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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本會主辦，台北市產業發展局與商
業處共同指導的「第 72屆商人節慶祝大會」隆

重舉行，由王應傑理事長主持，本會全體理監

事、各公會代表與受獎人員等 400餘人踴躍出
席。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長、鄧家基副市長等長

官及各界來

賓到場祝賀。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台北市政府鄧家基副市長

分梯頒發「優良商號」獎項，計 128家。

2019 年 1 月

中美貿易戰短期內落幕機會渺茫，兩

岸關係仍持續低迷，再加上年金改革

餘波蕩漾，在新年經濟展望普遍悲觀聲

中，應傑建議首要任務在提振內需市

場，刺激國人消費。

財政部最新進出口統計，2018年 11月
份出口終結連續 24個月正成長，首度
轉為衰退，充分顯示國際經濟及金融局

勢正從順風反轉成為逆風；更讓人憂心

忡忡的是，國內外專業機構一致預測：

2019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明顯下滑，
若再加上英國脫歐在即、歐洲復甦力道

疲弱等諸多不利變數，仰賴外貿甚深的

台灣經濟很可能將陷入逆境甚至出現危

機，九合一大選後的中央與地方政府，如何同心協力因應面對經濟難關，

是朝野政黨的共同功課。

首先，應傑建議，毋須害怕舉債，選舉期間關

於六都舉債議題討論，似是而非，流於民粹，太過

保守，如果沒有建設，自然也就不需要舉債。事實

上，與其他國家相較，台灣公共債務負擔程度仍算輕微，仍存在著不少上

修空間。處於整體經濟不景氣中，政府應該勇於推動擴張型財政政策，帶

頭投入更多大型基礎建設，帶頭把經濟的餅做大！

其次，去（2018）年大陸觀光客來台人數萎縮至 270萬人次，儘管西門
町仍然擠滿來自世界各國觀光客，受到衝擊程度相對輕微，但應傑還是經

常聽到來自旅行、旅館、遊覽車、租車以及百貨等眾多內需導向零售服務

業陳情反映，業者慘澹經營哀鴻遍野。日、韓兩國來自中國大陸觀光客分

別突破八百萬與六百萬情況下，如何引導更多「全球旅遊消費第一大國」

中國大陸遊客親身體驗寶島之美，讓今年回復到四百萬人次規模，觀光成

為和緩兩岸互動的媒介，在在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

最後，徹底檢討不合時宜貨物稅陋規，讓液晶電視、冷氣機、電冰箱、

音響等一般家庭日常生活必需品，去除「高級消費」污名標籤，調降高達

13%以上貨物稅，擺脫抑制產業良性發展的桎梏，藉由永久減稅提高消費
者添購高效節能家電的誘因，同時也符合政府一貫節能減碳施政方針，應

該列入施政頭條要務。

2019年新年經濟展望 首重刺激內需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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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十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已於 12月 7日下午假國軍英雄館順利召開。
與會貴賓有臺灣商業聯合總會張平沼理事長、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王友本常務理

事、新北市商業會葉庚進副理事長、中國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黃呂錦茹主任委員等

蒞臨指導，增添大會光彩。

第17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第72屆商人節

9月 12日本會與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備忘錄」，
由王應傑理事長與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簽署，共

同推動人才培訓與產學合作，讓專門培育商業人才的台北

商業大學，讓更多學生有到企業實習的機會，也能讓企業

有職員更多回到學校進修的機會。在本會理監事暨相關會

員公會理事長暨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全體一級主管等人一同

觀禮見證。

與台北大學簽署產學合作



2 會務活動報導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2 業務活動報導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新（連）任理事長聯誼餐會

8月 2日本會舉行之新（連）任會員公會理事長聯誼餐
會，由王應傑理事長主持，在王令麟常務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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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與陳永昌副秘書長等人陪同下，宴請各會員公會 12位
近期新（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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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特別強調

台北商業會是為各會員公會服務的公開平台，整體經營環

境迅速變遷，再加上勞動法規越趨緊縮，不斷加重經營成

本負擔，他鼓勵各理事長善盡言責，踴躍反應會員需求與

意見，捍衛合理經營權利。

2018台灣伴手禮
8月27日台灣省商業會主辦「2018
台灣伴手禮」頒獎典禮，本會陳四

郎秘書長、周承忠理事應邀代表出

席祝賀。

10月 18日本會第 17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審
查會議於本會會議室召開，由小組召集人陳春銅副理

