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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主要會務進展 

年份 內          容 
1988 * 三月十三日，婦女會在洛杉磯正式成立        * 完成章程的制訂 

1989 * 七月聯誼通訊創刊發行 

1990 * 一月會員名錄創刊發行                      * 三月訂定 NATWA Logo 

* 十一月發行月曆 

1991 * 三月婦女信箱專欄正式在台灣公論報刊載      * 十一月自立週報海外版開始刊載 

* 三月完成登記 NATWA 為公司(INC.)            * 十月北加州分會成立 

1992 * 正式獲得登記為非營利組織                  * 發行“Unknown Taiwan＂一書         

* 五月南加州分會成立                        * 六月路易斯安那州分會成立 

* 七月「打破黑名單」，組團回台參觀訪問       * 十一月波士頓分會成立 

1993 * 六月「婦女信箱」單行本問世                * 底特律、西雅圖成立分會 

* 十月首辦年中理事會及領導人才訓練營        * 成立「關懷組」                     

1994 * 二月組團返台，參加並協助「世界婦女高峰會議」* 設立基金制度                       

* 取得聯合國世界婦女大會(NGO)正式觀察員資格 * 五月佛羅里達州分會成立 

* 十二月「關懷網」開始刊登於太平洋時報及公論報 

1995 * 九月參加在北京舉行的第四屆世界婦女大會    * 北加州分會出版「懷念的台灣菜」食譜 

1996 * 成立「開源組」開拓財源                    * 佛州分會解散 

* 設立演講局，講員可應邀至各分會演講  

1997 * 成立「基金組」，對外發放會員捐贈的清寒獎學金 * 完成會歌 

* 通過會長、副會長、區理事的選罷法          * 北加州分會發行「婦女資源手冊」 

1998 * 發行十週年紀念特刊                        * 推動分會社區服務活動 

* 十二月多倫多分會成立                      * 西雅圖分會退出 

* 成立「獎學金組」，開始發放「NATWA 獎學金」 

1999 * 一月創設 NATWA 網路站                      * 七月紐約/新澤西分會成立 

* 五月「點心擔專欄」正式推出於公論報        *  發刊「會員通訊」 (Newsletter) 

* 發動會員捐款及月曆推銷，所得全部捐給台灣九二一地震賑災 

2000 * 八月和台灣婦女團體聯合召開「台美論壇」    * 出版「婦女信箱 2000 年專輯」 

* 十二月加入 WTC，成為永久協調會員           * 底特律分會開始發放社區獎學金 

* 十月成立「台灣 921 災區學童認養計劃」小組，向會員募款資助災區學童 

2001 * 二月贊助指揮王雅蕙音樂會                  * 五月「婦女信箱」專欄正式結束 

* 七月俄亥我州分會成立                      * 九月 St. Louis 分會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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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發動會員為美國九一一事件捐款 

年份 內          容 
2002 * 三月組團回台參加台灣婦全會主辦活動        * 三月出版「關懷文集」 

* 四月聯合世界其它地區台灣婦女會成立 FOTWA   * 十月 Arizona 分會成立 

* 十一月與其他臺美人社團為「TECO 正名」發動 letter campaign 

2003 * 一月紐約/新澤西分會分開，成為兩個分會     * 三月 NATWA 代表到國會山莊作草根外交 

* NY 分會首度製作廣播節目，於三月八日在紐約市 WBAI 電台播出，慶祝婦女節 

* 四月 NATWA 領巾、旗幟製作發表              * 文化組推動「文化列車布袋戲」的計劃 

* 九月與其他台美社團共同發起"Team Taiwan Race for the Cure" project 

2004 * 出版“咱的故事＂英文版(Our Stories)       * 設製 NATWA 會員錄網站 

* 組團赴日內瓦與世界其他台灣人社團為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請願 

* 為台灣 72 水災以及南亞海嘯災民發動會員捐款，總會亦提供相等款額 

*「台灣 921 災區學童認養計劃」改名為「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捐助不再限於 921 災區 

* NJ 分會推動「舊書價值再生回饋鄉里」計劃，捐書台灣的圖書館，成立 Book Project 小組

* 開始提供獎學金予「台灣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金會」濟助之學童 

2005 * 三月與其他台灣社團為反對中國"反分裂法"到 DC 參加記者招待會及千人抗議活動 

* 製作發行 NATWA 姊妹情卡片                  * 六月 Kansas 分會成立 

* 創辦 NATWA II internship program 

* 為 Katrina 水災發動會員捐款，總會亦撥款一萬美元，濟助紐奧良地區之會員 

2006 * Kansas 分會開始從事「關懷出征美軍」之計劃  * 一月聖地牙哥分會成立 

* 建立 NATWA II data base                    * 四月夏威夷分會成立 

2007 * 提供獎學金給 NATWA II，鼓勵第二代台美婦女參與      

* 七至九月各地分會會員協助台灣閃靈重金屬樂團在美的五十場表演  

* 九月聯合國開會期間 NATWA 會員為「台灣加入聯合國」議題在紐約哈瑪紹廣場靜坐四天 

* Kansas 分會開始 weekly community service " meals on wheel"   

