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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接任理事長後，即強調新、速、實、簡的新觀念，以

新的思維活絡會員情誼、優化商會會議室空間使用、創新

各項會務。同時強化各委員會組織功能，期以透過委員會

委員的專業及實務經驗，提出各行業具前瞻性的建議與作

法來服務會員。因應目前產業發展需要，設立產業發展

委員會，將本會會員依行業屬性整合為十大產業族群，透

過產業論壇、跨界參訪及企業參展等活動，創造跨領域、

跨產業的策略合作機會，協助會員產業升級，擴大經營層

面。同時，為傳承商會行政倫理，又敦聘資深任期屆滿理

事成立榮譽理事團，定期提供建言，以達到經驗傳承的目

的。未來，對內將結合在地產業，配合台北市政府產業發

展計畫，共同推動北市經濟發展；對外協助企業接軌兩岸

與國際事務，深化既有的溝通管道，提供企業最新國際經

貿商情，攜手國內企業共同發展、茁壯。

為爭取產業權益，本人於 1月 13日接受民報針對「修惡勞基法」專訪時提出「政府該檢視
一下現行《勞基法》為勞資雙方帶來許多細碎管理」、「政府管得太多，反而產生更多勞資爭

議」的建言。2月 5日在面對武漢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經濟下，本人代表商會更率先透過
媒體呼籲政府在此非常時期，應主動減免業者營利事業所得稅，對於交通服務業者也應針對

燃料稅及牌照稅等給予減免或優惠，對目前資金調度困難業者給予資金紓困的幫助，相關申

請手續也應簡化以利受影響業者及時得到政府的補助。

最後，謹代表台北市商業會感謝政府苦民所苦，提供企業各項紓困方案，也祈願疫情早日

結束，企業儘速回歸正常發展，此乃全民之福，國家之福！

理事長的話

第十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本會第十八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已於 108年 12月 20日
下午假國軍英雄館順利召開並

選出第十八屆理、監事。與會

者冠蓋雲集，台北市商業處江

美玲副處長、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陳郁君專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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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商業聯合

總會張平沼理事長等蒞臨指

導，增添大會光彩。

本次大會並決議通過了 107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109
年度工作計劃暨收支預算表等

案。亦針對機器、婚紗攝影、

自行車等公會所提各案一一答

覆。且於會後函陳個相關部

會、局處參採。

本次大會重頭戲是改選第 18
屆理事及監事。理事、監事名

單出爐後，旋即召開第十八屆

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選舉

第十八屆常務理事、理事長、

常務監事、監事會召集人。由

吳發添先生榮任理事長，許俊

榮先生榮任監事會召集人。

12 月 20 日 本會第 18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選舉理監事假國軍英雄館召開完竣，全體當選人合影。

12 月 20 日 本會第 18 屆理事長吳發添先生接任旋即交接，
由王名譽理事長令麟監交。 12 月 20 日 本會第 18 屆監事會召集人由許俊榮先生膺任。

第18屆理監事名錄
理　事　長　吳發添

副 理 事 長　陳春銅、涂國安、章金元

常 務 理 事　 王令麟、莊國海、蘇進來、謝鴻基、
王孝典、孫　因、廖全平

理　　　　事　 周承忠、李忠書、張茂楠、高國城、
呂學博、趙維君、黃文雄、梁明聖、
王世璋、許金地、朱溥霖、古素琴、
藍麗珠、郭明欽、黃啟明、邱登山、
楊逸訓、吳政男、陸兆友、王派清、
吳志健、張金平

監事會召集人　許俊榮

常  務  監  事　鄭正亮、易文沐

監　　　　事　 張美麗、許倫華、王明山、何鴻錦、
梁銘松、邱樂芬、林耀隆、陳志昇

候補理監事　 高泉興、陳璟璽、陳柄嶂、高志榮、
陳建瑞、陳榮傑、李國樑、賴健哲、
施進佳、鄭春華、陳國益、蔡宗文、
邱永堂

■ 第 18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 第 18屆第 1次理事會
■ 第 18屆第 1次監事會
■ 第 18屆理監事名錄
■ 理事長的話

■ 第 18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第 18屆榮譽理事團名單
■ 第 18屆顧問名單
■ 春節聯誼交流

■ 溫馨年菜 愛心快遞

■ 拜會產發局林崇傑局長

■ 春節敬軍

■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議

■ 產業發展委員會暨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議

■ 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議

■ 台北市商業會與台商協會新春聯誼

■ 台北市印刷公會蒞會造訪

■ 台北市景觀工程公會蒞會造訪

■ 影印公會理監事聯席會

■ 台北市商業會會議室歡迎租用

本期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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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商業會連續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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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1日上午舉辦記者會，由蔡炳坤副市長代表主持，本會吳發添
理事長、孫因常務理事、廖全平常務理事及黃文雄理事等人代表出

席，本會暨各會員公會今年度總共捐贈善款 108萬 6千元。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公會、電器公會、不動產仲介經紀公會與東森

