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活動簡介：（免費參加） 
 

台灣區照明公會成立各區聯誼會後藉各種活動聯繫所有同業，相

互溝通訊息、建立共識、團結合作，同時透過教育訓綀，增益同業
專業能力共同為台灣照明而努力，共創產業美好之未來。近年來隨

著能源價格的高漲，使得照明節能成為未來發展的重點，若能使用

相對高效率照明光源取代低效率光源，對於降低能源損耗有極大的
助益，才能降低照明用電，符合節能減碳的全球趨勢，引領風騷並

為台灣帶來商機，頗值得深思及整合業界的智慧來迎接挑戰，為共

創台灣照明產業之美好未來而努力。 
 
本(110)年北區會員聯誼活動訂於 12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13:30

起於新莊區新濠食府會館召開，北區聯誼會劉會長特別在照明設計

部份為同業邀請到羅伊真設計總監(羅伊真照明設計事務所)，從照
明美學的角度與大家分享設計成果的實際案例，而趨勢講座部份邀

請到晶元光電謝明勳副總經理跟大家一同探討 LED未來應用與照明

的發展趨勢；近年因疫情肆虐生活習慣的改變及老年化的社會型態
在照明方面的應用更為廣泛，本次應用講座方面為會員同業安排工

研院綠能所李麗玲總監針對健康照明發展的方向與大家分享，希望

讓來參加本次聯誼活動之會員廠商可從多方面的議題中獲取更多的
新知，歡迎會員廠商踴躍報名參加本次聯誼會活動。 

 
為服務會員本次會員聯誼活動，並於會場內，另外設置會員新產

品展示區，提供會員展示新產品之用(因展位有限依報名先後順序額
滿為止)，有關報名表及收費情形(如附件)，報名自即日起至 12月

10 日止。 

﹙一﹚ 佈展桌子面積：圓桌直徑約 153公分。 
﹙二﹚ 展示會場可提供電源，電壓 110伏特，每家廠商限定使用

150瓦以內之電力﹙並請自備延長線﹚。 

﹙三﹚ 展位選擇原則:以展位多者優先選定，餘按報名先後順序
選位。 

 

台灣照明公會 110年北區會員聯誼活動通知 
 



二、會員聯誼活動： 

時    間：1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13:30 至 20:00 

地    點：新莊區新濠食府會館 - 晶華廳( 詳細交通如附圖 )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0 之 1 號 B1) 

對    象：本會會員及照明同業廠商 

*請於活動當天攜帶 2 張名片於報到時繳交。 

•活動議程：如下 
 

時    間 議     程 主  講  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20 致詞 

北區會員聯誼會劉會長順 

會務發展委員會董主委顯元 

照明公會馮理事長松陽 

14：20~15：10 

★專題講座：  

照明美學-未來照明大藍圖 

羅伊真照明設計事務所 

羅伊真 設計總監 

15：10~15：40 休息 ( 茶點 )  會員交流 

15：40~16：30 

★趨勢講座： 

LED 未來應用與照明之發展

趨勢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謝明勳 副總經理 

16：30~17：20 
★應用講座： 

展望健康照明發展 

工研院綠能所 

李麗玲 總監 

17：20~17：30 座談會：迎接產銷新時代 主持人：北區聯誼會劉會長順 

17：30~20：00 散會 (晚餐聯誼) 北區聯誼會劉會長順 

                 

理         事       長      馮松陽 

                  會務與產業發展委員會主委     董顯元  敬邀 

                  北 區 會 員 聯 誼 會會長     劉  順



 

報 名 表(請於 12月 10日前回傳公會) 

填寫下方資料後傳真(02)2999-6489 或 

e-mail:joyce@lighting.org.tw  

公司名稱  會員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統一編號  傳真電話  

參加者 

姓名 

服務 

部門 

職稱 e-mail 手機號碼 參加請打 V 

講座 餐會 

       

       

       

       

       

       

       

       

       

       

 
綜上，本公司欲參加：技術講座共 ___人 、聯誼餐會共 ___人  

 

 

＊ 為響應環保避免浪費食材，如欲參加餐會者請務必事先
[確實]填寫本報名表，以利安排桌席，本次聯誼餐會恕
不提供現場報名，報名後亦請確實出席，若造成不便，
敬請 海涵。 

＊ 參加餐會者若為素食，請特別備註或另行告知，謝謝~~ 

＊再次提醒您，傳真或 mail回覆後請務必電話確認 

  本會是否收到回傳，感謝您的配合！ 



三、活動地點交通資料：  

 

 

 

 

 

 

 

 

 

 

 

 

 

 

 

 

停車資訊：本大樓 B2、B3、B4皆備有地下汽車停車場。 

公車資訊：新莊大眾廟站下車 

111 ‧ 235 ‧ 257 ‧ 295 ‧ 513 ‧ 635 ‧ 636 ‧ 637 ‧ 638 ‧ 639 ‧ 

663 ‧ 801 ‧ 802 ‧ 803 ‧ 842 ‧ 藍 2 ‧ 635副 

捷運資訊：新莊迴龍線頭前庄站 1號出口，往輔大中正路方向步行 5 分鐘。 

高鐵、客運：請搭乘至〔板橋站〕，再轉乘 99、806 號公車至〔思源路口站〕

下車 

開車： 

1.由台北走１甲號省道過新莊大漢橋即可抵達。 

2.由中山高從五股交流道下，接 65 號快速道路(往土城線)，由新莊中正路下

左轉車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 

3.由北二高從中和交流道下，接 64 號快速道路(北上)，由板橋下並接大漢橋，

下大漢橋後於橋下迴轉，右轉中正路即可抵達。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巷 14號 9樓之 3 

9F-3, NO.14, LANE 609, SEC. 5, CHUNG HSIN RD., 
SAN CHUNG CITY, TAIPEI HSIEN, TAIWAN, R.O.C. 
Tel: 886-2-2999-7739  
Fax: 886-2-2999-6489 
Web Site: http://www.lighting.org.tw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TAIWAN LIGHTING FIXTURE EXPORT ASSOCIATION 

 

各位會員廠商： 

本會訂於 12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1:30假新北市新莊區新濠食府會館-晶華

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0之 1號 B1)舉行北區會員聯誼活動，並於會場內另外

設置會員新產品展示區，提供會員展示新產品之用，有關報名及收費情形如下：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2月 10日止 

(展位有限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用傳真或 e-mail均可。 

 三、收費標準：以展示桌為單位，每張桌子收費 2000元，於報名時同時繳交

(用支票或電匯均可)。 

 四、本會傳真：(02)2999-6489 

 五、本會電子信箱：wu@lighting.org.tw 

 六、本會電匯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二重分行 

             戶名：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同支票抬頭) 

             帳號：070-03-701003-9 

 七、本會聯絡人：吳叔娥小姐 ， 聯絡電話：(02)2999-7739#12 

 八、本會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巷 14號 9F之 3 

 九、附註：﹙一﹚佈展圓桌直徑約 153公分。 

           ﹙二﹚展示會場可提供電源，電壓 110伏特，每家廠商限定使用

150瓦以內之電力﹙請自備延長線﹚。 

           ﹙三﹚展位選擇原則 

1.以展位多者優先選定。 

2.餘按報名先後順序選位。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敬啟 

110年 11月 29日 

----------------------------------------------------------------------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新產品展示活動報名表 

會員廠商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負責人員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需用展示桌數量 張 佈展工作人員 人 姓名  

附 註 
本報名表請於 12 月 10 日前電傳或 e-mail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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