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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皆知，中國類似「惠台卅一

項措施」作法並非新鮮的第一次，

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人才最在

乎的就是好工作和好的薪水報酬，

惠台卅一項措施事實上就是「窮

台」和「空台」，挖走台灣菁英。

不容忽視的是，北京、上海與深

圳等對岸一線城市 GDP（國民生產
毛額）已經超越台灣，正所謂「水

往下流、人往上爬」，中國大陸現

在針對教育、就業和研發都有鼓

勵，如果待遇好，台灣人才無可避

免流向大陸的一線城市乃至於二級

城市。

特別讓人憂心的是，中國大陸一

年 GDP可達 13兆美元，台灣才約
5000億美元，哪裡把台灣看在眼
裡；現在台灣基本工資不到 3萬，
很多人才就是哪裡有發展就往哪裡

走，以前台灣的南部人往台北跑，

現在若中國大陸有這麼大的誘因，

都會被吸引過去，惠台政策無疑是

「窮台」和「空台」，挖走台灣菁

英，影響台灣的生產力。

2014年太陽花運動爆發，導致兩
岸服貿協議在立法院擱置，此次彷

彿華麗「轉身重生」，單方向台灣

人開放藝文、工商、服務等各種領

域，幅度、廣度與力度更大且深，

強調「同等的待遇」，把台灣人當

成「自己人」，不再強調「對等」

或「互利」，正突顯出中國大陸的

強大與自信。

「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

不上！」，即使台灣政府如何防範

阻擋，恐怕也是事倍功半、徒勞無

用，更無法預料未來對岸端出內容

更實惠美味的牛肉，因此，台灣回

應方式應該要順勢而為，而非一昧

防堵！

31 項惠台政策  王應傑理事長：「窮台」挖走菁英

本會第十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已於 106年
12月 6日下午假國軍英雄館召開由王應傑理事
長主持。（圖①）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吳欣珮

副局長、社會局易君強專門委員、商業處江美玲

副處長、中國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黃呂錦茹主任

委員、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

會王友本常務理事、丁守中

博士蒞臨指導。（圖②）

會中王應傑理事長剴切的指出關於帶給企業、

勞工及社會三輸，造成爭議不休的「一例一

休」，幾乎所有產業皆受到衝擊，尤其是加班費

加乘計算的法令下，客運、旅遊、餐飲……等

等的服務業成本大增，而導致員工想加班卻無班

可加，更衍生物價上漲的亂象。政府應該對產業

界的訴求須有所回應。此外，低盪的兩岸關係，

阻礙了台灣工商產業長期發展至巨。要如何讓台

灣企業及台商能跟上大陸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

找到合作及發展契機，是政府不能視若無賭的課

題。同時針對具備南向優勢的產業及中小企業，

政府更應有研擬及推動必要配套措施之行動展

現。

本次大會並決議通過了 105年度工作報告及收
支決算、107年度工作計劃暨收支預算表等案。
亦通過翻譯、旅館、自行車等公會之提案。決議

通過函陳內政部、營建署、觀光局及臺北市政府

相關局處參採。

第17屆第2次會員大會

本會第 17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已於 107年 2月 26日下午假晶華酒店 1樓晶華會召開，
會中通過了「106年 11月至 107年 1月份經費收支報告」、「106年度工作報告」及「106年度

收支決算」，同時

就「107年度績優
廠商觀摩暨會員

自強活動」、「積

極爭取政府於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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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一開始之運
作就納入了企業

界之心聲，以謀

台灣整體經濟之

順利發展」等案

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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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開工祈福
2月 21日上午本會於館前路本部及吉林路簽證處
舉行新春開工典禮，由王應傑理事長率領秘書長以

