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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米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二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議程 

一、時間：105年 04 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3時 

二、地點：東港海產餐廳（屏東縣東港鎮） 

三、主席：吳理事長源昌        司儀：許良吉        紀錄：陳怡妗 

四、出席：本會全體理監事 

五、列席：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本會顧問、本會候補理

監事 

六、報告出席人數：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九、主席致詞： 

十、介紹來賓及來賓致詞： 

十一、報告事項： 

 (一) 更新本會第二屆會員代表陳德風先生、林鎮安先生、林振宣先生

為李錫欽先生、徐昭謨先生、王烟超先生遞補案，經報奉內政部

105 年 1 月 8日台內團字第 1040096951 號函，予以備查在案。 

（二） 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案，報奉內政部 105 年 1 月

8 日台內團字第 1040097272 號函同意備查，惟應提下次大會追認

通過。 

（三） 依本會第二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建議主管機關取得有法

源依據之建立民間稻米品質檢驗制度，經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 105 年 01 月 04 日農糧產字第 1041059367 號函復：「本署將

錄案研議。」 

（四） 有關上次（第二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臨時動議何理事關心同業

遭國稅局要求使用統一發票乙事，本會除電詢主辦單位原由外，並

以公文請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據該局105年2月2日北區國稅三重

銷稽字第1051260429號函答覆表示，若營業人平均每月銷售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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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統一發票標準（財政部75年7月12日台財稅第7526254號函定

為新台幣20萬元），經核定為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其稻米、麵

粉之銷售及碾米加工，依規定雖免徵營業稅，但尚無統一發票使用

辦法規定得免開統一發票之適用，故仍須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申

報銷售額。 

（五） 本年度本會研提「105年糧商公會辦理稻米品質自主管理及宣導糧

食法規與政策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以105年3月14日農

糧產字第1051092187號函核定，總經費共計167萬3千元，本計畫由

台灣區米穀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省米穀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各直

轄市、縣市公會及本會共同執行。 

十二、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監）查 104年 8 月至 11 月，本會財務收支情形，提請審議

案。 

說  明： 

   (一) 本案於上次會議討論決議通過，惟依據內政部105年1月8日台內

團字第1040096951號函示，略以該次會議，監事實際出席6人，

未過半數，應另擇期召開會議重行決議。 

  （二）有關 104 年 8-11月收入 1,008,000 元，支出 448,007元，結餘

559,993 元，至 11 月底累計結存 1,058,753 元，財務收支報告

詳如附件一 P.7。 

決  議： 

案由二：審（監）查 104年 12月至 105 年 3月，本會財務收支情形，提

請審議案。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26 條規定辦理。  

  （二）有關104年12月收入568,457元，支出106,500元，結餘461,957

元，105年1-3月收入30,000元，支出275,675元，不足245,675

元，（詳如附件二 P.9~附件三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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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由三：104年收支決算案，計收入2,673,923元（含103年餘絀418,102元

），支出1,153,213元，結存1,520,710元（詳如附件四 P.9）；資

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詳如附件五

P.10~附件八 P.15）及工作報告（詳如附件九 P.16），提請審議

。 

說  明：依據本會章程第 36 條規定辦理。 

擬  辦：本案通過後，擬提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決  議： 

案由四：本會會員代表王聰榮先生仙逝，遺缺改由林慶忠先生遞補，嘉義

市米穀商業同業公會新增會員代表蕭水西ㄧ名，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台中市米穀商業同業公會105年04月07日（105）字第00035

號函及嘉義市米穀商業同業公會105年04月15日嘉市米會第002

號函辦理。。 

決  議： 

案由五：本會團體會員及會員代表名冊（詳附件十 P.22），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 13條規定辦理。 

擬  辦：通過後將報內政部備查。 

決  議： 

案由六：本會理事王聰榮先生仙逝，其理事遺缺之遞補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六條規定「本會置理事 39 人，組織理事會；

監事 13 人組織監會，並置候補理事 13 人，候補監事 4 人，由

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用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前項理事、監

事遇有缺額時，分別由候補理事、後補監事依序遞補，以補足前

任任期為限。」經查本屆候補理事計 13 名，最高票邱久意 19票

已遞補，其餘 12名為蘇順基、張家增、曾志忠、紀水樹、蘇建

認、陳彥三、劉邦寅、蒲昆宏、林珈禾、傅繼雍、黃泰裕、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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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均同為五票。。 

擬  辦： 

  （ㄧ）可以互推產生。 

  （二）亦可抽籤產生。 

決  議： 

十四、臨時動議 

十五、監事會監察報告 

十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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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米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二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議程 

一、時間：105年 04 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3時 30 分 

二、地點：東港海產餐廳（屏東縣東港鎮） 

三、主席：吳理事長源昌          司儀：許良吉      紀錄：陳怡妗 

四、出席：本會全體會員代表 

五、列席：內政部、農糧署、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顧問 

六、報告出席人數：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九、主席致詞： 

十、介紹來賓及來賓致詞： 

十一、報告事項： 

（一）本會105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案，報奉內政部105年1月8日台

內團字第1040097273號函同意備查，惟應提本次大會追認通過。 

（二）本會第2屆第2次會員代表計107位。（名冊如附件十 P.22）。 

十二、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105年度工作計畫案（詳如附件十一 P.32），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35 條辦理。 

  （二）本案報奉內政部105年1月8日台內團字第1040097272號函同意

備查，惟應提本次大會追認通過。 

決  議： 

案由二：本會105年度收支預算表案（詳如附件十二 P.33），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35 條辦理。 

  （二）本案報奉內政部105年1月8日台內團字第1040097272號函同意

備查，惟應提本次大會追認通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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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104年收支決算案，計收入2,673,923元（含103年餘絀418,102 

