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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十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召

開，兩屆理事長任期即將劃下句點。

首先，應傑衷心感謝各公會對個人暨

臺北市商業會的信賴與支持。「創造被

利用的價值」是個人長期以來深信不

疑的理念，在社會闖蕩數十年，持續

創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過去六年以

來，應傑初衷從來沒有改變，只要時

間上允許，一定盡可能抽空出席參與

各同業公會的各項會議或重要活動，

面對面聆聽各行各業心聲與建言，隨

時藉由媒體訪談或與政府首長會晤時

適時反應，常常會在各種場合收到來

自各公會的正面肯定與熱情回應。

臺北市商業會與各同業公會是緊密

的合作共同體，「擁抱公會、服務會

員」更是台北市商業會義不容辭的角

色。臺北市商業會過去六年活動能

量，如果說有獲得更大的認同與肯

定，都是全體理監事與會務同仁的莫

大光榮，應傑與有榮焉！

總統與立委大選正如火如荼進行

中，選舉激情是一時的，無論是拚政

治或拚改革，藍綠休兵讓台灣經濟不

再空轉，「人進來，東西賣出去」才

是不分黨派選民們的一致心聲，而台

北市作為台灣首善之都，一定要成為

提振台灣經濟景氣的火車頭。

很多人都非常擔心，低迷不振的兩

岸關係，毫無疑問已經阻礙台灣工商

業長期穩定發展。中國大陸官方自八

月一日起無預警停止發放自由行簽

證，再加上團客數量砍半，確實深深

影響臺北市乃至於台灣整體內需市

場，儘管西門町新的旅館飯店還是不

斷開張，擠滿來自日、韓、東南亞各

國觀光客，似乎感覺不到任何「不景

氣」徵兆，但是美中貿易戰等諸多不

利變數籠罩，短期之內經濟前景絕對

不容樂觀。為了台灣經濟穩定發展，

必須維持穩定和諧兩岸關係，期待明

年總統大選後，兩岸關係能雨過天晴

重新回溫。

應傑卸任在即，以感恩的心祝福所

有商業同業公會會務昌隆，各位會員

代表先進諸事吉祥，平安喜樂。謝謝

大家！

感謝同行，有您真好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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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本會慶祝第 73屆商人節暨表揚大
會由王應傑理事長親自主持。臺北市政府黃珊珊

副市長、產業發展局林崇傑局長暨商業處高振源

處長親臨會場頒發獎牌賀勉獲獎之優良商號、服

務優良從業人員及資深績優會務工作人員。今

年度共計有優良商號 137家、服務優良從業人
員 170位及績優會務工作人員 14位獲獎表彰。
與會貴賓還有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

茹、台灣商業聯合總會張平沼理事長、全國商總

陳森茂常務監事、新北市商業會葉庚進副理事

長、台北市工業會賴森豐祕書長等。

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表示，根據今年 6月遠見
雜誌公布的「縣市總體競爭力大調查」，臺北市

總體競爭力排名持續蟬聯冠軍，且在「經濟與

就業」等多個面向榮登第一，這是本府與臺北

市商業會相互合作的成果，臺北市商業經營

種類繁多，涵蓋金融貿易、交通運輸、醫藥

環保、餐飲食品、建築建材、民生用品、百

貨服飾、文化育樂等，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之

下，各行各業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商業會

長久以來整合各公協會傳達本府重要施政，

協助推動企業落實社會責任與促進社會公

益，並於每年辦理商人節表揚大會，表揚本市優

良商號及從業人員，鼓勵企業間仿效與學習，不

斷改善本市經商體質。本府將持續支持並共同攜

手，讓臺北成為一個永續發展的城市。

慶祝第 73屆商人節暨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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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商 Edallianz 藍恩資訊蒞會拜訪
5月 29日新加坡商 Edallianz藍恩資訊蒞會拜訪並將該公司之營運模式及擬與各行

