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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及適用對象：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38 個地區商會所屬青商部門。
二、公告源起：發起人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楊信名譽
總會長，為鼓勵本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地區商會所屬青商部門具備基本運作常
規化以及建立建全的組織結構，願意提供美金＄10,000 元獎勵金，供經審核獲獎之
地區商會所屬青商部門，作為往後推展會務所用。本獎勵金方案區分成兩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西元（以下同）2017 年 6 月 30 日止，獎勵金提供者
為楊信名譽總會長。 第二階段申請期間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止，第二階段獎勵金提供者為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
三、申請資格：
(一) 申請單位須檢具該所屬青商部門理事/幹部職位以上之名單、現職、學歷及經
歷。
(二) 申請單位須檢具該所屬青商部門出席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部年會代
表及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大會代表之名單。
(三) 申請單位須檢具該所屬青商部門會員名單、基本資料、現職、學歷及經歷。
(四) 申請單位須檢具該所屬青商部門之介紹，歷史，成長及宗旨。
(五) 申請單位須檢具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
（或可改成以書面
方式提出本獎金申請日止）該地區商會所屬青商部門所曾舉行的年會、理事會、會
員大會之會議紀錄，該會議記錄必須包含會議日期、會議主席、會議記錄者、出席
成員、會議報告事項、會議討論事項（包含但不限一般討論事項及臨時動議）及會
議決議。
(六) 申請單位須檢具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
（或可改成以書面
方式提出本獎金申請日止），該地區商會所屬青商部門曾舉辦的活動及該活動之相
關費用支出情形。
(七) 申請單位須檢具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該地區商會所屬
青商部門欲舉辦之活動籌備計畫及相關預算計畫。
(八) 申請單位須列出該地區商會所屬青商部門已經培育及進入該地區商會服務的
職稱名單。
(九) 申請單位須檢具本英文附件之列舉詳細申請資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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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階段之申請期限：
自公告日起至西元 2017 年 6 月 30 日中午十二時（太平洋時區）截止。
五、第二階段之申請期限:
西元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午十二時 (太平洋時區) 截止。
六、申請方式：
以上經地區商會所屬青商部門提出的書面資料，需經過該地區商會負責人及所屬青
商部門負責人之簽章確認後，以書面方式（正本及影本各一份），向獎勵金審核委
員温玉玲女士提出申請。郵遞正本至:
Lynn Wen – Grant Review Committee Chairperson
1045 E. Valley Blvd. #A211, San Gabriel, CA 91776
資詢請洽 Email: lynn.wen@yahoo.com; Phone: (626) 236-8559
七、領取獎金及相關切結事宜：
（一）獎勵人將於確定得領取獎金之申請單位及其領取獎金數額之日起一個月內發
給獎金；未符條件者，原則上不另通知。申請單位經通知領取獎金時，應指派有權
代表該單位之人簽具領款收據領取，並切結所提供之資料未有不實或以不法方式取
得，如經發現有切結不實，申請單位願於獎勵人通知繳回所領取之獎金後十日內繳
回全額獎金。
（二）已於上開第一階段申請，並獲通知領取獎勵金之地區商會所屬青商部門，不
得於第二階段重新申請。

Page: 2 of 4

01/01/2017

Criteria Attachment to 獎勵金公告

TCCNA - US$10,000.00 Grant Criteria

GRANT PURPOSE:
The announcement of Honorary President Jackson Yang of this US$10,000.00 grant is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a structurally sound local junior chapter
(second generation) within the current 38 TCCNA local chambers of commerce (first
generation).
The current TCCNA local chambers (first generation) must consent to the submission of
this grant request.

In addition, each current local chamber president’s signature is

required.
Grant details and deadlines are clearly stated in the Chinese written version of this form.

GRANT CRITERIA:
1) Local junior chapter board of directors/officers list including a brief biography of
each director/officer, how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local junior chapter.
2) Submit a list of junior representatives from your local junior chapter for the last 5
years to both TJCCNA and WTCCJC. Each name submitted must include year and
title for the respective representative.
3) Local junior chapter list of membership including a brief biography of each member.
4) Brief biography on local junior chapter, highlighting its history, growth through the
years, and the mission statement.
5) Listing of local junior chapter activities for the last 12 months along with
information on any future activities planned. Listing of any activities involving the
local chamber (first generation) within the last 12 months. Include pictures or any
market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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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ubmit materials or website information showcasing the local junior chapter.
7) List of local junior chapter board members that are currently or have previously
migrated to the local chamber (first generation) board.
8) Outline a specific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local junior chapter.
In addition, give details on how this US$10,000.00 grant will be utilized to further
grow the junior chapter.

GRANT SUBMISSION:
Please submit original copy of the application to:
Lynn Wen – Grant Review Committee Chairperson
1045 E. Valley Blvd. #A211, San Gabriel, CA 91776
For questions and inquiries please email: lynn.wen@yahoo.com;
Phone: (626) 23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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