元），支出1,153,213元，結存1,520,710元（詳如附件四 P.11），

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本會章程第 36 條規定辦理。 

擬  辦：本案通過後，擬提報內政部備查。 

決  議： 

案由四：104年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詳如

附件五 P.10~附件八 P.15）、工作報告（詳如附件九 P.16），提

請審議。 

說  明：依據本會章程第 36 條規定辦理。 

擬  辦：本案通過後，擬提報內政部備查。 

決  議： 

案由五：本會派至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會員代表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原派任吳源昌、梁朝凱、簡文德、李東義等 4人加入中華

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為本會會員代表，每年並繳交本會捐款 2 萬

元案。105 年度是否續派或改派。 

決  議： 

十三、臨時動議： 

十四、監事會監察報告： 

十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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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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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米榖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4 年度工作報告 

項次 工  作  報  告 

一 

104年03月18日（星期三）10:00假台北國家戲劇院交誼廳召開第1屆第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該會議記錄本會並已104年03月24日中米聯秘字

104019號函報內政部核備。 

二 

104年04月29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一)會中通過修正本會章程，第4條、第6條、第16條、第17條、第19條、

第24條、第29條、第33條。 

(二)會中並改選理事、監事，其當選名單如下： 

    1.理事：吳源昌、黃國勝、李榮福、馮元生、梁朝凱、呂火土、陳

卿文、李滄堯、曾江燁、何松田、李飛龍、簡文德、潘春

吉、楊見成、林光灶、陳秋麗、洪國欽、陳顯榮、陳溪泉、

林清棻、劉威廷、曾振泰、李東朝、陳耀建、 林漢鼎、蔡

昇平、林春成、涂谷平、劉國興、丁勝雄、何錦田、陳德

賢、龔文博、邱九騰、 曾世銘、朱延安、蕭傑夫、邱久意、

王聰榮。 

    2.監事：葉淑蕙、王致理、張柏亮、蘇錦昌、林水源 陳調聖、劉國

欽、簡兩義、張賢啟、莊麗珠、廖瑞祥、蔡健富、周碩良。 

三 

104年04月29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做成下列決議： 

(一)選舉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 

    選舉當選名單如下： 

    理事長：吳源昌 

    副理事長：黃國勝、李榮福、馮元生、梁朝凱 

    常務理事：呂火土、陳卿文、陳溪泉、林清棻、李滄堯、劉威廷、

曾江燁、曾振泰。 

    監事會召集人：葉淑蕙 

    常務監事：王致理、張柏亮、蘇錦昌 

(二)選派吳源昌、梁朝凱、簡文德、李東義等4人加入中華民國全國商業

總會為本會會員代表，每年並繳交本會捐款2萬元。 

(三)聘任本會本屆業務顧問七人：許萬祥、陳文治、游勝鋒、劉文淵、

曾志忠、吳明出、曾進發等七人。 

(四)聘任本會本屆秘書長許良吉及秘書陳怡妗等會務工作人員。 

四 

104年04月29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報內政部核備

案： 

(一)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之 103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

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及 104年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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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等，報經內政部 104年 6月 2日台內團字

第 1040041146 號函同意備查。 

(二)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出理監事人員之簡歷冊，報奉內

政部 104年 6月 3日台內團字第 1040041147號函同意備查。 

(三)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變更章程第4、6、16、17、

19、29、33條，奉內政部104年6月3日台內團字第1040041148號函同

意備查。惟變更章程第24條條文一節，依內政部函示，認為工商團

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並無會務工作人員隨理事會任期之更迭

而進退之規定，另依據同辦法第26條規定：「會務工作人員除有勞動

基準法第11條、第12條或第13條但書情事者外，並經理事長提請理

事會通過，不得解聘(僱）。」請維持原條文。 

五 

本會於104年06月15日中米聯秘字第104044號函請內政部核發第2屆理

事長、理事及監事當選證明書，奉內政部104年7月3日台內團字第

1040046446號函核發第2屆理事長吳源昌當選證明書及已用印之理、監

事當選證明書。 

六 

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建議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有三案： 

(一)「農委會農糧署針對近兩年來有關國內發生重大食安問題，政府有

關部會提出相關食安修法，將稻米產業納入其管理對象，應據理力

爭農委會農糧署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糧食管理法執行案。」 

    依據農委會農糧署104年6月5日農糧產字第1041056695號函復，指

出政府係為一體，食米雖屬糧食管理法之管理範疇，惟食米亦屬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條第一款所訂之食品。有關食米之衛生管

理，因糧食管理法並無特別規定，仍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

相關規定。惟考量碾米廠之性質，與一般即食性食品加工廠尚有區

別，其廠區作業環境及從業人員之衛生條件並不一致，有關碾米廠

之良好衛生規範，本署將另洽衛生福利部協商研處。 

(二)建議「非公會會員不得投標進口米標案」乙節。 

    據農糧署依上述日期文號函復，我國通報 WTO稻米配額管理之協議

與承諾，任何具有糧商資格之貿易商均得申請關稅配額之核配。限

定非公會會員不得辦理進口米業務，亦與現行法規不符，且有違國

際經貿自由化精神。 

(三)建議「為健全產業發展，對未加入公會之業者，不得執業之規定」

乙節。 

    據農糧署函復，按建築師、醫師等均屬專門技職人員，須經ㄧ定養

成教育並通過國家考試及格，始能取得執業資格。為保障其專業水

準與服務品質，該等人員之公會除對其會員有在職教育訓練之任務

外，對違反風紀或公會所定自律規定之會員具有懲罰之權限，爰醫



  

師法、律師法等明文規定，該等人員必須加入該等職業公會始得執

業。 

七 

為加強協助政府宣導政令，要求本會會員自律，維護糧商自身信譽，避

免損人不利己，本會以中華民國 104年 06月 22日中米聯秘字第 104048

號函各會員，務必遵守政府法令，切勿將進口米混國產米，或進口米攙

偽假冒國產米販售。 

八 

本年度本會研提「104年糧商公會辦理稻米品質自主管理及宣導糧食法

規與政策計畫」，經數度與承辦人溝通修改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以104年6月26日農糧產字第1041092921號函核定，總經費共計185萬9千