事長主持，小組成員涂國安常務理事、章金元常務理

事、謝鴻基常務監事、易文沐理事及孫因理事出席，

陳四郎秘書長及業務組胡秋容專員列席。會中就測繪

業、婚紗攝影及汽車 3個公會之提案熱烈討論，特別
邀請各提案人測繪業黃煌輝名譽理事長、婚紗攝影高

志榮理事長、汽車莊國海名譽理事長三位作補充說

明，小組議定送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協助向各相

關之權責部、會及立法院相關委員會反映及爭取，審

查會議在共識下順利完成。 

大會提案審查會

10月 15日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蔡憲
浩董事長上午拜會本會王應傑理事長，

介紹該會新近推出「直接保證」業務，

「化被動為主動」與有需求企業主直接

洽談，掌握企業界第一線實際聲音，是

中小企業的穩固靠山。王應傑理事長希

望各商業同業公會協助廣為宣導，服務

更多會員廠商，踴躍善加利用政府美意。

信保基金蒞會 大會會員資格審查會

10月 19日本會第 17屆第 3次會員代
表大會會員代表資格審查會議下午在本會

會議室，由小組召集人吳發添副理事長主

持，小組成員許俊榮副理事長、蘇進來常

務理事、溫辰雄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

事、王孝典常務監事出席，陳四郎秘書長

列席。小組成員共同審議通過了第 17屆
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代表資格。

LPGA裙襬搖搖
10月 28日本會為提倡正當運動並響應

在國內舉辦之 2018裙襬搖搖 LPGA台灣
錦標賽活動，王應傑理事長、聯誼活動委

員會蘇進來主委、張美麗副主委及多位理

監事特別推動於決賽當至大溪球場觀賽，

事經本會寄發所有會員代表、總幹事等邀

請函計 729封，報名後計有 4車 157人成
行。

2018台灣競爭力論壇

8月 15日本會長期支持之友好組織「台灣競爭力論
壇」舉辦「2018台灣競爭力高峰會」，論述「中美貿易
戰台灣經貿之道」、「青年西進創業一台灣留才之道」

及「美力境界形塑未來」三主題，馬英九前總統與張善

政前行政院長等人親自出席主講，本會王應傑理事長

應邀擔任第二場次「青年西進創業一台灣留才之道」主

持人。溫辰雄常務理事、章金元常務理事、陳四郎秘書

長、王明山理事、陸兆友監事、陳永昌副秘書長、徐維

宏組長出席。

商會高球隊擴大聯誼
9月 17日本會高爾夫球隊例賽，
賽後敘香園宴請隊友，並邀請本會理

監事以及台北市部份公會總幹事聯誼

會等同樂。

歡慶雙十國慶
10月 10日本會循例響應於總統府前廣場

舉辨之雙十國慶活動，本次活動由吳發添副

理事長擔任領隊，許俊榮副理事長、蘇進來

主委、溫辰雄常務、莊國海常務、許倫華、

黃文雄、何鴻錦、鄭正亮、王世璋、張金平

等理監事以及陳四郎秘書長率領會務人員共

23位參加。

國貿局蒞會宣導

11月 7日針對美中兩國貿易戰越演越烈，中國
大陸製輸美產品面臨 25%高額懲罰關稅。傳出
有部分貿易商為規避關稅祭出「第三地轉口」的

洗產地措施，經濟部國貿局貿易服務組黃 萱組

長下午拜訪本會，建議本會簽證組辦理相關業務

時嚴加審查，並善盡提醒義務。陳四郎秘書長強

調，本會辦理相關業務時一向遵照 SOP標準作業
流程嚴謹辦理，將完全按國貿局指示，核發課稅

清單產品產地證明書時加強提醒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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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商業會慶祝第72屆商人節