及全體會務同仁祈求平安及會務運作順利。

愛台灣高峰論壇
12月 25日本會聯合台灣競爭力論壇共同主辦之

2017首屆「愛台灣高峰論壇」，下午在天成飯店登
場，前總統馬英九先生受邀出席論壇開幕式。論壇

第二場活動，由本會王應傑理事長主持，邀請國民

黨中生代立法委員江啟臣以及吳志揚討論「對等與

尊嚴」，分別針對綠能發展與空污等重要議題發表見

解。

107年 2月 13日上午「2018年溫馨年菜 愛心
快遞」活動於臺北市政府舉行記者會，由陳景竣

副市長親自頒贈感謝狀公開表揚贊助之團

體、企業及個人。本會號召 53個捐款單位
響應，捐款金額逾新台幣 111萬元。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伉儷、陳春銅理事長、不動產仲介公會
郭子立理事長、東森人身保代林登裕總顧問於受獎前合影

響應「溫馨年菜 寒冬送暖」義捐芳名錄

團體
30

台北市小客車租賃公會（王世璋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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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銅理事長）、台北市五金公會、台北市公共汽車客運公會、台
北市米穀公會、台北市西藥公會（梁明聖理事長）、台北市西藥代理公會、台北市汽車代理公
會、台北市汽車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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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旅館公會、台北市租賃
公會、台北市停車場公會、台北市商業會、台北市清潔服務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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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園藝花卉公會（鄭正亮理事長）、台北市飼料及動物用
藥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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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元璋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太美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世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台灣朗升國際物
流有限公司（註 1）、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平帆國際有限公司、東森人身保險代理
人股份有限公司、東森房屋股份有限公司王應傑董事長、侒欣生技有限公司、信美鏡廠股份有限
公司、最佳風情攝影事業有限公司、惠友運動事業有限公司、詮營股份有限公司、億昇倉儲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鯨崴國際運通有限公司

個人
8

王孝典常務監事、張雅萍、陳中禮、陳玉華、陳李招治、陳柄嶂理事、陳勝喜、蔡進中理事長
（測繪業公會）

註 1：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公會會員 本表格（個人或單位）捐贈名單依筆劃排序

溫馨年菜 寒冬送暖

2月 13日 下午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召
開 107年第一次「局長與工商企業界有約」
座談會由林崇傑局長親自主持，與會市府局

處有社會局、都發局、商業處、工務局、財

政局、交通局、建管處的主管業務官員等權

責單位。出席座談會的有本會、工業會、室

內設計裝修公會、計程車客運公會、測繪業

公會、中小企業協會…等團體。本會法規研

究委員會涂國安主委、陳四郎秘書長、

業務組徐維宏組長、胡秋容專員代表與

會。本會此次由測繪業

公會、女子美容美髮公

會及室內設計裝修公會

提出「勞務採購免收

押標金或保證金及工

程預付款、階段款」、

「期盼市府續以支持與

贊助美容美髮產業」暨

「建請市府重視室內裝

修業發展，並結合公會

力量，共種振興經濟發

展」等案。而針對上次

會議之「台北市消費場

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案」，林崇傑

局長裁示將邀本會及相關商業保險公、協會

擇期共同研議。此外就上次會議追蹤及本次

提案，測繪業公會、女子美容美髮公會、旅

館公會、計程車客運公會、室內設計裝修公

會、婚紗攝影公會、自行車公會及中小企業

協會、工業會等分別就所提之陳情案作口頭

說明，林局長逐一回應。

局長與工商企業界有約

107年 2月 8日本會聯誼活動委員會
為及早籌辦 107度廠商觀摩暨會員聯
誼活動，蘇進來主任委員召集全體副

主委及陳四郎秘書長和相關會務人員

前往擬定之宜蘭福山植物

園區、千島湖景點、仁山

植物園及觀摩廠家等進行

探勘活動後，決議於 5月
4日、5日辦理蘭陽福山、
仁山植物園暨前往優良企

業觀摩的兩天一夜活動。

107年度廠商觀摩暨會員聯誼活動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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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市經貿參訪團蒞會交流
11月 13日濟南市台辦李玉副主任率經貿參訪團一行拜訪本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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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房屋國際不動產中心廖麟鑫執行長、陳永昌副祕書

