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成就

眾院591號簡單決議案要求臺灣解除
戒嚴

參、眾兩院分別提出121號與233號
臺灣民主決議案，主張臺灣政府應允
許反對黨存在、保障言論與集會自由
、朝自由的總統與國會選舉制度邁進

參、眾兩院分別提出136號與210號
共同決議案，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

眾院通過5034號決議案，此後臺美
人可以將護照出生地從中國改為臺灣

眾院通過臺灣安全加強法，支持臺美
軍方高層交流以及建立直接聯絡管道

布希總統簽署法案支持臺灣以觀察員
身份加入世界衛生大會

參院提出123號共同決議案，首次支
持臺灣未來應在臺灣人民同意下解決

眾院外交委員會通過462號共同決議
案，主張美國政府不應以違反一中政
策為由反對臺灣現任政府官員訪美

眾院提出臺灣政策法，支持臺美之間
高層會面、自由貿易協定與更緊密的
軍事合作

參、眾兩院分別通過六項保證決議案
，重申臺灣關係法與雷根總統的六項
保證為臺美關係基石

川普總統簽署通過臺灣旅行法，允許
臺美高層官員互訪，打破過去臺美高
層交流的無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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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成為臺美關係的關鍵力量

 ‘01

 ‘00

加入FAPA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FAPA member or 
renew my annual membership.

(a.) Basic Annual Membership:
     Couple $70           Single $50
(b.) Student Annual Membership: 
     Couple $35           Single $25

General Donation $

Hanji Name

English Name

Address

City                      State              Zip

E-mail        

Donations to FAPA are tax-deductible. Membership payment 
is NOT tax-deductible. FAPA Tax ID# 11-261-5291.

欲加入會員，請填寫下方表格，將支票
抬頭寫「FAPA」並註明捐贈款項為「會
費」或「一般捐贈」後寄至

FAPA HQ
552 7th St. S.E., 

Washington, DC 20003

線上捐款

我們的強項：推動國會外交
每一年，FAPA總部會研擬推動的臺美關係議

題。在那之後，我們會採取以下行動促成國

會的支持：

• 在國會倡議、與重要人士建立夥伴關係

• 聯絡、收集並整理上千封連署信

• 撰寫政策說帖，協助地方分會推動政策

• 每週發佈電子刊物Taiwan Communique

方便國會助理追蹤臺美關係政情

臺灣未來領袖培訓營

2010年起，FAPA每兩年舉辦為期七天的
「臺灣未來領袖培訓營」，邀請來自世
界各地的優秀臺灣青年，至華府學習臺
美中關係並互相交流。目前FAPA已培育
超過150位未來領袖，包含立法委員王
定宇、市議員林穎孟、張之豪等。

國會倡議大會

FAPA年度國會倡議大會邀請全美會員匯
聚一堂，進行為期三日的倡議訓練，討
論當年度臺美關係的發展、重點議題與
法案、學習國會倡議技巧，並一同前往
國會山莊，實際向自己的選區議員辦公
室遊說。2019年的國會倡議大會期間，
FAPA會員共拜訪86間議員辦公室。

全美各分會巡迴演講

FAPA亦與各分會合作舉辦演講。平時總
會長應分會之邀，向分會會員報告該年
度FAPA工作計畫，並說明臺美關係進展
、國會內臺灣相關法案等。
除此之外，FAPA亦特別邀請對臺灣有卓
越貢獻的人士至美國巡迴演講。過去的
講者包括鄭弘儀、鍾年晃、吳音寧等。

青年發展計畫

2020起，FAPA為撰寫臺美關係相關文章
以及舉辦小型「FAPA咖啡館」活動之青
年提供補助，鼓勵在美青年交流臺灣外
交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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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臺灣由國民黨一黨專政統治，民眾的
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自由都受到政府的嚴
重限制。彼時，一群遠渡重洋到美國的臺灣同
鄉，在體會美國的自由風氣後，更為故鄉臺灣
所面臨種種不合理的政治迫害感到痛心。

為了透過美國國會向當時臺灣的威權政府施加
壓力，促使他們進行民主改革，這群臺美人發
揮草根精神，向選區內的國會議員表達對臺灣
議題的關切，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因而
成立。

FAPA最初的工作著重於改善臺灣人權與促進民
主化。透過與美國國會相互合作，促使臺灣政
府解除戒嚴、黨禁、報禁、釋放政治犯與廢除
海外黑名單，使民主逐漸在臺灣紮根。

1990年以後，臺灣逐漸轉型成民主國家，但卻
因為中國的文攻武嚇而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認
可。FAPA的工作重點隨之轉向為爭取臺灣國際
參與、促進臺美關係、確保臺灣安全。

FAPA目前在全美有46個分會，近三千名會員。
各地分會均與當地參、眾議員保持良好關係，
定期與之聯繫會面，或邀請參、眾議員參加臺
美人所舉辦的各項活動，紮實草根宣導的基礎
。FAPA位於華府總部的工作人員則走訪華府國
會山莊，與分會活動相互呼應，使臺灣議題在
美國國會得以獲得高度重視與廣泛支持。

我們的故事

只有堅定地
與民主的臺灣站在一起

我們才無愧於美國提倡世界
自由的原則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

A Leading Voice for Taiwan in America

Shelley Berkley (2008)
前聯邦眾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

(1) 爭取國際支持臺灣人民建立主權獨
立的民主國家，並進入國際社會

(2) 促進臺灣與美國雙邊關係與合作

(3) 保障臺灣人民自決權

(4) 促進臺灣的和平與安全

(5) 增進世界各地臺灣人的權益

我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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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主決議案，主張臺灣政府應允
許反對黨存在、保障言論與集會自由
、朝自由的總統與國會選舉制度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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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院通過5034號決議案，此後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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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FAPA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FAPA member or 
renew my annual membership.

(a.) Basic Annual Membership:
     Couple $70           Single $50
(b.) Student Annual Membership: 
     Couple $35           Single $25

General Donation $

Hanji Name

English Name

Address

City                      State              Zip

E-mail        

Donations to FAPA are tax-deductible. Membership payment 
is NOT tax-deductible. FAPA Tax ID# 11-261-5291.

欲加入會員，請填寫下方表格，將支票
抬頭寫「FAPA」並註明捐贈款項為「會
費」或「一般捐贈」後寄至

FAPA HQ
552 7th St. S.E., 

Washington, DC 20003

線上捐款

我們的強項：推動國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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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未來領袖培訓營」，邀請來自世
界各地的優秀臺灣青年，至華府學習臺
美中關係並互相交流。目前FAPA已培育
超過150位未來領袖，包含立法委員王
定宇、市議員林穎孟、張之豪等。

國會倡議大會

FAPA年度國會倡議大會邀請全美會員匯
聚一堂，進行為期三日的倡議訓練，討
論當年度臺美關係的發展、重點議題與
法案、學習國會倡議技巧，並一同前往
國會山莊，實際向自己的選區議員辦公
室遊說。2019年的國會倡議大會期間，
FAPA會員共拜訪86間議員辦公室。

全美各分會巡迴演講

FAPA亦與各分會合作舉辦演講。平時總
會長應分會之邀，向分會會員報告該年
度FAPA工作計畫，並說明臺美關係進展
、國會內臺灣相關法案等。
除此之外，FAPA亦特別邀請對臺灣有卓
越貢獻的人士至美國巡迴演講。過去的
講者包括鄭弘儀、鍾年晃、吳音寧等。

青年發展計畫

2020起，FAPA為撰寫臺美關係相關文章
以及舉辦小型「FAPA咖啡館」活動之青
年提供補助，鼓勵在美青年交流臺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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