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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各委員會三個月來陸續舉辦了

多場次活動，例如：國際商務委員會

邀請越南駐台辦事處投資組長黎光俊

來會說明越南的投資優惠政策，接續

還將邀請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國駐台人

員來會介紹該國投資環境 ；產發委員
會在大稻埕舉辦了「齊聚百商百業 共
創美好商圈」活動，現正規劃於 12
月 16日舉辦 800人的大型論壇；
聯誼委員會除每月 17日例行的
高爾夫球敘外，9月 25、26兩
日也辦理績優廠商觀摩暨會員自

強活動─中彰投二天一夜參訪 ；法
規委員則每單月舉辦一次法規內訓講

座，每月舉辦免費法律諮詢；兩岸委

員會雖受疫情影響，無法組團赴大

陸交流，但也透過錄影視訊分別參與

了大陸 2020福州海峽兩岸經貿交易
會及第三屆堯都文化旅遊節開幕式，

表達本會對是項活動的祝福並藉此維

繫雙方情誼。以上活動都在各委員會

主委及所有委員積極、縝密規劃與會

務人員全力配合下順利完成並普獲好

評。

在活化本會空間方面，自本年 2月
至 9月，兩間會議室舉辦了約 150場
次的課程與會議。現疫情稍緩，政府

補助計畫課程暫告結束，秘書處正規

劃開設其他班別來取代原本的政府補

助課程，希望能為本會會議室的使用

創造更高的效益。

受到大家矚目的新冠肺炎對產業影

響，本會持續與受創產業保持密切聯

繫並主動協助其員工參加政府紓困補

助計畫，截至目前已有四家企業員工

及其他 80位分屬不同企業員工在本
會協助下完成補助，總金額超過 80
餘萬元，對營業額受挫達 15%以上的
企業不無小補。至於所有台商關心的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正面
臨簽署十年大限，是否繼續延續？關