11月 2日台灣省商業會舉辦第 72屆商人
節慶祝表揚大會與伴手禮推薦展覽會，本會

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並應大會主席

蔡國洲理事長邀請，頒獎表彰現任資深優良

理監事任職滿 20年人員。
本會周承忠理事（台灣省塑膠製品公會聯

合會理事長）榮獲台灣省商業界十大傑出理

事長獎接受大會表揚。

關懷將士敬軍授旗
12月 27日 為表示台北市各界對於戍守
衛國將士之感謝及關懷，軍友社循例假國

賓飯店舉行授旗典禮，本會由陳四郎秘書

長代表出席。

12月 17日本會高爾夫球隊循例每半年舉辦擴
大聯誼餐會，球隊隊友外，並邀請本會王應傑理

事長、理監事及貴賓同樂。 

商會高球隊擴大聯誼

廈門總商會蒞會交流
8月 30日廈門市總商會陳永東副會長下午率團拜訪本會，由王應傑
理事長偕同陳春銅副理事長以及孫因理事等人接待。陳永東副會長此

行專程向王應傑理事長提出邀請，出席 11月 1日與本會共同主辦之
「2018中國（廈門）商人節大會」。陳永東副會長指出，今年適逢改
革開放 40週年，商人節大會將舉辦弘揚企業家精神高峰論壇，促進兩
岸企業家以及海外華商交往交流。

2018贛台經貿文化交流大會之行紀要 文／陳四郎
2018年第 16屆贛台（南昌）經貿文化交流會

於 8月 31日假江西南昌前湖賓館贛江廳隆重舉
行，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王孝

典常務監事、易文沐理事（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

副主委）、趙維君理事（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副

主委）、楊紹松榮譽理事、徐維宏組長及陳旻沁

（中華台晉交流協會理事長）一行 7人代表出席
開幕式及江西旅遊推介會，陳旻沁先生應邀擔任

推介會與談嘉賓，陳四郎秘書長、王孝典常務監

事分別接受江西日報記者的採訪。

此項交流會共簽約 77個台資入贛項目，投資
總額 41.2億美元，創歷屆贛台會新高。

8月 31日下午一行人趨車前往鷹潭市，當晚
出席鷹潭市情及產業推介會，從而知悉鷹潭市

乃六省通衢、世界銅都、中華道都、智慧新城。

推介會後晚會時，陳四郎秘書長代表本會致詞表

示鷹潭市正推動的智慧新城與台北市政府是不謀

而合的，台北市商業會的「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

會」也樂於為兩地的共同目標攜手合作齊力推

進。

上海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程家昌顧問蒞會參訪
9月 11日上海台商投資企業協會程家昌顧
問、前駐香港代表鄭安國先生、永慶房屋董事

長孫慶餘董事長、永慶慈善基金會趙怡董事

長、台灣觀光旅遊產業協會葉正時理事長、新

新聞周報周天瑞名譽董事長、Kiss radio袁韻
婕董事長等至本會拜訪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

秘書長、章金元常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監事、

陳永昌副秘書長、徐維宏組長陪同接見。 福州市保安參訪團蒞會交流
9月 12日華榕集團林蓉總經理率領福州
市保安參訪團一行蒞會參訪交流，團員包括

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隊支隊長伍敏強等人，

由陳四郎秘書長、王孝典常務監事、陳永昌

副秘書長、徐維宏組長及林杏琳專員共同接

待，特別針對台北福州兩地物業管理與保全

產業交換意見，之後並在本會協助安排下，

參訪團前往台北市保全同業公會拜訪交流。

山西陽泉蒞會參訪
10月 1日下午山西省陽泉市李君副市長及山
西省台辦經濟處石偉處長率經貿訪問團一行蒞

會參訪，由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鄭

正亮理事、周承忠理事、趙維君理事、藍麗珠

監事、張金平榮譽理事、陳堯濱（醫療器材全

聯會監事會召集人）、吳文發（兩岸經貿事務

委員會駐深圳辦）、徐維宏組長等共同接待。

陽泉市從煤鐵之鄉、能源之都至現在成為一個

推展文化觀光旅遊及智慧物聯網的示範城市，

未來之發展極具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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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經貿旅遊座談會
10月 16日昆明市人大常委主任拉瑪‧興高率昆明海峽兩岸交流協會一行

於台北長榮飯店 3樓牡丹廳舉辦「昆明經貿旅遊座談會」，本會王應傑理事
長、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易文沐理事、藍麗