長、徐維宏組長等共同接待並進行交流座談。

山西省經貿參訪團蒞會交流
12月 25日山西省台辦劉可宏副主任率經貿交流團蒞會參訪座談，

由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章金元常務理

事、莊國海常務理事、謝鴻基常務監事、趙維君理事、鄭正亮理事、

易文沐理事、藍麗珠監事、張金平監事、徐維宏組長等共同接待。雙

方並許日後本會動車經貿交流參訪「太原、臨汾、西安、蘭州」時組

團前往山西考察。

廈門國貿蒞會交流
12月 21日廈門國貿台灣辦事處主任葉志成、副主任許舒音

及羅輝、經建彬、黃嗣毅等廈門駐台企業負責人蒞會拜訪，

由陳四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徐維宏組長等共同接待。

廈門會展局蒞會協商合作
12月 11日廈門市會議展覽事務局王瓊文局長率該局一行 8人親送 2018

廈門工業博覽會邀請函，邀請我會屆時組團赴廈共襄盛舉、共享兩岸商

機、共拓全球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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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沐理事、張金平監事等共同接待。雙方並達成爾後

只要透過商會平台參與廈門各項展會之優惠措施協議。

出席廈門台協25周年慶暨共簽「同走
『一帶一路』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12月 23日本會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章金元常務理事、易
文沐理事、王世璋理事、徐維宏組長等應邀出席參加廈門台商投資企業協

會成立 25周年慶典活動，吳發添副理事長並代表本會與廈門台商投資企
業協會、廈門市國際商會、台灣一帶一路經貿促進協會、中國工業 4.0協
會廈門分會、廈門市商貿行業協會等共同簽訂「同走“一帶一路＂戰略合

作框架協議」。

12月 22日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
秘書長、章金元常務理事、徐維宏組長

等前往廈門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拜會暨交

流座談，並由吳發添副理事長與該會吳

家瑩會長簽訂兩會藉由「一帶一路」以

動車經貿參訪交流方式結合各地台商，

抓緊宏觀的經濟戰略，共同推進兩地產

業發展，並創時代新商機之合作協議。

拜會廈門台協暨簽訂「一帶一路」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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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經貿旅遊交流團蒞會參訪
1月 17日昆明市經貿旅遊交流團在團長洪維智副市長率領下拜
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溫辰雄常務理事、莊

國海常務理事、藍麗珠監事、西餐公會游啟明理事長、陳永昌副

秘書長、徐維宏組長等人共同接待。

本會與台商協會新春聯誼餐會
2月 23日本會與台商協會新春聯誼
餐會，係在本會與廈門吳會長推動一

帶—路台商共創商機之大前提下。藉

農曆春節台商返台團聚拜年之際。於 2
月 23日（農曆初八）邀請友好台商協
會回娘家舉辦之。新構思、新期待再創

真情友誼的發揚。

當日計有廈門、濟南、義烏、台州、

宜春、南平、嘉興、寧德、淄博、溫州

等台商協會會長與會共敘同歡，海貿會

羅宏主任、全國台企聯曾欽照副會長、

中華台晉交流協會陳旻沁理事長亦到會

聯誼。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

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

書長、章金元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

事、謝鴻基常務監事、趙維君理事、易

文沐理事、藍麗珠監事、陸兆友監事、

徐維宏組長及林杏琳專員共同接待。

海貿會蒞會共商合作
1月 9日海貿會台北辦事處羅宏主任上午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吳發
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等共同接待，針對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文化傳
承聯合會蒞會拜訪

1月 15日中國大陸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文明傳承聯合會陳廣慶
會長下午拜訪王應傑理事長。

海寧市經貿文化交流團蒞會參訪
2月 7日浙江省海寧市委常委暨統戰部長

郭真率經貿文化交流團一行 10人蒞會參訪
座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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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正亮理事、徐維宏

組長等共同接待。當晚本會部份理監事出席

海寧同鄉會晚宴。2月 11日本會吳發添副
理事長與海寧市工商聯周華國副會長簽訂兩

會友好合作協議，同時假壹品宴為該團餞

行。

出席海基會「2018 年大陸台商新春聯誼」活動
2月 21日海基會舉辦之「2018年大陸台商新春聯誼」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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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國海常務理事、王

明山理事、趙維君理事、易文沐理事、黃文雄理事、呂文寬副秘書長、徐維宏

組長、林杏琳專員等與會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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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由吳發添副理事長所帶領之動車經貿參訪交流團一行於近午
抵達廈門，旋即受到廈門市總商會藍萍副會長之熱情接待，下午出席第

