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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會第 1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紀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鉅星匯國際宴會廳 (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 28 號 2 樓)
出席：應出席人數 529 人 實出席人數 334 人 (含委託 4 人)
主管機關代表：
臺北市政府
黃珊珊副市長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林崇傑局長
貴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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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商業會
蘇旭志理事長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
黃呂錦茹主任委員
主席: 吳發添理事長

記錄：徐維宏

主席報告:(一) 應出席人數 529 人、實出席人數 334 人 (含親自出席人數 330
人、委託出席人數 4 人)
(二)宣佈大會開始。
一、主席致開會詞(詳見大會手冊第 6 頁至第 7 頁)
二、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黃珊珊副市長(略)
林崇傑局長(略)

三、貴賓代表致詞
(一)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二) 台灣商業聯合總會
(三) 桃園市商業會
(四)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

王友本常務理事(略)
張平沼理事長(略)
蘇旭志理事長(略)
黃呂錦茹主任委員(略)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涂國安副理事長
(一)第 18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詳見大會手冊第 8 頁)
(二)工作報告：涂國安副理事長（詳見大會手冊第 10 頁至第 26 頁）
(三)各委員會主要工作報告：（詳見大會手冊第 27 頁至第 36 頁）
產業發展及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 孫 因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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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
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
國際商務委員會
聯誼活動委員會