*「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改名為「台灣學童協助基金」擴大學童協助地區,不再限於災區 

2008 * 全面更新 NATWA 網站與更新月曆附件〝台灣簡介〞 

* 在 Los Angles與前台灣副總統呂秀蓮率領的台灣職業婦女協會(BPW)合辦〝Women Forum〞 

* 連署支持台灣的〝野草莓運動〞                

* 製作 NATWA 大會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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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WA 歷屆會長及理事 

年份 
名譽 

會長 
會長 東北 東南 中西 平原 南 西南 加拿大 西北 

88 ~ 89  呂秀蓮 張富美 黃滿玉 林雅詠 劉真真 王錦霞 葉明霞 黃美惠 吳佳容  

89 ~ 90 張舜華 吳秀惠 黃滿玉 謝金朱 許世真 王錦霞 葉明霞 黃美惠 陳淑敏  

90 ~ 91 吳秀惠 王明玉 林郁子 謝金朱 許世真 林素梅 葉錦如 余舜華 陳淑敏  

91 ~ 92 孫雪娥 黃美惠 林郁子 黃文英 陳秋茸 楊美麗 葉錦如 余舜華 石惠卿  

92 ~ 93 王明玉 方惠音 吳美芬 黃文英 陳秋茸 林梅嬌 温惠蘭 賴淑遠 石惠卿  

93 ~ 94 吳秀惠 陳麗英 吳美芬 顏淑華 曾暎貴 林梅嬌 温惠蘭 賴淑遠 林瑟玲  

94 ~ 95 陳麗英 葉錦如 趙夏蓮 顏淑華 曾暎貴 張文莉 吳富美 黃玉霞 林瑟玲  

95 ~ 96  李素秋 趙夏蓮 柯翠園 程韻如 張文莉 吳富美 黃玉霞 陳淑敏  

96 ~ 97 方惠音 林郁子 黃雪香 柯翠園 程韻如 張錦貞 童淑惠 張肅 陳淑敏  

97 ~ 98 黃美惠 吳美芬 黃雪香 陳富美 邱良媛 張錦貞 童淑惠 張肅 盧月铅  

98 ~ 99 葉錦如 柯翠園 陳月娟 陳富美 秋良媛 余怡諒 蔡明秀 洪珠美 盧月铅  

99 ~ 00 李素秋 黃靜枝 陳月娟 許蕙茹 簡雁齡 余怡諒 蔡明秀 洪珠美  廖純如 

00 ~ 01 林素芳 曾暎貴 李燕珠 許蕙茹 簡雁齡 王麗華 葉寶桂 林春惠  廖純如 

01 ~ 02 廖呂珠 程韻如 李燕珠 呂秋宏 黃麗美 王麗華 葉寶桂 林春惠  王純純 

02 ~ 03 楊千鶴 賴碧良 李素蓮 呂秋宏 黃麗美 陳麗雪 陳香梅 賴慧娜  王純純 

03 ~ 04 謝吳阿鳳 葉寶桂 李素蓮 廖蕙澄 潘賢敬 陳麗雪 陳香梅 賴慧娜  林紋守 

04 ~ 05 程芷香 楊美麗 楊遠薰 廖蕙澄 潘賢敬 沈香圓 孫佳惠 郭慈玉  林紋守 

05 ~ 06 黃越綏 葉明霞 楊遠薰 涂惠鈴 廖錦鶯 沈香圓 孫佳惠 郭慈玉  林美華 

06 ~ 07 張肅 潘賢敬 林瑞葉 涂惠鈴 廖錦鶯 徐梅珊 何麗珍 翁淑鐶  林美華 

07 ~ 08 趙夏蓮 洪珠美 林瑞葉 李芬芬 徐梅熙 徐梅珊 何麗珍 翁淑鐶  劉玲霞 

08 ~ 09 林春惠 顏淑華 翁進治 李芬芬 徐梅熙 楊玉萍 王明珠 李碧娥  劉玲霞 

09 ~ 10 張錦貞 林瑟玲 翁進治 王淑芬 翁碧蘭 楊玉萍 王明珠 李碧娥  陳桂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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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WA 歷屆分會會長 

年

份 AZ CA 
North 

CA 
South LA Boston Detroit NY NJ OH St. 

