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總會長捐贈口罩協助抗疫 2020/04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肆虐的情況下，世總多數成員旅居海外買不到

口罩，台灣口罩又管制出口，3 月底本總會施總會長至隆得知洛杉磯、荷蘭、西班

牙、法國及德國等地區疫情持續升溫，台商急缺口罩，於是自 4 月 2 日至 30 日分別

在新加坡以快遞寄送，幫助嚴重疫區台商平安渡過疫情，並成立「2020 新冠肺炎疫

情應變專案小組」統籌相關疫情資訊，協助會員連結國內政府疫情紓困資源及相關口

罩出口政策等。 

 

     自 4 月 10 日經由外館正式行文我僑委會與外交部，經過三個星期，在僑委會及我

們總會的努力之下，期間名譽總會長溫玉霞立法委員、秘書長邱臣遠立法委員及名譽

總會長林見松國策顧問等人同時也全力為我們爭取。終於有了這「遲來的喜訊」行政

院於 4 月 30 日再度召開口罩會議，考量海外僑胞對口罩需求殷切，行政院蘇貞昌院

長裁示「立即撥用 50 萬片醫療口罩無償提供海外僑民急難需求時使用」。 

    口罩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將成為我們生活的新常態。這次疫情風暴對我們海外台商

的衝擊遠非各界所能想像，特別是有些地區在封鎖 lockdown 的情況下，大家一定深

有所感。感謝國內相關部會的協助。這有限的數量，當以目前疫情仍為嚴峻的地區為

主，相信僑委會當會妥善的安排分配。疫情當前，祝我們所有的台商先進及家人平安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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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名譽會長正勝捐款助抗疫 2020/03/10 

     

本總會名譽總會長兼財團法人旺英衛教基金會董事長黃正勝，於 3 月 9 日捐贈新

台幣兩百萬元予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萬芳醫院及雙和醫院，由台北醫學大學校長

林建煌及副校長李飛鵬代表接受，並邀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出席見證。 

    名譽總會長黃正勝除了感謝第一線防疫人員的辛勞外，也感謝台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萬芳醫院及雙和醫院對海外僑胞的協助與照顧，並希望藉由棉薄之力，提供

醫護、防疫及醫院些許的幫助。 

 

◎與僑務委員會吳委員長新興合影。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拜訪僑委會 2020/04/21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會長曾遠喆、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會長

張詔雄及監事長鍾閔等一行 4 人於 21 日拜訪僑務委員會，由僑委會吳委員長新興及

僑商處張處長淑燕親自接待，吳委員長除了關心海外青商防疫情形外，也關切僑臺

商海外事業受疫情衝擊的情況。 

青商會曾會長即指出，青商會已採購 3,000 片布口罩，將會黏貼「Taiwan Can 

Help」的貼紙後分寄六大洲，協助海外青商防疫。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許多臺商企業營運，亞洲青商會張會長表示東南亞尤其以服務業受

創最深，吳新興指出，為協助僑臺商度過難關，僑委會輔導主管的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提供多項紓困方案，包含了舊貸展延、小額貸款及最高 200 萬美元的大額貸款，歡迎

有資金需求的僑臺商申請運用。 

 

◎世青曾會長遠喆等人拜訪僑務委員會 

 

  



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共同抗疫 2020/04 

   3 月 24 日北德州暨歌林郡臺灣商會會長黃甫泉、副會長劉志強專程運送 4,000

份口罩到理查森(Richardson)市政府，由消防局副局長 Curtis Poovey 代表受贈；

31 日捐贈 4000 份口罩及 150 個 N95 口罩到布蘭諾(Plano)巿政府，由巿政府經理

Mark Israelson 代表受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擴散，德州以達福地區最為嚴

