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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第三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 2011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六）  
  地點： 加拿大蒙特婁 Marriott Montreal Chateau Champlain Hotel 
 
   

 出席人員及理事 
 
                  總會長：蘇明正 

        秘書長：葉俊機 

        財務長：周正聰 
 
                                   

                          永久顧問：葉建榮、王德 、 江秋檳 、許肇祥、 

                                             黃金森、沈忠正、楊朝諄、 楊信 、 

                                             蔡仁泰、林貴香、楊喬生、廖靜錄、 

                                             陳光博、張理邦 

                                                                     

                          任期顧問：吳來蘇、林鋕銘、戴建民、詹凱臣、 

                                             吳睦野、林國彥、顏樹洋、林文章、 

                                             黃毅敏、廖唯志、王詩吟、梁義光、 

                                             

                         副總會長：陳美珠、蕭忠正、林德乾、林金益、 

                                             洪東躍、鐘瑞英、陳慧芬、邱仁宏、 

                                             郭競儒、羅素娥、陳清益 

 

                          諮詢委員：鄭忠田、陳秋雄、游勝雄、李淑玲、                                  

                                             方菲菲、方芸芸、鄭嘉明、莊武增、 

                                             林基龍、江佛樹、吳毓苹、林身影、 

                                             吳小燕、張世昌、張世杰、吳麗珍、 

                                             王美琴、林見能、陳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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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商會理事: 
  

Atlanta                               鐘瑞英、凃常雄、蔣政宏、 

Austin                                莊為仁、 

Brookline                           邱漢烈、鄭碧鳳、吳碧倉、林信福、 

Chicago                              姚宏智、林瑞源、       

Dallas–Fort Worth             楊淑惠、周建源、林斯琦、朱勵、谷祖光、羅玉昭 

Detroit                               吳怡宏、辜耀先、黃宏郎、 

Edmonton  (Canada)         李麗梅 

Great Washington DC       羅志仁、李治瑞 

Great Orlando                    洪東躍、楊琇雅、詹翠華、鍾秀蘭、楊琇雅 

Hawaii                               王月杏、何文祥 

Houston                             楊朝詔、方台生、周政賢、吳光宜、陳舜哲、 

Houston                             方台生 

Las Vegas                          羅素娥、 

Los Angeles                      溫玉玲、葉敏芬、陳柏宇、王梅鳳、汪俊宇、羅安雅 

Miami                                林坤地、廖金德、江明芳 

New England-Boston        林海倫、蔡明機、許漱馨 

New Jersey                        陳清益、 

New Orleans                     雷燕儀、李麗 

New York                           蕭忠正、廖悟興、吳達儀、彭良治、吳禮春 

North California                 杜兆明、彭金錠 

North Texas Collin County 康碧娥 

Oklahoma                           盧宏文 

Ottawa/Montreal                陳慧芬、黃芙娣、顏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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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 Lake City                    廖國卿 

San Antonio                        陳秀華 

San Diego                           鄭莉容 

San Francisco                     黃思諭、劉煥國、汪麗玉 

Seattle                                 鄭嘉琳、龔莉珍、 

Toronto                              林金益、辛明珊、邵良斌、汪成源、林正恩 

Vancouver                          廖國欽、張健理、曾怡樺、林見能、戴揚、王國忠 

 

 
二．蘇總會長宣佈第二十三屆理事會議正式開始 

        葉俊機秘書長宣佈大會開始，請總會長宣佈第二十三屆理事會議正式開始 

三．總會長致詞 

蘇明正總會長致詞: 

盧總會長，各位永久顧問，各位任期顧問，各位副總會長，各位咨詢委員，各位世台咨

詢委員，各位理事，各位台商朋友，大家好!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成立至今已有 23 個年頭，去年六月接總會長轉眼之間已一年

了；一年來總帶著如履薄冰的心情，努力學習，認真投入會務， 力求總會會務繼續成長

進步。北美洲青商會之成立是開六大洲總會之先驅，現在青商會已日見成長，新成立的

會員體也日漸增加中，例如蒙特婁與西雅圖就是今年剛成立的;青商會得以順利創建茁

壯，歸功於先進們的栽培及草創階段時期的辛勞，青商會是商會的希望，是商會繁榮與

永續發展的基石，有著不斷溢注的新血，商會才能綿綿延續，不予斷層。在世界台灣商

會也已成立了青商會，因此我們北美洲青商會是本屆總會長重要推廣的課題。 

去年在溫哥華舉辦的第二次理事會，在曾怡華會長的艱辛籌劃以及溫哥華台灣商會團隊

的協力分工合作，理事會辦得有聲有色，盡善盡美；但曾會長卻因此勞累過度，我內心

至今仍難以忘懷，在此再度向曾會長及溫哥華台灣商會團隊，表達誠誌的謝意。 

此次年會在蒙特婁舉行，表達此地多元文化及充滿媚力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之地，尤其

在這仲夏遊季時期，各位將見到人山人海的遊客遊覽古城，與北美其它的城市有其獨特

的風貌，而且魁北克的青山綠水，湖光景色，尤為膾炙人口，歡迎商會朋友的到來，特

為各位安排旅遊的活動，請諸位好好欣賞如詩如畫的北國風情，保證各位將帶回歡樂滿

行囊，回味無窮，欲遊再遊的心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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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會長介紹貴賓 

蘇明正總會長介紹貴賓：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盧起箴總會長 

世界咨詢委員  許明芳 (大洋洲台灣商會)  

世界咨詢委員  林勝輝 (大洋洲台灣商會) 

世界咨詢委員  黃正勝 (大洋洲台灣商會) 

世界咨詢委員  吳昌霖 (大洋洲台灣商會) 

世界咨詢委員  呂偉銘 (中南美洲多明尼加) 

世界咨詢委員  李芳信 (亞洲   馬來西亞 ) 

世界台灣商會顧問   呂林富美 (中南美洲 多明尼加 ) 
世界台灣商會顧問   楊思隸     (中南美洲 智利 ) 

世界台灣商會顧問   龔丕堯     (北美洲 ) 

 

駐加拿大代表處  周莉音副代表暨夫婿 黃登亮醫師 

 

請貴賓致詞 :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盧起箴總會長 

蘇總會長，各位副總會長，各位永久顧問，任期顧問，各位會長，各位理事: 

