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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 2018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時間：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上午9:30至11:30 

地點：臺北圓山大飯店 12樓大會廳(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 1號) 

主席：黎淑瑛       司儀：徐孟榆           記錄：謝金樺 

一.報告出席人數: 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會議開始（鳴開會鐘） 

三.唱會歌(略)  

四.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五.介紹貴賓 (略) 

六.主席致詞 

      敬愛的創會總會長柯杜、榮譽總會長施郭、名譽總會長黃淑慧、陳上春、監

事長阡蕙、準總會長琍綺，還有我最棒的副總會長志瑛、美香、寶鳳、宗德、

玲華與財務長、執行長、華冠獎聯誼會會長住維、國際事務顧問們、國際諮詢

委員們、名譽常務理事、國際常務理監事、國際理監事們、全球的分會會長

們、全球會員們，大家早安，世界大會開到今天已是第三天，相信大家都很開

心，開幕典禮很讓人感動因為大家給予我很大的好評，讚揚世華一級棒！尤其

看到蔡英文總統參加開幕典禮相當開心並肯定世華，謝謝創會總會長創立了這

個平台，讓我愈來愈好，雖然在今晚我即將缷任，可是我會努力到最後一分一

秒！ 

還有我們這一次最重要的第七屆華冠獎得主一系列的頒獎活動，整系列的活

動都辦的有聲有色，我們又多了十位世華姐妹們的榜樣、模範、生力軍，讓我

們再次用掌聲來歡迎十位得主！世界年會中的會員大會是一系列活動相當重要

的，很多分會的姐妹都覺得很感動，參與世華之後多了很多學習機會與成長，

除了了解總會為大家做了什麼外，更重要的是分會與分會之間的聯繫、交流，

會員大會開會就是為了讓大家更進步，有任何缺失需要改進的都請大家儘量發

言。最後祝福我們世界大會圓滿成功，姐妹們美麗、青春、健康、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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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告事項 
   1.監事會報告:陳阡蕙監事長 

感謝此次參與世界大會的工作人員，感謝黎總會長二年來的付出與努力，短

短二年內成立12個分會，看到淑瑛總會長如此勞心勞力，身為監事長實在無

可挑剔，當然我們尚有進步的空間，如何世華更推向不同的平台，讓世界看

到世華、了解世華是個最優質的社團。 

2.會務行政報告：執行長徐孟榆 

            (1)會務行政報告請詳閱附件一（P.5-14）   

      (2)本屆目標任務之一是「世華走向歐洲」，所以創立了維也納分會、參加 

了法國交接。謝謝總會長全權信任交接給執行團隊，總會長專心國內外分 

會行程，執行團隊為後勤單位全力協助總會長，過中程雖有不盡完善之處 

也謝謝全球姐妹們給我們鼓勵與指正。二年內總會長平均一個月半就成立 

新的分會總計12個分會，執行團隊行政事務繁多，全力支持總會長推動國 

民外交的目標；即使是要即將缷任了，九月底亦前往美國進行扣門之旅， 

總會長任期內不停地為世華奮鬥、努力，我們團隊一步一腳印，讓世華在 

全球發光發亮！ 

         3.財務報告:財務長黃月蕊 

           財務詳細內容於討論事項中做說明。請參閱附件二~三（P.15-16）                 

七.討論事項 

案由(一）：提請審議106年12月01日至107年8月31日止，財務收支決算表、 

資產負債表。 

提 案 人 : 總會  

說     明：1.本案業經第六、七、八次國際(常務)理監事會議審查通過。 

               2.財務報表如附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會員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章程條文修改討論案。                                                                                   

提 案 人 : 法規委員會  

說    明：世華自1994年成立以來，已成立近25年，因隨著時空背景的變遷再 

          加上各地新成立分會大幅增加，適時調整章程條文以延續展現「世 

          華」宗旨與精神。請參閱附件（附件四）（P.17-25）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會員修正後通過。 

              新增修改如下： 

1. 章程第二十一條第六項「國際諮詢委員：卸任副總會長、國際
監事長、執行長，經國際理監事會通過，得聘為本會國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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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修改為「國際諮詢委員：卸任副總會長、國際監事
長、曾任常務理監事及全期之執行長，經國際理監事會通過，
得聘為本會國際諮詢委員。」 

2. 章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本會永久榮譽理事長為周文璣女士。」 

修改為「本會永久榮譽總會長為周文璣女士」 
 

案由(三）：通過第十屆總會國際理、監事名單。                                                                                   

提 案 人 :總會 

說     明：一、第十屆總會國際理、監事名單。 

           二、業經選務委員會審查完竣，報請大會鑒核。請參閱附件（附 

件五）(P.26)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會員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會2019年世界年會擬於泰國舉辦，提請討論。 

提 案 人 :總會 

說     明：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一年召開世界會員大會一次，擬提請於 

2019年10月20日至10月25日於泰國舉行世界年會。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會員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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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全球各分/協會會務報告 

      依成立時間先後依序上台報告，報告時間三分鐘以內。 

1 美南分會 16 南非分會 31 新北市分會 

2 台灣省工商 17 泰國分會 32 華星分會 

3 台中市工商 18 澳洲分會 33 華鳳分會 

4 南加州分會 19 台北市分會 34 越南分會 

5 紐澤西分會 20 真善美分會 35 新竹分會 

6 法國分會 21 亞利桑那分會 36 大紐約分會 

7 多倫多分會 22 紐西蘭分會 37 巴爾的摩分會 

8 巴拿馬分會 23 大台中分會 38 新山分會 

9 西雅圖分會 24 北加州分會 39 蒙特婁分會 

10 夏威夷分會 25 大台南分會 40 亞特蘭大分會 

11 彰化縣分會 26 大高雄分會 41 日本關西分會 

12 北德州分會 27 芝加哥分會 42 基隆分會 

13 巴西分會 28 溫哥華分會 43 柬埔寨金邊分會 

14 阿根廷分會 29 新加坡分會 44 檳城分會 

15 日本分會 30 大桃園分會 45 維也納分會 

十二、自由發言 

十三、唱聯誼之歌 

十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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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2月 1日 