珠監事、陳永昌副秘書長及徐維宏組長連袂出席。

山西農科院蒞會參訪
10月 12日山西省農業科學院李斌黨委書記率晉台經貿交流訪問團一

行拜訪本會，由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鄭

正亮理事、黃啟明理事、藍麗珠監事、李允傑博士（本會會務顧問）、

飼料及動物用藥公會王水生理事長、中華台晉交流協會陳旻沁理事長

（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華北區召集人）、徐維宏組長等人接待。

常州市發改委蒞會參訪
10月 22日江蘇常州市發展改革委員會孫益鋒副主任率參訪團一行七人蒞會交

流，由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陸兆友監事、徐維宏組長及林杏琳專

員代表接見。會談中陳秘書長簡述本會組織概況與任務、公會行業族群類別及

多年來本會在兩岸經貿交流的作法，並就大健康醫療、智慧環保、文化創意及

觀光旅遊等產業，未來應加強同業對接的構想予以研討。

廈門兩岸共慶商人節
11月 1日由廈門市工商聯（總商會）和本會共同主辦的
「2018中國（廈門）商人節」，下午在廈門國際會議中心酒店
開幕，本次活動以「改革開放 40年，弘揚企業家精神」為主
題，舉辦「改革開放 40年 弘揚企業家精神論壇」等一系列活
動，本會由陳春銅副理事長代表出席，並受邀發表致詞，陳永

昌副秘書長偕行。陳春銅副理事長強調，「兩岸共慶商人節」

係兩岸商業界首見創舉，具有里程碑重大意義，在海峽兩岸互

動陷入低潮的此時此刻，要格外珍惜此一台北與廈門兩地商業

界交流合作、互利互惠的平台，成為緊緊連繫海峽兩岸商業界

的一條臍帶。

澳門世界華商會議行
10月 18日台北市商業會出席澳門 2018第 15
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代表團下午抵達澳門後，馬不

停蹄前往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中聯辦），拜訪台灣事務部長徐莽。

徐莽部長曾經擔任國台辦經濟

局長，長期負責推廣兩岸經貿互

惠合作業務，與大陸各省市台商

互動頻繁。訪問團一行在王應傑

理事長率領下，與徐莽部長針對

年底九合一大選後兩岸關係可能

發展交換意

見，一致期盼

兩岸往來可以

出現恢復良性

交流的契機。

10月 18日台北市商業會出
席澳門 2018第 15屆世界華商
高峰會代表團下午前往我國駐

澳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

訪陳雪懷主任。

陳雪懷主任曾經在行政院陸

委會服務長達 20年時間，前一項職務則擔任總
統府主計處長，長期與蔡英文總統共事，備受蔡

總統信任，與其胞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陳雪生皆

與王應傑理事長熟識多年，更有同鄉之誼。

值此兩岸關係現階段陷入低迷，王應傑理事長

特別針對澳門可以發揮的角色與功能多所期許，

突破僵局。

第15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10月 19日 2018「第 15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上午在澳門威尼

斯人渡假村酒店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來自全球五大洲各地華商

齊聚一堂，互相分享及交流不同區域最新產業訊息與產品情報。

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帶隊出席，不放棄與其他國家傑出華商領

袖共締商誼寶貴機會。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會務活動報導 5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兩岸經貿交流  5
義烏森博會參展暨金義參訪 11月 1日第 11屆「中國義烏國際森林產品博覽會」於義烏國際博覽中心舉辦，本會於中華工商

經貿科技發展協會、台灣省商業會共組參展團，計有 34家來自 12個縣市的廠商參展（45個攤位）。

拜會海基會
11月 7日在王應傑理事長帶領
下，上午拜訪海基會，由張小月董

事長、姚人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羅懷家副秘書長以及經貿處饒仁宏

處長等人共同接待，雙方針對兩岸

關係近期發展深入交換意見，一致

認為台北市商業會可以在未來兩岸

經貿互動發揮更大功能，以民間橋

樑角色促進平等互利互惠交流，拜

會後並安排餐敘聯誼。本次出席活

動人員包括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

副理事長兼兩岸經貿委員會主委、

陳春銅副理事長、莊國海常務理事

兼兩岸經貿委員會副主委、黃啟明

理事、陳四郎秘書長以及陳永昌副

秘書長等人。

廈門思明區蒞會參訪
12月 6日廈門市思明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程欣率經貿訪問團一行蒞
會參訪，由王應傑理事長、戴良川榮譽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

郎秘書長、謝鴻基常務監事、張美麗理事、藍麗珠監事、宋順益會務顧

問、楊紹松榮譽理事、徐維宏組長等共同接待。

成都（青白江）經貿座談會
12月 13日應中華領袖菁英交流協會會長張仕賢博士（中華港澳之友協

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邀請，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

