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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難以落幕的美中貿易戰，

將成為一場漫長又險惡的長期衝

突，已是眾多經濟學者與投資家的

共同看法。台商為分散風險，加速

全球布局，回流台灣腳步正在加快

與加大。根據統計，年底前台商回流

投資金額可望突破 5000億元，而返
鄉台商最關心的莫過於穩定供電，

如果電力供應無法及時到位，回台

設廠後卻面臨缺電或限電危機，無

疑將是最大夢魘。

有鑑於國內閒置資金氾濫，充沛

游資遍尋無著合適投資標的，在應

傑的帶頭號召下，幸福水泥陳兩傳

董事長、三圓建設王光祥董事長、

良茂建設陳春銅董事長、欣雄天然

氣朱坤塗董事長父子、穩鼎石化邱

永堂董事長、百晨企業郭明欽董事

長以及新大皇建設賴瑞昌董事長等

本土企業家，準備共同籌資 120億
元成立「中佳電力」，投入民營電廠

（IPP）籌備行列。
眾所皆知，投資民營電廠是一場

耗時費力又昂貴的馬拉松，光是籌

備過程重重關卡，期間每項環節都

需要公權力部門點頭答應，實際操

作起來辛苦複雜程度，外人恐怕難

以想像，再加上回收期初估至少需

要十年以上漫長時間，若不是本於

愛惜台灣的赤忱，欲致力於解決日

益嚴重空污威脅，並為全民共同期

盼的能源轉型盡一分心力，部分股

東恐怕很早就打退堂鼓了！

應傑認為，為確保電力供應平衡

和穩定，負責任的執政者有義務規

劃具前瞻性的能源政策及其完整配

套措施，更是鼓勵台商回流投資台

灣的最基本前提。尤其，站在促進

民間參與重大投資的角度，讓新成

立基載型民營電廠儘速順利加入供

電行列，達成《電業法》揭櫫的電

業自由化目標，落實推動台灣綠色

產業發展，期待執政當局全力支持

共同促成。

台商回流大爆發 穩定供電是重中之重！ 
理事長的話

■ 本會響應「溫馨年菜．愛心快遞」活動
■ 理事長的話：台商回流大爆發 穩定供電
是重中之重！

■ 「溫馨年菜 愛心快遞」捐贈單位一覽表
■ 臺北市商業處處長新任
■ 拜會行政院陸委會
■ 新（連）任理事長聯誼餐會

■ 海寧市參訪團蒞會參訪
■ 上海高端食品飲料展
■ 北京市經濟文化交流團蒞台參訪
■ 第三屆台澳商業論壇

■ 祝賀台州台協第七屆理監事就職
■ 拜會廈門市商務局
■ 臨汾市文化旅遊交流團蒞會參訪
■ 國際委員會國外觀摩會議

■ 台灣非洲經貿協會 12週年慶
■ 拜會台灣朝鮮經貿協會
■ 阿曼王國駐台商務辦事處蒞會拜訪
■ 印刷公會「台灣印刷精品館」

■ 婚紗攝影公會「2019 台北春季結婚購物節」
■ 百貨公會大會
■ 室內設計裝修公會「2019 智庫暨產業發展會議」
■ 醫療器材公會會員大會

■ 台北、新北、省商「合作共識會」
■ 高爾夫球隊舉辦印尼雅加達高爾夫之旅
■ 德明科大產學合作
■ 義烏台協 20周年慶暨會長交接
■ 海口市經貿參訪團蒞台參訪
■ 海基會台商新春聯誼
■ 與台商協會新春聯誼
■ 廈門總商會蒞台參訪

108年 1月 31日台北市商業會連續第五年響應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主辦的
關懷弱勢家庭及低收入戶獨居長者寒冬關懷服務「溫馨年菜．愛心快遞」