•新竹市分會週年慶暨愛在泰雅-天籟之聲慈善音樂會 

總會長黎淑瑛偕創會總會長柯杜瑞琴、名譽總會長陳上春、監事長陳阡蕙、第

一副總會長劉琍綺、華冠獎聯誼會會長莊住維及各分會會長、會姊們出席活

動，給予新竹分會滿滿愛與鼓勵，世華對社會公益不遺餘力，愛在世華、幸福

相伴，貢獻社會，活動圓滿成功。 

12月 2日 •巴拉圭分會會員大會暨第七屆理監事交接典禮 

副總會長李宗德代表總會長黎淑瑛出席活動並監交第七屆理監事交接典禮，活

動圓滿成功。 

12月 5日 •台北第二分會第 8、9屆交接典禮 

總會長黎淑瑛偕創會總會長柯杜瑞琴、監事長陳阡蕙及國際諮詢委員簡清美等

共同出席活動，僑委會僑商處汪樹華處長亦蒞臨致詞，活動順利成功。 

12月 10日 •台北市分會第 10、11屆交接典禮 

陳寶鳳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陳上春名譽總會長、陳

阡蕙監事長等出席祝賀，陳寶鳳副總會長監交印信，僑委會汪樹華處長蒞臨致

詞，現場並進行公益捐贈活動，台北市分會募捐 21萬捐贈鄭豐喜文教基金會，

活動溫馨圓滿。 

12月 10日 •美南分會會員大會 

黎淑瑛總會長親臨現場給予鼓勵祝福，大會同時安排第 24屆中文演講比賽，活

動活潑成功。 

12月 15日 •黎淑瑛總會長接受美國達斯新聞專訪 

黎淑瑛總會長接受美國達拉斯記者專訪，詳述介紹世華成立沿革、世華重要活

動及自己成長歷程，此專訪於 12月 15日刊登於美國達拉斯新聞報。 

 

12月 15日 

│ 

12月 23日 

•2017 休士頓世界年會 

2017年世界年會暨第六屆牽手獎選拔頒獎活動，於 2017年 12月 15日至 23日

假美國德州休士頓 The Westin Galleria Hotel隆重舉行;來自全球五大洲 61

個分協會會員 400人及眷屬外賓共計 500多人齊聚一堂，活動包括歡迎晚宴(婦

聯會晚宴)、開幕典禮、會員大會、牽手獎頒典禮世華之夜(僑委會晚宴)及惜別

晚會(外交部晚宴)，聯繫世華會員情誼，並向世界傳達世華總會宗旨與理念:

「心懷世界、掌握脈動、建立網絡、發展經貿」; 政要貴賓僑務委員會吳新

興委員長、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家彥處長蒞臨致詞，國會議員 Al Green， ILF Foundation 國際領袖基

金會執行長董繼玲、德州州政府禮賓處處長 Cammy Jones、德州眾

議員 Gene Wu 吳元之、哈里斯郡法官 Theresa Change 張文華，休

士頓市議員 Amanda K. Edwards 蒞臨致詞並頒發賀狀給世華。 

  

會務行政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10月 03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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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7日 •新北市分會第 2、3屆交接典禮 

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瑞琴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

總會長、陳上春名譽總會長、陳寶鳳副總會長等出席，僑委會僑商處汪樹華處

長蒞臨致詞，並由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監交印信，由鄭玉廷交棒紀珠如，活動

圓滿成功。 

12月 27日 •柯杜創會總會長長獲美國糖城市長頒贈表揚狀 

創會總會長柯杜瑞琴於休士頓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世界年會結束後在美

南分會的姊妹陪同下，拜會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n，並接受市長表揚狀，也贈

送市長紀念品，做了一次國民外交。當天隨行有世華婦女會台中分會理事長林

淑宜舟、僑務委員劉秀美、甘幼蘋、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及多位美南分會前會

長，一行十多人在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與郭穎的安排下，拜會糖城市政府，市

長 Joe Zimmerman 出面歡迎，並頒贈表揚狀，讚揚世華在哈維風災期間對社區

的貢獻。雙方晤談後，在市長 Zimmerman邀請下，柯杜瑞琴一行人參訪了市長

辦公室並合影留念，讓當地僑胞與柯杜瑞琴做了一次成功的草根外交。 

12月 29日 •大台南分會第 5、6屆交接典禮 

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瑞琴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

總會長、陳寶鳳副總會長及各分會會長蒞臨給予鼓勵與支持，劉琍綺第一副總

會長並監交印信，大會活動圓滿成功。 

107年 

1月 6日 

•監事葉憲年於高雄尉武謍舉辦文化中心畫展 

黎淑瑛總會長帶領理監事及大高雄分會姐妹前往祝賀，畫展及南臺灣舞蹈團孫

伊芬「花的饗宴」舞展相得益彰，活動帶來美的感受，圓滿成功！ 

1月 6日 •華鳳分會第二屆理監事就職暨週年慶典 

總會長黎淑瑛偕創會總會長柯杜瑞琴、榮譽總會長施郭鳳珠、第一副總會長劉

琍綺、副總會長謝美香、陳寶鳳、國際諮詢委員賴玫璇、簡清美及各分會姐妹

參與盛會，祝福會華鳳分會會務昌隆，活動圓滿成功。 

1月 9日 •世華總會捐款哈維颶風賑災，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頒發獎狀讚許 

吳新興委員長特別接見世華總會黎淑瑛總會長、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榮譽總

會長、陳上春名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陳寶鳳副總會長及世華幹部

一行十人，感謝世華發揮大愛精神，捐款美金 8萬元休士頓哈維颶風賑災，並

為台灣展現成功國民外交，由黎淑瑛總會長代表接受表揚狀。 

1月 11日 •大台中分會第五、六屆會長交接典禮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榮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陳

寶鳳副總會長、國際諮詢委員簡清美、賴玫璇共同出席，世華各分會姐妹及會

職幹部亦同往祝賀，交接典禮在總會長監證下完成交接，活動圓滿成功。 

  

會務行政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10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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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2日 •總會長拜會 NGO 送交第七屆華冠獎簡介 

黎淑瑛總會長由楊素真副執行長及何繁綺副財務長陪同拜會 NGO執行長翁瑛

敏，並送交第七屆華冠簡介，請 NGO送到全球駐外單位、各大僑團,協助世華廣

為宣傳 2018年第七屆華冠獎選拔活動。 

1月 15日 •台南縣工商例會 

黎淑瑛總會長偕施郭榮譽總會長及徐孟榆執行長參與台南縣工商例會，例會順

利圓滿。 

1月 20日 •泰雅學堂教育基金捐贈儀式 

黎淑瑛總會長偕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陳寶鳳副總會長及會職幹部出席泰雅學

堂教育基金捐贈儀式，世華全球姐妹響應新竹分會黃婉庭會長發起愛心捐款，

匯集台幣 100萬捐贈泰雅學堂作為教育基金，黎總會長並接受電視訪問以世華

永續關懷的精神，將世華的愛化為大愛，捐贈儀式中孩子們及老師動人的樂章

和美妙的歌聲相互交織，感恩世華愛心。 

1月 20日 •台北市分會例會 

黎淑瑛總會長偕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參加台北市分會 1月份例會並給予姐妹們

支持與鼓勵。 

1月 23日 •總會長接受光華雜誌訪問 

總會長黎淑瑛接受外交部光華雜誌訪問，分享世華悠久歷史，在推動華人女性

企業家的經貿交流上不遺餘力，足跡遍及世界，在國際交流與國民外交上的著

墨，更是不在話下，以及總會長在海外發展的創業故事，讓光華讀者有機會認

識華人女性在國際耕耘的點點滴滴，預計 4月、5月出刊。  

1月 23日 •新北市分會例會暨歲末聯歡晚會 

總會長黎淑瑛參加新北市分會例會，與姐妹共同歡度歲末聯歡晚會，第二分會

貞良會長，熱情提供珍藏的禮帽為晚會增加不少光彩，活動圓滿完成。 

1月 24日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參訪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企業 