大家早安，大家好!  先謝謝蘇總會長，撥出幾分鐘的時間，讓我到這裏和大家感謝，謝

謝大家在我這第十七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任內對小弟的支持。本年度在國內外的活

動，拜會，勞軍，敬軍，賑災，愛心助學，以及樂捐血袋，各項善心活動，都承蒙大家

鼎力支持及指導，我都非常感謝，尤其這次日本 311 大地震，我們蘇總會長，大力的支

持，我們在不到 24 小時的時間，就募集了 25 個貨櫃的水，在最短的時間就送到日本最

嚴重的災區去救援，真的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年三月我們在南非舉行世界台灣商會第 17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如有招待不週的地

方，請大家多多包涵，也非常感謝參加的朋友，在此也請大家在今年十月回台灣參加第

三次會議，讓我小弟再微表情意，參加我們今年十月二號，三號，四號在台北圓山飯店

舉行的會議，會後有四天三夜的旅遊，因今年畢竟是建國一百週年慶，我想我們也會有

很多慶祝國慶的活動，因此，邀請各位先進好友，踴躍參加共襄勝舉。在這裏再次的感

謝大家，預祝今天我們第 23 屆北美台灣商會的理事會暨年會以及今天的選舉都能夠順

利圓滿成功!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五．確認第二十三屆第三次理事會開會議程 
        葉秘書長: 現在我們要確認我們的會議議程，如果沒有異議，我們就要通過。 
                          請問各位，有沒有異議，沒有異議請鼓掌通過。(全場鼓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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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過第二十三屆第二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葉秘書長: 接著我們是要通過第二十三屆第二次理事會會議記錄，請各位看看有沒   
                            有任何異議?  
        詹凱臣任期顧問提出: 主席及各位來賓，請看第八頁下面那一段，“洛山磯台北商 
        會”在洛杉磯 沒有這名字應該是“台美商會”請修正一下。 
        葉秘書長: 好! 我們馬上更正，謝謝!  好!  現在如果沒有任何議議，我們現在請鼓掌 
                          通過。(大家鼓掌，通過第二十三屆第二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七．報告事項 
         秘書長報告 
         葉秘書長: 我們這次在蒙特婁舉辦的這個商會，據我所知; 是歷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 
         次，就是說從外面來的先進朋友，讓我得到的訊習是承蒙蘇明正總會長當了總會長 
         不來參加是不行的，多謝各位的捧場，因此，因為參加者比預期踴躍，恐有招待不 
        週的地方，請各位多多包涵。 這次大會在蘇明正總會長特別命令 林美麗為總會長 
        特別助理，總幹事沈聰標，另外有一位功勞很大的就是姚朝香顧問，最重要的是很 
        多年青人，青商會的來協助，您們一定看到一大批的年青人，大會能夠順利進行， 
       我先向他們致謝，那我本人秘書長，可能有點能力不足，若是做得不週到的地方， 
       那都是我的計劃有問題，請各位多多包涵，如果做得好，是他們這幾位的功勞。最 
       後我們還有今天下午的講座，有黃登亮醫師主講，黃醫師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醫 
       學博士，大家都知道東京大學是日本最有名的大學；我們特別請他從芝加哥來演 
       講，他也是我們駐加副代表周莉音的先生。下午的研討會，我們也特別從 Toronto 
       請來 Lisa 和張焜築來為我們主講創業歷程及心得分享。他們都是創業楷模，是非常 
       精彩的! 那麼，希望大家不要錯過機會。那麼，現在我謝謝各位的光臨，也謝謝各位 
       對我們的包涵。  謝謝! 
    

 財務長報告 

周正聰財務長:  

蘇總會長，副總會長，永久顧問，世界總會長及各位來賓，因時間有限，我無法一

一的和各位請安。財務報告現在是今年的財支收入，我也非常謝謝世界理事以上的

部份，還有北美理事以上的前輩，很支持很順利的繳年費和繳各種費用，在世界總

會的部份，收入有 $ 45,400 元, 但支出 $ 45,600 元，所以幾乎全部都繳齊了，謝謝

世界級的理事 顧問部份。北美第 23 屆會員年費收入， 我們目前收入 $ 43,000 元，

那麼 第 23 屆顧問方面是 $ 6,200 元， 廣告費到目前收入是 $ 21,300 元。支出方

面，第一次理事會支出是 $ 5,100.41 元，不過我們知道這裏還有小的支出還沒有報

出來，是一些文具費用和一些雜費，我們還沒有列入在裏面。贊助雙十節花車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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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有 $ 7,000 元，但是，我必需要說明一下，因為這個 $ 7,000 元; 在上次的顧問團

會議上，本來決意是每位顧問幫助贊助是$ 300 元，後來因為吳子聰召集人， 他說

是 $ 200 元，結果有贊助的每位是 $ 200 元，還有幾位沒繳，因此，這繳 $200 元的

總數不夠的，不足部份，我們蘇總會長貼了 $ 3,200 元，總共加起來是$ 7,000 元，

才將雙十國慶花車費用$ 7,000 元支出，所以贊助雙十節花車總共是支出了$ 7,000
元。 蘇總會長捐助日本賑災  $3,500 元，是他捐贈的，所以也是支出了$ 3,500 元。 

另外第二次理事會文具: 掛排、展示排等這些東西是$1,367.90 元，及另外秘書處支

出費用$1,194.20 元，網站維持費用$4,163.40 元；在第二次理事會收入: 外交部補助 

$6,000 元，僑務委員會補助$5,000 元，所以第二次理事費我們收入$2,780 元，不

過，第二次理事會會議後我們支出了 $39,500 元。 

目前為止，第三次理事會的費用我們還沒有結帳，但是在第三次理事會開會之前我

們總收入為$165,200 元，目前支出是$107,425.55 元，結餘是$57,774.45 元，這是

目前為止的帳目。 

另外有二點要報告，因為時間關係，我儘量縮短; 第一件是年鑑資料， 會長的話，廣

告篇幅，還沒有繳的各會請儘速繳,們才可以整理出所有的資料，做成 CD 給各位。 

第二是昨天顧問團會議，江秋檳永久顧問提出，我們總會有 CD 和 Money Market 裏

面的定存，這個總會長也應該要知道，要報告這個事情，不過，據我的資料，在上

一屆節餘的錢有兩萬多元，他們直接撥$5,000 元給世台基金會，另外$15,672.23
元，他們和我說他們直接存入定存，不過，收據我這邊都沒有，所以我沒有資料，

我沒有辦法交給總會長報告，這一點我要請各位包涵，我們有了齊全的資料再和各

位報告；以上就是這樣，如有遺漏的，後面再補，謝謝各位。 
 

蘇總會長: 各位大老，現在青商會在後面觀摩，因為他們等一下就要離開去開會，我

們給他們鼓勵鼓掌(全場鼓掌鼓勵)。 
 

顧問團總召集人報告 ( 總召集人吳子聰有事沒來參加，請黃金森永久顧問代理 ) 

黃金森永久顧問代理總召集人報告: 

我黃金森是代表吳子聰主持永久顧問團會議，我們昨天顧問團會議是歷屆列席最多

的顧問團會議，討論出來的幾項結果向大家報告: 在青商會要離開之前，我先向你們

告訴一件事情，青商會有一個好消息是: 以前我們總會長楊信總會長一人捐贈$50,000

元給青商會補助費用，一共是十萬元，利息是$5,000 元，我們今年還可以再補助 

$5,000 元 (全場鼓掌) 我小弟黃金森和楊信前總會長捐助的這十萬元，就是每年賺的

利息，供你們青商會用，希望你們好好利用....對不起他們說祇有二千或三千，青商

會可以提出抗議，那我們就準備怎麼給你們，可以看要分成兩次哪，一次$2,500 元. 