元，本計畫由本會及各直轄市、縣市公會共同執行。 

九 

依據農糧署 104年 6月 1日農糧產字第 1041092736號函規定： 

(一)市售食米產品之品牌名稱或包裝容器上之宣傳或廣告使用「香米」

用語者，如有標示品種，則該標示之香米品種含量比率應達80%以

上，倘無標示香米品種，則所含香米品種（得不限單一品種）之比

率，仍需達80%以上，始符合規定。 

(二)市售食米產品之品牌名稱或包裝容器上之宣傳或廣告使用「外銷 OO

米」或「出口米」等用語，若業者曾經有出口稻米之事實，應敘明

事實，例如：OO 年外銷 OO 國等，以提供消費者明確資訊，避免爭

議。  

十 

(一)本會於104年7月9日假農糧署台中辦事處開辦「104年糧商公會辦理

稻米自主管理及宣導糧食法規與政策計畫」之市售米自主管理輔導

人員初級班教育訓練。 

(二)本會於104年9月23日辦理「104年糧商公會辦理稻米自主管理及宣

導糧食法規與政策計畫」之市售米自主管理輔導人員進階班教育訓

練。 

十一 
本會理事長吳源昌獲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104年 7月 23 日以農糧產字

第 1041093065C號聘函）聘為「食米品種檢驗技術小組」委員。 

十二 

為增進食品衛生安全法令知識，邀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吳希文

科長於 104 年 8 月 13 日下午假桃園市中壢區新陶芳庭園餐廳，理監事

聯席會議開會前講述碾米業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關係。 

十三 

本會於 104 年 8 月 13 日下午假桃園市中壢區新陶芳庭園餐廳召開第二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建議主管機關有二案： 

(一)104 年 1 期稻作因氣候異常，致白粉質粒過高，建議主管機關修訂

放寬國家標準案。 

    依據農委會農糧署 104 年 09 月 02 日農糧產字第 1041057859 號函

復，略以「本署經考量國內氣候環境、品種特性及產業需求等因素，

業研擬稻米 CNS國家標準修正草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該局於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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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 25日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4年 09月 01日經標一字第 10400081860號函

覆略以依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改內容摘述如下： 

    1.稻穀及糙米-白粉質粒項目及其容許值歸入未熟粒計算，修正後

未熟粒（含白粉質粒）容許上限，稻穀稉、秈型一等為10%，二等

為20%，糯（含圓糯、長糯）為10%；糙米稉、秈型一等為10%，二

等為15%，三等為20%，糯（含圓糯、長糯）為10%。 

    2.白米-將熱損害粒納為被害粒項下之子項目，並將稉、秈之被害粒

及白粉質粒之數值合計後，訂定「被害粒及白粉質粒」合併容許

上限（其中被害粒仍維持其容許上限），一等為10%，二等為15%、

三等為20%。 

    上述修改草案已於 104 年 8 月 25 日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並已辦理公告相關事宜。 

(二)建議農糧署對於業者違反糧食管理法所開出裁處書，倘業者申復，

複檢結果符合規定者，其複檢（驗）費用應由農糧署自行吸收案。

依據農委會農糧署 104 年 09 月 01 日農糧產字第 1041057858 號函

復略以： 

    1.本署辦理市售食米抽檢所生之 DNA品種檢驗費，係由本署負擔。

至「市售食米抽檢及公布作業流程」第13點第1款，針對不合格產

品申請複驗，規定由業者負擔申請複驗之費用，與行政程序法所

規範之意指相符。 

    2.針對涉及進口米混合國產米銷售案件之調查，倘品種 DNA檢驗結

果僅含有「鑑別外米種」，尚不足以認定進口稻米與國產稻米有混

合銷售情形，爰倘未能進一步查明該「鑑別外米種」之來源國別，

為避免引起爭議，將不再通知業者對於「鑑別外米種」申請複驗，

且不予判定違反糧食管理法第14條之1第2款規定。 

    3.至稻米 DNA品種複驗結果合格，其原檢驗不合格原因倘可歸責於

原檢驗單位部分，本署將再行研議退還業者複驗費用之可行性。 

十四 

本會 104 年 10 月 12 日中米聯秘字第 104081 號函請農糧署就有關加工

用米得應客戶需求混合國產、進口米之規定，加以釋示。 

據農糧署 104年 10 月 20日農糧產字第 1041058288號函示如下： 

(一)依據糧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14條之一第2款規定，市場銷售

之糧食，不得有將進口稻米與國產稻米混合銷售之情形。次依糧食

標示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市場銷售係指公開對不特定人提供商品

並取得對價關係之行為；又同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糧食販售者因

特定買受人之要求，將進口稻米與國產稻米混合，作為加工或特定

用途之原料，於包袋正面標示加工或特定用途，及混合進口米字樣，

而非屬市場銷售之糧食者，不適用本法第14條之1第2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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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業者在網站公開販售食米，雖宣稱可應客製化需求，將進口米混

合國產米，直接宅配客戶，但仍屬對「不特定人」提供商品並取得

對價關係，與糧食標示辦法第7條第2項所定應「特定人買受之要求」

之要件有別，爰有違反本法第14條之1第2款之所定禁止將進口稻米

與國產稻米混合銷售之虞。 

(三)至於因特定買受人之要求，將進口稻米與國產稻米混合，作為加工

或特定用途之客製化產品，應依糧食標示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於

包袋正面標示加工或特定用途，及混合進口米字樣。又產品既屬「客

製化」，該產品不得公開轉售他人，否則即違反本法第14條之1第2款

之規定。 

十五 

加入 TPP對我農糧產業之影響與因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 年 9 月 22 日由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主持假農業試