黎淑瑛總會長偕陳上春名譽總會長陪同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處長汪樹華、外

交部部長夫人池琳、李鍾桂博士及商學界人士一行 11人參訪安勤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安勤科技董事長劉琍綺簡報說明並帶領參觀智慧點餐與醫療系統，吳委

員長表示，政府單位需要詳盡掌握民間脈動，一行人對於台灣自行研發的科技

系統予以高度肯定，並對臺灣的產業國際行銷，期待有更多討論與研擬規劃。 

1月 25日 •基隆市分會成立大會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陳上春名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

陳寶鳳副總會長參加基隆市成立大會，世華各分會姐妹到場祝賀，總會長監交

印信、授予會旗、頒發當選證書給創會總會長劉美德，僑商處汪樹華處長代表

委員長出席並致詞，賀客盈門，成立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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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日 •美南分會第 33 屆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黎淑瑛總會長親自出席，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親臨現場祝

賀，並與黎總會長共同監交授證儀式，由黃春蘭交棒羅秀娟，活動圓滿成功。 

2月 8日 •大高雄分會第 4、5屆會長交接典禮 

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瑞琴總創會長、陳寶鳯副總會

長、莊住維華冠奬聯誼總會會長、國際諮詢委員賴玫璇、簡清美及各分會代表

到場祝賀，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並監交印信，由林淑蓉交棒黃銘卿，交接典禮

圓滿成功。 

2月 15日 •柯杜創會總會長接受巴西華人資訊網專訪 

柯杜創會總會長接受「巴西華人資訊網」專訪，介紹創立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及華冠獎，發揚世華的世華宗旨，使世華組織發揚光大，成為世界女性

企業家學習的典範，凝聚全球華商婦女人力及提升婦女社會地位的重要性，專

訪以「世界的領航」介紹創會總會長及世華，此專訪刊登於「巴西華人資訊網」。 

2月 24日 •泰國分會第八、九屆交接典禮 

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陳寶鳳副總會長出

席泰國分會交接典禮，劉第一副總會長並代表總會長監交印信，活動圓滿成

功。 

2月 25日 •總會長歡迎世台總會總會長林貴香蒞臨休士頓。 

總會長黎淑瑛歡迎世台總會總會長林貴香蒞臨休士頓,並參加世台台灣相關企業

登陸服務記者說明會。 

2月 26日 •巴西分會拜會總會、捐款花蓮賑災 

陳林幸昭拜會總會並代表巴西分會捐贈花蓮賑災新台幣 36萬元整，由徐孟榆執

行長代表總會接受，副執行長楊素真、陳秀桃，副財務長何繁綺共同與會，會

後至吉星港式飲茶共進午餐。 

3月 3日 •南加州第 19、20屆交接暨第五屆金冠獎頒獎典禮 

南加州分會第 19、20屆會長交接儀式暨第五屆金冠奨頒獎典禮，總會長黎淑瑛

親臨祝賀，並與駐洛杉磯台北經文處處長夏季昌、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主任翁

桂堂共同監交，由潘意玲交棒新任會長黃美月，美國國會議員趙美心、 ED 

Royce、 核桃市市長蘇王秀蘭、聖蓋博市市議員廖欽和等民選官員到賀並頒發

賀狀，冠蓋雲集，活動圓滿成功。 

3月 5日 •日本分會拜會總會、花蓮賑災捐款 

日本分會濱田裕子女士偕秘書拜會總會並捐贈 106萬日幣花蓮賑災，由劉琍綺

第一副總會長代表總會招待並收下捐款，濱田裕子女士將於 4 月 8 日接任日本

分會會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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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日 •總會花蓮賑災捐款十萬美元，拜會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黎淑瑛總會長於 3月 6日上午率領總會常務監事高嫚璘、國際秘書長宋秉穎，

副執行長何真及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帶著來自全球世華姐妹們為花蓮之愛心

賑災，十萬美元（$100,000.00) 到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會陳家彥處

長。盼望花蓮能盡速重建家園。總會賑災捐款將交由僑委會轉交花蓮縣政府救

災，世華姐妹們共同凝聚世華大愛，讓姐妹的愛心被看見，溫暖花蓮! 

3月 7日 •外交部 NGO新春聯誼茶會 

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出席外交部 NGO茶會，楊素貞副執行長

及許淑雯資訊長陪同參加，現場與各 NGO嘉賓交流，經驗分享。  

3月 13日 •頒贈溫哥華分會會長當選證書 

溫哥華分會陳瀅如會長帶領團隊拜訪總會並接受總會長頒贈當選證書，第一副

總會長劉琍綺、理事潘意玲、執行長徐孟榆、副執行長何真共同參與並拍照留

念。 

3月 14日 •世華賑災花蓮大愛心,捐贈搜救運輸車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陳上春名譽總會長、陳阡蕙監事長、劉琍綺

第一副總會長、副總會長李宗德、謝美香及世華全球姐妹一行 23 人拜會花蓮縣

政府，捐贈花蓮特種搜救隊器材運輸車一輛，混擬土手切割機 2台，鑽石鋸片

十片，襄助花蓮防災工作，僑委會僑商處賴麗瀅副處長同行見証，縣長回贈感

謝狀感謝世華姐妹愛心；中午柯杜創會總會長宴請豐盛午餐，之後探訪頼玉珍

民宿,佈達各分會會長都能安排花蓮活動促進花蓮光觀產業，世華感恩奉獻，大

愛溫暖花蓮。 

4月 2日 •總會長帶領溫哥華分會姊妹參加 2018第 11屆世界關懷自閉症點燈儀式 

4/2世界關懷自閉症日，首次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廣場前舉辦「看見光找到愛點藍

燈活動」，包括圓山大飯店董事長張學舜、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許立民與世華黎

淑瑛總會長等各界關懷自閉症兒等團體，超過 150人齊聚一堂，親眼見證圓山

紅樓外觀，點燈後變身藍樓的歷史時刻。 

4/2世界關懷自閉症日這一天，全世界一同點亮藍燈，宣揚全球關懷自閉症的慈

善行動，包括全球七大洲、約 142國、近 2餘萬世界著名建築一同響應，希望

能喚起台灣更多的人來關懷自閉症的兒童與家庭，期盼能引發社會更多人透過

一同付出愛心，齊力關懷弱勢與自閉症兒童。 

4月 3日 •總會長受邀光華雜誌專題採訪 

黎淑瑛總會長受邀光華雜誌專題採訪，透過光華雜誌主編執筆將總會長精采、

奮鬥與努力的故事，如何探看世華婦女在國際奮鬥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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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日 •日本分會第七、八屆會長交接典禮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瑞琴創會會長、施郭榮譽總會長、陳阡蕙監事長帶領總會