係到百萬台商權益。本會自然不能漠

視，已透過各種管道與機會，向政府

反映心聲，也獲相對的回應。雖然，

目前尚未進入談判階段，但相信兩岸

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一定可為台商的

未來規劃最有利的投資環境並創造台

商最大商機、兩岸人民最大的福祉。

優良廠商觀摩暨會員聯誼活動

■ 優良廠商觀摩暨會員聯誼活動

■ 理事長的話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蒞會評鑑

■ 拜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第 18屆顧問團授證

■ 榮譽理事團第一次會議

■ 與東南科大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 會務工作交流座談會

■ 齊聚百商百業共創美好商圈高峰
論壇

■ 兩岸與國際經貿交流座談會

■ 出席 2020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 王令麟榮譽理事長贊助商會球隊

30萬元

■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免費法律
諮詢服務

■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內訓講座

■ 各公會蒞會拜訪

■ 米穀 /製麵 /西餐 /酒類公會
連袂造訪糕餅公會

■ 各公會會員大會

■ 各公會會員大會

本期
焦點

9月 25日∼ 26日本會舉辦 2天 1夜之優良廠
商觀摩暨會員聯誼活動，分乘三部遊覽車，首

日沿途首站到被譽為台版兼六園的苗栗品園，

觀賞深具日本京都風的庭園造景後，續往位於

彰化全台第一座以「智慧健康生活」為主題的

「台塑生醫健康悠活館」，接著去溪頭森林遊

樂區，悠閒地享受大

自然芬多精之洗禮，

並於閒逛妖怪村後，

入住溪頭米堤飯店。

聯誼晚宴邀請南投縣

商業會陳宜劍理事長

及常務理監事與會同

歡，本會吳發添理事

長、章金元副理事長

及蘇進來、莊國海、

易文沐、鄭正亮常務

贊助摸彩品，在樂隊伴奏下大家盡情歡唱，留

下一美好的回憶。

次日在享用飯店豐盛的早餐後，前往 2010年
榮獲經濟部評選為「優良觀光工廠」的台中后里

張連昌薩克斯風紀念館，館內紀錄臺灣薩克斯

風故事以及訴說張連昌先生精神。午後，驅車

趕往 2020桃園最讓人期待的景點，位於中壢青
埔的「Xpark水生公園（エックスパーク）（日
本橫濱知名海生館「橫濱八景島海島樂園」海

外分館）」，此由日本橫濱八景島打造的全台首

座國際級水族館，4500坪的水族館分為 13個展
區，聽得到宮崎駿動畫御用配樂師久石讓（ひ

さいし じょう）的 7首曲子，環繞 6個展區，
結束水生館的參觀後，驅車返北。

本次活動端賴聯誼活動委員會蘇進來主委用

心規劃，以及王孝典常務理事的熱心協助，使

得行程精彩、內容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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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商總許副理事長蒞會拜訪
6月 4日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許舒博副理事長及陳森茂常務理事來本
會拜會吳發添理事長，就兩會目前重點工作交換心得。

6月 15日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陳世杰副秘書長拜訪本會吳發添理事長。
陳副秘書長表示，本會作法將作為爾後該會空間改造時重要參考。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陳副秘書長蒞會拜訪

8月 11日台灣省商業會蔡國洲理事長、王良新秘書長蒞臨本會，由
吳發添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及多位理事共同接見。

台灣省商業會蔡理事長蒞會拜訪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派員蒞會評鑑
7月 15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謝宜穎科長、高股長、范科員

蒞臨商會，執行 109年度臺北市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評鑑工作，對本會會
務、業務及財務等運作實地評鑑，本會特予簡報獲得高度評價。

台灣經濟研究院派員蒞會訪談
6月 29日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接受經濟部商業司的委託，派研
究院二所李長泰博士及林怡君助理研究員至本會訪談陳四郎秘書長，吳

發添理事長特予接見。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蒞會拜訪
6月 23日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黃呂錦茹、初書記長及姚總
幹事蒞會拜訪吳發添理事長，雙方就協助台商在疫情減緩後如何開拓大陸

市場交換意見。

6月 20日金門縣商業會由李有忠理事長率領
蒞會拜訪，吳發添理事長、陳春銅副理事長、章

金元副理事長、蘇進來常務理事、鄭正亮常務監

事、易文沐常務監事、陳四郎秘書長共同接見。

金門縣商業會李理事長率團蒞會拜訪

拜會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8月 31日下午陳四郎秘書長、柏幼林副祕書長、徐維宏組長及台北
市烹飪公會洪恢駿理事長為溫馨年菜愛心快遞多案連袂拜會台北市政

府社會局，由社會局人團科謝宜穎科長、林美杏股長、陳郁君專員接

見。本會暨烹飪公會洪理事長表達善盡社會公益善心的意願，謝科長

另表示商會也可獨立於其他節慶日時，結合轄下之各產業公會辦理公

益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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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7日台北市議員徐立信蒞會拜訪，由吳發添理事長、藍麗珠理事、
陳四郎秘書長代

表接見。在本會

簡短簡報商會組

織架構及六大委

員會任務工作

後，吳發添理事

長聘請徐立信議

員擔任本會法律

顧問一職。

台北市議員徐立信蒞會拜訪

8月 21日在本會第 18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後，隨即舉行本會第 18
屆顧問團授證儀式，由吳發添理事長親自頒發各顧問聘書。

本會第18屆顧問團授證

2020台北結婚購物節
6月 26日台北市婚紗攝影公會主辦、台北市政府商業處指導的「2020
台北結婚購物節」於圓山花博爭豔館揭幕，由柯文哲市長、商業處高振源

處長、產發局林崇傑局長、本會吳發添理事長及台北市婚紗攝影公會高志

榮理事長等貴賓共同剪綵。

米穀公會主辦神農大帝聖誕祭典
5月 18日台北市米穀公會主辦神農大帝聖誕（俗稱五穀先帝）祭典，

由台北市米穀公會陳信佑理事長主祭，本會陳四郎秘書長、台北市中藥公

會張茂楠理事長（本會理事）、台灣區米穀工業同業公會梁銘松常務理事

（本會監事）、中華民國米穀公會聯合會李榮福理事長應邀出席。

2020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2020台北國際

觀光博覽會於 8月
28日上午 10時假
世貿中心一館隆重

舉辦，由承辦單位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

業公會吳志健理事

長（本會理事）主

持，本會吳發添理

事長應邀擔任開幕

揭牌嘉賓，陳四郎

秘書長偕往。

吳發添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大展國際公司邱文良董事
長、展會主持人吳志健理事長（中）、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
事務所畠中環主任（左二）合影。