驗所舉辦「加入 TPP對我農糧產業之影響與因應」溝通座談會，當日會

議記錄與本會業務有關之重點摘要： 

(一)政府應加強對產業公會輔導，確保出口產品品質，以利拓展外銷。 

(二)我國加入 TPP，稻米係比照 WTO配額方式或完全開放？ 

(三)美、澳及越南在談判之稻米議題開放程度為何？ 

(四)保價公糧收購政策已實施 40年，未來如何因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回應及研處情形： 

(一)本會將持續支持及強化公會功能，以提升外銷產品品質安全信心。 

(二)就日本而言，稻米是談判中主要的焦點品項，在協定生效時給予美

國每年5萬噸、澳洲6千噸的免稅進口配額，且於 TPP生效後第16年，

美國配額增為7萬噸，澳洲增為8400公噸，但該等進口係採非輸入義

務的買賣同時招標方式（SBS）辦理。另在最低進口量（MA）配額內，

採取對美國米實質優惠對策，新設中粒米及加工用配額6萬噸，並進

行米調製品及加工品的關稅削減及撤銷措施。 

(三)TPP 成員國目前對境內支持議題並未特別關注，公糧保價政策尚可

維持。 

(四)未來國內稻米產業將朝推動擴大規模及提升品質方向進行產業調

整。 

十六 

農糧署台灣米標章申辦作業說明 

(一)為推廣地產地銷，鼓勵國內販售米飯產品之業者使用台灣米，並協

助民眾辨識餐飲消費市場之食米來源及品質，針對國內100%使用台

灣米製作米飯料理之業者，推動標示「台灣米」標章。 

(二)配合推動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依據業者購入食米之品質及品種，本

（104）年台灣米標章分為「精選特色米、嚴選及優質」共三級，標

章分級規定如下： 

    1.精選特色米：使用農委會特色米品種，且使用 CNS 二等米、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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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及食味值達70分以上者。 

   2.嚴選：使用農委會公告之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且使用 CNS二等米、

PH值6.5及食味值達70分以上者。 

   3.優質：使用農委會公告之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且使用 CNS三等且購

入食米之碾製日期為半年內者。 

十七 

農委會 105年公告水稻特色米品種為： 

(一)食用品種：台梗2號、台梗4號、台梗9號、桃園3號、台農71 號、高

雄139號、高雄145號、高雄147號、台南16號、及台中秈10號等10個

品種。 

(二)加工型水稻品種：台農糯73號、台梗糯1號、台梗糯3號、台東糯31

號、台中秈糯2號、台中秈17號、高雄秈7號、苗栗1號。 

105年公告水稻推廣品種為：台梗8號、台梗14號、台梗16號、台中192號、

台南11號、台東30號、台東33號等7種，以及台農77號觀察品種。 

十八 

本會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2:00 假雲林縣斗六市三好國

際酒店召開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除援例通過財務收支報

告外，另決議通過下列事項： 

(一)會員代表異動（本會第二屆會員代表陳德風先生、林鎮安先生、林

振宣先生退出，改由李錫欽先生、徐昭謨先生、王烟超遞補）。經報

奉內政部105年1月8日台內團字第1040096951號函，予以備查在案。 

(二)通過本會明（105）年工作計畫表及收支預算表。並報奉內政部105

年1月8日台內團字第1040097272號函同意備查，惟應提下次大會追

認通過。 

(三)為提升本會知名度及行銷米食，通過下年度本會舉辦我愛米食徵文

活動及為充實本會網站資訊，提升本會服務功能，協助稻米行銷。 

(四)建立有法源依據之民間稻米品質檢驗制度 

十九 

有關建立有法源依據之民間稻米品質檢驗制度，本會以中華民國 104年

12 月 25日中米聯秘字第 104090號函農糧署，建請增修糧食管理法，取

得法源依據，以建立民間稻米品質檢驗師制度。案奉農糧署 105年 01月

04日農糧產字第 1041059367號函復，將錄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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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總幹事

梁朝凱 李美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經營行號

原單位

任職
電  話

Tel:02-22993966

Fax:02-22990906

私02-29032822

0921-070351

Tel:02-28913759

Tel:02-22977088

Fax:02-22977674

理事長 總幹事

鄭進益 郭名重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經營行號

原單位

任職
電  話

Tel:02-29893966

Fax:

0910-313664

Tel:04-8928601

Fax:04-8929601

0933-892001

Tel:02-22796662

Fax:02-22795757

0926-880653

Tel:037-743616

Fax:037-742556

中華民國米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二屆  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名冊

36056 苗栗縣苗栗市復興路

五段168巷1號

Email：chenpy@ssv.com.tw

監事會

召集人
葉淑蕙 女 47/7/5

泉順食品

企業(股)

{山水米}

代表

35874 苗栗縣苑裡鎮玉田里

91-1號(統編8952-1236)

Email：

候補

監事
李東義 男 34/9/1

中源食品

(股)
代表

24162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

一段38巷25號

Email：

監事 莊麗珠 女 48/2/5

聯米企業

(有)

{中興米}

理事

52342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二

段526號/23868新北市樹林區

光武街36巷1號

Email：

代表 劉榮富 男 52/10/6 富億行 代表

推派會員代表數： 7 名
電話：(02)8985-2511

Email：a22781799@pchome.com.tw
傳真：(02)8985-2512

通訊地址/Email

團體會員名稱/屆別 會    址

新北市米穀商業同業公會
(第25屆 103年-106年)

24141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8號4樓之9

11249 台北市北投區大同街

181號

Email：

代表 陳鴻焜 男 54/11/10

億東企業

(股)