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王令麟名譽理事長）各慷慨捐贈 10萬元；病
媒防治公會樂

捐 7萬元；本
會陳煥棠監事

樂捐 6萬元；
室內設計裝修

公會、航空貨

運承攬公會及

銀行公會也各

樂捐 5萬元，
台北市政府特

頒贈感謝狀表

揚。

台北市商業會第18屆顧問名單
顧問團團長 顏志發 法律顧問 李禮仲、李永然 財會顧問 莊孟翰、林慶隆

會務顧問
李成家、沈莒達、涂登才、陳光雄、張中一、王欣儀、應曉薇、 
陳炳甫、羅智強、黃明智、羅懷家、廖尚文

台北市商業會 
第18屆榮譽理事團名單

總團長 戴良川 執行長 劉正元

副總團長 溫辰雄、許弘明 副團長
楊紹松、宋順益、羅溪潭、
李子勇、王川

榮譽理事
林承斌、林平貴、高猛男、胡金鐘、何苗義、陳煥棠
林柏齡、盧俊雄、王萬亭、周日勝、吳簡鴻春、陳俊
雄、陳萬成、蔡正忠、張正亮

第18屆第1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2月 14日本會召開第 18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頒發各
理監事當選證書，並通過 108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第 18屆
顧問、榮譽理事團人選，以及為強化本會會務組織功能暨順應商業

營運新趨勢設立「產業發展委員會」、六大委員會主任委員聘任暨

與東森集團共同主辦「109年度東森健康杯」活動等案。

許俊榮監事會召集人當選證書由吳發添理事長代
表頒發

吳發添理事長當選證書由王應傑名譽理事長代表
頒發

1月 30日下午新春開工吉日，本會邀請全體理監事暨台北市各公會理事
長等參與春節聯誼交流，共謀營運契機、力求會務發展，同時推介可供各公

會或企業、機關團體舉辦會議展示及說明會等租用之大型會議室兩間。本次

開工活動，除本會吳發添理事長及聯誼蘇進來主委贊助糖果、肉乾、花生、

瓜子等乾料，商業法規莊國海主委贊助等高級水果，以及邱登山理事贊助

200罐台啤，鄭正亮常務監事提供財神衣物，使得本次活動充滿節慶喜氣。

春節聯誼交流 溫馨年菜．愛心快遞

樂捐團體、企業及個人芳名錄
團體 36 公司與個人 13

商業會、小客車租賃、不動產仲介經紀、不動產開發、五金、化粧品、日用器皿、米穀、西藥代理、
西藥、汽車、金銀珠寶、室內設計裝修、建設機械、染料、玻璃、美容美髮材料、計程車客運、旅
行、病媒防治、租賃、航空貨運承攬、航空運輸、酒類、清潔服務、船務代理、魚類、景觀工程、園
藝花卉、電器、飼料及動物用藥、銀行、輪船、攝影、體育用品等公會
台灣工程技術顧問企業協會

王孝典先生（本會常務理事）
一協榮、一統徵信、元璋玻璃、太美玻璃工
業、世界國際開發、亞洲默克動物藥品、東
森人身保險代理人、昱興實業、國高紙品、
惠友運動事業、詮營、億昇倉儲企業等公司

本表格（個人或單位）捐贈名單依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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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簽證組2020庚子金鼠年開工
2020庚子金鼠年
開工吉時，本會吳發

添理事長﹑陳四郎

秘書長、呂文寬副秘

書長、徐維宏組長以

及全體簽證組同仁舉

行開工祭典，祈求簽

證業務興隆、簽證客

戶生意蒸蒸日上、全

體簽證組工作同仁平

安。

拜會產發局林崇傑局長
4月 1日上午本會產業發展委員會主委孫因常

務理事率副主委張美麗監事、邱樂芬監事、陳志

昇理事及財務長梁明聖理事、產業趨勢論壇組執

行長許再森等前往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拜會林

崇傑局長（右五）、商業處高振源處長（左四）。

陳四郎秘書長、柏幼林特助、徐維宏組長陪同前

往。孫因常務理事就本會產業發展委員會工作計

畫中需產業發展局支持、輔導之處詳加敘明，

並得到局長首肯。另對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嚴重衝擊商貿活動上訴請政府
相關部會能及時為產業注入活水、紓解困境。

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議
2月 24日本會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下午在本會會議室召開委員會議並頒發委員聘書，由主
任委員易文沐（本會常務監事）主持，會議中吳發添理事長無私的經驗傳承，許俊榮監事會召

集人及陳春銅副理事長的支持與勉勵，上屆兩岸四地的工作簡報、109年度工作計畫的說明，
陳四郎秘書長扼要說明反滲透法，以及各副主委、召集人、委員們的紛紛發言，極為熱絡。

產業發展委員會暨 
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議

3月 13日本會產業發展委員會暨智慧城市新商業委
員會下午三點在本會會議室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