業互惠合作的理念向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簡報，徐維宏組長陪同。

Edallianz的企業宗旨是成為學習機構、教師、教育專家與亞洲學生之間的橋樑。
2016年 10月在新加坡成立，至今已有超過 200間補習班和上萬名會員使用該公司的
平台。其合作夥伴們透過樂學遊平台進行企業間的交流與合作，（例如：家庭教師向

補習班借用空教室、補習班與才藝班的課程時間分配、甚至是藉由藍恩研發團隊的

分析結果來編排課程時間），這樣的商業模式在新加坡順利進行當中。

端午勞軍
6月 5日軍友社循例於國軍英雄館舉辦端午節勞軍活動，

本會由呂文寬副秘書長、黃治民組長及胡秋容專員出席，

並依例捐助慰勞金 3萬元。

與駐台灣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交流
6月 18日應駐台灣香港

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朱浩

副主任邀請，本會陳四郎

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

與徐維宏組長等三人，18
日（週二）中午與其共進

工作午餐，針對台港兩地

經貿交流等議題廣泛交換

意見，辦事處主管經貿關

係的梁麗賢總監與鄺紹昌

經理等兩人一同作陪。

出席中華民國第65屆航海節慶祝大會
7月 11日中華民國第 65屆航海節慶祝大會於台北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盛大舉

行，由 65屆航海節籌備會主任委員張正鏞主持。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
交通部林佳龍部長、台灣港務公司吳宗榮董事長、北市輪船公會林文博理事長、

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公會陳木枝理事長及航運界單位代表皆出席盛會。

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表示：今日舉辦航海節恰逢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日子，是

航運界的重要節日，更增添活動慶祝上的意義；並揚讚所有台灣航港及相關產業

的努力下，讓台灣擁有更大的韌性及競爭力，因應全球海運趨勢的變化。

商會高爾夫球隊循例�
舉辦擴大球賽及晚宴

6月 17日本會高爾夫
球隊循例舉辦擴大球賽

及晚宴，邀請隊友及本

會理監事、各會總幹事

等參加聯誼，本會並依

例贊助球隊 10萬元，由
理事長親自頒贈予易文

沐總幹事。

中元普渡祈福
8月 14日本會舉辦中元普渡祭祀，王應傑理事長於下午吉

時，率領陳四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呂文寬副秘書長以

及全體會務同仁，在景福大樓一樓門口以水果、餅乾祭拜眾家

好兄弟，人人手持清香誠心祝

禱，祈求會務運作順利昌隆、

全體工作同仁平安幸福、承租

事業單位生意興隆。

之後王應傑理事長並前往吉

林路簽證辦公室，偕同陳瓊瑛

組長以及全體簽證組同仁，上

香祈求簽證業務興隆昌盛、簽

證客戶公司生意蒸蒸日上、全

體簽證組工作同仁平安幸福。

出席外貿協會�
各地方工商業交流營

8月 16日 2019外貿協會各地方工商業交
流營下午假日月潭雲品酒店舉開，由外貿

協會黃志芳董事長主持，與會的單位有各

縣市商業會、工業會及進出口公會的理事

長、秘書長（總幹事），出席人數逾百位之

多。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出席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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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華人公益節」暨�
「華人公益金傳獎」

8月 28日由中華工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台北市商業會、台灣中華儒
學會、社團法人中華產官民學協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華人公益節」暨

「華人公益金傳獎」活動包含華人公益企業金傳獎、華人公益人物金傳

獎、華人誠信品牌金傳獎、華人綠色企業金傳獎等四個獎項，其中有 20
多位是來自星馬地區的傑出華人企業家，大會並邀請國內企業界負責人

出任公益大使協助宣導企業社會責任，同時創建互動平台讓心路基金會

等 15家國內知名社福團體和與會企業交流。由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擔任大
會主持人。