{三好米}

常務理事

24342 新北市泰山區新五路

一段116號

Email：

理事 李飛龍 男 44/8/27 金城米行
名譽理事

長

通訊地址/Email

副理事

長
梁朝凱 男 62/9/6 文宏米廠 理事長

24891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六

路12巷9號

Email：cklian@ms39.hinet.net

團體會員名稱/屆別 會    址

台北市米穀商業同業公會
(第18屆 104年6月-107年)

10841

台北市萬華區忠孝西路二段16巷1號3樓

推派會員代表數： 3 名
電話：(02)2331-1802

Email：tairice@ms65.hinet.net
傳真：(02)2331-1801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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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2-29588929

Tel:02-82627369

Tel:02-29106880

理事長 總幹事

游文琦 黃麗彩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經營行號

原單位

任職
電  話

Tel:03-4081223

Fax:03-4081136

0910-288240

Tel:03-3801282

Fax:03-3895030

0933-945424

Tel:03-4983888

0937-805128

Tel:03-3232497

0919-083669

Tel:03-4772498

Fax:03-4777056

0937-965053

Tel:03-3071525

0937-115235

Tel:03-4758539

Fax:03-4852553

0937-123889

33548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

一段248號

Email：

代表 許新松 男 30/1/8
新松仁碾

米工廠
常務理事

32667 桃園市楊梅鎮梅高路

206號

Email：info@hsjc.com.tw

代表 簡基煌 男 49/10/30
勤益碾米

加工廠
常務理事

33853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

路201號

Email：

候補理

事
蘇順基 男 47/7/15

陸穀實業

(股){新屋

芋香米}

顧問

32747 桃園市新屋區華興路

536號

Email：service@lugurice.com.tw

理事 楊見成 男 31/4/15
興榮碾米

廠
常務理事

33551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路

760巷51號

Email：

理事 林光灶 男 43/1/10
華豐碾米

廠
代表

32848 桃園市觀音區新生路

352號

Email：

理事 簡文德 男 33/8/17
瑞記碾米

工廠
顧問

通訊地址/Email

副理事

長
李榮福 男 42/11/20

松榮碾米

廠
常務理事

32846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里

崙坪195-22號

Email：

團體會員名稱/屆別 會    址

桃園市米穀商業同業公會
(第25屆 104年4月-107年)

33042

桃園市中福街46號

推派會員代表數： 7 名
電話：(03)332-2514

Email：h3322514@yahoo.com.tw
傳真：(03)334-6647

23144 新北市新店區寶高路

20號

Email：

代表 陳台林 男 40/10/5
德連有限

公司
代表

22062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290巷22弄2號

Email：

代表 蔡鈴福 男 51/3/23 榖隆商行 理事

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一段421巷34-1號

Email：

代表 陳申浩 男 50/2/27
豐泰雜糧

行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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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總幹事

丁勝雄 李煌民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經營行號

原單位

任職
電  話

Tel:07-2233827

Fax:07-2233963

0937-562316

Tel:07-3128186

0910-803566

Tel:07-7713352(住家)

Tel:07-7243357(門市)

0937-638517

Tel:07-3715589

Fax:07-3715587

0922-528054

Tel:07-3759580

Fax:07-3758970

0918-797613

理事長 總幹事

馮元生 許良吉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經營行號

原單位

任職
電  話

Tel:02-24317272

Fax:02-24336667

0912-002089

Tel:02-24227846

0912-166598

Tel:02-24222865

0953-565865

20344 基隆市中山區通仁街

41巷1號3樓

Email：

代表 許文樹 男 39/1/9 慶興行 監事

20042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

79巷11號1之1樓

Email：

代表 郭 發 男 44/5/8 通發行 代表

通訊地址/Email

常務理

事
呂火土 男 44/8/5

嘉億米廠

{御池米}
常務理事

20043 基隆市仁愛區華二街

17號

Email：ricepool@kimo.com

團體會員名稱/屆別 會    址

臺灣省米穀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第27屆 103年9月-106年)

24141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8號4樓之9

推派會員代表數： 84 名
電話：(02)2986-7375

Email：roc.rice29867375@gmail
傳真：(02)2989-6975

81454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一路292號

Email：

代表 王清恩 男 42/6/16
泉合糧食

行
副理事長

80641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65號

Email：

監事 周碩良 男 49/4/7
上達糧業

國際(股)
常務監事

81457

高雄市仁武區永榮一街100號

Email：

理事 丁勝雄 男 37/10/9 勝豐米行 理事長

80293

高雄市苓雅區樂善街82號

Email：shanghaorice@gmail.com

代表 史德忠 男 34/12/10 新貿行
名譽理事

長

80754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98號

Email：

副理事

長
黃國勝 男 45/8/18

上好糧食

(有)

名譽理事

長

推派會員代表數： 5 名
電話：(07)221-2353

Email：rice317@ms66.hinet.net
傳真：(07)221-2761

通訊地址/Email

團體會員名稱/屆別 會    址

高雄市米穀商業同業公會
(第14屆 105年4月-108年4月)

80144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路二段31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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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3-5553057

0935-191926

Tel:03-5680857

0935-067123

Tel:03-5224312

Fax:03-5245631

0935-116851

Tel:03-5222402

0933-976141

Tel:03-7622379

Fax:03-7638557

0928-331624

Tel:03-7725156

fax:03-7725158

0933-725156

Tel:03-7743616

Fax:03-7742556

0936-828759

Tel:03-7260016

0933-172162

Tel:03-7620666

Fax:03-7614376

0932-526973

Tel:04-23381158

Fax:04-23384677

0937-278382

Tel:04-26933648

Fax:04-26935762

0933-931766

Tel:04-26870035

Fax:04-26870015

0932-537321

43953 台中市大安區大安港

路526號

Email：chingwen37@yahoo.com.tw

常務理

事
陳卿文 男 37/7/10

源豐碾米

工廠

(大安廠)