三屆中國（廈門）商人節，吳發添副理事長除受邀上台共同為廈門總商

會 APP上線按鈕啟動外，並詳加介紹本會「一帶一路」動車經貿參訪交
流活動，深獲滿堂喝采。

商會高爾夫球隊海南交流、球敘
本會高爾夫球隊在吳發添副理事長的率領下

於 3月 4日至 8日前往海南交流、球敘，此行
與海南台資企業協會江裕昌會長、謝進旺前會

長、謝文盛監事長、何哲良秘書長及諸多幹部

及澳台商會施利亞會長等在海南有非常好的交

流與互動。

「廈門、台州、海寧、嘉興」第二次動車經貿參訪交流紀實
緣起於 9月 25日上午廈門市總商會陳永東副

會長率領之「廈門市總商會參訪團」一行 11人
蒞臨本會，除邀請我會組團參加 11月 1日兩會
共同主辦之中國（廈門）商人節系列活動外，

並商議活動內容。共識將我會兩岸經貿事務交

流委員會所提出「藉由大陸一帶一路建設下四

通八達的鐵路網，造訪各地台商，實際了解台

商發展現況暨強化與台商間之情誼，以務實交

流為目標的動車經貿參訪交流活動。」於廈門

商人節舉開之際，列入議程，並由本會宣告，

自位居一帶一路海上根據地的「廈門」為起

點，正式啟動，更是深具意義。

同時有鑒於 9月 18日台州市政協副主席林仁
方率團蒞台造訪本會時，誠邀本會組團回訪台

州再續情誼。是此，11月 1日至 7日「廈門、
台州、海寧、嘉興、上海」的動車經貿參訪交

流正式展開籌劃工作。

膠州台商會長蒞會參訪
山東省膠州台商協會陳正建會

長於 107年 3月 12日（星期一）
上午蒞會商談膠州擬建置產業孵

化園區乙事，由本會吳發添副理

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及徐維宏組

長共同接待。

2018 戊戌年香港新春酒會
由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香港貿易發展局台灣辦事處以及香港旅遊發

展局台灣辦事處三駐台單位共同主辦的「2018戊戌年香港新春酒會」7日
（週三）晚間在喜來登酒店舉行，本會王應傑理事長以台北香港商會監事會

召集人身份，獲邀上台共同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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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日下午前往廈門市進出口商會，受到黃菱前會長、姚木中會長
等熱情接待，李永秘書長更在該會率領廠商於廣交會展覽百忙之際，趕回

廈門與大家一敘，更是令眾人感動。兩會往來交流已二十餘載，從相識、

相知、相惜到如家人般的情誼著實難能可貴。

11月 3日一早驅車前往廈門北站，搭乘動車前往台州。台商協會陳
賢民會長賢伉儷、吳發彬副會長、江豐全監事長等在台州站親迎，在

前往參觀模具製造基地、添盈公司及沈寶山國藥號後，黃岩區台辦胡

靈河主任並設宴歡迎本會參訪團一行。

11月 4日自台州黃岩區轉往臨海區，臨海為台州府城交通要道所
在，抵臨海後，先一賭明朝戚繼光將軍抵禦倭寇所建之江南長城，再

轉往台州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張家剪紙」之張秀娟剪紙藝術館，午

宴受到臨海區台辦金禮昌主任之熱情接待，雙方交流甚歡。宴後，前

至填海新生之鎮江頭門港經濟開發區參觀吉利汽車臨海製造基地，晚

宴由台州市台辦主任莫鋒、政協副主席林仁方共同接待，席設台州花

園山庄，雙方並互贈紀念品，互許爾後常來常往。

11月 5日下午自台州前往海寧，海寧台辦錢丹玲科長親自到桐鄉站迎
接參訪團一行，晚上更帶領大家參觀首屆「陜石燈會燈彩藝術節」。

11月 2日上午於造訪廈門市台
灣事務辦公室，謝永福副主任為

我會「一帶一路」動車經貿參訪

交流活動更是讚許有嘉，並表示

廈門市總商會也有相關委員會，

期許兩會能於 12月 23日廈門市
總商會 25週年慶之際建立合作模
式，並指示廈門市總商會許曉坤

副祕書長著手進行。此外永福副

主任也針對自 19大以來，對於給
予台胞國民待遇已著手在法規、

政策上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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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7日應嘉興市台灣事務辦公室邱愛忠主任
熱情之邀約，參訪團趕往嘉興市台辦經濟處副處