重，佔該州半數案例。 

    4 月 3 日紐約台灣商會會長江俊霖在得知醫院緊缺醫療物資的情況下，代表商會

捐贈兩萬美元的支票、兩千個外科口罩及數箱 3M 口罩，由紐約艾姆赫斯特醫院的

行政總裁羅查（Israel Rocha）親自接受支票和物資，感謝台灣商會的協助。 

    疫情持續擴大，舊金山灣區確診病例不斷增加，舊金山灣區臺灣商會前會長陳陽

明及僑務委員李文雄二人有感僑胞及第一線工作人員不易買到口罩，提供防水透氣

特殊材質口罩給駐舊金山辦事處及文教中心運用。 

    達福台灣商會會長陳文珊代表商會於 4 月初已陸續捐贈 2000 份口罩至達福國際

機場、7000 份至大達拉斯捷運及布蘭諾市；24 日再捐贈口罩至達拉斯的醫院及警

務和消防單位，回饋社會廣獲各界好評。 

    紐澤西台灣商會前會長鍾文忠、前會長黄敬琛、總幹事吳豐植、理事汪俊延及會

長陳家麒，陳家麒和鍾文忠 9 日代表商會將 1100 個 N95 及普通口罩送至醫院；預

計 14 日還有第二批物資抵達，是由副會長施俊銘捐贈的 1 萬個口罩，商會希望援助

紐澤西抗擊新冠疫情，保護醫療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的生命安全。 

    奧蘭多台灣商會募款捐贈 1250個醫療口罩給艾德溫醫療集團奇士美醫院(Advent 

Health Kissimmee)，由院方代表 Ashley Gomez 接受醫療物資。 

 

◎北德州暨歌林郡臺灣商會會長黃甫泉(左二)親送物資。 



 

◎紐約台灣商會會長江俊霖等人親送物資。 

 

◎舊金山灣區台灣商會前會長陳陽明與辦事處工作人員合影。 

 

◎達福台灣商會會長陳文珊與機場代表受贈人員合影。 



 

◎紐澤西台灣商會會長陳家麒等人親送防疫物資 

 

◎奧蘭多台灣商會副會長楊琇雅等人與院方受贈代表合影。 

 

  



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共同抗疫 2020/04 

    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北寧分會會長沈憲煜親自在檳椥省集中隔離台灣民眾每

人一份民生物品、醫療物品；平陽省分會於 1 日在平陽臺商會館辦理捐贈抗疫生活

物資活動，捐贈善款越盾 1 億元及價值越盾 1 億元抗疫生活物資；河靜分會為超前

部署防疫工作，保障商會會員免受病毒侵害，由商會全體理監事決議出資購買口罩

及乾洗手等防疫物資，致贈每位會員 2 盒口罩及 1 瓶 5 公升的乾洗手；林同分會為

配合防疫，並保障商會會員健康安全，由商會出資購買口罩等防疫物資，致贈商會

幹部及會員；同奈分會資深理事康朝棟等熱心臺商與越南同奈省愛心組織協力合

作， 13 日在同奈省糖廠眷村辦理愛心物資濟貧活動。 

    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檳州分會捐 10 萬給檳州新冠肺炎基金，由檳州首席

部長曹觀友親自接領，會長高級拿督李鴻隆經營之和泰（HOTAYI）電子有限公司贊

助中央醫院醫療儀器設備，而該會副會長鄭美滿亦捐贈 1,000 個口罩給檳城州消防

局人員；佛州臺灣商會在短短一周內募得馬幣 13 萬 2,500 元， 9 日由商會會長吳

文祥代表移交予柔佛州州務大臣拿督哈斯尼，幫助州政府購置醫療用品；吉隆坡臺

灣商會亦籌募馬幣 15 萬元資金，全數購買防疫物資支援前線醫務人員；霹靂州臺灣

商會發起籌募捐款及物資活動，一共籌得馬幣 111,000 元及口罩 5,000 個，其中檳

城州臺灣商會許上智理事因其工廠設於霹靂州，故也共襄善舉、慷慨解囊，個人捐

獻馬幣 5 萬元，並捐助霹靂州政府衛生局一批醫療防護箱作為抗疫用途。 

    印尼中爪哇臺灣工商聯誼會商會 4 月上旬發起籌募醫療物資給第一線醫護人員

時，立即獲得會員們熱烈迴響，所籌善款除向聚陽實業三寶壟廠購買 1,150 件醫療

防護衣外，該廠總經理宋光漢獲知此義行後，也即捐出 1,000 件；13 日先完成第一

波捐贈活動，當日由王銘聰率商會幹部赴中爪哇哲帕拉縣(JAPARA)政府捐贈防護衣

170 件與相關醫療物資；理事長王銘聰一行 20 日前往中爪哇省政府捐贈臺商會員募

款集資購買的防疫物資，中爪哇省長 Ganjar Pranowo 親自受贈總數為 2,150 件臺

製醫療防護衣。 

    菲律賓台商總會總會捐出 2000 件防護衣給醫護人員，24 日總會長黃雅惠等人

代表商會捐贈 500 件防護衣給眾議院副議長蘿絲．阿雷納斯（Rose Marie 

Arenas）選區醫院；菲律賓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分別訂購了 3,000 個醫療口