柯文哲市長為商會會所喬遷揭牌
9月 2日臺北市
長柯文哲暨全體理

監事出席本會南京

東路新處所揭牌啟

用暨「智慧城市新

商業委員會」2019
年論壇，活動順利

圓滿。

優良廠商觀摩暨會員聯誼活動
10月 4日∼ 5日本會依據年度工作計劃假嘉義、雲林地區舉辦 2天 1

夜之優良廠商觀摩暨會員聯誼活動，參加人數計 111人，行程包括苗栗
綠葉方舟、嘉義故宮南院、雲林板陶窯及苗栗明德水庫等，夜宿嘉義寬

悅飯店。本次活動端賴聯誼活動委員會蘇進來主委用心規劃，以及王孝

常務監事的熱心協助，使得行程精彩、內容豐富。

秋節敬軍
9月 11日各界發起之秋節敬軍活動於國軍英雄館 7樓凱旋廳舉辦頒

贈典禮，本會援例響應捐贈勞軍款 3萬元整，並指派呂文寬副秘書長、
徐維宏組長及胡秋容專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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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工業會會員大會
10月 16日台北市工業會第 18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
出席致詞。

局長與工商業團體有約
11月 9日台北市產業發展舉辦 108年度第 2次「局

長與工商業團體有約」活動，由林崇傑局長主持，

本會暨會員團體西藥公會以及茶商公會共有四項討

論提案，在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台北市都市發展

局、衛生局、文化局等相關單位共同參與協助下，

獲得鬆綁研議辦理共識。此次會議有台北市西藥公

會梁明聖理事長、詹雅然總幹事與茶商公會游茂盛

總幹事以及本會陳永昌副秘書長等人代表出席。

新北市商業會�
慶祝第73屆商人節大會

10月 29日新北市商業會慶祝第 73屆商人節大
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致詞。

108年度工商自由職業暨社會團體會務研習活動
11月 13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主辦之「108
年度工商自由職業暨社會團體會務研習」活動

上午假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101講堂舉開，
由主任秘書鄭文惠主持並頒發獎項予獲評 108
年度會務績優之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本會所

屬會員公會計有米穀、印刷、百貨、化工原

料、園藝花卉、水電衛生設備及加油站等 7家
公會獲評優等，家畜肉類、五金、木材、製

麵、影片、液化氣體燃料、金屬家具、病媒防

治、汽車、翻譯等 10家公會獲評甲等。陳四
郎秘書長、徐維宏組長聯袂出席。

通識領袖講座
王應傑理事長應金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擔任

「通識領袖講座」主講人

11月 22日應國立金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本
會王應傑理事長週五（22日）上午以「引領企業逆轉
勝」為題，擔任「通識領袖講座」主講人，分享如何

在危機中掌握契機逆轉勝，帶領企業創造新局。

2019第31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開幕� 文：陳四郎

由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與大展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主辦的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於 108
年 12月 12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 1館盛大展出，
由鄭宜平理事長主持開幕式。協辦單位有本

會、台北市建材公會、台北市玻璃公會等 40個
相關公協會。計分智慧建築、照明燈飾、綜合

建材、門窗及五金建材、綠建築、綠建材、衛

浴廚具、地板材及裝飾建材、家具家飾八大產

品分區，逾 2300家廠商參展，盛況空前。（本

展期 12月 12日∼ 12月 15日）出席貴賓有王
應傑理事長、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王榮進所長、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周光宙董事長、不動產

協進會林長勳理事長、立法委員吳玉雲、美國

在台協會酈英傑處長等，可謂冠蓋雲集。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推崇鄭宜平理事長及建築

公會數十年來推動建築產業發展所做的努力及

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卓越貢獻。同時嘉許大展國

際公司邱文良董事長（本會兩岸經貿事務委員

會展覽小組召集人）的周詳策劃才能使該項活

動持續且精進的成功舉辦。異於長官及貴賓代

表們的致詞，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指出在面臨高

齡化及少子化的來臨，都更重要一環的危老建

築改建，不能只拘泥於單向的思維，如何顧及

舊建築物古蹟的保存，以及善用大自然資源的

結合，是補可忽視的課題，並建議主辦單位明

年在系列活動中能關注納入論壇。

開幕典禮後，全體出席貴賓合影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參與美國館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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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黃岩經貿參訪團拜訪本會