電器公會主辦 
「2020台北3C電腦電器空調影音展」

9月 4日台北市電器公會主辦「2020台北 3C電腦電器空調影音展」
盛大開幕，由廖全平理事長主持。大會邀請蔡英文總統、內政部徐國

勇部長等長官及本會王應傑名譽理事長、顏志發顧問團團長擔任開幕

嘉賓。

5月 29日本會榮譽理事團第一次會議在本會會議室召開，由溫辰雄
副總團長主持。吳發添理事長親自頒發各榮譽理事聘書。

本會榮譽理事團第一次會議

台北市議員羅智強蒞會拜訪
4月 23日台北市議員羅智強蒞會拜訪，由吳發添理事長、陳春銅副理事

長、章金元副理事長、莊國海常務理事、蘇進來常務理事、鄭正亮常務監

事、易文沐常務監事代表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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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9日本會為協助會員申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艱困事業
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方案」，特商請商業發展研究院來會辦理申辦說明會，

計有三十餘家會員參加。說明會由商研院朱浩副所長親自說明，也當場檢

視業者申辦文件並直接受理收件，參加會員對本會此次提供之服務甚表滿

意。本會陳四郎秘書長代表致贈感謝狀予朱副所長。

艱困事業薪資及營運金補助說明會

10月 6日（二）下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新任陳郁君科長
率蘇麗娟股長蒞會參訪，由吳發添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柏幼林副秘

書長、徐維宏組長共同接待。並就社會局人團科與商業會的相互謀

合及所扮演

之角色、各

公會在會務

運作上所面

臨的困境及

期待協助之

處等面向，

廣為交換意

見。

社會局人團科新任陳郁君科長蒞會參訪

6月 15日起本會承
接經濟部工業局「新

智慧製造城市人才培

訓轉型課程」正式開

課，共計承辦 8班別
培訓 159名，學員對
課程的安排與內容均

十分滿意且符合大家

期待。

新智慧製造城市人才培訓轉型課程

7月 10日在本會會議室由台北市政府商業處舉辦之「政府採購法
概述講習」，假本會議室舉辦，本會涂國安副理事長致詞感謝臺北市

政府產業發展局。

政府採購法概述講習會

本會與東南科大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在新北市深坑區黃美華區長的穿針引線下，8月 25日上午由吳發添理事
長、王應傑名譽理事長、章金元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

事、孫因常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監事、鄭正亮常務監事、藍麗珠理事、趙

維君理事、王世璋理事、柏幼林副秘書長、徐維宏組長、中華文化暨旅遊

協會陳旻沁理事長、烹飪公會洪恢駿

理事長、景觀工程公會周裕益理事長

及呂嘉和名譽理事長一同參訪東南科

技大學，本會並與該校簽訂產學合作

協議，為學生廣拓就業管道。

參訪期間，在東南科技大學李清吟

校長（前台北科技大學校長）親自簡

報及引領參觀各系所專職領域下，各參訪者對於東南科大以學生就業進路

為基礎之新教育模式、發展跨域多元教師社群、創造教師共學成長契機的

融滲式教學，不僅深入瞭解了這一所以技職教育、產業接軌，為學生打開

課業與就業管道的優質大學。也為爾後產學合作更深具信心。

參訪後，深坑區黃美華區長為讓產學雙方有更多的合作洽談，特於深坑

老街設宴接待校方與所有參訪者，同時在區長及沈心怡主任秘書詳盡介紹

下，也讓大家對於深坑的地理環境及產業特色有更深的認知。

6月 17日本會為加強與各公會聯誼交流暨分享會務工作經
驗，舉辦會務工作交流座談會，計有 27個公會總幹事（秘書
長）出席。由陳四郎秘書長主持，並表示會務工作之推動應有