副理事長、王孝典常務監事、林平貴理事、林耀隆理事、梁明聖監事、何

苗義監事、陳永昌副秘書長、徐維宏組長等出席「共建兩岸產業合作區─

成 都（青

白江區）─

台 北 交 流

會」，並與

四 川（青

白江區）經

貿 訪 問 團

餐敘聯誼。

海寧市蒞會參訪
12月 9日浙江省海寧市曹國良市長率經貿參訪團一行蒞會參訪交

流，由吳發添副理事長、莊國海常務理事、陸兆友監事、張金平榮譽

理事、徐維宏組長共同接待。

義烏、東陽、金華等地
參觀考察

11月 1日本會商務參訪團由吳發添副理事長率領
理監事 10位，前往義烏、東陽、金華等地，參觀
考察，在義烏台協 5位現任及前任會長的陪同下，
與各地台協領導進行交流聯誼，受到熱情的接待。

嘉興市蒞台交流
12月 17日下午浙江省嘉

興市張仁貴市委常委暨統

戰部長率經貿參訪團一行

蒞台參訪，本會吳發添副

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

蘇進來常務理事、莊國海

常務理事、易文沐理事、

陸兆友監事、及徐維宏組

長應邀出席交流。

廈門會展局蒞會參訪
12月 26日 廈門市
會議展覽事務局王瓊

文局長一行八人拜訪

本會，就「2019 廈
門國際投資貿易洽

談會」（投洽會）與

「廈門工業博覽會」

（工博會）等大型推

廣活動交換意見，由陳四郎秘書長偕同王孝典常務監事等人一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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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參訪團行
9月 21日本會「2018美東經貿參訪團」安排

11天行程，走訪費城、華盛頓 DC、波士頓與
紐約等四大城市。十九名團員在王應傑理事長

與章金元主委率領下，9月 24日中秋節當天抵
達華盛頓，在百年歷史建築雙橡園內聽取陳正

祺副代表（公使，兼代表處經濟組組長，前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副局長）台美雙邊經貿關係最

新發展簡報，並針對美中貿易戰、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 TPP等財經議題交換意見，當天中午，
由薛美瑜副代表（公使，前台灣駐捷克代表 &
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率代表處同仁與訪問團一

同餐敘聯誼。

本會「2018美東經貿參訪團」參訪華盛頓紀
念碑、林肯紀念堂、傑佛遜紀念堂等知名景點

以及世界權力中樞白宮之外，在我國駐美代表

處國會組幫忙協調下，訪問團一行人特別進入

國會山莊，瞭解美國民主政治運作過程。

汽車貨櫃貨運公會會員大會
9月 7日台北市汽車貨櫃貨運公會召開第 13

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由張典儒理事長主持，
本會陳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祝賀。

建築材料公會會員大會
9月 7日台北市建築材料公會召開第 18

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林則彬理事長主
持，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代表出席祝賀。 

塗料油漆公會會員大會
9月 7日台北市塗料油漆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3次會員大會，由劉士玄理事長主持，本會陳
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祝賀。

賀廈門台協成立26周年慶
12月 19日本會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

書長、林耀隆理事及徐維宏組長一行於抵廈

後，先至廈門市思明區拜訪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程欣。璇於 12月 20日出席廈門台協成立 26周

年慶祝晚會，並由吳發添副理事長代表致贈賀

牌與廈門台協吳家瑩會長。

台北數位影音論壇
8月 17日台北市影印公會舉辦之「台北數位影印

論壇」，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致詞祝賀，陸兆

友監事偕同。

小客車租賃公會會員大會
9月 6日台北市小客車租賃公會召開

第 1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由王世璋
理事長（本會理事）主持，本會王應傑

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

慶祝泰國國慶
11月 30日晚上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泰國

經濟貿易處（台北）通才代表邀請，出席慶

祝泰王國國慶日交流晚宴。

王應傑理事長與泰國經濟貿易處（台北）通才代表（左）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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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保養公會會員大會
11月 25日台北市汽
車保養公會召開第 17
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進行改選，本會陳四

郎秘書長代表出席並

致贈感謝狀予卸任理

事長林和墩先生表彰

對其任內的貢獻。

酒商公會2018世界葡萄酒暨烈酒貿易推廣會
9月 21日下午臺北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在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辦「2018世界葡萄酒暨
烈酒貿易推廣會」，本會由徐維宏組長代表出席祝賀。