5月 14日台州黃岩經貿參訪團在政協主席柯善輝帶領下拜訪本會，由吳
發添副理事

長、陳四郎秘

書長、莊國海

常務理事、易

文沐理事、徐

維宏組長共同

接待。

台州的經濟

以汽車摩托車整車及零部件製造、醫藥化工、模具塑料、家用電器、服裝機

械、閥門水泵、工藝禮品、食品飲料、鞋帽服裝等 9大支柱產業為主，而黃
岩區更有「中國模具之鄉」的稱謂，中國近七成的塑料模具均出自黃岩。

廈門市審計局蒞會拜訪
6月 6日廈門市審計局社保處肖明發處長率領經貿參訪團蒞會

拜訪，由王孝典常務監事、陳四郎祕書長、周承忠理事、易文沐

理事、陸兆友監事、陳永昌副秘書長及徐維宏組長共同接待。

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
工商聯民營企業家蒞會交流

7月 24日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工商聯民營企業家參訪團一行 7人
由工商聯王曉剛副主席率團來訪。吳發添副理事長、王孝典常務監事、陳

四郎秘書長、

呂文寬副秘書

長、徐維宏組

長、林美婷組

長及業務承辦

人林杏琳專員

共同接待。

義烏國際森林博覽會�
台灣館組委會蒞台參訪

7月 14日第 11屆浙江義烏國際森林博覽會（簡稱森博會）將於今年 11月
1日舉辦，森博會台灣館組委會一行由義烏台辦經濟科葉俊斌科長陪同蒞台參

訪，義烏台商協會特於大三元餐

廳設宴歡迎。本會陳四郎秘書

長、徐維宏組長、台北市酒商公

會張麗雪總幹事及中華工商經貿

科技發展協會江蘋容秘書長應邀

出席。今年本會將承接 80個展
位招商參展，以「台灣館」及

「台北館」二大主題館展現。

重慶中頤集團蒞會拜訪
5月 14日在中華海峽兩岸大健康產業發展協會王殿華理事長引領

下，重慶中頤集團鄭國彬董事長一行蒞會拜訪，王應傑理事長、吳發

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陳永昌副秘書長、

徐維宏組長共同接

待。吳發添副理事

長並指出前台州台

商協會李泓蘭會長

也正為大健康產業

的發展積極佈局

中，促使雙方進行

更進一步之對接。

山東臨沂市蘭陵縣蒞會拜訪
5月 28日山東臨沂市蘭陵

縣縣委書記任剛率台辦張寶桓

主任等一行 9人蒞會拜訪，由
陳四郎秘書長、高國城監事、

米穀公會梁朝凱名譽理事長、

本會徐維宏組長接待。

為迎合訪問團的需要，本會

特別邀請台北市飼料及動物用

藥公會顧問陳以銓先生（前台北市政府動保處處長）、食品檢驗業致寬科技公司

高玉強總經理及飼料界優良企業忻禾興業公司馬駿達經理共同出席對接座談。

義烏市台胞台屬聯誼會蒞會交流
7月 17日義烏市台胞台屬聯誼會一行在義烏市福田街道辦事處黨工委
書記鄭亞明及義烏市台辦副主任黃蘭英率領下與本會交流聯誼，王令麟

名譽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溫辰

雄常務理事、涂國安常務理事、謝鴻基常務監事、鄭正亮理事、張美麗

理事、趙維君理事、易文

沐理事、何鴻錦理事、王

世璋理事、何苗義監事、

張金平榮譽理事、徐維宏

組長暨本會高爾夫球隊成

員一同接待。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
台北辦事處主官異動

7月 15日為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台北辦事處主任李榮民即
將離職返京，繼由該會第一副會長湯軍接任其職，二人因此連袂拜