一行貴賓及大台中姐妹會王寶珍會長、何彩薇輔導會長、郭鳳玉名譽會長帶領

大台中姊妹、新北市分會紀珠如會長、大桃園分會何善容姊妹、檳城創會鄭美

滿會長，謝美香副總會長與日本関西分會余秀霞會長團隊共同出席同往祝賀，

交接典禮在總會長監證下完成交接，活動圓滿成功。 

4月 19日 •美國安良工商會成立大會 125週年暨第 97屆年會開幕典禮 

黎淑瑛總會長參加美國安良工商會 19日在臺北舉行成立 125週年暨第 97屆年

會開幕典禮，超過 200人從美國各地來臺參加，表達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4月 21日 •柬埔寨金邊分會成立大會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

長、陳寶鳳副總會長、李宗德副總會長、謝美香副總會長參加柬埔寨金邊創會

成立大會，世華各分會姐妹到場祝賀，總會長監交印信、授予會旗、頒發當選

證書給創會總會長黃桂沄，當晚出席活動的貴賓包括台、柬當地政要代表、各

大商會代表，賀客盈門，創會圓滿成功,成為世華第 63個分會。 

4月 21日 •北加州分會第 2、3屆交接典禮 

陳玲華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出席北加州分會第 2、3屆交接典禮，與會貴

賓也包括金山灣區僑教中心閻主任與多位主流加州眾議員、市長等，由陳玲華

副總會長監交印信與頒發當選證書，大會活動圓滿成功。 

4月 26日 •華星分會第 2、3屆交接典禮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瑞琴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陳上春名譽總會

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李宗德、陳寶鳳副總會長、林身影、王茗茗國際事

務顧問、賴玫璇、簡清美國際諮詢委員、郭元瑾、莊住維名譽常務理事、賴素

滿常務、袁念華常務理事、賴底亞、葉敏芬、吳季頻、陳白沼、黃宇婕、王雪

沼理事、鄭玉廷監事、楊素真副執行長及各分協會姊妹們參與祝賀祝福華星分

會會務昌隆，活動圓滿成功。 

4月 27日 •拜會華僑協會 

總會長與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帶領台北四個分會拜會華僑協會總會，探討國內

時事議題、兩岸熱點議題、國際現勢及華僑問題，聯合海內外僑胞，互助合作 

，協力發展華僑事業，彰顯華僑愛國精神。 

4月 29日 •多倫多分會第 11、12屆交接典禮 

陳玲華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出席多倫多分會第 11、12屆會長交接典禮 23 

周年模範母親聯歡晚會，由陳玲華副總會長監交印信與頒發當選證書，大會活

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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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日 •總會長蒞臨指導頒獎「僑務委員會 107年度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僑委會感謝海內外各界人士鼓勵僑生來臺升學，黎淑瑛總會長、柯杜瑞琴創會

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日本關西賴玉珍副會長等出席捐贈僑委會僑生

獎助學金，每年嘉惠數百位華裔學子，成為各領域專業優惠人才，感謝世華婦

女企管協會捐贈獎助學金，嘉惠莘莘學子。 

5月 14日 

 

•總會長參加 107年全球僑務委員會議 

總會長參加 107 年球僑務委員會議，本次會議以「投資臺灣」為會議主軸，積

極舉辦一系列「協促國內新創事業拓展海外商機說明會」，今年更首度在會場設

置國內新創事業展示區，藉此海外菁英聚會的場合，增進技術及資金交流，達

到促進國內產業轉型的目的。如何團結海外僑胞力量支持臺灣是最重要課題，

凝聚共識，落實僑務工作，使全球僑胞不分黨派，支持政府，共同推動國家政

經發展。 

5月 21日- 

5月 22日 

•總會舉辦回國訪問團拜會國家中央各部會 

總會長率回國訪問團拜會僑務委員會、總統府、行政院、外交部、立法院、經

濟部與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過程中與各部會首長進行國際之間的經貿

交流與意見分享，首長們感謝世華總會歷任總會長，凝結世界各地華商婦女努

力地將臺灣迎向國際，分會在全球遍地開花，發揚了「世華」的精神並傳遞了

「世華」為一個國際交流的平台。 

5月 25日 

 

•馬來西亞檳城分會成立大會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陳上春名譽總會長、

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陳寶鳳、陳玲華、謝美香副總會長參加馬來西亞檳城創

會成立大會，世華各分會姐妹到場祝賀，總會長監交印信、授予會旗 

、頒發當選證書給創會會長鄭美滿，出席活動的貴賓包括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章

計平處長等地政要代表、商會代表，創會圓滿成功成為世華第 64 個分會。 

6月 24日 •奧地利維也納分會成立大會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 

、陳玲華副總會長參加奧地利維也納創會成立大會，世華全球姐妹 140多人到

場祝賀，總會長監交印信、授予會旗、頒發當選證書給創會會長張春娟，出席

活動貴賓中華民國監察院張博雅院長與奧地利經濟文化辦事處史亞平大使等 

，一同在美麗古堡裡見證這榮耀時刻，創會圓滿成功，成為世華第 65個分會。 

6月 30日 •法國分會第 8、9屆交接典禮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

長、陳玲華副總會長參加法國第 8、9屆法國分會交接典禮與世華全球姐妹 140

多人到場祝賀，當日出席活動貴賓駐法國代表張銘忠大使暨夫人等一同在浪漫

塞納河遊船之旅中由總會長監交印信與頒發當選證書，大會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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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日 •大桃園分會第 2、3屆交接典禮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陳寶鳳、陳玲華副總會長參加大桃園分會第

2、3屆交接典禮與世華全球姐妹到場祝賀，當日出席活動貴賓有僑委會僑商處

汪樹華處長等，由總會長監交印信與頒發當選獎座，交接大會活動圓滿成功。 

7月 10日 •台中市工商分會第 15、16屆交接典禮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

長、陳寶鳳與陳玲華副總會長參加台中市工商分會第 15、16屆交接典禮與世華

全球姐妹到場祝賀，由總會長監交印信與頒發當選水晶獎座，交接大會活動圓

滿成功。 

7月 12 日 •召開九屆第七次國際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黎淑瑛總會長主持，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陳上春名譽總會

長、陳阡蕙監事長、劉琍綺、謝美香、陳寶鳳、陳玲華副總會長，花秀齡、林

身影國際事務顧問，賴玫璇、簡清美國際諮詢委員，林來好、蔡孟夏、郭修敏 

、闕陳弘子、劉美德名譽常務理事，陳双喜、李秀眺、謝秀敏、吳慧玲、蔡秉

芳、袁念華、賴素滿、許淑晶、林三孃、陳琪、黃銘卿常務理事，李美姿、周

婉芬、俞秀霞常務監事，徐孟榆執行長、黃月蕊財務長、陳秀桃副執行長、楊

素真副執行、何繁綺副財務長等出席會議，會議圓滿成功。 

7月 17日 •『台南府城知性輕旅行』會長聯誼會活動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陳寶鳳副總會長參加