罩、250 件醫療防護衣、3,750 雙醫療手套及 500 件防護面罩等醫療防護用品分送

至菲律賓醫療院所。 

    由泰國臺灣會館林何佩娟主席、泰國工廠警察國際協會主席張文煥、泰國臺商

總會總會長郭修敏等代表的「泰國臺僑胞疫情聯合應變小組」與泰達電(Delta 

Electronic(Thailand))等 14 家臺商企業一起捐贈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資予北欖府

警察機關及弱勢團體；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現任會長余若帆、名譽會長林

宇馨、副會長齊于婷及副秘書長侯錦芳等青商代表一行，10 日赴位在曼谷市區的泰

國警察總醫院 (Police General Hospital) 捐贈防疫物資。 

    日本疫情擴大，口罩不足的問題逐漸浮現，近日有許多臺灣僑團或組織紛紛響應

捐出口罩幫助日本，其中日本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東京臺灣商工會會長陳五福等

社團於 4 月 20 日一同捐贈 12000 個口罩給東京都廳，盼能幫助到需要的人。 



 

◎越南台灣商會北寧分會會長沈憲煜捐贈民生、醫療物品。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員們捐贈防疫物資。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平陽台商會捐贈善款。 

 

◎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同奈分會資深理事康朝棟等發放白米物資。 



 

◎馬來西亞檳城州台灣商會會長拿督李鴻隆等人代表捐款，由檳州首席部長曹觀友親

自接領 

 

◎馬來西亞霹靂州台灣商會會長黃凱麟等人代表捐款與霹靂州州務大臣合影。 



 

◎馬來西亞檳城州臺灣商會捐贈 1,000 個口罩給檳城州消防局人員。 

 

◎印尼中爪哇臺灣工商聯誼會理事長王銘聰等人代表捐贈醫療物資，由省長 Ganjar 

Pranowo 親自受贈。 



 

◎菲律賓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黃雅惠等人代表商會捐贈防疫物資。 

 

◎泰國臺僑胞疫情聯合應變小組捐贈防疫物資予警察機關。 



 

◎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會長等人捐贈防疫物資於泰國警察總醫院前合影。 

 

◎日本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東京臺灣商工會會長陳五福等人合影。 

 

  



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共同抗疫 2020/04 

    英國臺灣商會會長高偉淙帶領下和商會理監事們共同積極運作，籌措到 15 個

血氧測試儀器、20 支額溫槍、3 箱 72 瓶醫療等級的滅菌劑及 5000 個成人及兒童

用的醫療口罩等物資，分別捐贈予英國地區診所醫院的前線醫療人員、英國地區僑

胞及留學生。 

 

◎英國臺灣商會捐贈口罩等防疫物資予英國地區醫療院所、僑胞及留學生。 

 

  



中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共同抗疫 2020/04 

    中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運用日前捐助母乳銀行計劃餘款，慷慨解囊購置

15,000 份保麗龍容器和叉子以及 25,000 頂衛生頭罩，讓工作人員可以把募集來的

食材烹煮後分裝，並運送到需要幫助的居民家中。 

    巴西台灣商會青商會發動愛心便當活動，發放 6000 份愛心便當，幫助弱勢群體

和路上流浪家庭。 

 

◎中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捐贈物資給巴國第一夫人辦公室。 

 

◎巴西台商會發動愛心便當活動 

 

  



大洋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共同抗疫 2020/04 

   大洋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施伯欣總會長是澳洲知名的房地產仲介培訓講師，因

疫情衝擊下施總會長決定在 4 月 10 日晚舉辦一堂兩小時的網絡教學課程，費用是

「捐贈十份便當給醫護人員」。並捐出自己的培訓收入支付餐館便當費用，一起給當

地受疫情重創的中餐館一些支持，同時對本地醫護人員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謝，此

一善舉帶動當地社團、企業參與及支持。 

 

◎總會長施柏欣與醫護人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