David Hsu/Sophia Huang/ Allen Chang/ Tim Chen/ Gloria Chu/ Sam Huang/  

            Jackson Tsai/ Tony Huang/ Charlie Chen/ Paul Hsiao • 目前 Line 人數已經達到 50 餘人、継續

增加中。 

            1.）11/19/2018 我 post : IRS-1031 省稅交換條款、注意事項。 

            2.）11/22/18 Post: 英文[Recourse]［私人保證］在房地產買賣合約書中非常重要的條款。 

            3·）12/12/18 Post: 政府徵收私人土地、業主受惠、地主致富。 

            4.）12/15/18 ： 鳳凰城市市長親臨理事會現場分享投資鳳凰城機會，提供免稅 Free Zone...等等

免稅方案。廖唯志親自上台演講[進軍美國、投資美國、發財致富］投資土地(生地)、Hold 幾

年成長為（熟地）之後再轉售，尋找好地點，獲利可達 3 倍至 12 倍之高。 

            5.）12/17/18: 北德卅歌林郡徐景勋 Post: 發財商機、墨西哥有 7 百萬美金左右的汽車 Dash 

Board 要當塑料 PVC 或 PP 廢料賣掉。 

            6.）加拿大郵輪專家張維霖先生多次 Post 廣告、提供台商郵輪旅遊方案。 

            7.） 6/13-16/2019 TCCNA 年會在西雅圖擧辦，總會無法安排商機商情時間。 

       

● 青商聯誼委員會韋志澄主任委員報告： 

            報告今年青商的發展 

            1.企業參訪：拜訪卡車製造公司，參觀卡車製造的過程。參訪一家在西雅圖發跡的餐飲業，學習

如何查覺到市場的特別需求(market niche)和如何擴大新商品的能見度和商店的知名度。 

             2.企業座談：區塊鏈，新産業等等一系列的講座。 

             3.選舉：正在進行中，投票選舉青商新會長和代表北美洲去參選世界台商監事長的候選人。選舉

結果有待揭嘵。 

 

● 網站網頁管理委員會黃煌裕主任委員報告： 

            沒有報告。 

 



● 會員聯誼委員會楊惠清主任委員報告： 

            沒有活動，張哲豪特此報告。 

  

● 運動委員會陳秋雄主任委員報告： 

            沒有報告。 

  

●  婦女工作委員會郭競儒/林斯琦主任委員報告：                                                                     

           JUNE 15, 2019 郭競儒書面報告 

           (一) 配合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婦女工作委員會, 協辦育幼, 探訪, 慰問, 贊助, 捐獻作業.個人贊助

桃園家扶中心獎勵勤學活動。 

           (二) 支持台灣政府, 舉辦提高台灣聲望的活動; 例如參與中華民國 108 年慶祝活動,  每年雙十國慶

升旗,遊行系列活動 ,贊助麻州 Newton-Taiwan Day 遊行與美台嘉賓園遊同樂大會,  贊助今年三月

中台灣經濟部委辦“波士頓國際海鮮三天展覽, 郭競儒顧問與馮文鑾大紀元時報董事長接待八位台

灣大學僑務委員會推行的臺灣青年搭僑計畫交流節目.  游勝雄顧問在華仙市木蘭台菜餐館舉行感

謝晚宴,  招待所有參加活動人員與學生。 

           (三) 當地社區服務:  例如鼓勵選民登記, 參加投票. 社區清潔油漆, 幫助台灣留學生, 迎新, 入學, 住

宿, 畢業典禮家庭接待.  多次參與當地美國主流政要交流, 提升本會知名度。 

            (四)協助台灣馬拉松跑者到波士頓參賽招待龍蝦晚宴,  協助波克萊台灣商會舉辦  

          「台灣加入 WHO 觀察員名義巡迴講座」。 

             (五) 贊助羅德島龍舟競賽的台灣選手訓練費用。 

             (六)春節期間到安養院拜訪、慰問。 

 

● 新會員擴展委員會劉國珍主任委員報告： 

            請補交書面報告。 

 

●  WHO 工作委員會吳怡明主任委員報告： 

             舉辦協助台灣參與 WHA 及加入 WHO 的循廻演講，謝謝舊金山，北加州，洛杉磯，加州柑縣，

達拉斯，波士頓，新英格蘭，紐澤西及紐約各地區商會的幫忙。這次的經驗，譲我們知道北美洲

台商會一直致力於臺灣的認同和讓國際看見北美台商會的力量。去年當我接任 WHO 工作委員會

時，得到卓總會長授權，讓我全力以赴。我花半年的時間在台灣，找到第一任駐瑞士，日內瓦的

呂大使，也找到衛福部派到日內瓦的第一位張醫師。最後決定今年先請呂大使循迴演講。明年，



若各地區啇會有意願參與的話，請早早與我聯繫。呂大使的演講會更精彩，再讓各地區商會的當

地同胞，認知台灣雖小，但實力很強。希望，疼惜台灣的 WHA 演講會，能繼續在北美洲台商會

發展。                           

    

●  社區服務委員會檀力主任委員報告： 

             請補交書面報告。 

  

九、世台聯合基金會林鋕銘執行長報告： 

       依照北美洲台商總會理事會通過的世台基金會組織綱要，世台基金會再次在此提出正式的報告，而

且編印十週年特刊，贈送各位，請參閱。加拿大的理監事們，原則上，決定組織世台基金會加拿大

籌備會，請掌聲鼔勵。 

 

       7/16 世台基金會主辦，紐約青商會承辦 UN HLPF (United Nations 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 

Parallel Event 聯合國永續發展高階政治論壇的平行會議。 

       主題：Enpowering People and Ensuring Inclusiveness and Equality. 