訪本會，王應傑

理事長偕同理監

事會代表共同接

待，歡送李榮民

主任功成身退，

同時歡迎湯軍主

任抵台履新。

山西臨汾堯都文化暨商務考察
5月 30日∼ 6月 5日應山西省臨汾市誠摯邀請，本會「山西臨汾堯都文化暨商

務考察團」在吳發添副理事長率領下出席「2019第二屆堯都民間祭拜堯帝大典」
系列文化與商務考察活動。

內蒙赤峰市克旗工商聯民營�
企業家參訪團蒞會拜會

5月 15日內蒙赤峰市克旗工商聯民營企業家參訪團蒞會拜
會，由王孝典常務監事、陳永昌

副秘書長、呂文寬副秘書長、徐

維宏組長、林美婷組長及林杏琳

專員接待。

素有內蒙古「縮影」和「百寶

箱」之稱的克什克騰旗（簡稱

「克旗」），面積有 2萬平方公
里，以農、礦、畜牧及風電產業

為主，並有眾多之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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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十四屆兩岸�
經貿合作與發展論壇

9月 8日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海貿
會）主辦之「第十四屆兩岸經貿合作與發展

論壇」下午在廈門會展中心舉行，王應傑

理事長、郭明欽理事、陳永昌副秘書長、

法規委員會陳忠富顧問應邀代表出席。

出席2019浙江、台灣合作周
9月 17日至 19日 為 2019浙江、台灣合作周於 9月 17日上午假杭州市的省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

同時舉辦「兩岸產業融合發展論壇」，應浙江省台辦之邀，本會由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

呂文寬副秘書長、周承忠理事、李忠書理事、陳建瑞理事、高國城監事及元企會成員聯袂前往參與活

動。本會代表團除了出席開幕式及論壇外，亦參加「人力資源交流與產業合作論壇」。9月 18日續轉
往蕭山出席「兩岸電商協作高峰論壇」，聆聽專家及相關企業負責人的專題演講及經驗分享，受益良

多也令人對浙江在電商產業發展上的豐碩成果及強力作為留下深刻印象及讚嘆。

出席山西運城�
第三十屆關公文化旅遊節
9月 22日山西運城第三十屆關公文化旅遊節暨「關公精

神在當代論壇」在運城學院及解州關帝廟隆重舉行，來自

大陸中央、省市領導，海內外學者以及奉祀關公之寺廟團

體逾 800人與會。本會陳
四郎秘書長、華人經貿文

教創新發展交流協會王詩

惠理事長、台灣關公文化

協會李台山理事長 3人應
山西省台辦邀請，聯袂前

往運城参與各項活動。

出席第四屆海商大會
9月 23日至 28日浙江省海寧市誠摯邀請

本會組團參加第四屆海商大會，吳發添副理

事長率理監事暨球隊代表一行 15人應邀出
席，期間並在黃灣鎮尖山新區董國平黨委書

記、長安鎮高新區張國強書記等引領下行考

察、交流聯

誼 之 實，

同 時 於 尖

山（龍 鳳

場）、長安

九橋二球場

進行三場球

敘。

浙江省義烏市蒞台參訪
8月 29日義烏市李俊福副市長一行 7人蒞台參訪，由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