長黃雪文（兼任嘉興台協秘書長）首先引領大家依

循大陸習近平主席日前參觀風景秀麗之南湖、南

湖紅船及南湖革命紀念館後，隨即與邱愛忠主任

餐敘交流，彼此商談甚歡，邱主任更許明年之浙

台會邀請我會組團前往，深度的訪察嘉興。

為期七天之動車經貿參訪交流相當充實，尤其

是來自各地政府官員、台辦及台商等用心之引介

考察及誠摯的接待，再再都突顯兩岸源本同源、

血濃於水一家親的關係，期待爾後動車參訪行更

能結合大陸各地台商藉由一帶一路之便利，共謀

大業。

11月 6日上午參訪中國天通控股公司，天通為一集科研、製造、銷售於一
體之高新技術企業，目前擁有電子材料、電子部門、智能裝備及產業投資四大

業務板塊。隨後前往鹽官景區之宰相府第風情街，體驗這蘊含深厚歷史文化、

景區內陳閣老宅存有之享譽書法界的明代陳氏法帖碑刻，讓人流連忘返。下午

大家如願看到海寧錢塘潮，觀潮後到海寧皮革城，眾人收穫滿滿，意猶未盡。

歡迎晚宴由海寧市委姚建新常委、郭真常委、沈鐵蕾副市長、台辦蔣執安主

任設宴熱誠接待我會參訪團一行，姚建新常委對於產業投資、新創等項目詳細

說明，亦期日後兩地常來常往，經貿交流長久持續。

應邀出席泰國國慶酒會
12月 5日應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黃麗卿副代表

以及泰國商務處陳春蘭處長邀請，王應傑理事長

晚間出席泰國國慶酒會，陳永昌副秘書長偕行，

恭祝泰王及泰皇太后陛下聖躬康泰，兩國國泰民

安，雙方友誼長存。

本會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 3月 12日（週
二）上午召開委員會議，由章金元主任委員

主持，王應傑理事長蒞臨指導，委員會成員

十餘人踴躍出席。

今年度海外參訪考察行程，經過熱烈討論

後，決議安排兩趟次，分別是 6月份的印
度（預計 8天）與 10月份的美國東岸（預
計 12天）。章金元主委表示，印度是擁有

13億人口龐大商機的新興市場，
又是政府目前鎖定的新南向重點

區域，希望藉由實地參訪觀摩，

更進一步瞭解這個甦醒中的巨

人。另外，美東行程預計囊括紐

約、費城以及首都華盛頓等各大

都市，尤其將盡力安排納入雙橡

園，親身造訪見證美台關係發展

的百年古蹟莊園。章金元主委歡

迎各位理監事以及各公會理事長

屆時能踴躍報名參加。

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海外參訪考察會議

11月 5日在參觀吳子熊玻璃
藝術館、台州城市規劃展覽館

後，即到台州市台商協會會所

座談交流並簽訂兩會友好合作

協議。為兩會未來在經貿交流、

訊息互通上，更許密切之交誼

與合作。

報關與航空貨運承攬
新春聯誼
台北市報關與航空貨運承攬兩公會，2月

27日聯合舉辦 2018春酒聯歡晚會，由黃啟明
理事長與范建武理事長共同主持，本會王應

傑理事長應邀出

席，陳永昌副秘

書長偕行，與兩

會會員暨財政部

關務署廖超祥署

長及各界來賓同

歡，互祝新年恭

喜、財源廣進。

裝璜材料公會新春聯誼
台北市裝潢材料公會於 107年 3月 8日召開理

監事會暨新春聯誼，本會陳四郎祕書長應邀前往

致意，並與陳鐵雄理事長（左前四）、財團法人防

焰安全中心基金會洪敬業執行長（右前四）及本會

徐維宏組長等合影。

寢具公會新春聯誼
台北市寢具公會於 107年 3月 8日召開
理監事會暨新春聯誼，本會陳四郎祕書長

應邀前往致意，並與江承洋理事長（右

三）及本會徐維宏組長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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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商公會第19屆第1次
會員代表大會
台北市紙商業同業公會於