我們昨天討論的第一件事情，大家可能比較關切的，就是我們請大家能夠諒解，就

是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就是上次通過的成立監事會的這個事情，那顧問團昨天

的討論是希望大家能夠瞭解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成立了 23 年，我們的職照

(License)我們的 Corporation, 和 No Profit 的職照都是在德州的 Houston 申請的，那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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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確定後的公司法，美國的公司法是沒有監事長這個職責的，當然提案者是我們

的前世界台灣商會的前監事長詹凱臣，請他說明，經過他的說明後，我們希望理事

會以前通過這個監事案，監事會議的案件能夠撤消，因為不符合我們北美洲台灣商

會的公司法裏面的條款，我希望大家能夠諒解，或者等一下你們再討論這事。 

那麼第二件事關於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非洲開會的時候，有討論到要樂捐或捐

贈血袋的事，當然我們蘇明正總會長他是很熱心的，他也代表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

響應了，尤其在南非世界台灣商會會議時是由蘇總會長提議然後提案。剛才我們盧

總會長也向大家報告了，這是非常好的事，所以大家都很樂意捐贈血袋，所以是非

常好的善舉。 

第三件我要報告的是第二十四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選舉 (葉秘書長插入

說，對不起，是我打錯了，不是針對第二十四屆，是對以後所有北美洲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總會長選舉，不是祇針對第二十四屆) 

黃金森繼續說，是針對以後所有總會長選舉，林國彥選舉委員會主委也講這是對北

美洲台灣商會選舉總會長的辦法，當然我們顧問團也接到林國彥顧問的報告，如果

今天投票的結果，沒有超過一半，照美國的方式是說如有二個競選的人，第一次結

果，沒有超過半數，第二次再選，然後第二次再不超過的話，第三次再選，然後以

多數票為當選人!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考慮用這方式，所以第一次如果沒通過，第二

次再選，然後繼續往這方式進行，我們就要交給章程委員會，那章程委員會明註條

款執行。 

      第四件是關於代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參選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2012~2013 年(第十九屆)總會長選舉，因為選舉是在 2012~2013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 

      提名的規舉提名，我們昨天是決議，我們當屆就是這一屆無法決議下一次的理事會 

      的決定是要推薦任何人來競選，代表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參選世界台灣 

      商會總會長的候選人，因為你 23 屆的提議，我們 23 屆通過了，還是須要第 24 屆來 

      追認，因為選舉不在今年是在 2012~2013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職位。所以我們本屆理 

      事會無法決定下一屆理事會的決定，因此我們顧問團希望說，今年有人要出來選我 

      們通過了，那下屆要繼續追認，那就由理事會來決定，我的報告就到此為止。謝謝! 
 

各地區商會會長報告 

 葉秘書長: 現在是各地區商會會長報告，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還有很多臨時動議要討

論，還有剛才黃永久顧問提到要大家表決通過的，所以我們希望各地區分會能夠提出書

面報告，如果沒有特別事情，請提出面報告，那麼現在我要一一念各地區商會，如果你

有特別事情要報告，請不要超過三分鐘。 

(以下祇記錄在麥克風前報告的各地區商會，其他者皆說要以書面報告或 Email 報告) 
 

波克萊台灣商會: 林信福會長說本會副會長的公子在現任舊金山市議會議長，將參選下 

 一屆舊金山市次長，假若你看到了宣傳單，請各位多多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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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台灣商會: 朱勵會長: 我們有很多事情，我不多說，但有一件事， 我們前市長周建

源，他決定競選國會議員，希望我們全世界台灣商會全力支持他，謝謝! 其他的我會書

面報告。                       
 

大底特律台灣商會: 吳怡宏會長:  各為先進，大家好! 簡短和大家報告: 10 月 3 日我們在

Detroit 有一個國際先進製造技術展，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後有什麼詳細問題可和我們 

Detroit 商會團隊聯絡，我們會和你詳細解釋，謝謝! 

洛杉磯台美商會: 我們會長因公務煩忙由我代理，我現在是洛杉磯台美商會的秘書長, 

是由世界台灣商會的秘書長降到 Local 秘書長，我們今天洛杉磯有 30 多位 (會員、理

事、諮詢顧問......) 來捧場。第二是我們支持蘇總會長響應的資訊，我們洛杉磯台美商會

決意至少樂捐壹萬元，由北美台灣商會轉交給世界台灣商會。第三點，我們高爾夫球比

賽在洛杉磯是最轟動的，但是，假若有可能我們會再繼續辦的。第四就是昨天在顧問委

員會裏面，我們洛杉磯是堅持這個監事會的事情，結果我們人數少沒有辦法說服顧問

會，但是我和我們會長報告，他是感到非常的遺憾，因為畢竟這個提案已經三年了，每

年都在提，這個提案不是說沒有通過，理事會早就通過了，但是顧問團不點頭，我們做

不下去，我們的 會長覺得很奇怪，怎麼 under 理事會的顧問團，可以推翻在理事會通 

過的提案。所以今天討論時，希望各位理事多多支持這個提案。畢竟                             

這是我們洛杉磯台美商會研究出來的，要和世界台灣商會配合，我們不是要剝消顧問委

員會的權力，我們要有一個監督會長的機構，這樣而已。還有很多事將書面報告，謝謝! 

 

北加洲台灣工商會: 各位台商先進，北加洲台灣工商會風調雨順，會務興旺，謝謝各位! 