Louis Toronto Kansas San 
Diego Hawaii

92  李素秋             

93  李素秋 林美里 吳富美 廖幸瑛 詹文女         

94  洪環美 林美里 陳香梅 林幼 邱良嬡         

95  林彩鳳 張菊惠 童淑惠 歐雅珠 林千千         

96  林春惠 游秀康 蔡明秀 歐雅珠 張豐         

97  陳麗都 洪珠美 陳香梅 彭美松 賴世鈴         

98  李錦容 賴淑遠 呂秋宏 呂純惠 張愛惠         

99  劉玲霞 賴慧娜 王信惠 李燕珠 張月英 林瑞葉    黃麗美    

00  賴碧良 何壽美 張淑花 姜明意 李菊蓮 陳紅珠    石惠卿    

01  張肅 陳秀真 許秋霞 林瑞美 游美智 廖愛華  潘賢敬 沈香圓 黃志貞    

02 林芳美 陳桂蘭 王清秀 米天基 鄭端儀 邱素娟 王素華  張淑珍 李淑貞 羅翠華    

03 鄭玉霞 張美文 李碧娥 何麗珍 羅靜春 賴瑞瑛 林秀合 林豔齡 李真瑩 潘美弘 廖錦鶯    

04 宋淑玲 許正美 翁淑鐶 張美里 許淑貞 謝和純 陳彩雲 林豔齡 施慶惠 徐梅珊 李淵雅    

05 林芳美 潘秀蘭 蘇惠美 楊美蓮 袁文雅 葉菊 呂芳芸 洪珍瑛 溫美蘭 謝淑貞 劉瓊珠 許淑蓮   

06 張慧美 李佩蓉 李美夏 林麗蓮 林青棻 宋常妙 邱瑞惠 王淑芬 劉美卿 邱琇雅 陳雪嬌 楊玉萍   

07 王麗玉 李瑞紅 王梅鳳 李桂紅 陳紹鴻 賴秀瓊 許鴻玉 鄭淑華 張美智 邱良嬡 張秀滿 洪鳳蓮 王璨瑾 蔡金蘭 

08 翁照美 黃美星 陳麗華 陳翠玉 黃畹清 翁碧蘭 蔡淑惠 洪月玲 張淑貞 洪英釵 陳敏麗 洪鳳蓮 歐春美 許淑蓮 

09 高心美 張雅美 黄美琇 吳富美 李燕珠 溫明亮 蔡淑惠 林玉葉 潘賢敬 陳 珊 戴妙姝 陳麗雲 簡安齡 黃金寸 

 
                                歷屆 NATWA 年會 
屆  別 會  長 日  期 地  點 主          題 
一 張富美 3/3 ~ 3/5/89 Sunnyvale, CA 婦女與社會參與 

二 吳秀惠 3/1 ~ 3/4/90 Dallas, TX 堅強的女性—幕後默默工作的可敬姊妹們 

三 王明玉 2/28 ~ 3/3/91 Atlanta, GA 婦女潛能之探討 

四 黃美惠 3/5 ~ 3/8/92 New Orleans, LA 訓練領導人才，服務同鄉，回饋社會 

五 方惠音 4/22 ~ 4/25/93 Cleveland, OH 婦女與政治 

六 陳麗英 4/21 ~ 4/24/94 Kansas City, KS Reaching Out To Help Others 

七 葉錦如 4/20 ~ 4/23/95 Houston, TX 認識自己 

八 李素秋 4/18 ~ 4/21/96 San Francisco, CA 女性、情緒、力量 

九 林郁子 4/17 ~ 4/20/97 Valley Forge, PA 承先啟後，團隊精神 

十 吳美芬 4/16 ~ 4/19/98 Boston, MA 美化心靈，自我再生 

十一 柯翠園 4/15 ~ 4/18/99 Troy, MI 21 世紀台美婦女的角色 

十二 黃靜枝 4/13 ~ 4/16/00 Parsippany, NJ 21 世紀的親善大使 

十三 曾暎貴 4/19 ~ 4/22/01 Columbus, OH 照亮新世紀的路 

十四 程韻如 4/18 ~ 4/21/02 Orlando, FL 臺灣心，世界情 

十五 賴碧良 4/17 ~ 4/20/03 San Francisco, CA 文化傳承與草根外交 

十六 葉寶桂 4/15 ~ 4/18/04 Dallas, TX Women and the World, In Pursuit of Making A Difference 
十七 楊美麗 4/14 ~ 4/17/05 Kansas City, MO Healthy Aging: Taiwanese Women's Inspirations 

十八 葉明霞 4/13 ~ 4/16/06 Houston, TX Celebrating Womanhood across Cultural and Generational Boundaries 

十九 潘賢敬 4/19 ~ 4/22/07 Seattle, WA Reaching Out 
二十 洪珠美 4/17 – 4/20/08 Los Angeles,CA 回顧與展望 
二十一 顏淑華  4/16 – 4/19/09 Atlanta, GA “VIVA NATWA” 挪大婦女您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