相互切磋的必要，才不至於故步自封。

會務工作交流座談會㈠、㈡ 7月 30日本會舉辦第二梯次的各公會團體總幹事（秘書長）會務工作交流座談
會，由陳四郎秘書長主持，吳發添理事長到場致意並與出席人員合影。本次參加之

產業別為交通運輸、貿易金融、醫藥環保、電子機具、建築材料五種行業族群的公

會。鑒於目前已是數位經濟的時代，市商會有必要灌輸各公會總幹事（秘書長）對

這方面的基本認

知，因此，特別

邀請耐德科技公

司彭思齊副總經

理作「數位變革

面面觀」的專題

演講，由於彭副

總多年的實務經

驗，娓娓道來令

人易懂。

109年中小商業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行政研習會
109年中小商業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行政研習會於 6月 2日、

3日兩天假屏東鮪魚家族飯店舉辦。綜合座談時，本會陳四郎
秘書長指出「圖利與便民」是往往造成公務部門承辦人和工商

企業負責人極大的困擾，稍一不慎就易被羅熾入罪。關於企業

誠信經營，政府應加以法令鬆綁，才能為民興利共創有利的經

營環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舉辦中小企業誠信講座但各市縣商

業會未曾被告知，建請嗣後再舉辦座談會應通知市縣商業會派

員出席，不能只邀工業會、工業相關團體及製造業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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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上午本會產業發展委員會主辦「齊聚百商百業 共創美好商圈」
高峰會談，假台北大稻埕景點新芳春茶行古蹟製茶廠舉行，由陳春銅副理

事長與產業發展委員會孫因主任委員共同主持，台北市文化局蔡宗雄局

長、台北市商業處高振源處長、台北市議會陳炳甫議員蒞臨指導，並邀請

迪化商圈業界耆老共同與會交流。

台北迪化商圈發展促進會徐慶棋理事長、國際時尚藝術文化協會溫筱鴻

理事長與艾斯移動（股）公司曾冠智創辦人，針對商圈特色、產業發展、

跨業通路整合與共榮作專題報告。

產業發展委員會主 辦「齊聚百商百業 共創美好商圈」高峰會談

「兩岸與國際經貿交流座談」激盪抗疫新思維
7月 13日本會兩岸與國際經貿交流座談會於商
會會議室舉辦。中華民國工商建研會青年團等 8團
體青年菁英的蒞會，本會擬就兩岸經貿事務、國際

商務的議題，從過往經驗、現狀因應、趨勢展望及

法令規章等各方面，廣邀資深台商、法律專家，以

及中華民國工商建研會青年團等 8團體青年菁英蒞
會，就面對疫情之下興起的「零接觸經濟」及「零

距離創新」之空間、作業、市場、

產業等四大創新的新商業思維和

模式。及「越南投資展望」、「變

局中的經貿交流與區域整合」、

「產業的文創變革」、「台灣青年

赴大陸發展之趨勢與機會」、「青

年未來展望」等領域進行專題分

享；元禾法律事務所陳明欽主持

律師，也針對反分裂法、反滲透

法及香港國安法等在兩岸經貿交流上，應留心注意

事項予以剖析，義烏台商協會榮譽會長、中華民國

中南美經貿協會第五屆理事長陳棟樑、中華民國國

際跆拳道聯盟推廣協會鄭家銓博士，分別各自就疫

情影響下之產業、貿易模式的重構，及兩岸體育健

康產業之創新創業的實務經驗與大家分享。激盪疫

情下的新商業思維和模式。

越南駐台代表處
蒞會介紹越南

投資環境
 8月 21日本會舉行國際事務委員
會會議，邀請越南駐台代表處投資處

黎光俊處長蒞會介紹越南投資環境。

國際商務委員會

產業發展委員會舉辦產業論壇
6月 19日本會產業發展委

員會在本會會議室舉辦今年度

第一場產業論壇，邀請郭天麟

博士以「量子電腦 人工智慧 
大數據對百業百市疫情後剖

析」為題作專題演講。現場反

應熱烈，所有參加論壇人員均

對演講內容表示非常滿意。

支持永康商圈「永康Easy購Go活動」
7月 17日上午國際永康協進會召開「永康 Easy購 Go記者會」，本會產業發
展委員會孫因主委（本會常務理事）、張美麗副主委、邱樂芬副主委、陳志昇