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王孝典常務監事、易文沐理事、

藍麗珠監事、徐維

宏組長及李秀燕立

法委員、義烏台協

陳俊雄會長、林俊

黨監事長、陳建宏

副會長、林信佳副

秘書長等共同接待。

出席第八屆晉台經貿交流懇談會
8月 27日王應傑
理事長、吳發添副

理事長、陳四郎秘

書長、莊國海常務

理事及徐維宏組長

應邀出席第八屆晉

台經貿交流懇談會。

第12屆浙江義烏國際森林�
博覽會參展洽商

8月 10月至 8月 13日為本會籌組參展第 12屆浙江義烏國際森林博
覽會之展位位置、裝潢布置、交通、住宿暨展會期間參訪團接待等事

宜，陳四郎秘書長、徐維宏

組長及中華工商經貿科技發

展協會江蘋榮秘書長聯袂前

往義烏與相關單位洽商。8
月 15日並應海寧市工商聯
邀約前往海寧交流。

台州經貿訪問團蒞會參訪
8月 12日在台州台商協會吳發彬會長安排下，台州經貿訪問團由台州

市政府林賢杰副秘書長帶領一行九人蒞會參訪，由王應傑理事長偕同吳發

添副理事長

等人代表出

面接待，針

對兩岸金融

交流等議題

深入交換意

見。

浙江省海寧市蒞會拜訪
8月 23日浙江省海寧市市委書記朱建君率商務局等一行 7人蒞會拜

訪，由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謝鴻基常

務監事、陸

兆友監事及

徐維宏組長

共同接待。

浙江省金華市蒞會參訪
8月 26日金華市政協副主席榮安華等一行 10人蒞台參訪，由吳發添副

理事長、陳四郎秘

書長、藍麗珠監

事、徐維宏組長及

義烏台協陳俊雄會

長、林俊黨監事

長、郭文清常務副

會長、陳建宏副會

長、林信佳副秘書

長等共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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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屆中國義烏�
國際森林博覽會參訪

10月 31月至 11月 3日應第 12屆中國義烏國際森林
博覽會組委會邀請，陳四郎秘書長帶領參訪團一行前往

觀展暨考察一帶一路起點中歐班列、物流產業、佛堂鎮

等地，同時亦與台辦、台協、台聯等交流聯誼。

出席2019中國（廈門）商人節
10月 31至 11月 3日王應

傑理事長與吳發添副理事長

率領理監事一行出席廈門總

商會與本會主辦之 2019中國
（廈門）商人節活動。期間

並拜訪廈門市進出口商會、

廈門市商務局暨考察海上世

界、潭州港。

澳門文化傳播發展
協會拜訪本會

11月 26日「澳門文化傳播發展協會」
在瞿偉剛理事長與薛文副理事長率領下

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

理事長以及孫因理事等人共同接待。

出席兩岸（海南）產業交流
及海南自貿區（港）建設推
介會

9 月 24 日 兩 岸（海
南）產業交流及海南自

貿區（港）建設推介會

下午在板橋凱撒飯店舉

開，本會王孝典常務監

事、陳四郎秘書長丶張

金平榮譽理事三人聯袂

代表出席。

出席海南省台資企業協會第十二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10月 13月至 15日海南省台資企
業協會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於

10月 14日下午假海口市迎賓館舉
行。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

長、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陳玉書委員

應邀聯袂前往觀禮。本會致贈新任謝

文盛會長賀牌，由吳發添副理事長代

表頒發。

出席第16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10月 17至 19日王應傑理事長率領本會代表團一行 9人應邀出席於澳門舉開
之第 16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山東濟南市台辦蒞會參訪
9月 28日山東濟南市台辦孟昭友副主任率團來訪，由陳四郎

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監事、高國城監事等代表

接見。

研商2020年舉辦
首屆「晉台合作周」

10月 23日山西省台辦劉可宏副主任
蒞會拜訪，並就 2020年舉辦首屆「晉
台合作周」活動案與本會吳發添副理事

長、陳四郎秘書長研商。

第12屆中國義烏國際�
森林博覽會參展

11月 1日至 11月 4日第 12屆中國義烏國際森
林博覽會於 11月 1日至 4日在浙江義烏國際博
覽中心舉辦，此展本會共計召集台灣省商業會、

中華工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印刷公會、手工藝

公會、酒類公會之會員企業參展計 72個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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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與
政商界領導交流