會長聯誼會舉辦「台南府城知性輕旅行」，搭乘安平運河遊船觀光，台江國家公

園的綠色隧道搭乘竹筏姊妹同遊袖珍版台灣亞馬遜，大家都留下美麗合照與滿

滿回憶，活動圓滿落幕。 

7月 18日 •捐贈消防救災車交車儀式 

黎淑瑛總會長偕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國際諮詢委員簡清美、新加坡分會黃秀

琴會長、新竹分會黃畹庭會長與日本關西賴玉珍副會長及會職人員共同參與特

種搜救隊器材運輸車交車儀式。因日前花蓮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

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本於「關懷疾苦，扶弱濟困」精神，號召全球

62個分會響應賑災活動，並針對花蓮地方災害防救需求捐贈花蓮縣消防局特種

搜救隊器材運輸車乙輛，以強化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的復原重建，展現全球姊

妹同心協力，實際行動襄助震災工作，為花蓮家園重建盡一分心力傳愛花蓮。 

8月 19日 •彰化縣工商第 11屆 21周年慶 

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出席分會彰化縣工商第 11 屆 21周年慶 

，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陳寶鳳副總會長與世華全球姐妹到

場祝賀，由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致贈賀禮與禮金，大會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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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 •彰化縣工商第 11屆 21周年慶 

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出席分會彰化縣工商第 11 屆 21周年慶 

，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陳寶鳳副總會長與世華全球姐妹到

場祝賀，由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致贈賀禮與禮金，大會活動圓滿成功。 

8月 20日 •榮聘翁倩玉女士為總會榮譽國際事務顧問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榮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陳

寶鳯副總會長、花秀齡國際事務顧問、日本分會濱田會長與眾姐妹、徐孟榆執

行長與楊素真副執行長陪同下，舉行聘任翁倩玉士為本會「榮譽國際事務顧問 

」儀式。翁倩玉女士長年旅居日本，為國際知名的愛國藝人，有幸聘任其為本

會顧問，為世華增添無限光彩、提升女性形象及地位。翁倩玉榮譽國際事務顧

問人美心更美，不定期舉辦慈善畫展，為回饋僑胞舉辦慈善公義演唱會，期盼

全球世華姐妹也都能成為她的粉絲團一起為世界的真善美而努力。 

8月 22日 •基隆市分會第一屆例會暨主題活動 

黎淑瑛總會長偕施郭榮譽總會長、賴玫璇國際諮詢委員受邀參加基隆市分會八

月例會慶祝父親節晚宴，基隆分會姐妹與大太陽踴躍參與並盛裝出席，晚宴熱

鬧且溫馨! 

8月 25日 •亞特蘭大分會周年慶 

亞特蘭大分會舉行「盛世年華」周年慶，當地亞特蘭大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劉

經巖蒞臨現場與分會姐妹們一同慶賀周年。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感謝分會在地

深耕經營，肯定亞城世華的包容性，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台灣的發展，倚賴海

外華人的支持，周年慶圓滿落幕。 

8月 28日 •紅樓夢文創產業參訪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榮譽總會長、劉琍綺第一副總會長、陳

寶鳳副總會長、花秀齡國際事務顧問、洪世英常務理事、徐孟榆執行長、楊素

真、陳秀桃副執行長、何繁綺副財務長，受邀參訪禮客時尚館翁素蕙董事長珍

藏的紅樓夢文創產業館，參訪後與李鍾桂博士、李艷秋主播與翁素蕙董事長一

同享用午宴並慶賀李鍾桂博士生日，讓姊妹們感受無比溫馨度過美好的一天。 

8月 31 日 •大高雄分會「讓愛補漏，公益餐會」 

黎淑瑛總會長偕施郭榮譽總會長、莊住維華冠聯誼會會長一同出席大高雄分會

舉辦「讓愛補漏 公益餐會」，協助精障及身心障礙弱勢家庭家屋修繕整理，希

望結合企業單位和社會大眾力量關懷弱勢，募得之善款捐予衡山基金會，希望

藉由基金會的協助，造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9月 6日 •西雅圖分會 22周年慶 

陳玲華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出席雅圖分會第二十二週年慶祝年會，南加

州姊妹們、亞利桑那分會韓玉華會長等也盛情參加，感受到世華姊妹們的熱情

支持，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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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 •西雅圖分會 22周年慶 

陳玲華副總會長代表黎淑瑛總會長出席雅圖分會第二十二週年慶祝年會，南加

州姊妹們、亞利桑那分會韓玉華會長等也盛情參加，感受到世華姊妹們的熱情

支持，活動圓滿成功。 

9月 9日 •日本關西分會創立週年紀念大會 

日本關西分會創會舉辦週年紀念大會，謝美香副總會長與關西僑領一同祝賀關

西分會周年慶成功，當日活動貴賓雲集，大會舉辦盛大圓滿成功。 

9月 13日 •國會山莊扣門之旅 

黎淑瑛總會長帶領世華姐妹到國會山莊拜會七位衆議員，作世華第一次的叩門

之旅，作國民外交，為台美雙邊貿易訴求、為台灣發聲及拜會馬利蘭州州政府

夫人 Yumi Hogan，在官邸下午茶和當地馬州婦女商會作國際交流，並接受亞太

裔美國總商會總會長董繼玲邀請，和亞太裔美國總商會簽署結盟，打開世華國

際視野，與商會多交流。 

9月 19日 •捐贈僑委會「資源匱乏僑民學校學校輔助金」 

黎淑瑛總會長偕柯杜創會總會長、施郭榮譽總會長、謝美香副總會長、陳寶鳳

副總會長、常務理事陳琪、徐孟榆執行長、陳秀桃副執行長一同前往僑委會致

贈「捐贈資源匱乏僑民學校學輔助金」金額新台幣壹佰萬元，柯杜創會總會長

愛心不落人後亦捐贈新台幣壹佰萬，提供東南亞偏遠地區僑民學校提供實質的

幫助，用以挹注海外僑校補充師資與教學等發展之用。 

9月 23日 •澳洲分會花好月圓中秋慈善晚會（第 6、7屆交接典禮暨第 14周年慶） 

澳洲分會舉辦「給孩子一個家」慈善晚會，當日晚宴眾星雲集，在這中秋節前

夕舉辦此有意義的活動格外的有意義，此次亦舉行第 6、7屆會長交接典禮暨 14

周慶。 

10月 03日 •紐西蘭分會榮譽會長程高玉霞帶團拜會總會 

紐西蘭分會由榮譽會長程玉霞帶團 20多位姐妹大太陽一同前往拜會總會，許多

姐妹都是第一次踏入世華總會，受到總會熱情款待，倍感溫馨，會後至道地客

家餐廳享用午宴，姐妹在歡笑中期待再次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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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摘    要 

台幣合計 外幣合計 

款 項 名  稱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經

費

收

入 

1 
團體常年會費
收入 

各分會 106.12~107.8 團體會員會

費 
690,000  USD 20,637.91  

2 捐贈收入 
柬埔寨金邊分會捐贈美金 1000 元, 

世華胸針收入 
47,000  USD  3,495.00  

3 補助款收入 
外交部、中華民國華商婦女企管協

會補助款 
470,108    

4 活動收入 
休斯頓年會贊助款、廣告贊助款、

註冊費、旅館住宿費、摸彩券活

動、高爾夫球活動等各項收入 

36,935  USD 29,889.31  

5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 2,327  
USD   139.35 

 
CAD     0.27 

業

務

費

用 

 