莊國海常務理事
易文沐常務理事
章金元副理事長
蘇進來常務理事

五、監事會監察報告：許俊榮監事會召集人（詳見大會手冊第 37 頁）
六、討論提案：陳春銅副理事長主持
第一案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由：本會108年度工作報告（請閱第9頁至第26頁）
，提請追認案。
說明：一、依據工商團體財務管理辦法第12條「工商團體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
月內編造當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連同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
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提送理監事會審核。」。
二、本會108年度工作報告，業經109年2月14日第18屆第1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審查通過，並報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備查在案。
辦法：提請第18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由：本會108年度收支決算表，提請追認案。
說明：一、本會108年度收支決算表連同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收支報告表
、收支統計表、會務發展準備金明細表、退撫準備金明細表、及財
產目錄（請閱第42頁至第51頁）
。
二、依據工商團體財務管理辦法第12條「工商團體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
月內編造當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連同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
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提送理監事會審核。」。
三、本會108年度收支決算等表，業經109年2月14日第18屆第1次理、監
事聯席會審查通過，並報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備查在案。
辦法：提請第18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由：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提請審議案。
說明：一、本計劃係依本會章程之規定並就本會任務編訂之。
二、上項工作計劃，業經第 18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並
於 109 年 12 月 2 日以 109 北市商發字第 161 號函呈報台北市政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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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局備查在案。( 請閱第 52 頁至第 56 頁 ) 。
辦法：提請第 1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由：本會 110 年度收支預算書草案一種，提請審議案。
說明：一、本會 110 年度收支預算係依據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編訂之。
二、本案業經第 18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後，並於 109 年
12 月 2 日以 109 北市商發字第 161 號函呈報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備查
在案。( 請閱第 57 頁至第 59 頁 ) 。
辦法：提請第 1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台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優良駕駛者申請個人計程車牌照發放，其「優良駕駛」之定位，必須具
有優良事蹟足資表揚並經中央或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核定獎勵有案之優
良駕駛；且須逐年定期審核建立退場機制。
說明：一、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2 條「具備下列各款資格且無運輸業管理規
則第 93 條各款情事者為優良駕駛，得申請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
為避免駕駛人坐等年資無執業事實而取得個人牌照，建議年資提高
及須有執業事實證明。對於「優良駕駛」之定位，除具備上述之基
本要件外，仍須具有優良事蹟足資表揚並經中央或直轄市公路主管
機關核定獎勵有案之優良駕駛。
二、優良駕駛經營個人計程車客運業應逐年定期審核，如有汽車運輸業
管理規則第 93 條各款情事者即喪失優良駕駛資格，建立退場機制。
辦法：建請交通部採納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人：台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建請於禁止臨時停車紅線道路，分段改繪為禁止停車黃線或計程車臨時
停車區，以供計程車臨時停車上、下客之用。另對於民眾檢舉計程車上、
下客違規臨時停車，在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未嚴重違害交通安全、
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應免予舉發。
說明：一、目前臺北市主要幹道全線都劃設禁停紅線，計程車上、下客都將面
臨違規停車問題，嚴重壓縮計程車生存空間，建請在不嚴重影響交
通順暢及交通安全之路段，將禁止臨時停車紅線道路，分段改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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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停車黃線或計程車臨時停車區，以供計程車臨時停車上、下客
之用。
二、近來民眾以行車紀錄器或拍照等方式檢舉交通違規件數逐年增加，
已經變成新的「民怨」。根據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統計，前（107）
年有 68 萬 3,791 件，去（108）年有 87 萬 6,047 件。本（109）年 1
至 6 月已有 54 萬 6,376 件，平均每月達 9 萬件之多。另就民眾檢舉
交通違規項目，以違規停車件數最多。計程車為副大眾運輸工具，
以便利迅速著稱，為迎合乘客乘車便捷之需求，於道路紅線臨時停
車上、下客，遭致民眾檢舉件數也不斷增加，駕駛人不時收到罰單
因而怨聲載道，對其生計影響甚鉅。
三、為考量計程車營運形態及乘客乘車需求，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
「駕駛汽車
因上、下客、貨，致有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5 條臨時停車之
規定，惟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
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准此，公路主管機關對
於民眾檢舉計程車上、下客紅線臨時停車事件，倘無妨礙其他人、
車通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
當者，應免予舉發。
辦法：建請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採納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人：台北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建議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編列預算，提供台北市各業別同業公會申請
辦理人才培訓研習會、企業觀摩活動等經費補助，俾輔助台北市中小企
業之升級轉型，蓄積企業能量。
說明：一、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依「商業團體法」第 6 條係旨揭同業公會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負有指導、監督之權責。
二、就上述同法每一行業限設一會（第九條），並有不入會罰則（第 63
條)，因之依法各同業公會係台北市該行業之代表性實符法旨。
三、面對快速變遷的經營環境，台北市中小企業確實有賴政府之輔助，
俾因升級轉型而得以提昇能量。
辦法：建請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採納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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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提案人：台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臺北市公共意外責任險強制調高最低保險金額，對經營維艱的旅館業徒
增營運負擔，建請台北市府檢討調幅。
說明：一、109 年 9 月 22 日修正之「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實施辦法」要求旅館業調整最低保險金額。
二、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9 條明訂對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之最低保險金額新
台幣 300 萬，對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之最低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1,500
萬﹔對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最低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200 萬元﹔保險期
間總保險金額每年新台幣 3,400 萬元。今年修正後各為 600 萬元、
3000 萬元、300 萬元、6,600 萬元，其中有三種責任範圍的最低投保
金額調高兩倍，這對規模不大又面臨經營困境的旅館業是極大的財
力負擔。
三、旅館業服膺政府公安的政策但旅館業非屬特種行業，期盼能邀集旅
館業者代表重新檢討調幅。
辦法：建請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惠予參酌說明(三)重予檢討。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陳春銅副理事長主持
第一案

提案人：台北市婚紗攝影商業同業公會 高志榮

案由：建請籲請台北市政府予以寬列預算協助台北市產業推廣及發展。
說明：鑒於新冠肺炎肆虐，北市許多產業均面臨業績衰退，經營困頓之情境，
為此政府應寬列預算，提供經費予同業公會做為促進產業推廣及發展所
用，並以結合不同領域，建構跨界產業鏈，同時結合學校相關系所培訓
產業人才，加速產業整合、升級與轉型。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台北市自行車商業同業公會 白忠易

案由：籲請政府相關單位依循往例在環保綠能項下予以補助照顧自行車業。
說明：自行車商業買賣已日漸式微，再加上各縣市推動 ubike 之影響，更是嚴
重衝擊行業生存空間，籲請政府相關單位能予依循往例在環保綠能項下
補助照顧自行車業。
決議：照案通過。
八、主席宣佈散會：下午五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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