活動，上午舉辦記者會，由薛春明副秘書長代表主持，本會吳發添副理事

長、陳四郎秘書長、黃文雄理事、孫因理事、廖全平理事及陳永昌副秘書

長等人代表出席，今年度本會暨各會員公會、公司行號及個人參與，共計

有 48個單位熱烈響應，總共捐贈善款 118萬 2千元。
主辦單位今年送出 1,584份溫馨年菜，包括 409位低收入獨居長者及

1175戶經濟弱勢家庭。本會吳發添副理事長以個人名義拋磚引玉捐贈 10
萬元，東森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王令麟名譽理事長）、台北市不動產開

發公會與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公會各慷慨捐贈 10萬元，陳煥棠理事樂
捐 6萬元，周承忠理事、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公會、台北市電器公會、台
北市銀行公會及台北市裝潢材料公會也各響應樂捐 5萬元，接受台北市政
府頒贈感謝狀表揚。

吳發添副理事長以個人名義拋

磚引玉捐贈 10萬元，東森人身保
險代理人公司（王令麟名譽理事

長）、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公會與台

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公會各慷慨捐

贈 10萬元，陳煥棠理事樂捐 6萬
元，周承忠理事、台北市室內設計

裝修公會、台北市電器公會、台北

市銀行公會及台北市裝潢材料公會

也各響應樂捐 5萬元。

本會響應「溫馨年菜．愛心快遞」活動

林登裕董事長代表東森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接受感謝狀

本會陳四郎秘書長代表接受感謝狀

吳發添副理事長代表帆布公會接受感謝狀

陳鐵雄理事長代表裝潢公會接受感謝狀 黃文雄理事長代表不動產仲介經紀公會接受感謝狀 廖全平理事長代表電器公會接受感謝狀孫因理事長代表室內設計裝修公會接受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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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主辦108 年度 
「溫馨年菜 愛心快遞」捐贈單位一覽表

公會團體

台北市商業會、台北市小客車租賃公會、台北市小貨車租賃公會、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公會、台北市五金
公會、台北市日用器皿公會、台北市百貨公會、台北市米穀公會、
台北市西藥公會、台北市汽車公會、台北市汽車代理公會、台北市
金銀珠寶公會、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公會、台北市玻璃公會、台北
市美容美髮材料公會、台北市計程車客運公會、台北市旅行公會、
台北市病媒防治公會、台北市租賃公會、台北市航空運輸公會、台
北市清潔服務公會、台北市眼鏡公會、台北市船務代理公會、台北
市魚類公會、台北市景觀工程公會、台北市測繪業公會、台北市園
藝花卉公會、台北市裝潢材料公會、台北市電器公會、台北市飼料
及動物用藥公會、台北市製麵公會、台北市銀行公會、台北市輪船
公會、台北市體育用品公會

公司與個人

一協榮股份有限公司、元璋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王孝典（本會常務
監事）、吳發添（本會副理事長）、周承忠（本會理事）、東森人身
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信美鏡廠股份有限公司、張美麗（本會
理事）、陳柄嶂（本會理事）、惠友運動事業有限公司、最佳風情攝
影事業有限公司、詮營股份有限公司、億昇倉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表格（個人或單位）捐贈名單依筆劃排序

商會新春開工祈福
108年 2月 11日己亥金豬年開工吉時，上午本會王應傑

理事長率領陳四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呂文寬副秘

書長以及全體會務同仁，聯合東森房屋加盟總部及中佳電

力公司，在景福大樓一樓門口舉行新春開工祭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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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由呂文寬副秘書長

代表前往吉林路本會簽證

辦公室，偕同陳瓊瑛組長

以及全體簽證組同仁舉行

開工祭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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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處長新任
108年 2月 14日臺北市商業處處長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主任秘書高振源陞任。