副主委、梁明聖預算長及陳四郎秘書長、鄭正亮常務監事及多位產業發展委員

會委員、會務工作人員以實際行動熱烈支持永康商圈的永康 Easy購 Go活動。

產業發展vs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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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日本會謝鴻基常務理事於楊梅第一球場第二洞打出一桿進洞，設宴
邀請本會全體理監事、榮譽理事團、球隊隊友及會務工作同仁分享喜悅。

6月 17日本會王令麟榮
譽理事長為關懷理監事同仁

身心健康，倡導優質運動，

多年來全力發展本會高爾夫

球隊，每年贊助新台幣 30
萬元。今年 10月 17日本會
高爾夫球隊將與東森集團合

辦「東森健康盃高爾夫球

賽」，王令麟榮譽理事長率

先將 30萬元贊助款贈予呂學博球隊隊長轉交本會專款專用。

一桿進洞聯歡晚會 王令麟榮譽理事長贊助商會球隊30萬元

聯誼活動委員會

7月 31日本會應福州台商
協會邀請，在疫情影響下由王

應傑名譽理事長代表本會錄製

「2020福州海峽兩岸經貿交
易會」祝賀視頻預祝今年海交

會順利成功。並期「兩岸和平

共處、共創商貿佳績」。

祝賀2020福州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
順利成功

祝賀第三屆民間祭拜堯帝大典圓滿成功
在第三屆堯都文化旅遊節主辦方的誠摯邀請，並基於華夏文明血濃於水、根

生同源，同時在兩岸和平安定的基礎下，更應相互提攜，互惠互利。為此，

本會吳發添理事

長暨理監事代表

們於 9 月 4 日共
同錄製“尋根堯

祖．圓夢中華” 
第三屆民間祭拜

堯帝大典”祝賀

視頻，祝賀活動

圓滿成功。

7月 16日臺灣客家總商會葉俊暉
會長（泰州台商協會會長）所率臺灣

客家總商會、台企聯及泰州台商協

會等一行蒞會交流，由吳發添理事

長、王應傑名譽理事長、章金元副

理事長、莊國海常務理事、易文沐

常務監事、藍麗珠理事等共同接待。

泰州台商協會及臺灣客家總商會蒞會交流

2020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揭幕破天荒採視訊方式交

流，在晶華酒店舉行開幕

儀式，台北市長柯文長與

上海市長龔正等人透過螢

幕相互揮手致意。本會吳

發添理事長，王令麟榮譽

理事長、易文沐常務監事

受邀出席與會。

出席 2020 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澳台商會蒞會致贈祝賀本會 
第18屆理監事榮任牌匾

5月 21日澳台商會副會長張仕賢帶領台灣秘書長施麗卿、澳台商會青年團團長施
子豪蒞會致贈祝賀本會第 18屆理監事榮任牌匾，由吳發添理事長、許俊榮監事會
召集人、易文沐常務監

事（兩岸事務委員會主

委）、趙維君理事（兩岸

事務委員會副主委）、藍

麗珠理事（兩岸事務委

員會副主委）、陳四郎秘

書長、周承忠理事、邱

登山理事、許倫華監事

等共同接待。

武漢台資企業協會蒞會拜訪
7月 1日武漢台資企業協會包東輝資深副會長一行蒞會拜
訪，由吳發添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蘇