 

Ottawa-Montreal 台灣商會: 各位大家好! 我是 Local 的理事顏珍妮，因為我們的會長今天 

 早上不克出席，因為我是一份子，我也想表達一點意見: 早上聽到捐血袋，我是 Local 

台商會會員，我在 Local 我是捐血，而且全家人捐血，我的小的小女孩一年捐二次是固

定的，我呢!聖誕節我一定捐 500 C.C. 所以我在這裏呼籲!  尤其是商會的朋友，大家都能

夠共襄盛舉! 謝謝!                     
                       

 

   ( 陳慧芬會長此時匆忙上台) 對不起! 我坐在後面沒有看到，我的聲音有一點沙啞，但 

   我有一點事情需要報告一下，昨天我們打了高爾夫球，因為下雨，我們就打了 28 洞。 

   我們有好消習；每人可退 $25元，請打高爾夫球的人到後面來都可以領$25 元；我們 

   這次在陳秋雄高爾夫球委員長的領導下，我們有非常多的收入，打得很開心，又被雨 

   淋得很多都濕透了! 但是午餐我們也吃得很高興，我們還到 Old Montreal 去逛逛，等一 

   下邱博士會放影片讓大家看看，讓大家吃醋一下! 另外在 9 月 3 日我們 Local 還有一個  

   比賽， 另外曾雅妮在 8 月 26，27，28 日會到 Montreal 來打球賽，所以您們可以來看她  

   打球，順便來參加我們 Local 的球賽。謝謝! 

 

舊金山灣區台灣商會: 各位台商先進大家好！我是舊金山灣區台灣商會會長劉煥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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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舊金山是風和日麗，所以我們的會務風調雨順。另外我有一件重要事情向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舊金山灣區台灣商會今年依據北美洲台灣商會選舉委員會所公告的時程，經過

我們理事會正式開會，同時也決議我們資深顧問陳光博先生也是北美洲台灣商會前總會

長，來代表北美洲正式參選第 19 屆，就是明年的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的選

舉，這是根據北美洲台灣商會選舉委員會的時程，正式公告之後，經過本會正式提議，

我要在這裏代表我們舊金山灣區台灣商會全體會員在這禮呼籲北美洲台灣商會理事會能

夠通過參選候選人的決議，希望所有北美洲顧問理事們對這項決議的支持，這是我們本

會誠摯的懇請。謝謝各位! 

葉秘書長: 現在我們顧問團要有補充報告。 

黃金森永久顧問: 大家好! 因為老人家所以記憶不太好，忘這忘那。重要事情我再補充一

下，昨天我們顧問團會議一致表決說，我們這些雖然年紀比你們大一點點，大概兩 三歲

吧! 但是我們的貢獻，熱忱和我們服務的精神，永遠都在北美台灣商會，永遠都在，而

且，我們出席的人數比你們理事還多，因此我們有一個提案，希望你們看看能夠通融，

我們永久顧問，顧問，咨詢委員，副總會長還有任期顧問，你看我們坐在後面的這些人

越來越多，比你們前面差不了多少，如果我們沒有投票權，好像是講不過去，因為我們

也一樣出了錢也一樣繳了費，每次有什麼事，我們這些顧問團都是打先鋒的；我們也希

望受到你們的鼓勵和支持，讓我們這些永久顧問，曾經當過總會長的，秘書長的，還有

副總會長的這些顧問們，讓我們恢復我們的投票權和表決權。謝謝! 
 

奧克拉荷馬台灣商會: 盧宏文會長: 報告的第一是 Oklahoma State 風不調 雨不順，過去幾

個月來，被打了幾個 Tornado，但是很慶幸的是商會的朋友家裏都沒有受到傷害。第二

點，很多商會的朋友都打電話來和我問候，這點友情，感念在心裏!  可是哪! Oklahoma 

不祇是唯一受到傷害的，其他的現在也包括 Missouri 的 St. Louise 都受到 Tornado 的傷害! 

商會朋友都很關心我們，在此特別謝謝大家! 

 

 西雅圖台灣商會:  鄭嘉林會長: 主席，各位台灣商會的前輩大家好!   第一: 我們成立第一

屆的青商部，非常感謝台灣商會全部的先進前輩們指導。 第二: 在今年一月八日，我們

在我們的咨詢委員卓鴻儀的精心策劃下，我們舉辦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歷史資料展，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蘇總會長，世界台灣商會盧總會長，世界咨詢委員黃正勝，北美洲

前總會長江秋檳夫婦，陳光博總會長，林貴香夫婦，還有我們的姐妹會溫哥華台灣商

會，北加州杜兆明會長，還有我們的吳英毅委員長，副州長都到場為我們青商會加持，

還有慶祝我們的圖片展，我非常感謝大家，其它的將以書面報告。 
           

溫哥華台灣商會: 主席，各位台商先進們 大家好! 在此有兩點口頭報告，其它以書面報告: 

第一點是我們溫哥華台灣商會會長曾怡華會長身體健康非常好，請大家不用耽心。接著

就是說明年我們溫哥華台灣商會將香港的兒童醫院的募款球賽拿過來我們辦，那麼這是

我們台灣人的光榮，也歡迎明年各位能到溫哥華來共襄盛舉，參加我們的球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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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秘書長: 溫哥華台灣商會會長曾怡華因認真辦活動病倒了，就是因為如此，我才不敢

認真辦活動，因為我也怕病倒了!  

 

多倫多台灣商會: 林正恩會長:主席蘇總會長 各位台商先進來賓! 我們多倫多台灣商會今

年有一件很重要的活動要舉辦，將在 8 月 28 日星期日在 Toronto 舉行一年一度的慈善獎

學金高爾夫球賽，高爾夫球邀請賽有男女兩隊，我希望大家能夠來參加，假若你不能來

也可以登廣告或贊助，廣告最高是$2,500 元，最低價是$300 元開始，參加票價是每位

$180 元，祇參加餐費每人$50 元，希望更多人參加，我們可以募更多來幫助第二代的獎

學金， 謝謝大家。 

 

各工作委員會報告 

葉秘書長: 各工作委員會報告請用書面報告如你有特別事情要報告，請不要超過三分鐘。 

(以下祇記錄在麥克風前報告的各工作委員會，其他者皆表達要以書面報告或 Email 報告) 

 

外交事務委員會: 谷祖光主任委員報告:  我是覺得我們在美國參政方面還是需要鼓勵，我

要特別向大家報告一下，周健源先生是我們華人之光，他在我們 Dallas 附近一城市當了

六年的市長，他剛做完六年，任期期滿，今年要到新的選區第 33 選區參選國會議員，

我希望各地區商會能夠來幫忙來贊助來募款，希望他能代表我們華人來進軍美國國會，

能順利成功，我們也希望世界台灣商會能夠出錢出力來幫忙，我覺得這對於我們北美洲

台灣商會的形象非常非常重要，在這邊特別呼籲請大家幫忙。謝謝! 