本會陳四郎秘書長出席宣誓就職及交接典禮予以祝賀，徐維宏組長陪同。

高振源處長表示商業處將朝「建構友善樂活且具特色優質商業環境」的願景努

力，業務推動分為四面向（一）便捷登記服務：登記快速、便利辦理及提升服務滿

意；（二）安全商業環境：落實安全檢查、提升商品標示及妥處消費爭議；（三）發展

特色產業：掌握產業團體關鍵需求，協助推廣拓展；（四）營造多元商圈：打造友善

特色商圈，暢通商圈團

體交流管道，結合跨域

資源。將規劃召開台北

市商圈發展論壇，廣邀

各界共同參與蒐集產官

學意見，共商如何降低

網路經濟對實體店面的

衝擊，及研擬少數個人

持有空置店面高漲租金

造成空店的對策，為商

圈注入商業發展動能。

新（連）任理事長聯誼餐會
108年 2月 20日為祝賀各公會新任理事長接篆履新，並促進跨領域異業交流，

舉行新任會員公會理事長聯誼餐會，由王應傑理事長主持，在吳發添副理事長、

許俊榮副理事長、陳春銅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及呂文寬副

秘書長等人陪同下，宴請各會員公會近期新任理事長，針對各自產業興革事項以

及加強彼此互動熱烈交換意見。

出席的新任公會理事長包括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公會王建翔理事長、塑膠

製品公會周承忠理事長、石油公會林建銘理事長、酒類公會陳志昇理事長、食油

公會陳榮傑理事長、體育用品公會黃建旺理事長、航空貨運承攬公會黃啟明理事

長、機車公會黃進發理事長、汽車材料公會劉溪雄理事長等人（按姓名筆劃順序

排列）。

拜會行政院陸委會
108年 2月 22日台北市商業會王應傑理事長由陳永昌副秘

書長陪同，前往行政院陸委會拜會邱垂正副主任委員與經濟處

葉凱萍處長，針對美中貿易戰台商因應之道以及台灣民眾申請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等政經議題深入交換意見。

與王應傑理事長熟識多年的邱垂正副主委肯定台北市商業會

多年來致力於兩岸經貿交流，貢獻有目共睹。王應傑理事長

特別介紹市商會與廈門總商會跨海共同主辦「共慶商人節」活

動，希望

以民間力

量消弭兩

岸隔閡，

促進雙方

瞭解與互

利共贏。

香港貿發局2019己亥年聯合新春酒會
108年 3月 5日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香港貿易發展局
與香港旅遊發展局週二晚間聯合主辦「2019己亥年聯合新春酒
會」，王應傑理事長與陳永昌副秘書長兩人代表出席致賀，並

與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代理主任朱浩、香港貿發局台灣總

經理潘慧心、台北市香港商業協會理事長沈宗桂（嘉里大榮物

流集團董事長）等三百餘位各界來賓交流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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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北、省商「合作共識會」

108年 3月 5日由新北市商業會主辦的「合作共識會」上午假天成大
飯店召開，出席的有台灣省商業會、台北市商業會及台灣省進出口公會

四個團體的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共識會召開之目的是共同研討

（一）如何增進為各屬會員分享商機（二）針對簽證業務建議全國商業總

會不應委由第三單位進行爭搶簽證客戶破壞市場秩序（三）未來將定期集

會就商業團體及商業界共同面臨的問題，集思廣益取得共識俾向中央權

責部會提出建議陳情或爭取。

◆圖片前排（左一）省商業會蕭秋勇副理事長、（左二）台北市商業會王應傑理事長、（中）
省進出口公會林萬得理事長、（右二）新北市商業會賴瑞昌理事長、（右一）新北市商業
會林伍助前理事長

◆圖片後排（左一）新北市商業會林全洲秘書長、（左二）台北市商業會陳四郎秘書長、（左
三）新北市商業會葉庚進副理事長、（右三）新北市商業會邱文良副理事長、（右二）省
商業會王良新秘書長、（右一）省進出口公會賴明瑛秘書長

德明科大產學合作
108年 3月 27日上午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主任林聖偉博士（右
二）及該系教授王淑滿博士（右三）聯袂至本會拜訪陳四郎秘書長、吳發添