7 薪資費用 會務秘書人員 106.12~107.8 薪資  659,620   

8 租金支出 總會會館 106.12~107.8 租金  315,000   

9 文具印刷費 各類文具用品、印刷、影印機租金

等費用 

 76,944   

10 郵電費 總會秘書處電話費、郵資費、快遞費  35,075   

11 保險費 會務秘書處 106.12~107.8 勞健保費  38,917   

12 管理費 總會會館 106.12~107.8 大樓管理費  28,098   

13 水電瓦斯費 總會會館水費、電費、瓦斯費支出  14,084   

14 交際費 政府機關參訪贈禮、姐妹婚喪喜慶花

籃禮金金 

 215,994  USD   1,548 

15 公關費 

分會會長交接、周年慶禮金、責任
鍊、水晶獎座,新成立分會創會基
金、會旗、宗旨旗、責任鍊、雙面
繡肩帶 

 306,584  USD  10,100 

16 其他支出 
商標展延費、網路費、餐費、交通

費、銀行手續費及其他雜項支出 

續費及其他雜項支出 

 

 221,380  USD  665.21 

活

動

費

用 

17 理監事會議 
第五、六、七次理監事會議手冊、

餐費及其他支出等費用 
 149,684   

18 年會活動 
2017 休斯頓年會各項費用支出
2018 圓山年會籌備會議餐費及其他
雜項支出 

 4,873,868  USD 147,327.79 

19 華冠獎 
華冠獎簡介 500 本、評審委員評審

費、餐費及其他雜項支出 
 139,902   

合計   1,246,370 7,075,150 
USD 54,161.57 

USD 159,641 
CAD     0.27 

本期 
餘絀 

  
-5,828,780 

USD  - 105,479.43 

CAD         0.27 

 附件二 

財務收支決算表 

中 華 民 國 106年 12月 01日至 107年 08月 31日 

總會長：              監事長：              財務長：             製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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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科 目 台幣合計 外幣合計 負債及餘絀科目 台幣合計 外幣合計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  USD  1,452.00 暫收款 1,356,145  

零用金 14,631  暫收款-年會 6,844,000 USD  44,062.00 

銀行存款-中國信託台幣 7,435,060     

銀行存款-中國信託外幣  
USD  101,344.28    

CAD      0.27     

銀行存款-愛心基金專戶 1,909,954  基金：   
銀行定期存款-第七屆結餘 7,437,555 USD 76,702.69 愛 心 基  金-歷屆結餘 964,878  
銀行定期存款-第八屆結餘 5,367,444 USD 76,070.29 長期發展基金-歷結結餘 12,804,999 USD  152,772.98 

銀行定期存款-第九屆 5,000,000      
存出保證金 88,030  餘絀:   
預付款項 1,958,200  前期餘絀 13,069,632 USD 164,213.71 

   
本期餘絀              -5,828,780 

USD -105,479.43 

   CAD       0.27 

   累積餘絀 7,240,825 
USD  58,734.28      

CAD     0.27 

      

總 計 29,210,874 
USD 255,569.26 

總 計 29,210,874 
USD255,569.26 

CAD     0.27 CAD     0.27 

 

 

資 產 科 目 台幣合計 美金合計 負債及餘絀科目 台幣合計 美金合計 

流動資產：      

國泰世華定存單#AR0034710 7,437,555     

國泰世華定存單#338887  76,702.69    

國泰世華定存單#AK3140670 2,999,999     

國泰世華定存單#AK3140671 2,367,445  基金：   

國泰世華定存單#404365  76,702.69 長期發展基金-歷結結餘 12,804,999 152,772.98 

      

總 計 12,804,999 152,772.98 總 計 12,804,999 152,772.98 

 

 

 附件三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華 民 國 107年 08月 31日 

 

總會長：              監事長：              財務長：             製表人： 

長期發展基金定期存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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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修改條文對照表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章程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本會中文名稱為「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簡稱「世華

總會」，以下稱「本會」)，英文

名稱為「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簡稱「GFCBW」)。 

   

第二條 

本會會徽為：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台灣。    

第四條 本會由全球華人工商婦女社團

及直屬分會所組成，為依法設

立之民間非營利組織，以「心

懷世界、掌握脈動、建立網

絡、發展經貿」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由全球華人工商婦

女社團及分會所組

成，為依法設立之民

間非營利組織，以

「心懷世界、掌握脈

動、建立網絡、發展

經貿」為宗旨。 

刪除:「直

屬」二字 

第五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團結全球華商婦女心懷世

界、凝聚共識、貢獻才智，

關照地球每個角落。 

二、透過世華組織平台積極建

立人際網絡、掌握脈動、經

驗交流、資源共享。 

三、因應時代快速變動，主動

汲取新知，培養華商婦女領

導統御及管理能力。 

四、提昇華商婦女在全球的經濟

競爭力，並促進各國對華商婦

女權益之保障。 

五、協助推動國民外交，增進國

際文化及商機交流，積極發展

國際經貿合作。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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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對所屬會員體應予輔導、

監督及管理。 

   

第七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

旨、任務，分別為僑務委員

會、經濟部及外交部，並受各

該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會員 

第八條 本會會員分為下列四種： 

一、直屬分會：由本會輔導授

證成立之國內及海外分

會。 

二、團體會員：世界各地(含台

灣)會務運作正常之華商婦

女團體。認同本會宗旨，

經國際理監事會議通過，

得申請為本會團體會員。 

三、榮譽會員：歷屆華冠獎

主。 

四、永久會員：歷屆總會長。 

第八條 本會會員分為下列四

種： 

一、分會：由本會輔導

授證成立之國內及

海外分會。 

二、團體會員：世界各

地(含台灣)會務運

作正常之華商婦女

團體。認同本會宗

旨，經國際理監事

聯席會議通過，得

申請為本會團體會

員。 

三、榮譽會員：歷屆華

冠獎主。 

四、永久會員：歷屆總

會長。 

刪除:「直

屬」二字 

第九條 凡認同本會宗旨與任務，支持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之全球

各地之華商婦女團體，並願遵

守本會章程規定，善盡會員職

責，履行會費繳納及相關義務

者，均得申請成為本會會員

體。 

   

第十條 會員體申請入會規定如下： 

一、各地直屬分會申請加入本

會，須依「直屬分會成立辦

法」辦理。 

二、團體會員，須依「團體會

員申請辦法」提出申請。 

第一款及第二款會員體入會申

請，須經國際理事會審核通

過，並依章程規定授證。 

第一款直屬分會之設立，除章

 會員體申請入會規定如 

下： 

一、各地分會申請加入

本會，須依「分會成立

辦法」辦理。 

二、團體會員，須依

「團體會員申請辦法」

提出申請。 

第一款及第二款會員體

入會申請，須經國際理

刪除:「直 

屬」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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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細則另有規定或違反分會