 

商務商機委員會: 游勝雄主任委員: 商務商機是我們商會主要的面貌；我這裏有很多的資

料，我簡單重點報告，它一共有五項，第一是海外擴展，我們必需參加商展，廣州 9 月

21 日有國際進口的食品展覽，10 月 3 日在 Detroit 的國際先進製造業和國際電動零件展

覽，10 月 6 日在土耳其資訊通訊展覽，10 月 8 日在德國科隆國際展覽中心，還有 10 月

9 日電腦展；這種商展每禮拜或每天都有的，需要參加商展的將您們的產業您們的生產

品可以向北美洲台灣商會我這邊來聯繫或直接向中華民國對外發展委員會或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聯絡。第二: 海外拓展方面最近有多明尼加，哥倫比亞經貿投資訪問團，這是由

中華民國經濟委員合作開始，我們和這些搭線和中華民國行政院或是對外貿易發展委員

會才可提供這方面的擴展。接著是瑞典、波蘭、匈牙利一個對外貿易團，中南美、印

尼、越南這也是有很多...。第三:我現在講有關台灣方面的參展，有健康照護材料展在台

北世貿中心一樓，土木機械和材料也在世貿中心南港館。運動和休閒產業展，台灣電腦

應用展，航太國防工業展....，我這邊資料很多。第四: 除了參展接洽外，還有一些技術

方面的研討，就是採購團。第五: 最後一個就是說你為了要擴展您的生意，您要怎樣參

加研討會，把您的產品推薦出來，國內也有很多資料: 如百年品牌發展計劃是在台南辦

事處由貿協在那邊辦的，還有大陸最近經貿法規的對策，商務簡報，這些資料每個月在

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會發出這個資訊也在台灣經貿電子網上面，可直接上往查詢。謝謝! 

葉秘書長: 請將資訊 Email 傳給各地區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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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委員會：周建源主任委員: 總會長，各位朋友大家好!剛才我們達福台灣商會會

長朱勵以及外交事務委員會谷祖光主任委員都已經替我宣傳，那我本人自己要解釋一

下，因為我們德州今年人口增加，因此國會議員的席位也增加了四席；因為我們華人出

來參選的非常非常少，我要參選的是新區，所以機會很大，如果我當選的話；就是唯一

一個成年後到美國來的當選國會議員，我們要克服語言文化這些背景，我想利用這時間

向您說，在最近我會登記競選，往後我會積極的拜訪您們，希望您們能夠儘量的幫我!如

果我選上後，我會用我赤子之心，我會以我們台灣人為榮，所以我會像以前一樣大力支

持我們台灣政府的活動和北美洲台灣商會的活動，所以我希望朋友及先進們，一定要大

力支持我，如果這機會失去的話，再有機會選就比較困難點，所以我想利用這機會向大

家請求，需要您們最大的支持! 謝謝! 
 

網路網頁管理委員會: 邱耀輝主任委員: 請大家看這銀幕，這是我們的網站，在這左邊有

一個叫電子版的年鑑，舊的年鑑是從第一屆到二十三屆，這是在前總會長林貴香指導下

完成的。現在有一些網路資訊需要大家提供的， 這是地區台灣商會需要來補充的，如亞

特蘭大像是都有了，如果灰色部份就是還沒有回應的，請大家看一下，趕快繳回這些資

訊，若您們有任何疑問或是有錯誤需修改的，就請和我聯繫一下，報導到此。謝謝! 
 

運動委員會: 陳秋雄主任委員: 不能不報告；在今年三月時蘇總會長指示說這次高爾夫球

賽要辦好，所以三月份，我們 Local 的陳會長特地從 Montreal 到亞特蘭大來開會，她說

她一上飛機就要$800 元自掏腰包來開會，我們也找了地區羅志仁副主任委員還有

Toronto 林金益參與會議，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把這場球賽辦得很好；所以我們感謝 Local 
陳會長領導之下幫我們租借高爾夫球場。主要我們還有很多 Sponsor，由世界和北美洲

各地來的有 40 多位，雖然在風雨中舉行，但我們仍然照常舉行；這個精神可嘉，非常

感謝他們合作。現在我要向大家報告這些 Sponsors: 黃正勝是 Diamond sponsor 是世界台

灣商會總會長候選人；李芳信也是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候選人是我們 Diamond +白金

sponsor；許明芳是世界高爾夫球總隊長他是我們的白金 sponsor；北美洲台灣商會前總

會長 王德前總會長是我們白金 sponsor；未來北美洲台灣商會總會長候選人姚宏智是我

們白金 sponsor；世界台灣商會前總會長黃金森他是我們黃金 Gold sponsor；北美洲台灣

商會前總會長楊信他是我們黃金 sponsor；還有陳光博他是我們下下一屆世界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總會長候選人，他是黃金 sponsor。以上這些贊助總共加起來有$9,500 元。這些

sponsors 說他們不是為了選舉 sponsor，他們是為了高爾夫球運動特別熱心贊助；所以他

們聽到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要辦高爾夫球賽馬上幫忙。我要再補充一下，高爾夫球賽以

理事為主，希望各位每次球賽盡量參加，高爾夫球賽是聯誼最好的項目之一，所有的收

入開銷完全公開，我們會給各位一個明細的書面報告。謝謝各位! 
 

選舉委員會: 林國彥主任委員: 我要向各位道歉一下，今天四個提案裏面和我有關的有三

個，所以非常抱歉，我不敢再多講，本來我想選舉委員會是很簡單的，沒想到有這麼多

事情，我首先要介紹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我是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凱成是我們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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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盧宏文也是我們的委員，林文章也是我們的委員，還有洪慶肇，我們共有五位。這

個選舉的辦法都是我們五個共同的決議，沒有異議通過的。我是受總會長的命令來接這

個位置，草擬辦法是經過顧問委員會主席吳子聰先生和我們總會長的同意下，我才敢這

麼做，林國彥沒有這個膽，已經被打得一沓糊塗了!我自認我是一個爭議性的人物在北美

洲，但是我一切都是對事不對人，每次講話都是惹人討厭，在這裏和大家說對不起，可

能等一下又有很多問題要問，那時再解釋，謝謝! 
 
(會議休息五分鐘，咖啡茶點可拿至會場) 

                       
前總會長林貴香補充報告: 我那屆所有帳目由我們會計師林志明先生直接 Email 給我們 
的周財務長，所以，所有的資料所有的數字都很清楚，我必需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說

明。謝謝! 
 