副理事長，就招收在職專班（碩士班）之推動措施尋求本會支持與協助。會

談中陳秘書長點出應針對校方目前開辦的重點學系選擇相關的行業公會尋求

合作，市商會基於鼓勵企業主、企業主管或從業人員充實新知，以迎合新商

業時代的發展，是樂於協助並樂見其成。

木材公會蒞會拜訪
4月 25日台北市木材公會林俊夫理事長、曾明德總幹事及澤貿

易公司開發部經理張宥榛聯袂蒞會拜訪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秘書

長，針對其產業及會務等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新北市商業會會員代表大會
108年 3月 14日新北市商業會召開第 3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
賴瑞昌理事長主持，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受邀擔任嘉賓並致詞，陳四郎秘

書長及胡秋容專員偕同與會。

高爾夫球隊舉辦印尼雅加達高爾夫之旅
108年 3月 20日至 24日本會高爾夫球隊舉辦印尼雅加達高爾夫之旅，期間於

DAMAIINDAH及 GADINGRAYA二高爾夫球場聯誼競技，並造訪 PT. TECHNO 
METAL INDUSTRY（PT科技金屬工業）。

義烏台協20周年慶
暨會長交接

1月 10日義烏市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
會第十屆換屆暨成立20周年慶典活動，
吳發添副理事長、徐維宏組長受邀前往

祝賀。同時為兩會互設聯絡處及展覽合

作等事再簽訂友好合作協議，雙方並就

2019森博會展覽事宜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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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經貿參訪團蒞台參訪
1月 14日中午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陳

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周承忠理事、趙維君理

事、黃文雄理事、易文沐理事、藍麗珠監事、張金平榮

譽理事、徐維宏組長、林杏琳專員等於台北 101-86樓頂
鮮餐廳接待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杜欣能所率

蒞台經貿參訪團一行並行交流。

上海古玩協會訪問團拜訪本會
1月 16日下午香港榮氏投資集團董事會主席榮克敏伉儷與上海古

玩協會訪問團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陳春銅副理事長、陳四

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連袂出面接待。

海基會台商新春聯誼
2月 11日上午海基會在圓山大飯店舉辦「2019年春節台商聯誼活
動」，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莊國海常務理事與陳四郎秘書

長應邀出席。

上海台商愛鄉返台投資考察團蒞會交流
2月 9日中午上海台商愛鄉返台投資考察團由莊震霆團長率領 30多位團員

拜訪本會，王應傑理事長與吳發添副理事長共同接待，莊國海常務理事、周

承忠理事、趙維君理事、易文沐理事陪同。

與台商協會新春聯誼
2月 12日中午本會在台北 101大樓（86樓）頂鮮景觀

餐廳台北廳舉辦「臺北市商業會與台商協會新春聯誼餐

會」，邀請各友好台商協會回娘家。計有濟南、義烏、台

州、南平、淄博、深圳、合肥、海南、九江等台商協會會

長與幹部出席，交流聯誼增進友好關係，共商合作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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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典常務監事、鄭正亮理事、張金平榮譽

理事、徐維宏組長及林杏琳專員陪同招待，賓主盡歡。

遼陽市經貿參訪團蒞會參訪
2月 25日晚上遼陽市市委書記王鳳波等一行八人蒞台參訪，陳四郎秘

書長、趙維君理事、徐維宏組長等應中華兩岸商務促進會邀請出席共同

接待。

廈門總商會蒞台參訪
3月 4日下午廈門市總商會陳永東副會長
率經貿交流團一行蒞台參訪暨商討聯辦商人

節事宜，由王應傑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

長、陳四郎秘書長、溫辰雄常務理事、莊國

海常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監事、許倫華理

事、郭明欽理事、張金平榮譽理事、婚紗攝

影公會高志榮理事長、化妝品公會蔡耀億理

事長、徐維宏組長、林杏琳專員、美容美髮

材料公會王碧枝總幹事等共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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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寧市參訪團蒞會參訪
3月 29日下午浙江省海寧市王建坤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率參
訪團一行蒞會參訪並邀請本會組團參加九月底之浙江海商大會，