所在地之法令者外，同一省

(州、區)或院轄市得成立一個以

上之分會。 

事會審核通過，並依章

程規定授證。 

第一款分會之設立，除

章程及細則另有規定

或違反分會所在地之

法令者外，同一省

(州、區)或院轄市得成

立一個以上之分會。 

第十一條 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表決權及提案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三、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十二條 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決議。 

二、執行本會交辦之事項。 

三、按期繳納會費。 

   

第十三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經

國際理事會之決議，並提報會

員大會予以解除會籍： 

一、違反本會宗旨、破壞本會名譽。 

二、不履行本會規定之義務 

三、欠繳會費一年以上。 

四、喪失本會所屬分會個人會員者。 

   

第三章組織 

第十四條 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

力機構。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

間，由國際理事會代行其職

權；國際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會員代表大會由本會會員體推

派 20 名代表及當然代表組成之。 

本會國際理監事為當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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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會設國際理事會，由國際理

事七十五人組成之。 

國際理事由完成繳費之各會員

體推薦，每會員體得推派『國

際理事』一人以上，如仍有不

足額，由選舉事務委員會提出

參考名單，經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後當選之。 

   

第十六條 本會設國際監事會，由國際監

事二十五人組成之。 

國際監事，由已完成繳費之各

會員體推薦，如仍有不足額，

由選務委員會提出參考名單，

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當選之。 

   

第十七條 國際理事、國際監事，均為義

務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由選舉事務委員會提出參考名

單，經會員大會通過當選之。 

   

第十八條 本會設國際常務理事會，由國

際理事中遴選二十五人組成之 

。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九條 本會設國際常務監事會，由國際

監事中遴選九人(含監事長)組成

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條 本會設總會長一人、第一副總會

長一人、副總會長五人，均為國

際常務理事。總會長、第一副總

會長任期二年，不得連任。第一

副總會長為當然下屆總會長人

選，監事長、副總會長連選得連

任一次。 

第二十條 本會設總會長一人、第

一副總會長一人、副總

會長五人，均為國際常

務理事。總會長、第一

副總會長任期二年，不

得連任。第一副總會長

為當然下屆總會長人

選，監事長、副總會長

連選得連任一次，第一

副總會長不受此限制。 

增加: 第一副

總會長不受

此限制。依據

第九屆第六

次國際理監

事聯席會議

決議修改 

 

 

 

 

第二十一條 本會置下列榮譽職： 

一、本會永久榮譽理事長為周文

璣女士。 

二、本會永久名譽總會長為柯杜

瑞琴女士。 

第二十一條 本會置下列榮譽職： 

一、本會永久榮譽總會

長為周文璣女士 

二、本會創會總會長為

柯杜瑞琴女士。 

一、本會永久

榮譽總會

長為周文

璣女士。 

二、本會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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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譽總會長：卸任總會長，

經國際理事會通過，得聘為

本會名譽總會長。 

四、國際諮詢委員：卸任副總會

長、國際監事長，經國際理

事會通過，得聘為本會國際

諮詢委員。 

五、名譽常務理事：華冠獎得主。 

六、國際事務顧問：由總會長推

薦社會德高望重，熱心公益

或各專業領域傑出人士擔任。 

七、國際諮詢委員、名譽常務理

事，均為當然國際理事。 

八、第二款至第六款之榮譽職職

務捐，由國際理事會決議訂

定，未繳職務捐者喪失受聘

資格。 

三、本會榮譽總會長為

施郭鳳珠。 

四、榮譽總會長：總會

長卸任後，若獲聘

總統府國策顧問資

政，經國際理監事

聯席會議通過，得

聘為本會榮譽總會

長。 

五、名譽總會長：卸任

總會長，經國際理

監事聯席會通過，

得聘為本會名譽總

會長。 

六、國際諮詢委員：卸

任副總會長、國際

監事長、曾任常務

理監事及全期之執

行長，經國際理監

事會通過，得聘為

本會國際諮詢委

員。 

七、名譽常務理事：華

冠獎得主。 

八、國際事務顧問：由

總會長推薦社會德

高望重，熱心公益

或各專業領域傑出

人士擔任。 

九、國際諮詢委員、名

譽常務理事，均為

當然國際常務理事。 

十、第二款至第八款之

榮譽職職務捐，由

國際理監事聯席會

議決議訂定，未繳

職務捐者喪失受聘

資格。 

總會長為

柯杜瑞琴

女士。 

三、本會榮譽

總會長為

施郭鳳

珠。 

四、榮譽總會

長：總會

長卸任

後，若獲

聘總統府

國策顧問

資政，經

國際理監

事聯席會

議通過，

得聘為本

會榮譽總

會長。 

六、增加：曾

任常務理監

事及全期之

執行長。 

一、二、三項

依據第九屆

第二次會員

大會決議修

改。 

第二十二條 總會長得推薦社會德高望重、

熱心公益或各專業領域傑出人

士，擔任榮譽國際事務顧問若

干人，經國際理事會通過敦聘

之。可列席本會各項會議，任

 總會長得推薦社會德高

望重、熱心公益或各專

業領域傑出人士，擔任

榮譽國際事務顧問若干

人，經國際理監事聯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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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與當屆總會長相同。 會通過敦聘之。可列席

本會各項會議，任期與

當屆總會長相同。 

第二十三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財務長

一人、資訊長一人；副執行

長、副財務長、副資訊長各若

干人，由總會長提名，經國際

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承總會

長之命處理本會會務。 

前項會職幹部，均為無給職，

其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另定之。 

總會會職幹部與總會長任期相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設置：華冠獎選拔委員會、

牽手獎籌備委員會、華冠獎得獎

人聯誼委員會、歷屆會長聯誼委

員會、基金管理委員會、長期發

展委員會、選舉事務委員會、法

規委員會、國際交流委員會等常

設委員會，其餘可視會務需要增

減各特設委員會。各委員會主任

委員，由總會長自正常運作之所

屬分會會員中提請國際理事會

通過後聘任之。 

   

第二十五條 本會設選舉事務委員會。 

總會長任期屆滿前一年由總會

長、永久名譽總會長、名譽總會

長、監事長、副總會長等九至十

一人組成選舉事務委員會。 

選舉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前

任總會長擔任；選舉事務委員會

當協助下屆總會長，遴選、協調

國際理監事人選參考名單，提交

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會設選舉事務委員

會。 

總會長任期屆滿前一年

由總會長、創會總會長、

榮譽總會長、名譽總會

長、監事長、副總會長等

九至十一人組成選舉事

務委員會。 

選舉事務委員會主任委

員由前任總會長擔任；

選舉事務委員會當協助

下屆總會長，遴選、協調

國際理監事人選參考名

單，經國際理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提交會員代

表大會通過。 

永久名譽總

會長更改為

「創會總會

長」。 

原選舉事務

委員會之遴

選、協調國

際理監事人

選參考名

單，提交會

員代表大會

通過。修改

為：「經國

際理國際理

監事聯席會

議」，提交

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 

第四章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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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制定並修改章程。 