9月 16日本會章金元常務理事（國際事務
委員會主委）應邀出席義烏台協陳棟樑榮譽會

長宴請前外交部部長歐鴻鍊宴會，並與海基會

前董事長林中森、世界台商會總會長林見松、

中南美洲台商會總會長張德輝及張崇斌、亞洲

台商會總會長邱文潛、澳門台商會長簡廷在、

致理大學西文系主任向駿博士、中南美洲各國

之台商會長及中南美洲駐華大使等交流。 協助安排大邱商工�
會議所企業支援�
協議會訪問團參訪

11月 9日大邱商工會議所企業
支援協議會訪問團舉辦「2019海
外產業視察」，在寄逸亨委員長率

領下一行 20人，於本會協助安排
下前往台中市上銀科技企業總部參

訪，受到隆重接待。

大邱廣域市議會經濟環境
委員會訪問團蒞會參訪
10月 3日「大邱廣域市議會經濟環境委員
會訪問團」蒞會參訪，由國際商務關係委員

會陳堯濱副主委、邱樂芬委員偕同陳四郎秘

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以及呂文寬副秘書長

等人共同接待。

阿曼王國駐台商務辦事處�
舉辦49週年國慶酒會

11 月 18 日 阿 曼 王
國駐台商務辦事處舉

辦 49週年國慶酒會，
應蘇利門‧阿默蓋瑞

（Sulaiman Bin Sultan 
Al-Mughairy）處長邀
請，王應傑理事長與陳

永昌副秘書長出席致

賀。

泰國駐台外交代表
機構舉辦國慶酒會
泰國駐台外交代表機構「泰國貿

易經濟辦事處」（EETO）週三晚間
舉辦國慶酒會，本會王應傑理事長

偕同陳永昌副秘書長出席祝賀。

王應傑理事長、陳永昌副秘書長與泰國駐

台代表通才 Mr. Thongchai Chasawath 合影。

5月 27日∼ 6月 3日本會「2019朝鮮經貿考
察訪問代表團」朝鮮六天五夜拜會參觀行，由

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章金元主委率領，暨與中

華經濟研究院所屬中華財經策略協會（章金元

主委身兼該會理事）共同合辦下，團員共計 60
人，囊括本會理監事、各會員公會理事長、中

華財經策略協會理監事以及會員等中小企業經

營主。參訪團成員產業版圖涵蓋：玻璃製造、

光電科技、旅遊觀光、醫療器材、工程五金、

皮件百貨、環保清潔、貿易、財務顧問等。

在「朝鮮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會」（朝鮮促

進對外教育、文化、環保等各領域交流的半官

方窗口）發函邀請下，本團 29日抵達平壤後立
即前往拜會該委員會，獲得金

昌德理事長熱情接待，雙方針

對如何增進台朝相互瞭解與認

識廣泛交換意見。

此外並協助安排訪問團成員

聽取朝鮮對外經濟省主管外國

人投資的「朝鮮對外經濟投資

協力委員會」李尊虎局長的專

題簡報，瞭解該國最新之吸引

外國投資的法令規章。另外，

也特別參觀「平壤金杯運動員

綜合食品廠」，在全玉順廠

長親自陪同導覽下，瞭解自動化生產流程與各類

產品品項與質量。朝鮮經貿考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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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公會會員大會
5月 16日台北市停車場公會第 20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由呂學博理事長主持，本會張美

麗理事代表出席祝賀。

廣告工程公會會員大會
5月 25日台北市廣告工程公會第 15屆第 2次會

員大會由施惠瓊理事長主持，本會蘇進來常務理

事代表出席祝賀。

五金公會會員大會
5月 15日台北市五金公會第 18屆第 2次會員
代表大會由郭明欽理事長主持，本會王應傑理事

長應邀出席祝賀，陳四郎秘書長偕同與會。

西餐公會會員大會
5月 30日台北市西餐公會第 11屆第 3次

會員代表大會由游啟明理事長主持，本會陳

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祝賀。

米穀公會恭祝神農大帝聖誕祭典
5月 30日台北市米穀公會主辦的
「恭祝神農大帝聖誕祭典」假保安宮

舉行。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北市產

發局、中華民國米穀公會全聯會、

台灣省米穀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雜

糧公會聯合會、北市雜糧公會、北

市中藥公會皆派代表參與祭典，本

會陳四郎秘書長應邀代表前往致祭。

度量衡公會會員大會
6月 28日台北市度量衡公會第 20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改選理監