由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謝鴻基常務監事、周承忠理

事、陸兆友監事、陳璟璽理事、徐維宏組長共同接待。

澳門閩台商會蒞會交流
3月 29日上午澳門閩台商會吳金銓會長率經貿交流團一行蒞會參訪，由陳
四郎秘書長、何鴻錦理事、林平貴理事、呂文寬副秘書長、徐維宏組長等共同

接待。

上海高端食品飲料展
上海高端食品與飲料展於 4月 1日至 4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

中心舉行，本會陳四郎秘書長視察本會參展展位，徐維宏組長

偕往，並與台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馬菲專員（右二）、崔楷

成資深經理（右一）於參展廠商展位前合影。

北京市經濟文化交流團蒞台參訪
4月 14日北京市經濟文化交流訪

問團一行在北京市台胞權益服務中心

鄭實主任帶領下蒞台參訪，王孝典常

務監事、易文沐理事、趙維君理事、

醫療器材公會陳堯濱輔導理事長、徐

維宏組長陪同接待，並就台胞權益、

健康及大醫療產業、知識產權等項目

交流暢談。

賀海貿會喬遷新址
4月 23日大陸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
會喬遷新址，吳發添副理事長應邀代

表出席致賀。

做為兩岸經貿交流合作平台的海貿

會，2015年 6月在台設立辦事處，是
大陸專業經貿團體第二個來台成立辦

事處，近四年致力於推動兩岸經貿互

惠交流，與本會多所來往。

本會為促進台澳兩地間之商貿合作，暨致力

推動兩岸四地及其它國家和地區的交流，進而

深化兩岸之間的經貿發展關係。與澳門澳台商

會於 4月 18日下午假桃園尊爵大飯店共同舉辦
以「讓城市起飛─以交通建設提升大都會競爭

力（北北桃一小時生活圈 vs粵港澳一小時生活
圈）」為主題的「第三屆台澳商業論壇」。並敦

請資策會 MIC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分析師許加
政先生剖析從台灣看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與挑

戰，以及澳門國際物流與運輸學會院士高冠彭

先生對大灣區無縫整合公交的五個維度做精闢

之論述，同時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家

濬總幹事亦針對北北桃一小時生活圈的交通便

捷性暨桃園是一深具投資發展之地做了精闢之

解說。

第三屆台澳商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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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台州台協第七屆理監事就職
4月 25日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易文沐理事、兩岸經貿

事務委員會駐深圳辦吳文發、陳玉書委員及徐維宏組長應邀連袂啟程

前往浙江省台州市，祝賀台州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第七屆理、監

事就職。26日上午在台州台協吳發彬會長的安排下，至「奉品質為
寶 •敬信譽如山」的中華老字號「沈寶山國藥號」參訪，在掌門人沈
江熱枕的接待及介紹下，更讓我們深切的體認到，奉「誠信為本、選

料道地、貨真價實、特色經營」祖訓為圭臬的沈寶山國藥號，如何以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所打造出之發展思路、新品開發、管理模式、企

業文化及公益事業等等的一番成就。晚上，台州台協第七屆理、監事

就職典禮暨聯誼酒會中，冠蓋雲集、嘉朋滿座，吳發添副理事長並代

表本會致送賀牌恭祝吳發彬先生榮任會長。亦為兩會情誼再續綿延。

拜會廈門市商務局
4月 27日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
長、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陳玉書委員及徐

維宏組長由台州搭乘 D379動車前往廈門，
拜會廈門市商務局暨恭賀甫榮任之黃河明

局長。並與廈門市進出口商會姚木中會長

一同共敘務實經貿。

國際委員會國外觀摩會議
108年 1月 25日本會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上
半年度國外觀摩行程，擬組成「北韓經貿考察