107年 3月 9日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並改選理監事，新任

理事長黃志明先生（元星鋁

紙業公司總經理 圖右），本

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監交。

陳四郎秘書長代表本會致

贈感謝狀予卸任張鐵城理事

長，感謝六年任內對市商業

會的支持及協助。

攝影器材公會70周年慶
107年 3月 11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台北市攝影器材
商業同業公會假凱薩酒店希爾頓廳舉辦創會 70周年慶祝晚
會，由該會吳榮濱理事長主持，本會王應傑理事長、陳四

郎秘書長應邀出席祝賀，徐維宏組長偕同。會中王應傑理

事長頒贈 70周年賀牌予吳榮濱理事長，並於致詞時道出因
智慧手機的崛起，雖對攝

影器材業衝擊頗大，但仍

鼓勵業界多多以日本、德

國、美國及對岸大陸等為

借鏡，更呼籲政府對於產

業所受之衝擊，能有相對

的因應作為。

台北市各商業同業公會新科理事長
公會名稱 屆次 理事長 公司名稱

影片商業同業公會 18 王龍寶 美商高捷國際開發公司台灣分公司

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19 李永元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 10 鄭凱仁 北投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13 梁平良 群力交通有限公司

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17 林志敏 泰州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 9 林富家 環保世界企業有限公司

蔬菜商業同業公會 12 林長平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公證商業同業公會 17 柯富彬 華信保險公證人

紙商業同業公會 19 黃志明 元星鋁紙業有限公司

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15 劉季強 臺北商旅

1月 8日由王
應傑理事長主

持，吳發添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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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請各會員公會 16位近期新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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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理事長聯誼餐會

印刷公會新春聯誼
台北市印刷公會於 107年 3月 9日召開理事會暨新春聯
誼，本會陳四郎秘書長應邀前往致意，並與陸兆友理事長

（右四）、游明耀副理事長（右三）、林平和副理事長（左

二）、世新大學圖傳所王祿旺教授（左三）、經濟部工業

局民生化工組翟大陸組長及本會徐維宏組長及胡秋容專員

（右五）合影。

由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舉辦之「第 28
屆台北電器空調 3C影音大展」的「節能新品
記者會」於 3月 18日上午 10時假世貿一館召
開，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為推廣節

能、節電的環保政策呼籲響應。

▲
�王應傑理事長（右二）與聲寶陳盛沺董事長（左一）於

會場合影

台北市醫療器材公會

3月 9日舉辦 2018春酒
聯歡晚會，由陳堯濱理

事長主持，本會王應傑

理事長、呂三郎監事會

召集人、吳發添副理事

長與多位常務理監事、

理監事應邀出席與同業

會員同歡，並祝福新年

好運，財源滾滾。

醫療器材公會新春聯誼

室內設計裝修公會新春聯歡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公會 3月 13日 舉辦 2018旺旺年新春聯歡晚會，由孫

因理事長主持，本

會王應傑理事長、

呂三郎監事會召集

人、吳發添副理事

長、陳春銅副理事

長與多位常務理監

事、理監事應邀出

席與同業會員及各

界來賓同歡。

台北市旅館公會週一（12日）晚間舉行第
15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72周年慶，現任
理事長邱樂芬任期屆滿，功成身退，換屆改

選出由劉季強理事長接棒服務。

應邀出席的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大力稱

讚邱樂芬理事長六年任期銳意革新，一掃固

習暮氣，把握入境觀光客大幅長長的時機與

商機，團結會員對外發聲，積極捍衛應有權

益。王應傑理事長並頒贈感謝狀給邱樂芬理

事長，表彰其貢獻同業良多，並積極參與本

會各項活動。

旅館公會第15屆第1次會員大會 
暨72週年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