{上品米}

理事

41453 台中市烏日區三和里

中山路三段242號

Email：

監事 陳調聖 男 48/10/19
枝宗碾米

廠
監事

43246 台中市大肚區福山里

沙田路一段534號

Email：

理事 何松田 男 38/5/9
榮裕碾米

工廠
理事

36041 苗栗縣苗栗市清華里

為公路173號

Email：

候補理

事
曾志忠 男 45/12/14

長城糧食

工廠
代表

35145 頭份鎮蘆竹里蘆竹路

53-2號/35047 竹南鎮大業街

56號5樓(住)

Email：

代表 黃義堯 男 49/12/16
廣生碾米

工廠
代表

Email：

理事 李東朝 男 43/01/01
山水實業

(股)
常務監事

35874 苗栗縣苑裡鎮玉田里

91-1號

Email：

35160 苗栗縣頭份鎮廣興里2

鄰廣興路27-11號

Email：yiho.rice@msa.hinet.net

常務理

事
李滄堯 男 59/06/20

泉順碾米

工廠

後龍廠

{好的米}

理事

35651 苗栗縣後龍鎮埔頂里

中華路1016號

常務監

事
王致理 男 60/03/30

義合工廠

{山城米}
常務理事

30056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一

段182號

Email：

代表 黃清標 男 35/6/30
榮興糧食

行
代表

30061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418

號

Email：

理事 陳顯榮 男 29/9/23
榮泰碾米

工廠
理事

30267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

1141號

Email：

候補理

事
張家增 男 36/9/1

得意碾米

工廠
代表

30447 新竹縣新豐鄉青埔村4

鄰57之1號

Email：

理事 曾世銘 男 49/2/14
銘鑫碾米

廠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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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4-26394127

Fax:

0937-489426

Tel:04-26390897

Tel:04-26396851

0939-516798

Tel:04-25561205

0919-072678

Tel:04-22015999

Fax:04-22025022

0933-193822

Tel:04-23596132

Fax:04-23259847

0958-625538

Tel:04-22339027

0933-185569

Tel:04-23015889

0933-501898

Tel:04-23127958

Fax:

0936-315543

Tel:04-23138123

0932-518576

Tel:049-2645396

0928-923595

Tel:049-2996639

Fax:049-2996640

0911-105571

55742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路

56-1號

Email：

候補理

事
陳彥三 男 33/11/19

大東裕米

廠
理事

54550 南投縣埔里鎮杷城里

中正路247號

Email：

代表 陳金郎 男 28/10/27
添財碾米

廠
代表

40751 台中市西屯區華美西

街二段199號

Email：

代表 何貴松 男 44/5/18
四維米商

行
代表

40756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

一段63號

Email：

代表 徐昭謨 男 42/12/15 昭成米行 代表

40650 台中市北屯區漢口路

五段117號

Email：

理事 潘春吉 男 30/3/5 吉泰米廠 代表

40866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10

街169巷2號

Email：

候補理

事
蘇建認 男 45/11/18 一米行 代表

Email：

代表 林慶忠 男 50/3/20
安成碾米

廠
代表

40351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455號

Email：

43866  台中市外埔區土城里

土城中路3號

Email：

監事 林水源 男 38/3/29 穗成行 理事

40456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766

巷53號

代表 羅進添 男 44/3/2
穗德碾米

工廠
代表

43447  台中市龍井區三德里

中央路二段233號

Email：

候補監

事
歐錦財 男 45/1/16

連環碾米

工廠
代表

43444  台中市龍井區福田里

茄投路福頭崙巷7號

Email：

候補理

事
紀水樹 男 48/9/30

紀氏源豐

企業(股)

{上品米}

代表

代表 王烟超 男 52/3/14
信裕碾米

工廠
代表

43549 台中市梧棲區永寧里

永興路一段546號27-1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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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49-2334311

0921-707611

Tel:04-8960008

Fax:04-8956985

0928-960008

Tel:04-8973116

0919-973116

Tel:04-8292925

Fax:04-8282895

0910-592550

Tel:04-8292233

Fax:04-8281975

0912-334452

Tel:04-7863121

Fax:04-7862694

0937-700275

Tel:04-7862166

Fax:

0936-286979

Tel:04-8835318

Fax:04-8742018

Tel:04-7525687

Fax:04-7525161

0935-370101

Tel:05-7861007

Fax:05-7862030

0936-959007

Tel:05-5873950

Fax:05-5873952

0937-266502

Tel:05-5972456

Fax:05-5971842

0936-162313

63048 雲林縣斗南鎮林子裡

連芳路58號

Email：

監事 廖瑞祥 男 41/3/25
益豐碾米

工廠

監事會召

集人

65547 雲林縣元長鄉內寮村

內寮3號

宏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Email：vipwu@pktv.tinp.net.tw

理事 陳德賢 男 48/6/3

宇進實業

(股)

{西螺金農

米}

理事

64865 雲林縣西螺鎮福田里

社口路68-20號

Email：chih122@kimo.com

理事長 吳源昌 男 42/10/5
南和合作

農場
代表

52046 彰化縣田中鎮大社里

民光路二段93號

Email：

代表 楊勝顯 男 53/8/30
泉順碾米

廠
代表

50860 彰化縣和美鎮鎮平里

南雷路185巷1號

Email：

代表 黃正達 男 46/3/3
田中建新

碾米工廠
候補理事

50343 彰化縣花壇鄉金墩村

金福街220號

Tel:04-7874092

Email：

代表 李錫欽 男 55/6/7
金連春實

業(有)
代表

50343 彰化縣花壇鄉金墩村

中山路一段196號

Email：

候補監

事
沈永成 男 50/12/12

金墩實業

(股)