訪問團」，於五月下旬前往平壤、開城與金剛

山等地，進行八天七夜參訪行程，同時邀請到

「中華財經策略協會」（中華經濟研究院附屬單

位）共同協辦組團。

今 1（25）日上午召開專案籌備會議，由章金
元主委主持，王應傑理事長與吳發添副理事長

列席指導，十餘位委員會成員踴躍出席，聽取

兩家專業旅行社提案簡報，中華財經策略協會

則由秘書長蔡慧美博士與秘書吳琇芬代表出席。

臨汾市文化旅遊交流團蒞會參訪
5月 7日下午山西省臨汾市文化旅遊交流團一行 15人在李雲峰市委副書記

帶領下蒞會參訪，並邀請本會再度組團前往參加 5月 30日至 6月 5日為期一
周之第二屆堯文化旅遊節暨祭堯大典。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許

俊榮副理事長、莊國海常務理事、趙維君理事、藍麗珠監事、張金平榮譽理

事、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華北區召集人陳旻沁、徐維宏組長共同接待。

青白江經貿交流團蒞會參訪
5月 6日下午成都市青白江區經貿交流團一行 8人在王峻昆區委統

戰部長帶領下蒞會參訪，王孝典常務監事、林平貴理事、梁明聖監

事、呂文寬副秘書長、徐維宏組長等共同接待。

王部長並指出青白江於確立「內陸亞歐門戶、國際化青白江」的發

展定位，在 2013年第一趟中歐班列蓉歐快鐵發出後，現已成為國內開
行速度最快、開行頻率最穩定、吞吐量最大、運行時間最短、國際競

爭力最強的亞歐經貿黃金物流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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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台灣朝鮮經貿協會
4月 30日為籌備五月底「2019朝鮮經貿考察

訪問團」相關事宜，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章金

元主委、陳堯濱副主委以及陳永昌副秘書長等

三人連袂拜訪「台灣朝鮮經貿協會」，由黃延朗

理事長率同丁雯洲常務監事、楊雅絲理事及李

欣蓁秘書長等人共同接待。

阿曼王國 
駐台商務辦事處蒞會拜訪

4月 30日中東國家阿曼王國（Sultanate of Oman）駐
台商務辦事處蘇利門‧阿默蓋瑞處長（Mr. Sulaiman 
Sultan Al-Mughairy）拜訪本會，簡報介紹該國經貿投
資環境，王應傑理事長、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章金元

主委以及陳堯濱副主委等人代表接待。

台灣非洲經貿 
協會12週年慶
108年 1月 16日 TABA台灣非
洲經貿協會晚間舉辦 12週年慶暨
尾牙餐會，本會國際商務關係委員

會陳堯濱副主委偕同陳永昌副秘書

長一同代表出席。

印刷公會「台灣印刷精品館」
108年 2月 12日 陳四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徐維宏組長、

林杏琳專員前往台北國際書展關注由台北市印刷公會辦理之台灣印

刷精品館展出。

汽車公會歲末年終尾牙
108年 1月 24日台北市汽車公會舉辦歲末年終尾牙晚宴，本會王應傑理事
長、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及多位理監事應邀出席聯歡。

船務代理公會會員大會
108年 2月 20日台北市船務代理公會召開第 18屆第 1次會員大會，
由黃希賢理事長 (陞暘船務代理公司總經理）主持，本會王應傑理事長
應邀出席祝賀，並受邀代表頒發同業優秀青年從業人員獎項。

茶商公會新春團拜
108 年 2 月

19 日台北市
茶商公會與台

灣區茶輸出公

會舉行新春團

拜，本會王應

傑理事長、陳

四郎秘書長應

邀出席，胡秋

容專員陪同前

往參加。

五金公會會所新裝啟用
108年 2月 23日台北市五金公會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辦公會所，購置