食油公會會員大會
9 月 21 日台北

市食油公會舉辦第

15屆理事長暨理
監事就職典禮，本

會許俊榮副理事長

代表出席祝賀新任

理事長陳榮傑先生

（東昇米糧食品董

事長）。

手工藝品公會陝西展暨參訪
10月 19日台北市手工藝品公會由張智超理事長帶領

80個臺灣形象館展位參加由陝西省政府主辦的西安「第
七屆中國西部跨國採購會」展覽，同時與西安貿促會進

行參訪交流，讓臺灣的手工藝產業世界都看得到。

西餐公會活動
10月 27日由台北市中山區公所、雲林縣古
坑鄉、中山區復華里、台北市西餐公會（游啟

明理事長的崑山咖啡公司）及中山社區大學共

同主辦的咖啡生態體驗展上午在中山區復華

公園舉辦，台北市柯文哲市長親臨參觀，本

會陳四郎祕書長應邀出席。

寢具公會會員大會
10月 25日台北市寢具公會召開第 18
屆第 3次會員大會，由江承洋理事長主
持，本會陳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祝賀。

洗衣公會會員大會
9月 9日台北市洗衣公會於召開第 18屆第 3次會員大會，由黃華三理事長
主持，本會陳四郎秘書長及王明山理事受邀出席祝賀。

第39屆台北國際音響暨藝術大展
11月 25日台北市電器公會舉辦「第 39屆台北國際音
響暨藝術大展」由廖全平理事長主持，邀請蔡英文總統

蒞臨展場擔任開幕儀式來賓，本會王應傑理事長等各界

來賓共襄盛舉。

室內設計裝修
公會會員大會

10月 19日台北市室內設計裝
修公會召開第 16屆第 2次會員
大會暨國際論壇，由孫因理事長

（本會理事）主持，近千位公會

會員、友會代表、室內設計科系

師生、產業界人士參加。本會陳

春銅副理事長代表出席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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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程器材公會會員大會
12月 6日台北市消防工程
器材公會召開第 17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林志敏

理事長（右一）主持，本會

許俊榮副理事長代表出席祝

賀，與中華民國消防工程器

材公會全聯會簡崇志理事長

（右二）、台北市消防工程

器材公會花文龍榮譽理事長

（左一）合影。

塑膠製品公會選舉理監事
12月 6日台北市塑膠製品公會召開第 10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

理監事，新任理事長由周承忠先生（本會理事）高票當選，本會王應傑

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陳四郎秘書長連袂出席。

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
2018第30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於12月13
日上午在南港展覽館以「綠建築綠建材」、「智慧建

築」、「綜合建材」、「衛浴廚具」、「照明燈飾」、「地

壁材及裝飾建材」、「門窗及五金建材」、「海峽兩岸智

能科技展區」及「家具家飾」等九大專區隆重登場，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應邀出席祝賀。

茶公會會員大會
12月 24日台北市茶公會召開第 17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由高秀成理事長主持，本

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陳四郎秘書

長偕行。

病媒防治公會會員大會
12月 6日台北市病媒防治公會召開第 11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李光程理事長主持，本會
陳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祝賀。

帆布公會會員大會
11月 26日下午台北市帆布公會召開第 19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吳

發添先生（本會副理事長）當選第 19屆理事長。本會蘇進來常務理
事、莊國海常務理事、鄭正亮理事、趙維君理事、林耀隆理事、楊逸

訓理事等出席祝賀。

園藝花卉公會會員大會
12月 26日臺北市園藝花卉公會召開第 16屆第 3次會員大會，本
會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蘇進來常務

理事、許弘明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監事、周承

忠理事、趙維君理事、林耀隆理事、王世璋理事等出席祝賀。

手工藝品公會
會員大會

12月 13日台北市手工藝品公
會召開第 18屆第 2次會員大會，
由張智超理事長主持，本會陳四

郎秘書長代表出席祝賀。

家具公會會員大會
12月 27日台北市家具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理監

事，由吳泰慶理事長順利連任成功，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吳發添副理

事長、溫辰雄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鄭正亮理事及趙維君理事出

席祝賀。

加油站公會 
會員大會
12月 13日台北市加

油站公會召開第 10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
鄭凱仁理事長主持，本

會謝鴻基常務監事代表

出席祝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