底特律台灣商會的會長補充說明: 吳怡宏會長請黃先生解說:大家都知道底特律至 2007 年

以來受愴最重的一個城市，失業率最高。但是美國汽車產業已經從 2007 開始回轉，現

在需求量非常強勁。所以我們看準這個商機，就趕快在底特律做一個製造技術展，我們

很高興 Detroit 台灣商會是我們這個展覽的協辦單位，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北美台灣商會

也都來支持我們，因為這是我們台灣人第一次到北美辦最大型的展覽，我們目前的這個

展覽的規模已經是 Detroit 的第二大展，我們現在還朝著第一在努力，希望您們的支持，

那什麼方式支持?10 月 3 日至 10 月 8 日到底特律來參觀一下，來參觀台灣人辦的展覽。 
第二，把目前底特律非常需求的商機傳達，因為美國汽車從傳統一千七百萬輛掉到八百

五十萬輛，今年又回升到一千四百萬輛；所以需要大量的工具機，需要大量的電動器零

件，而這些都是我們台商的強項，台灣的強項。所以希望看到市場衝進去!這是很大的商

機，所以也希望您把這資訊告訴您的親戚朋友和汽車行業，工具器行業，電動器行業有

關的都可以來。謝謝各位! 
 

財務長周正聰補充報告: 對不起!剛才說可能會有一些遺漏，結果真的是有關於雙十節贊

助花車，我們也要特別謝謝這二個商會贊助，西雅圖台灣商會$200 元，北德州台灣商會

$600 元。謝謝這兩商會單獨贊助。另外我剛剛收到我們的顧問林志明先生給我的財物資

料 CD 存款是 $200,425.09 元，好像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越來越有點錢了，另外在 Money 
Market 上面，剛剛和我解釋上屆林貴香總會長有匯入那筆剩餘款，所以 Money Market 
總共現在有 $67,449.14 元。另外最後一個是有上次黃金森前總會長和楊信前總會長，他

們的基金在 First General Bank 有 $102,307.03 元，這個 $2,307.03 元是要捐給青商會的，

黃前總會長講的是利息$5,000 元，那是不正確的。謝謝! 
 
八．討論及決議事項 

A、任期顧問詹凱臣先生提案，增設監事機構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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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de la Prunelle, Verdun, Québec, H3E 1Z3  Canada 
          Tel: 514-762-9888     Fax: 514-935-3356 

                    http://www.tccna.org      Email: info.tccna@gmail.com  
----------------------------------------------------------------------------------------------          
葉秘書長: 現在我們開始進入到討論及決議事項；我們有四個討論事項，昨天已經先提

出給顧問委員會審議了。第一項討論事項是任期顧問詹凱臣先生提案，增設監事機構。 
請詹凱臣先生說明一下。 
詹凱臣任期顧問: 主席，各位理事大家好! 我是詹凱臣，請看題目是「任期顧問詹凱臣先

生提案，增設監事機構」不是施行，他是修改章程，屬於增修條文的部份，這個提案在

三年前已經在我們的理事會通過，但是每次會議都要我提出報告，我是不曉得還要報告

什麼?因為理事會已經通過了，因為某些原因我們大會一直沒有執行，變成每次我都要

來報告，不過這樣也很好，可以打我的知名度，因為不曉得什麼時候我會出來選什麼職

務，到時請各位一定要支持洛杉磯詹凱臣! 不過，不管我出來選什麼職務，我和各為保

證，如果監事會成立了，我一定不會出來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監事長; 我再和

各位保證，我祇是想用我們這個總會和大家介紹一下，我祇是要建立一個制度，給我們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有一個制度，減少人為的控制，雖然美國大公司並沒有監事會

的制度，但是他有 Auditor Committee，所以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成立監事會並

沒有為違法的公司法的規定，祇是你要不要，你需不需要;不是你有沒有違法，不是你應

不應該，沒有這個啦!。但那 Auditor Committee 就有類似監事會的成份，所以這點和各

位報告一下哪! 三年前我尊重理事會的決定，我提這個案在理事會通過了；今天我不管

理事會做任何的決定，我尊重理事會明智的決定。謝謝各位! 
黃金森前總會長說: 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職照是在 Houston 申請的，在這公司

法裏面沒有監事會的職務，剛才詹監事長也提過，我們可以增設一個 Committee 來做這

個。關於申請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這個公司的公司法，我們請林鋕銘會計師來說明. 
林鋕銘顧問報告:我今天戴的帽子第一是專業的，是以會計師的身份來做一個報告:同時

我也是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會計師；我們在 1988 年在德州登記北美洲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的確，在美國的公司法祇有 Board Director 沒有 Board Supervisor, 就是我們現

在所講的監事會這個要求，沒有要求，當然沒有表示不能設立，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

法，在上次溫哥華時的理事會上，我對這事也做了一個發言，事實上我不再重覆，可以

看上次第二次理事會的記錄，在第 9 頁，我當時解釋的很清楚。在這裏我再表示一下個

人專業的看法，如果我們現在以現有提出的方案，我們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章

程結構上會產生一些無可避免的衝突；所以我還是覺得需要非常審慎的去處理這些問

題，不是不能成立 Auditor Committee 而是要怎麼成立法? 在章程上怎麼去做它的調整? 
章程上，我現在換另外一頂帽子，我以前擔任過法規委員會主委的身份，很多的章程是

經過我的手出來，我們的章程有關監事會的功能是放在顧問委員會裏面，但是我們因為

按照世界台灣商會的要求，我們六大洲，每一洲都必須提出監事人選，這些監事人選在

世界總會要選監事長時必需從這幾個人中選出來，其它洲都有監事會，所以他們到世界

總會時，都可以做一個 Candidate ，其他洲他們認為他們有民意基礎，而我們的監事派

到世界總會的監事是由我們的總會長指派，就在對等方面，人家覺得我們沒有一個民意

基礎。所以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說，我們要經過怎樣一個程序去提出世界總會的監事人

選，給大家有一個 Broad-based support, 這個人的確是代表監事的地位，也代表了我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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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不是祇有總會長說你去做監事你就去做世界總會的監事，我想

Key Points 就在這個地方。 Audit Committee 我們已經有了，我們有 Audit，但這 Audit
怎麼做呢!是由每一屆的總會長，在他結算以後，他要把財務報表在下一屆的第二次理事

會開會之前要送給顧問委員會審核通過，接下來才是我的工作；我拿這份 Sign off 的

Financial Statements, 我要做三份事情，第一件把所有公基金的錢資料拿過來；再北美洲

台灣商會當屆總會長他的財務報表拿出來，經過顧問團通過說 OK 沒有問題，第三件是

要把青商會的財務報表也拿過來，因為青商會是我們 Direct Subsidiaries,所以我要把三份

資料全部搜集起來才能做出一份 Financial Statements, 然後 Financial Statements 做好後，

我是 Email 給總會長,財務長和所有顧問，那 Sign off 是由上一屆的總會長負責 Sign off
那 Tax Return. 所以每年的作業都是這樣的做。在這裏因為我們的財務長提供他手上有

的資料，他是限有他這一屆的資料而已。每一屆每一屆的資料，我已經送給財政預算委

員會了，他都有這個資料。 
黃金森永久顧問接著表達：林鋕銘是我們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正式委任的會計師，

所以在 1988 年由他來申請我們的職照，所以請他解釋了公司法讓大家瞭解一下。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們顧問團要說明一下，每一任現任的總會長他當選後，顧問團允許總

會長給兩位代表他的世界台灣商會的監事和副監事，不是總會長自己想做主想委任誰就

委任誰，我們顧問團一部份是負責監事工作，監視總會長執行任務的作用。謝謝! 
 