進來常務理事、趙維君理事共同接待。雙方就疫情結束後如

何加強兩岸合作交換意見。

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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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6日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內訓講座（二）下午在商
會會議室開辦，由莊國海主任委員主持，元禾法律事務所

陳明欽律師（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執行長）主講「淺談家

產分配應注意事項」。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內訓講座㈠、㈡
5月 21日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內訓講座（一）在商會會議室開辦，由元禾法律事務所陳

明欽律師（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執行長）主講「環境汙染的刑事責任」，內容務實精闢，與

會者均表獲益良

多。 會 後， 由

吳發添理事長、

主委莊國海常務

理事共同致贈感

謝狀予陳明欽律

師，並與所有與

會者合影留念。

裝潢材料公會高理事長蒞會拜訪
5月 11日台北市裝潢材料公會高志榮理事長率黃德貞
總幹事為如何順遂推動會務運作蒞會拜訪，由吳發添理事

長、陳四郎秘書長接見。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
第3場次內訓講座

9月 30日本會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舉辦第 3場
次內訓講座，由莊國海主任委員主持、陳春銅副

理事長列席指導、陳明欽律師（執行長）擔任主

講人就「共有土地之管理與分割」議題精闢解析，

講述內容生動務實，讓與會的會員獲益菲淺。

公會園地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敦聘高級顧問
5月 21日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莊國海頒發高級顧問聘書予立

法委員鄭正

鈐、洪孟楷，

分別由辦公室

主任李啟輝及

桃園市議員簡

志偉代表收

受，建立起爾

後共為落實產

業服務之平

台。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6月 3日本會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於商會會議室進行免費法律諮詢服
務，此項服務將在每月第一週之星期三下午 2:00∼ 4:00由委員會聘請
律師至市商會來接受會員及台商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五金公會蒞會拜訪
6月 10日台北市五金公會理事長郭明欽率副理
事長姜榮寬等蒞會拜訪，由吳發添理事長、陳四郎

秘書長接見。並就將於 6月 19日本會產業發展委
員會舉辦產業趨勢論壇講座，研議辦理相關事宜。

廣告工程公會蒞會拜訪
7月 1日台北市廣告工程公會施惠瓊理事長等

一行來本會拜訪吳發添理事長，希望能協助該會

解決北市府自 6月 15日起加收廣告工程使用道
路保證金一案，吳理事長允諾先行去函北市府希

望收回成命，另也函請議長協助業者解決。

烹飪公會蒞會拜訪
7月 23日台北市烹飪公會內定新任理
事長洪恢駿先生，由台北市食油公會陳

榮傑理事長陪同蒞會拜訪，本會吳發添

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共同接待。

木材公會林理事長蒞會拜訪
7月 24日台北市木材公會林俊夫理事長、呂東

雄名譽理事長等一行蒞會拜訪。由吳發添理事長、

陳四郎秘書長等共同接待。

手工藝品公會蒞會拜訪
7月 29日台北市手工藝品公會陳穎諠理

事長蒞會拜訪。由吳發添理事長、陳四郎

秘書長共同接待。吳理事長敦聘為本會榮

譽顧問兼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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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具公會第16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5月 28日台北市廚具公會召開第

16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並改選理監
事，由曾俊源理事長主持，順利選出

新一任理事長由陳億先生 7月  16日商
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內訓講座（唐極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當選。本會孫因