事，由楊明勳先生當選，本會易文沐理事、陳永昌副秘書長代表本會

出席祝賀。

廚具公會會員大會
5月 30日台北市廚具公會第 15屆
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曾俊源理事
長主持，本會溫辰雄常務理事代表

出席祝賀；孫因理事以室內設計裝

修公會理事長身份應邀與會。

景觀工程公會會員大會
6月 21日台北市景觀工程公會第 7屆第 3次會員大會由呂嘉和理事長主持，

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蘇進來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鄭正亮理事以及陳

四郎秘書長、徐維宏組長應邀與會。

水電衛生
設備公會
會員大會

7月 7日台北市水電
衛生設備公會第 18屆
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改選理監事，由陳建

文先生當選，本會陳

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

祝賀。

糕餅公會理事長交接
7月 4日台北
市糕餅公會第

19屆、第 20屆
理事長交接典

禮，新任理事

長由周正訓先

生接任。本會王

應傑理事長應

邀出席祝賀，

陳四郎秘書長

偕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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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裝修公會50週年慶暨會員大會
10月 30日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公會 50週年慶暨第 16屆第 3次會員大
會，由孫因理事長主持，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本會吳發添副理

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陳春銅副理事長及多位理監事聯袂出席盛會。

金屬家具公會會員大會
11月 1日台北市金屬家具公會第 16屆

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蔡宗文理事長
主持，許俊榮副理事長代表出席祝賀。

拜訪食油公會
7月 11日陳四郎秘書長、呂文寬

副秘書長由台北市食油公會吳素真秘

書陪同下，連袂前往新莊化成路東昇

米糧公司拜訪食油公會陳榮傑理事

長。就行業關注之議題予以研討。

金銀珠寶公會第19屆�
理事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8月 18日台北市金銀珠寶公會第 19屆理事長交接典
禮，新任

理事長由

黎世傳先

生接任。

本會王應

傑理事長

應邀出席

祝賀。

茶商公會茶郊媽祖祭典
暨成立 130 周年慶

10月 16日台北市茶商公會舉行茶郊媽
祖祭典暨成立 130周年慶，王應傑理事長
應邀出席致詞，並致贈紀念品予茶商公會

高秀成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偕往。

西餐公會舉辦�
咖啡生態體驗展

10月 26日台北市西餐公會
舉辦咖啡生態體驗展，陳四郎

秘書長代表出席參與活動。

塗料油漆公會會員大會
8月 22日台北市塗料油漆公會第 20屆
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改選理監事，由白
鎧圖先生當選新任理事長，王孝典常務

監事代

表出席

祝 賀，

陳四郎

秘書長

偕同與

會。

食油公會理監事聯席會
8月 6日台北市食油公會第 15屆第 3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由陳榮傑理事長主持，本會陳四郎

秘書長應邀出席。

製麵公會會員大會
9月 4日台北市製麵公會第 18屆第 2

次會員大會，由黃獻進理事長主持，陳

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祝賀。

小客車租賃公會會員大會
9月 11日台北市小客車租賃公會第 16屆

第 2次會員大會，由王世璋理事長主持，
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應邀代表

出席祝賀。

汽車貨櫃貨運公會�
會員大會

9月 11日台北市汽車貨櫃貨運公會第 14
屆 第 1 次 會
員大會改選

理監事，由

王世宏先生

當選新任理

事長，陳四

郎秘書長代

表出席祝賀。

寢具公會會員大會
10月 24日台北
市寢具公會召開第

19 屆第 1 次會員
代表大會改選理監

事，由朱玥澐女士

當選新任理事長，

許俊榮副理事長代

表出席祝賀。

婚紗攝影公會�
「2019台北結婚購物節」

9月 20日台北市婚紗攝影公會舉辦「2019台北結
婚購物節」開幕剪綵，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

8 月 3 1 日 台

北市電器公會主

辦「把愛獻給大

家」2019公益演
唱會，王應傑理

事長應邀出席並

致詞。

電器公會「把愛獻給大家」�
公益演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