葉秘書長：請教章程委員會彭良治先生，實施這個細則，是否牽涉到修改章程這個問題? 

法規章程委員會彭良治主委回答：有啦，絕對有牽涉到我們寶貴的章程。可是，我們去

Texas 登記，是不是把章程每年都 update 在 Texas 的州政府登記。但是，我們本會剛才

詹凱臣顧問和林鋕銘顧問也提到，基本上我們是可以設立監事委員會，祇是在職責上和

顧問委員會上的職責要釐清，我想這部份比較重要。謝謝! 
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國彥：我們要設立監事會的目的，不是要 takeover 我們顧問團的

權力，因為產生出來的監事長是要監督我們的總會長，假如總會長出來選意見一大堆，

結果什麼都沒有成立，我們這個會還是過了，總會長祇要選得到也是很好做的，反正下

來就是永久顧問，這是不對的。在制度上應該要有人監督總會長怎麼去做。全世界都一

樣為什麼我們美國特別呢? 關於財政問題，我們有財政委員，他做什麼我們都知道，他

的職務被掏空呢?或是顧問團來審查，這也很奇怪。所以我說監事會要有一個制度。 
莊為仁理事發表: 因為我們現在是開理事會，而且剛才大老在講話，更沒有針對我們理

事來講話，而且我們在開大會時，理事是最大，所以我們必須要遵從所有理事的意見，

然後再來討論問題，修改章程或成立監事會。 
葉秘書長: 好,現在有提案，修改章程，成立監事委員會。那修改章程，今天不可能修改吧! 
莊為仁理事: 可以，因為是會員大會理事最大。不需要交給章程委員會，我們理事決定

就可以，以後交給章程委員會。 
葉秘書長: 好! 現在有提案，修改章程成，成立監事委員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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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祖光主任委員: 不是說今天要修改什麼，我是從 Dallas 來的，我記得這在 Dallas 理事

會通過的；已經通過了，你們會長或是顧問，你們就去辦不要今天再討論了。今天我們

是講理事會的事，顧問團會比理事大嗎?會長做完做顧問，你們這是官官相護，你們抓

到權力你們就不放，理事會一定是比顧問大，理事會已經通過，你們一直不放棄你們的

利益，你們就不對，我是覺得通過的事不要再表決了。 
莊為仁理事: 上次林鋕銘也表示要修改章程，但上次沒有修改，現在要正式大家馬上表

決修改，如果通過馬上就成立了，他們馬上要去做，程序上還是要修改章程。 
多倫多台灣商會林金益理事:對於這個案件，每年都在討論，已經討論好幾次了，修改章

程，成立監事委員會已經通過了，修改章程交給章程委員會處理。我再重新看了第二次

理事會的記錄，祇是會議記錄，都是人家發言都沒有結議，我是以理事的身份說通過

了，請主席發表結論。 
蘇明正總會長主席: 好! 這提案就是通過了，交給章程委員會處理....。 
葉秘書長插入: 修改章程是已經通過了，成立監事委員會，這要不要通過請舉手? ... 
(全場嘩然台下多人喊通過了! 通過了!不要再....。) 
莊為仁理事中斷葉秘書長說明: 請主席正式發言， 不是你秘書說的... 

結論: 
蘇明正總會長正式發言表結論: 通過修改章程，成立監事委員會，把這議題現在 

                                                   交給章程委員會馬上付諸行動處理辦妥。(全場鼓掌通過) 

 
B、 響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發起認捐血袋活動 
     蘇明正總會長說明發起認捐血袋的活動： 

     根據台灣捐血中心多次表示，捐血袋甚缺，新聞煤體亦頻頻報導台灣各醫院發生嚴重

血荒，恐將造成很多病患無血可輸，危及生命。我們世界台商都來自台灣，受到台灣

的栽培，在各醫院發生嚴重血荒之際，響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發起血袋認捐每個

美金$ 2.50，救人善心之義舉，亦可彰顯北美台商對台灣回饋之心與關懷之情。 

    葉秘書長: 對這提議有沒有反對? 如果沒有反對請鼓掌通過(全場鼓掌通過) 那麼，其它 

                     實施細則，中間有很多退稅問題，我們今天就不再討論，因各....... 

    蘇明正總會長即時表達: 現在是否請大家發起認捐一下好嗎? 這是好心善舉，洛杉磯已 

                經認捐一萬元了，我們可依照血袋數目認捐計算。這是做好事我先認捐兩千個 

                血袋, 我們的目標是一萬個以上，請永久顧問，大老們幫忙發表善舉，認捐血 

               袋好嗎?  接著全場踴躍熱絡認捐血袋如下: 

認捐血袋名單 

洛杉磯台灣商會                       4,000個血袋= $10,000  

蘇明正總會長                           2,000個血袋=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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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台灣商會  王美琴              200個血袋= $  500 

舊金山台灣商會副會長汪麗玉 1,000個血袋=  $ 2,500 

波克萊台灣商會                           400個血袋= $1,000 

舊金山台灣商會 黃思諭            1,000個血袋= $ 2,500 

紐澤西台灣商會                                                $1,000 

林貴香(世台基金會)$ 31,000付日本賑災及血袋$5,000已付世界台灣商會總會 

新英格台會灣商                                              $1,000 

顧問團                                                            

$10,000 

北德州 Collin County 康碧娥                           $1,000 

大奧蘭多台商會                            600個血袋= $1,500 

夏威夷會長王月杏                         600個血袋= $1,500 

芝加哥副會長郝昱生指定由世台基金會轉交 4,000個血袋=$10,000 

邁阿密台灣商會                          400個血袋= $1,000 

紐約台灣商會                                                  $1,000 

大華府台灣商會                          400個血袋= $1,000 

北加州台灣工商會陳瓊瑩(Yamashita)200個血袋= $500 

林鋕銘顧問: 我現在是世台基金會秘書長，我們成立基金會的主要目的，就是慈善 

社會公益組織，如剛才林貴香前總會長所說的我們已經有$31,000 匯至日本賑災，和

$5,000 血袋已匯給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如果須要退稅單(Tax return)，認捐血袋可

經我們世台基金會轉給世界台灣商會。這是每人自由選擇。謝謝! 