常務理事、陳四郎秘書長應邀與會，

並代表致贈賀軸祝賀陳億理事長。

米穀、製麵、西餐、酒類
等會連袂造訪糕餅公會
7月 7日本會陳四郎秘書長陪同台北市
米穀公會李美總幹事、製麵公會沈毓玲秘

書長、西餐公會歐寶鳳秘書、酒類張麗雪

總幹事等四個公會，連袂前往糕餅公會拜

訪，由王浩總幹事代表接待並做簡報。陳

秘書長以婚紗攝影暨購物節，結合婚紗攝

影、金銀珠寶、觀光飯店、服飾⋯等等業

者為例，期盼異業合作的模式能予擴大及

落實。

景觀工程公會偕同新北市
深坑區黃美華區長蒞會拜訪

8月 4日台北市景觀工程公會藍麗珠榮譽理事長
（本會理事）偕同新北市深坑區黃美華區長、甫上

任的公會周裕益理事長、呂嘉和名譽理事長和淡

江大學建築系楊登貴講師到會拜訪，由吳發添理

事長、章金元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及多位理

監事一同接見。

拜會台北市
廢棄物清除處理公會

5 月 12日陳四郎秘書長、孫因常務理事（台北
市室內設計裝修公會理事長）為日前「新北查垃

圾清運場 建築廢物轉送北市」造成裝修廢棄物去
化不易、導致進行中之工程被迫停工、嚴重影響

室內設計裝修業生計，一同前往拜會台北市廢棄

物清除處理公會林富家理事長，柏幼林理特助、

徐維宏組長及室內裝修公會龍之龍秘書長陪同。

化不易、導致進行中之工程被迫停工、嚴重影響

室內設計裝修業生計，一同前往拜會台北市廢棄

物清除處理公會林富家理事長，柏幼林理特助、

徐維宏組長及室內裝修公會龍之龍秘書長陪同。

米穀公會第19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6月 30日台北市米穀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由陳信佑理事長主持，本會陳四郎秘書長應邀出席。

手工藝品公會第19屆
第1次會員大會

7月 3日台北市手工藝品公會召開第 19
屆第 1次會員大會並改選理監事，新任理事
長由陳穎諠女士（亞的有限公司董事長）當

選。本會陳四郎秘書長應邀出席代表致贈賀

軸祝賀陳穎諠理事長。

新北市商業會
第3屆第3次
會員代表大會
6月 30日新北市商業會昨召
開第 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由賴瑞昌理事長主持，本會王

應傑名譽理事長代表出席，並

受聘擔任首席顧問一職。

西餐公會第12屆
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7月 9日台北市西餐公會召開第 12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改選理監事，由游啟
明理事長主持，本會陳四郎秘書長應邀出

席。改選結果，游啟明理事長全票連任。

水電衛生設備公會第18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7月 5日台北市水電
衛生設備公會召開第

18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
會，由陳建文理事長主

持。本會孫因常務理事

代表出席致詞。五金公

會郭明欽理事長（本會

理事）受邀擔任嘉賓。

化工原料公會第19屆第1次
會員代表大會
6月 19日台北市化工原料公

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會員代
表大會並改選理監事，由龔建

榮理事長主持，順利選出新一

任理事長由李諺德先生（原塑

實業公司總經理）當選。本會

陳四郎秘書長代表與會並致贈

賀軸祝賀李諺德理事長。

西餐公會臨時理監事會議
4月 17日本會陳四郎秘書
長、徐維宏組長應邀聯袂出席

台北市西餐商業同業公會臨時

理監事會議，會議由游啟明理

事長主持。

席間陳四郎秘書長就政府提

供的紓困方案之補助範圍以及

艱困企業之定義予以說明。

植物保護公會第10屆第3次
會員代表大會

7月 10日台
北市植物保護

公會召開第 10
屆第 3次會員
代表大會，由

鄧啟銘理事長

主持。本會高

國城理事代表

出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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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珠寶公會 
第19屆第2次 
會員代表大會

7月 12日台北市金銀
珠寶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黎
世傳理事長主持。本會孫

因常務理事代表出席。

電子零件公會第11屆第1次 
會員代表大會

7月 23日台北市電子零
件公會召開第 11屆第 1次
會員代表大會並改選理監

事，順利選出新任理事長由

雲昌昱先生（安富利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區總裁）當選。

本會章金元副理事長代表

出席，並致贈感謝狀予卸任

曾國棟理事長。

景觀工程公會第8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7月 25日台北市景觀工程公會召開第 8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並改選

理監事，由呂嘉和理事長主持，順利選出新任理事長由周裕益先生（丁

蘭花盆工程行負責人）當選。

五金公會第18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7月 23日台北市五金公會召開第 18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由郭明