{金墩米}

代表

Email：

理事 陳耀建 男 46/4/6
達記碾米

工廠
代表

51342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

興霖路5號

Email：drji@hotmail.com.tw

52549 彰化縣竹塘鄉竹元村

中央路一段1501號

Email：

監事 張賢啟 男 46/9/13
高彰碾米

工廠
監事

51342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

五段174號

常務理

事
陳溪泉 男 37/10/20

南豐碾米

工廠
常務理事

54259 南投縣草屯鎮復興里

復興路347號之1

Email：

理事 洪國欽 男 55/9/20
裕豐產碾

米工廠
理事

52641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

一段163號

Email：

理事 林春成 男 41/8/30
明興碾米

廠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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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5-5847859

Fax:05-5848159

0935-104891

Tel:05-6223345

0932-696345

Tel:05-5974287

0937-266477

Tel:05-5862318

Fax:05-5875818

0928667755

Tel:05-3714512

Fax:05-3711383

0933-699009

Tel:05-2691053

Fax:05-2693652

0912-752801

Tel:05-2214339

Fax:05-2201440

0911-177667

Tel:05-3742155

Fax:05-3746696

0932-838325

Tel:05-2952051

Fax:05-2956483

0918-850509

Tel:05-3746700

Fax:05-3741509

0933-618429

Tel:05-2323645

Fax:05-2814157

0961-075885

Tel:05-2783667

0921-507508

60045

嘉義市東區民族路77號

Email：

代表 蕭水西 男
正昇碾米

廠
代表

60092 嘉義市西區保安里北

興街432號

Email：

理事 蕭傑夫 男 61/4/6
振豐碾米

工廠
理事

62251 嘉義縣大林鎮義和里

三塊厝13號

Email：rice5178@yahoo.com.tw

代表 李滄隆 男 62/5/16
東興糧食

工廠
代表

61642 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

菜公厝23-21號

Email：

常務理

事
劉威廷 男 43/9/1

新聯豐碾

米工廠

{奇力米}

代表

62146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

北勢子55號

Email：

候補理

事
蒲昆宏 男 63/3/25

久長碾米

廠
代表

61642 嘉義縣新港鄉大潭村

大潭16-10號

Email：

候補理

事
劉垹寅 男 44/9/10

和泰碾米

工廠
候補監事

61247 嘉義縣太保市梅埔里

梅子厝62-2號

Email：

監事 劉國欽 男 43/11/10
永昌碾米

工廠
理事

62349 嘉義縣溪口鄉坪頂村

下坪18號(上昇糧食有限公

司)

Email：

理事 涂谷平 男 50/11/4
谷平碾米

工廠
理事

Email：

代表 李弘燦 男 39/10/10 和順工廠 代表

64862 雲林縣西螺鎮河南里

西崙路15號

Email：

63250

雲林縣虎尾鎮頂溪84號

Email：

代表 黃明輝 男 35/10/11 企順糧行 代表

63045

雲林縣斗南鎮新庄20-26號

代表 賴文哲 男 31/9/14
裕隆碾米

工廠
代表

理事 蔡昇平 男 39/7/18

宏田碾米

工廠

(黑肉田)

理事

64747 雲林縣莿桐鄉三和路

116-2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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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6-6622149

Fax:06-6623749

0932-773085

Tel:06-6881220

Fax:06-688212

0982-383678

Tel:06-6892138

Fax:06-6792230

0937-611977

Tel:06-7943622

0931-870868

Tel:06-6832778

Fax:06-6832792

0921-206727

Tel:06-2531663

Fax:06-2531065

0928-769169

Tel:06-6893958

0932-811765

Tel:06-2531663

Fax:06-2531065

0937-668585

Tel:06-2688141

0910-742974

Tel:06-2975469

Tel:07-7634863

0973-558993

Tel:08-8324202

Fax:08-8310105

0918-998359

83076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

路83巷8號

Email：shundarice@gmail.com

常務監

事
蘇錦昌 男 51/1/13

通發碾米

廠
代表

92851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里

大潭路44之1號

候補理

事
林珈禾 男 69/10/29 順達米行 理事

70157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三

段98巷2號

Email：

代表 侯廷松 男 49/12/30 正合米行 代表

70847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十

四街21號

Email：

理事 劉國興 男 39/1/22
金昌糕粉

工廠
理事

73543 台南市下營區開化里

中營238號

Email：

理事 陳秋麗 女 36/9/18
德盛米行

{狀元米}
理事

71045 台南市永康區甲頂里

中正南路381巷1號

06-2531664

Email：juang.juan@yahoo.com.tw

代表 楊榮良 男 59/5/7
源福碾米

工廠
代表

73253 台南市白河區秀祐里

三民路668號

Email：shang_tian_rice@yahoo.com.tw

代表 杜宜展 男 57/3/19

德峰行糧

食(有)

{狀元米}

代表

71045 台南市永康區甲頂里

中正南路381巷1號

Email：juang.juan@yahoo.com.tw

代表 趙永隆 男 41/3/26

豐裕碾米

工廠{上田

好米}

代表

Email：info@bigpower-rice.com.tw

理事 林漢鼎 男 53/11/10
泉興碾米

廠
理事

72542 台南市將軍區西華里

西華52號

Email：

73141 台南市後壁區嘉田村

上茄苳48-3號

Email：lotus34rice@yahoo.com.tw

常務理

事
曾江燁 男 38/1/10

弘昌碾米

工廠

{大力米}

監事

73543

台南市下營區賀建村下橋頭

1-9號

代表 陳建達 男 48/3/16

聯發碾米

工廠

{上水米}

代表

常務監

事
張柏亮 男 49/7/19

芳榮米廠

{禾家米}
理事

73147 台南市後壁區頂長里

長短樹1號

Email：fangrong@xui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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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8-7882485

0910-778464

Tel:08-8681796

Fax:08-8685796

0952-181652

Tel:08-7223238

Fax:08-7371228

0938-738063

Tel:08-7792035

Fax:08-7796898

0938-813300

Tel:08-8752134

Fax:

0932-757121

Tel:08-7531209

Fax:08-7522838

0935-458922

Tel:08-7333885

0932-833014

Tel:03-9775773

0928-245962

Tel:03-9302055

0912-592816

Tel:03-9658308

0928-531173

Tel:03-9882245

Tel:03-9892039
26642

宜蘭縣三星鄉福山街104號

Email：

代表 廖本緯 男
和記碾米

工廠
代表

26847 宜蘭縣五結鄉西河一

路53號

Email：

代表 游振興 男
美豐碾米

工廠
代表

26247

宜蘭縣礁溪鄉林尾路81號

Email：

監事 簡兩義 男 42/1/16 建和行 理事

26141 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

270號

Email：happymanfys@yahoo.com.tw

理事 何錦田 男 40/12/20
農泉碾米

工廠
代表

26345

宜蘭縣壯圍鄉永美路三段96

號

Email：

副理事

長
馮元生 男 44/1/26

元協豐米

行
理事長

90089 屏東市大洲里大洲33

之1號

Email：

代表 洪智崇 男 47/3/31
順寶碾米

廠
代表

90074 屏東縣屏東市北勢里

中正路255號

Email：rice7333885@yahoo.com.tw

代表 陳漢桓 男 70/8/13 億盛糧行 代表

91248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

廣濟路145號(店)

91243 復興路156號(住)

Email：

代表 余木盛 男 60/10/18
盛發碾米

工廠
代表

92749 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

勝利路17號

Email：

候補理

事
傅繼雍 男 42/1/11 雍旺米行 候補理事

Email：

理事 朱延安 男 27/4/2
東和成碾

米廠
常務監事

90043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

歸仁路102號

Email：

92050 屏東縣潮州鎮三和里

延平路237號

Email：

常務理

事
林清棻 男 39/11/30

新豐碾米

工廠

{春上米}

理事

93246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

仙吉路225號

代表 鄞明成 男 48/4/23
合成碾米

廠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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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3-8882066

Fax:03-8881066

0937-169669

Tel:03-8882048

0937-169648

Tel:03-8701008

Fax:03-8703862

0932-581500

Tel:03-8851050

Tel:03-8831012

Fax:03-8832033

Tel:03-8324014

Fax:

Tel:03-8882120

Tel:089-841022

Fax:089-841012

0937-391336

Tel:089-811048

Fax:

0932-559860

Tel:06-9981328

Fax:06-9982855

0935-458871

95644 台東縣關山鎮新福里

溪埔路10之1號

Email：

候補理

事
陳正賢 男 35/10/28 正和商行 代表

88142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村72號

Email：

理事 邱久騰 男 62/10/01

新乾坤碾

米廠{四季

好米}

代表

98148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

一段149號

Email：

候補理

事
黃泰裕 男 47/10/20

新龍溪米

廠
候補理事

96144 台東縣成功鎮信義里

都歷路188號

Email：

理事 邱久意 男 53/3/24
全豐碾米

工廠
代表

98342 花蓮縣富里鄉富南村

公埔路186號

Email：

代表 莊夏順 男 順興行 代表

97055

花蓮縣花蓮市進豐街32號

Email：

候補監

事
黎煥銘 男  

花東製米

(股){天生

好米}

代表

97642 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村

中山路二段196號

Email：

代表 蕭清忠 男 34/12/15 松浦米廠 代表

98145 花蓮縣玉里鎮松浦里

松浦92號

Email：songpurice@gmail.com

監事 蔡健富 男 43/10/1 永興商行 理事

Email：

理事 龔文博 男 56/9/5
玉成碾米

工廠
候補監事

98148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

一段193號

Email：

常務理

事
曾振泰 男 36/6/12

年昌碾米

工廠

{東好米}

常務理事

98141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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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米榖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5年度工作計畫 

類別 項目 實施計畫及要點 

會  

務  

發  

展 

一、編定下（106）年

度工作計畫 

依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1 條及本會章程規定

辦理。 

二、召開各種會議 
1、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2、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依照本會章程規定辦理） 

三、辦理本會及各級

商業團體相關事

宜 

1、辦理會員單位相關業務聯繫、聯誼暨協調事宜。 

2、辦理會員基本資料管理及更新。 

3、其它臨時交辦之有關活動、業務事項。 

產  

業  

發  

展 

一、參與政府政策及

法規之研訂 

1、參與農業政策及產業發展法規研訂（修）等會議

與執行。 

2、依實際狀況及會員意見，向政府反映或建議事

項。 

二、辦理政府委託各

項政策宣導暨產

業發展相關事宜 

1、協助政府辦理相關政策宣導事宜及臨時委辦事

項。 

2、爭取辦理政府委辦事項（稻米品質自主管理及宣

導糧食法規與政策計畫）。 

3、辦理我愛米食徵文有獎活動。 

4、推動民間稻米檢驗師（士）制度。 

三、研析國內外產業

發展環境及彙整

業界需求向政府

有關單位反映  

1、配合產業發展蒐集業界需求，邀集產、官、學、

研等各界代表研議，提供意見，積極向政府提出

業界需求及建言。 

2、蒐集國內、外稻米市場動態資料，提供農政單位

決策參考及各公會會員查詢。 

行  

政  

管  

理 

一、辦理會務工作及

事務管理事 

1、辦理本會理監事及會員代表婚、喪、喜、慶等相

關事宜。 

2、事務用品、辦公設備等採購、管理及維護。 

3、參加政府機關所舉行各種節日慶典、服務活動

及其他臨時交辦之有關活動事項。    

二、本會網站資料建

置、更新與維護 
本會網站系統維護、建置及更新事宜。 

財  

務 

一、編製上（104）年

度收支決算書及

有關書表 

依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2 條及本會章程規定

辦理。 

二、編製下（106）年

收支預算書 

依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1 條及本會章程規定

辦理。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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