結論 
蘇明正總會長: 感謝大家通過此提案，今天現場踴躍認捐血袋，我們仍然歡迎大家

                         的善舉，往後繼續認捐者可直接與我們周財務長聯繫，謝謝! 
  

C、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選舉，請討論。 
葉秘書長提出:  第二十四屆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選舉；那個..那個.. 北美洲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昨天顧問團開會討論選舉的問題，並不是針對第二十四屆，是關於今後選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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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因為在章程裏沒有詳細記載。如果第一輪投票沒超過半數則繼續第二輪的投票，

如果沒有通過則建議由章程委員會擬定提出辦法。今天投票是按照舊的章程去投票，以

後投票沒通過就交給章程委員會去處理，由下屆總會長在理事會提出修改章程。請問有

沒有異議? 如果沒有異議，就請鼓掌通過。結論: (全場鼓掌通過) 
選舉委員會主委林國彥: 剛才秘書長講今天選舉照舊的章程去投票，什麼是舊的章程去

投票? 今天的投票要過半數才能當選，因為章程裏面是寫過半數，應該是過半數。 
                   

    D、 代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參選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2012~2013 年(第十九屆)總會長選舉，請討論。 
       葉秘書長提出:  昨天顧問團有研議， 代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參選世界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 2012~2013 年(第十九屆)總會長選舉。因有人有意願，但昨天顧問委 
       員會討論這提案覺得好像和章程也有點小問題，今年是 2011~2012 如果今年表決下

一屆的參選世界總會長，讓總會長可以去運做，假如明年推舉他沒有充份時間運做

就不會當選，所以由今天理事會推舉，由下屆理事會追認我們今天的推舉...... 
       主席蘇總會長: 讓我來說: 先來討論要不要通過再來舉辦選舉，是不是這樣比較理

想，請大家看附件。 
       莊為仁理事: 因為是 2012~2013 的參選世界台商總會長，由下屆理事去推舉下屆世界

總會長，等一下大會選舉，這屆理事就結束了，無權決定下屆理事會的決議，我們

不會有負擔去決定人家下屆理事的事情。謝謝!我的提議是延到下屆理事去決議。         
         

  沈忠正永久顧問: 我是沈忠正，三年第一次發言，我不是和理事比大小，我是覺得這

件事很重要，我們要出來選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的人要有勇氣，要有才能，要有服務

的精神；陳光博有這意願要選，我覺得我們應該馬上來表決。(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我們應該要鼓勵他，我們提前來決定，讓他有充份的時間拜訪全世界台商們，有時間

去拜票。                                
    廖唯志顧問: 我是從奧蘭多來的，我是第 21 屆的秘書長，今年我參加了全世界的各種

活動，我是覺得現在是六月如果十月要選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時間是太短了，沒有

足夠時間跑全世界一圈或兩圈，今年要選世界總會長的黃正勝和李芳信都跑了全世界

一兩圈了。所以我們北美洲要發出我們的實力，也要到世界拜會一兩圈。陳光博他有

意願或是其他的人有意願，我們就要請他有代表性的出去，不要選不選的，所以我們

現在讓有意願者要選二年後的總會長，不要到臨時衝動要出來選，這把所有的程序都

弄掉了。這是我的建議，提早決定讓他有時間去拜訪全世界的台商，瞭解他，讓他發

揮我們北美的精神。謝謝! 
     谷祖光理事: 對不起，主席，我是覺得說，我不是針對某人，我覺得我們不能替下屆

理事做表決做決議。是不是我們章程改，那我們理事也會換人的。是不是延一天或再

至下次 理事會，這對章程和大家都比較好，是不是要考慮!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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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特蘭大陳先生: 今天請理事們表決，明天新理事會追認，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的， 不

想表示其他辦法! 謝謝! 
主席蘇明正總會長: 現在分成三個表決: 第一，擱置，等下一次理事會。     ( 五票) 
                                                                     第二，選出來，下屆理事來追認。(全數同意) 
                                                                     第三，以上二項都不同意。            ( 零票) 

結論: 
蘇明正總會長發表結論: 通過推舉陳光博參選 2012~2013 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 
 
九. 臨時動議                      
        周正聰財務長: 非常謝謝剛才各位熱忱愛心認捐血袋活動，我這裏有記錄也有錄

音，但希望剛才有報樂捐的請抽出空來至我們的辦公室寫您將如何付款，收據寫商

會或各人，以免有任何的差錯。謝謝各位! (全場鼓掌同意) 
        
       蕭忠正副會長: 任很多人熱心贊助血袋，響應全世界台灣商會認捐血袋，我是建議樂

捐的人為了 Tax  purposes 將款項存入世台基金會，統一後再轉入世界台灣商會總會. 
       主席 蘇總會長: 我們剛才已表達了這方式存入世台基金會再轉入世界台灣商會總會 
 

       周財務長轉達世界台灣商會盧總會長函件: 關於台灣新北市朱立倫來函給世界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朱市長希望能夠邀請北美洲各地和新北市結為姊妹市，促進雙方文化 
      經濟藝術等交流，這用意良好! 如果能藉此增進台灣國際知名度，也盡台商之力。 
      如有興趣，請和蘇總會長聯繫帶回國轉報。 
      蘇明正總會長結語: 新北市朱立倫市長誠摯邀請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各市結為姐妹 
      市，同意請鼓掌通過。(全場鼓掌同意) 
 

     某顧問先生提出:  祇是想知道通過的修改章程，成立監事會，在通過後，什麼時候可

以開始生效? 
     結論: 蘇明正主席總會長回答:  交給下屆做決定。(全場鼓掌通過) 

     詹凱臣主任委員接著回答: 實施修改章程要經過下次理事會通過內文才能實施，還沒 
                                                    修改怎有可能實施? 下次理事會再讓我打知名度，讓我再

報告都可以。 
                                                    剛才那莊為仁把我這提案有所修改。 修改章程是需要經過

提案人同意， 現在我告訴各位，我同意，謝謝! 
  主席蘇總會長: 時間緊迫，我們還有下一段時間要舉行選舉，請讓我宣佈...。 

 
十. 主席宣佈 散會 
          主席蘇明正總會長宣佈: 第 23 屆第三次理事會會議圓滿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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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場鼓掌歡呼致謝) 
     
 
 

~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