欽理事長主持。本會王應傑名譽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應邀出席祝賀。

醫療器材公會第15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7月 24日台北市醫療器材公會召開第 15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由何

黃忠理事長主持。本會許俊榮監事會召集人、章金元副理事長、陳四郎秘

書長及多位理監事應邀出席。

停車場公會第20屆第2次會員大會
7月 17日台北市停車場公會召開第 20屆第 2次會員大會，由周明德理

事長主持，本會陳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

百貨公會第19屆第3次會員大會
7月 27日台北市百貨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3次會員大會，由古素琴理事

長主持。本會王孝典常務理事代表出席。

與會貴賓還有本會何鴻錦監事、榮譽理事團溫辰雄副總團長（百貨公

會名譽理事長）、楊紹松副團長、宋順益副團長及成衣公會林達鈞理事

長、布商公會賴徐玉枝理事長。

紙公會第19屆第3次會員大會
7月 10日台北市紙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3次會員大會，由黃志明理

事長主持。本會涂國安副理事長代表出席致詞。

中藥公會於第19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7月 21日台北市

中藥公會於召開第

19屆第 3次會員代
表大會，由張茂楠

理事長主持。本會

聯誼活動委員會蘇

進來主委、莊國海

常務理事、陳四郎

秘書長及多位理監

事應邀出席。

針車公會 
第20屆第2次

會員大會
7月 17日台北市針車公會召
開第 20屆第 2次會員大會，
由鄧江榮理事長主持。本會徐

維宏組長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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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工程公會第15屆第3次
會員代表大會

8月 7日台北
市廣告工程公會

召開第 15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
會，由施惠瓊理

事長主持。本會

蘇進來常務理事

代表出席。

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 
第3屆第1次會員大會

8月 7日中華民國
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

公會第 3屆第 1次會
員大會，由王令麟榮

譽理事長順利高票當

選理事長一職，吳發

添理事長出席祝賀並

主持新舊任理事長交

接典禮。

汽車代理公會第19屆第2次 
會員代表大會

8月 5日台北市汽車代理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2次會員代
表大會，由游浩乙理事長主持，本會章金元副理事長代表出

席致詞祝賀。

烹飪公會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
8月 1日台北市烹飪公會召開第 12屆第 1次會員大會並
改選理監事，由洪恢駿先生當選理事長。本會莊國海常務

理事、蘇進來常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理事、易文沐常務監

事與多位理監事及法規委員會紀文慶副主委、陳明欽執行

長、陳榮傑副執行長等到場祝賀。

旅館公會第15屆 
第3次會員大會
8月 11日台北市旅館公會召開

第 15屆第 3次會員大會暨第 10
屆 2020中華美食文化國際高峰
論壇，由韋建華理事長主持。本

會蘇進來常務理事代表出席。

玻璃公會第19屆 
第1次會員大會
9月 4日台北市玻璃公會召開

第 19屆第 1次會員大會並改選
理監事，本會章金元副理事長代

表出席致贈感謝狀給卸任林永昌

理事長。本會吳發添理事長及多

位理監事應邀出席與同業聯誼。

建築材料公會 
第19屆第1次 
會員代表大會

9月 9日台北市建築
材料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並改
選理監事，本會陳春銅

副理事長代表出席並致贈感謝狀予林則彬理事長。

印刷公會第18、19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9月 11日台北市印刷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 18、19屆理事長交接典

禮。本會涂國安副理事長頒贈當選賀軸予甫上任之第 19屆林平和理事長。

建設機械公會第9屆 
第2次會員大會

8月 2日台北市建設機械公會召開第
9屆第 2次會員大會，由陳永騰理事長
主持，本會許金地理事代表出席致詞。

度量衡公會第20屆 
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7月 31日台北市度量衡公會召開第 20屆

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楊明勳理事長主
持。本會易文沐常務監事代表出席並致詞。

輪船公會第17屆 
第2次會員大會
8月 12日台北市輪船公會召開

第 17屆第 2次會員大會，由郭志
成理事長主持。本會王應傑名譽

理事長代表出席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