35年後重新裝修啟用，上午舉行剪綵儀式，應郭明欽理事長（本會理事）邀
請，王應傑理事長出席致賀並共同剪綵，陳四郎秘書長與陳永昌副秘書長兩

人偕行。 手工藝公會帶領廠商參展
108年 2月 25日陳四郎秘書長、徐維宏組長、胡秋容專員前往 2019
台北國際食品博

覽會暨 2019 台
北國際素食．佛

事用品雕刻藝

品．茶文化產業

展（春季展）關

注由台北市手工

藝公會帶領廠商

參展現場。



8 會務活動報導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8 公會園地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婚紗攝影公會 
「2019 台北春季結婚購物節」

108年 3月 15日由台北市婚紗攝影公會主辦的「2019台北春季結婚購
物節」上午揭幕，由柯文哲市長、本會王應傑理事長以及台北市婚紗攝影

公會高志榮理事長

等人共同剪綵。

圓山花博爭豔館

會場集結手工婚

紗、婚禮攝影、新

娘祕書、喜宴、婚

戒、婚禮小物、男

仕西服等 16家相
關業者盛大登場。

柯文哲市長致詞時

指出，婚紗攝影產業是一個浪漫幸福的產業，台北市具有吸引更多海外新

人來台拍攝的競爭力，再加上帶動禮服、珠寶、攝影、婚宴以及蜜月旅行

等相關產業，上看 40億元以上產值。

塑膠公會理監事聯席會
108年 3月 21日台北市塑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假天成大飯店舉開理監事
聯席會議，由周承忠理事長主持，本會陳四郎秘書長、業務組徐維宏組長

應邀連袂出席。

陳秘書長針對「勞基法增訂刑責條款」、「勞動事件法」、「職業災害保

險單獨立法」以及「開放勞退自提自選」提醒身為企業雇主要多加瞭解，

同時請公會應加重視，偕同吳雨學律師（公會法律顧問）詳予研討提出具

體反映，特別是違背國際除罪化趨勢的勞基法增訂刑責條款和已經由立法

院三讀通過的勞動事件法。

百貨公會會員大會
108年 3月 18日台北市百貨商業同業公會下午假
花園大酒店舉行第 19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古
素琴理事長主持。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並致

詞。首先肯定及推崇古理事長不愧是女中英雌，領

導百貨公會表現傑出，眾人咸欽。接著王應傑理事

長表示由於景氣不振以及兩岸關係的大幅降溫，相

對造成包括百貨業在內的觀光產業受到極大影響，

呼籲觀光產業體系中的各類行業公會應加強結合共

同集思廣益，彙總建言向政府作具體有力的陳情及

反應。本會陳四郎秘書長、胡秋容專員偕往與會。

輪船公會會員大會
4月 25日台北市輪船公會召開第 17屆第 1次
會員大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

室內設計裝修公會 
「2019 智庫暨產業發展會議」

108年 3月 27日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TAID「2019
智庫暨產業發展會議」，上午於台北市美福飯店舉行，由孫因理事

長暨智庫主席陳銘達先生共同主持，多位社團領導人及專家學者參

與，其中有台北市商業會王應傑理事長、陳春銅、李傳偉、鄭乾

池、唐峰正、饒允政⋯等及產業代表如松下環境、日立空調、冠

軍磁磚、得利塗料與 TAID國際論壇執行團隊共同討論 2019年以關
懷主題如何策動政府與民間力量來關懷社會並提升產業價值！

醫療器材公會會員大會
4月 26日台北市醫療器材公會召開第 15屆
第 2次會員大會，許俊榮副理事長代表出席
祝賀。

建設機械公會理
事長交接暨理監
事就職典禮

3月 31日台北市建設機械公會
舉辦第九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

就職典禮，許俊榮副理事長代表

出席祝賀。

西藥公會會員大會
4月 10日台北市西藥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

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理監事，由梁明聖理事長順利

連任成功，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

4月 20日
台北市印刷

公會召開第

18屆第 3次
會員大會，

陳四郎秘書

長代表出席

祝賀。

印刷公會會員大會

會後，王應傑理事長與貴賓及公會理監事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