會中吳發添理事長及孫因主任委員頒發委員聘書後開始

討論議題，決議本委員會分四組，分別請郭明欽副主委

負責產業趨勢應用論壇、張美麗副主委負責產業園區觀

摩、陳志昇副主委負責產業創新博覽會及邱樂芬副主委

負責文化暨在地產業跨業結合，相關活動俟新冠病毒告

一段落後開始進行。會後全體人員合影留念。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議
3月 20日本會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中午假台北

101頂鮮餐廳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會中吳發
添理事長及莊國海主任委員頒發委員聘書後，主

任委員公布年度工作計畫，將於 5月起在本會會
議室實施法規內訓及法律諮詢等工作。會後全體

人員合影留念。

1月 15日本會響應台北市各界舉辦之春節敬軍活動，循例由呂
文寬副秘書長代表前往南港後勤指揮部致贈慰勞金肆萬元整。

春節敬軍春節敬軍

溫室氣體減量示範輔導

3月 18日上午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江艾恩
研究員為辦理 109年度「商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示範輔導」一案蒞會造訪，由陳四郎秘書長、呂

文寬副秘書長、柏幼林特助、徐維宏組長、林美

婷組長、林杏琳專員等共同接待。



4 會務活動報導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4 兩岸經貿交流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台北市商業會與台商協會新春聯誼
1月 31日中午本會在台北 101大樓（86樓）頂鮮景觀餐廳台北廳舉辦「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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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成都、淄博、深圳、海南、嘉興等台商協會會長與幹部暨海基會、

台灣客家商會共同交流聯誼，並就如何落實兩岸經貿合作平台達成共識。

台州市台商協會吳發彬會長蒞會造訪
1月 21日下午台州市台商協會吳發彬會長蒞會造訪，吳發添理事長、陳四
郎秘書長、易文沐常務監事兼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主委、徐維宏組長及兩岸

經貿事務委員會陳玉書

執行委員一同接待。

台州市台商協會與我

會交誼甚篤，吳會長也

是本會新會所啟用以來

首位蒞會造訪之台商協

會會長，此行除道賀吳

理事長榮任外，更期為

浙江省各台商協會與本

會再創永續情誼貢獻一

份心力。

台北市景觀工程公會蒞會造訪
3月 11日下午台北市景觀工程公會榮譽理事長藍麗珠（右二本會
理事）、呂嘉禾理事長（右一）等蒞會造訪，並參觀本會會議室設

施，由吳

發添理事

長、陳四

郎秘書長

接見，並

就商業會

產官平台

所扮演之

角色及應

當做為作

簡報。

影印公會理監事聯席會
1 月 14 日 台北
市影印公會第 2屆
第 2次理監事聯席
會陳四郎秘書長應

邀出席並代市政府

社會局頒發理監事

當選證書，徐維宏

組長陪同。

台北市印刷公會蒞會造訪
1月 10日下午台北市印刷公會陸兆友理事長（本會理事）、林平和副理事
長、賴國耀常務理

事等蒞會造訪，並

參觀商會會議室設

施，由吳發添理事

長、許俊榮監事會

召集人、涂國安副

理事長、陳四郎秘

書長等共同接見。

中華兩岸康養協會及
大陸台企聯婦委會蒞會參訪

2月 24日中華兩岸康養協會李泓蘭理事長率全國台企聯婦委
會及該協會等一行 10人蒞會參訪，由吳發添理事長、章金元副
理事長、易文沐常務監事（兩岸委員會主委）、趙維君理事（兩

岸委員會副主委）等共同接待，雙方就兩岸康養事業之落實與展

望暢言交流。

李泓蘭理事長並在隨後召開之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議中，就該

協會在兩岸康養產業的努力與成果，做了精闢之簡報。

澳台商會瞿偉剛理事長蒞會交流
1月 10日上午澳台商會瞿偉剛理事長蒞會恭賀吳發添理事長榮

任，並為兩會建立之澳台兩地商貿、文化等實質交流媒合平台恆久

運行達成共識。

瞿理事長並為

將於 4月 9日在
台舉辦的澳台商

會五周年慶，邀

請本會共同參

與，同時將再辦

理澳台商業論

壇。為澳門未來

政策趨勢與台北

市商業會做更密

切之結合，尋求共同發展之願景。

台北市商業會會議室歡迎租用
本會為有效使用現有場地及設備，提供會議場地歡迎本

會理監事、台北市各會員公會、各公司行號、機關團體踴

躍租用。

開放租用時段：
◆上午時段：09:00~12:00　◆晚上時段：18:00~21:00
◆下午時段：14:00~17:00

申請流程：

請親臨本會現場， 
或來電 (02)2542-6366分機 18胡專員洽詢預約。

本會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2號 6樓 
（捷運松江南京站 1號出口步行約 3分鐘）

收費價目表：

會議室（坪數）
平日時段 假日時段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會議室 A（30坪） 4,500元 4,500元 5,500元 5,500元 5,500元 5,500元
會議室 B（27坪） 4,000元 4,000元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註：會議室 A可使用人數為 60人、會議室 B可使用人數為 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