       講員 1：HOOP 祕魯偏鄕發展協會創辦人李尚儒 

                  “Leave no one behind: Empowering women and children in newly  

                   developed communities in Peru” (HOOP 為 STUF 聯盟機構） 

       講員 2: STUF 國際志工委員會主委黃業倫 

                  “Using STEM as building block to SDGS; introducing block coding as a  

                   new language” 

       講員 3: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李栢浡 

                  “People-Centric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7/24 台俄兩國文化交流，世台基金會和俄羅斯殘障基金會在台灣舉辦  

               Filantrop International Award 有五位俄國身障表演藝術家赴台演出。 

             

十、討論提案及決議 

     

    提案 一：第 31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選舉委員會公告提報: 

           1.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二屆 (2019-2020) 總會長候選人。 



           2.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二屆 (2019-2020) 監事長候選人 。 

           3.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六屆 (2019-2020) 監事長候選人 。 

           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七屆 (2020-2021)總會長北美洲推薦候選 

              人 

            選務報告和作業進行，選舉委員會游勝雄主任委員全權負責。 

       

 

     提案二：北美洲台商聯合總會加入 US Chamber of Commerce 的會員 

                     提案人：陳秋貴諮詢委員，提延至下屆理事會重提。 

 

     提案三：新諮詢委員的確認：請各地區商會會長確認合乎章程細節的第幾條 

                   後，再由地區商會會長提交顧問會確認和新總會長的委任。       

                      1. 波克萊台灣商會提名：楊羅東 

                      2. 達福台灣商會提名：曹莉娜  

                      3. 紐約台灣商會提名：江明信 

                      4. 紐約台灣商會提名：羅際潤 

                      5. 紐約台灣商會提名：呂明森 

                          審査與應聘提交 32 屆執行。 

     

      提案四：       

      提案人：林國彥顧問 

      連署人：田詒鴻，張秋雄，林鋕銘，林金益，顔樹洋 

      案由：擔任北美洲總會理事暨其以上幹部(包括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顧問，諮詢委員）每年最少

應出席一次理監事會議。 但超過 80 歲以上或有正當理由請假者，不受此限。 

      説明：總會召開理監事會議，由於理監事會議之前的顧問團會議，有時因出席率過低而流會，未能譲

顧問團發揮功效，盡其應盡之責任而影響總會會務之進行。 

                  此提案的主旨是希望大家為商會而來開會，半數以上的出席率才能通過議案，請大家多多發

言討論。 

       辦法： 

1. 建議擔任北美洲總會理監事以上的幹部(包括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 顧問，諮詢委員）每

年最少應出席一次理監事會議，如未能達成即取消其資格。 



2. 有關其資格之恢復應他案另議。本條文僅供參考，不列入提案(例如資格之恢復，應俟其

失去資格之第二年後，若全程參加理監事會議，則於第三年恢復其資格等等）。 

       討論： 

                 林國彥顧問發言：今天先討論辦法 1，通過之後再討論辦法 2。 

                 王琇慧理事發言： 

                 我是甘斯維爾台商會副會長，我個人認為 80 歲以上者，能來開會已是很不容易，因故請假者

也是情有可原。我今年 80 歳要當會長，只希望能出來為商會做點事。我贊成此提案。 

                 陳文學諮詢委員： 

                 此提案是因顧問委員會流會，需要規範。現在蓋括所有理監事和顧問委員。假若第一次理監事

會議，我簽到了，但第二，第三次會議我都不來，流會可能會同様地發生。我贊成此提案，

但要針對問題解決問題。我提修正案：當聘請顧問時要考慮他們有沒有意願承諾每次都會來

開會。 

                 林國彥顧問發言： 

                 此提案不是只針對顧問委員，而是針對理事以上的人員，這與世總的章程一樣。 

                 曹淑蓉副總會長發言： 

                 顧問委員會人數不多，是否可放寛資格，讓有意願的諮詢委員加入? 

                 李治瑞諮詢委員發言： 

                 這個提案很好，但好像鼓勵我每年來開一次會就可以。顧問委員會好像是閉門會議，我從來沒

被邀請過，也不知在討論什麼。提到 80 歲以上，現在很多人都在 80 歲以上。所以此提案的

細節要再討論。 

                 彭良治名譽總會長發言： 

                 此提案在顧問委員會討論通過，假若在理監事會議也通過的話，還要再提案一次提交法規委員

會修改章程，列入章程。顧問委員和諮詢委員的資格和出席辦法都應該列入章程。細節也要

再斟酌，建議通過後，明年六月，法規委員會有章程草案。 

                 張秋雄名譽總會長發言： 

                 我是舊金山商會名譽會長，曾任北美洲總會第十二屆總會長。今天大家很熱心來開會，主席應

主持會議，祕書長應在旁輔導協助，各位理監事幹部也有權利與義務來開會，既然是幹部就

要以身作則來開會，我堅持總會長要主持會議。 

                 陳光博名譽總會長發言：請表决此議案辦法 1。 

                 林貴香名譽總會長發言： 



                 顧問委員會是卸任總會長，卸任秘書長，卸任財務長和卸任監事長所組成的。理監事會議前顧

問團要討論重要的事項。現請表决此議案辦法 1 

 

     卓鴻儀總會長：有沒有覆議? （鼓掌覆議）。 

                                 表決通過 (大多數鼓掌通過)。 

 

十一， 臨時動議 

            沒有臨時動議。討論至此結束。 

    

十二，主席卓鴻儀總會長：宣佈會議結束。 

 

十三，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