二、審議國際理事會及國際監

事會之會務報告及財務預

決算。 

三、檢討上次會議之決議及執

行情形 

四、討論並決定有關會員權利

及義務之事項。 

五、決定下次會議之承辦分會

及地點。 

六、選舉及罷免國際理事、國

際監事。 

   

第二十七條 國際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本會章程所規定之義務及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議決總會長所提之人事聘任

案。 

三、審查年度收支預算、決算及工

作計畫。 

四、追認國際常務理事會之決議。 

五、新會員體入會之審核與除名。 

六、執行監事會移請處理之事項。 

七、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國

際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第二十八條 國際常務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規劃會務發展。 

二、執行國際理事會議決事

項，及依章程協助總會長推展

會務。 

   

第二十九條 總會長之職權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

務。 

二、召集並主持各項會議。 

   

第三十條 副總會長職權如下 

一、第一副總會長協助總會長

處理各區會務，總會長因

故不克執行職務時，為當

然代理人。 

二、副總會長依會務需要協助

總會長處理會務，並分別

輔導世界各國各所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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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務。 

第三十一條 國際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本會會務之進行。 

二、稽核本會之財務。 

三、監察會員體履行義務 

   

第三十二條 國際常務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國際監事會議決議。 

二、向會員代表大會提出監察

報告。 

   

第五章會議 

第三十三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每一年舉行

一次，由總會長召集之，必要

時經三分之二以上國際理事聯

署請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會員不能出席會員代表大會

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

理，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三十四條 本會國際理、監事會每年召開

聯席會議二次。 

國際常務理、監事會，每年召

開聯席會議四次，其中二次與

國際理監事會議合併召開。: 

   

第三十五條 國際理事會及國際常務理事會

開會時，由總會長擔任主席，總

會長因故不克執行職務時，第一

副總會長為主席。第一副總會長

不克執行職務時由副總會長中

互推一人為主席。 

國際監事會及國際常務監事會

開會時，由國際監事長擔任主

席，國際監事長不克執行職務

時，由出席之國際常務監事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 

 國際理監事聯席會議

或國際常務理監事聯席

會議，由總會長擔任主

席，總會長因故不克執

行職務時，由第一副總

會長為主席。第一副總

會長不克執行職務時，

由會議所在地副總會長

擇一擔任主席。 

修改:「國際

理監事聯席

會議或國際

常務理監事

聯席會議

或，由總會

長擔任主

席，總會長

因故不克執

行職務時，

由第一副總

會長為主

席。第一副

總會長不克

執行職務

時，由會議

所在地副總

會長擇一擔

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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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本會各項會議均須法定人數過

半數(含委託書)之出席，方得開

會。其議決，應有出席人數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

議以 

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國際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 

    重大事項。 

   

第六章經費 

第三十七條 本會經費來源除下列各款外，得

依國際理事會決議，對外籌募經費： 

一、會員體年度會費。 

二、政府補助款項。 

三、各項職務捐贈。 

四、各界捐贈。 

五、基金及其孳息。 

六、其他收入。 

   

第七章附則 

第三十八條 本會因故解散或撤銷時，所有

剩餘財產，須依法處理，應歸

屬公益法人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三十九條 任何個人或組織，非經本會書

面同意，不得使用「世界華人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及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之

名稱或徽章為商號或商標，或

使用於本會所授權外之任何其

他用途。 

   

第四十條 本章程施行細則由國際理事會

訂定之。 

   

第四十一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呈請主管機關備核後公布施

行，修改時亦同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 26 ~ 
 

總會長 

1人 

國際事務 

顧問 27 人 

國際諮詢 

委員 9人 

名譽常務 

理事 21 人 

常務理事 

21人 

常務監事

8人 
理事 47人 監事 16 人 

劉琍綺 
徐紳紘 賴玫璇 許聖美 紀玉蓮 周婉芬 李立華 童惠珍 冉淑綺 

施慶桂 溫玉霞 蘇林妙芬 李美姿 陳琪 唐呂梨美 周鴻娥 程高玉霞 

監事長 1 人 林青嶔 羅富齡 陳瑰鶯 陳李淑雲 賴素滿 袁家珮 陳潘省 高慧清 

謝美香 
王坤保 林淑敏 洪呂麗月 李秀眺 黃月蕊 陳瀅如 莊雅妃 王寶珍 

林宗七 陳秀妙 陳美雲 蔡秉芳 黃妙卿 宋秉穎 吳美玲 胡圓圓 

副總會長 6人 陳俊安 曾志瑛 陳麗如 林何佩娟 蘇珈蒂 支黃秀莉 蔡素珠 黃桂沄 

陳阡蕙 袁范玉蘭 陳玲華 林來好 吳慧玲 賴畇蓁 王鼎琪 許幸娟 陳貞良 

陳寶鳳 林芳媖 簡清美 蔡孟夏 謝秀敏 韓麗鳳 張慧芳 粘麗莉 周秀雲 

林劉素花 陳淑芬 徐孟榆 王美文 林淑娟  林俐瑩 賴滿 陳麗真 

郭秀梅 林身影  新垣旬子 韓玉華  黃秀琴 陳玟君 濱田裕子 

莊住維 俞秀霞  方金花 郭鳳玉  李秀枝 黃美莉 林麗卿 

郭修敏 洪慈和  游慈心 袁韻樺  王雪沼 紀珠如 張玲琴 

 王茗茗  黃受合 林絲娛  林琬真 潘意玲 陳美惠 

創會 

總會長 

方孝偉  方淑宜 林三孃  林淑媛 許惠貞 鄭美滿 

柯杜瑞琴 
許英祥  白越珠 阮虔南  林美玲 黃春蘭 陳淑秋 

陳建宏  張碧玉 楊素真  林淑蓉 魏德珍 吳美鳳 

榮譽 

總會長 

張鈴珠  劉美德 蔡秉芸  林淑宜 陳家琪  

施郭鳳珠 
李金桐  闕陳弘子 袁念華  林淑莉 郭家蓁  

翁素蕙  林梅燕 何岡陵  林明麗 洪麗華  

名譽 

總會長 

王聰叡  王江碧蓮 黃銘卿  黃畹庭 林俞妙  

黃淑慧 張倩漪  張鄭美蓮 陳秀桃  李蔡文 陳招慧   

陳上春 陳麗鳳     黃亞麗 魏以慈  

黎淑瑛 陳白沼     謝秀慧   

 黃玉蓮     謝淑貞   

華冠獎聯

誼會會長 

溫碧雲     高陳愛子   

譚明珠 
賴惠貞        

呂青情        

 

執行長 財務長 資訊長 副執行長 副執行長 副執行長 副執行長 國際秘書長 

袁月莉 黃宇婕 張珉翠 鄭玉廷 何彩葳 陳妙音 余琪玲 洪世英 

 洪玉貞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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