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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4 年度工作報告（重點摘要）

一、推動產業國際交流，促成合作商機
(一)舉辦 2015 泰國多通路市場拓銷團
由本會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發起，透過泰國 Kasetsart
University 的協助，舉辦包含電子商務、行動商務、電視購物以及實
體通路的「泰國多通路市場拓銷團」
，讓台灣與泰國雙方企業的 CEO
透過實際對談、交流與媒合，開創與泰國各式行銷通路的合作契機。
由柏秘書長擔任團長，共計 25 位團員參加。
(二)舉辦 2015 兩岸傳播、電商與社會發展論壇
2015 兩岸傳播、電商與社會發展論壇於 104 年 6 月 12 日至 13
日在大陸廈門市舉行，論壇目的在搭建一個交流平台，以促進兩岸
三地產學界的研究成果及創新經驗分享，並謀求合作與發展。本會
後續也接著參加第 7 屆海峽論壇與第 3 屆公益論壇。
本屆論壇以新媒體、電子商務、大數據為三大主題。新媒體論
壇要以行動、影音、社群來看兩岸三地新媒體發展的現況；電子商
務論壇則以「互聯網+」時代企業的營銷策略為題進行討論；大數
據論壇主題為「大數據在電商及輿情分析之應用」
。
(三)協辦第 7 屆兩岸互聯網發展論壇
第 7 屆兩岸互聯網發展論壇於 104 年 7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大陸
北京市舉行，本屆論壇以「打造兩岸“+”平台，開啟眾創新時代」
為主題，就互聯網 + 創業生態、互聯網 + 金融、互聯網 + 商業
等話題聚焦討論。台灣約有 81 位業者參加。
在「兩岸互聯網產業發展座談會」中針對跨境電商的障礙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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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青年創業部分進行閉門會議討論。
本會後續也接著參加 2015 中國互聯網大會，大會每張門票（含
餐）對外售價高達人民幣二千元，仍吸引超過一千人參加開幕式，
其將近有 30 個分論壇與座談會，以及近百個展示攤位。
(四)參與第 3 屆海峽青年節-兩岸青年企業家產業發展與合作論壇
104 年 8 月 11 日以「兩區對接聯動、榕台創新合作」為主題的
第 3 屆「海峽青年節」系列活動-兩岸青年企業家產業發展與合作論
壇在大陸福州市舉行。本屆論壇是在 103 年「青年攜手，共贏電商」
主題研討的基礎上，探討當前最熱門的「自貿區話題」。
(五)參與 2015 全球電子商務大會、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投洽會）
104 年 9 月 8 日至 9 日在大陸福建省廈門市舉辦，會中預告到
2020 年的時候，大陸整個跨境 B2C 的消費額會達到 1 萬億美元、
消費人數會達到 9 億。本會會員紅陽科技、阿里巴巴（台灣分公司）
等皆有派代表出席參加。
(六)協辦 2015 兩岸電子商務產業合作暨交流會議（搭橋）
104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在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辦，本屆主題包含
行動商務、智慧聯網商務、網路創新、社群營銷等，並就大陸電子
商務試驗園區進行政策說明，以促進雙方企業合作意願。
會中兩岸電子商務業者簽屬合作意向書，包含：
（台）美商英瑞
其全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與（陸）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小紅書）
、
（台）亞卡西雅股份有限公司（UNT）與（陸）上海洋
碼頭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台）美合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86 小
舖）與（陸）上海牽趣網路科技有限公司（豐趣海淘）、
（台）主璿
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與（陸）兩岸和商網等 4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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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與 2015 亞洲通訊行銷（電視、網路、手機購物）產業發展大會
104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在韓國濟州島舉辦，亞洲通訊行銷產
業發展大會自 97 年開始由中日韓三國之中國電子商會、日本通信販
賣協會、韓國線上購物協會聯合舉辦。本會會員長龍農產等業者出
席參加。
(八)海外貴賓來訪
104 年 1 月 28 日泰國 NBTC 長官與 THA 協會來訪。4 月 10 日
法國在台協會商務處來訪。5 月 19 日大陸河北省商品交易市場聯合
會何連海會長率團來訪。6 月 15 日大陸商務部房愛卿副部長率團來
訪。6 月 23 日大陸福建省泉州南安市張小紅副市長率團來訪。8 月
3 日馬來西亞 MDEC 張慧瑩來訪。8 月 5 日大陸福建省廈門市商務
局陳李升局長率團來訪。10 月 6 日馬來西亞網絡協會 Internet
Alliance 來訪。
104 年 11 月 3 日大陸電視購物經貿洽談及考察團來訪。這是中
國電視購物聯盟於今年 5 月成立後首次來台灣，本會並協辦 11 月 4
日 2015 兩岸電視購物業者交流座談會，邀請兩岸電視購物業者就兩
岸電視購物產業未來發展策略進行探討。本會也與中國電視購物聯
盟簽署合作備忘錄，希望促成更多兩岸業者合作。
二、推動虛擬通路販售酒類商品
無店面協會早在 98 年以前就開始推動虛擬通路販售酒類商品，
包括參加 98 年 8 月 18 日由財政部召開的研商「酒品得否透過網路或
其他得以辨識購買者年齡之電子購物方式販售」會議，拜訪賴世葆立
法委員等；行政院長毛治國終於在 104 年 12 月 15 日行政院專案會議
拍板，將研商修法，開放網路販酒；本會也在今年 1 月 13 日參與財政
部「研議開放網路販酒之配套措施相關事宜」會議中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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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虛擬通路販售醫療器材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自 101 年 11 月 1 日起，開放郵購買
賣通路販賣低風險之第一等級醫療器材，公告「藥商得於郵購買賣通
路販賣之醫療器材及應行登記事項」，以落實相關管理。103 年 1 月 2
日起，開放體脂計、保險套及衛生棉條等 3 種 5 品項適合居家使用、
非侵入、非植入且無須專業人員指示操作之第二等級醫療器材，104
年 10 月 15 日起更進一步開放手術用口罩、酒精棉片、酒精棉球、優
碘棉片、碘液棉棒、碘液紗布、凡士林紗布、免縫膠帶、隱形眼鏡清
潔保養產品、醫學圖像紀錄傳輸軟體及磁振影像軟體等 8 品項之第二
等級醫療器材得於郵購買賣通路販售。
四、推動網路金融發展
(一)協助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
104 年 1 月 1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開放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含外幣儲值）
、電子支
付帳戶款項移轉三大業務。2 月 4 日經總統令公布，5 月 3 日公告實
施。
本會為因應相關授權法規制定，故依銀行公會分組來分工作小
組對接討論，以預擬相關管理規則；共 9 個工作小組為跨境業務組、
身分確認組、專用存款帳戶組、內稽內控組、定型化契約組、交易
資料保密組、財業務管理組、安控基準組及防制洗錢組。後增加清
償基金組。
從 104 年 1 月至 4 月初，召開、參與金管會及銀行公會將近 70
場會議，整合、溝通後完成相關授權法規。後續更與聯徵中心討論
電子支付機構資料報送、產品查詢、資訊安全控管及查核程序等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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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草擬經濟部主管第三方支付配套規範
依照《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規定，僅經營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且日平均餘額未逾金管會公告之一定金額者（新台
幣 10 億元）
，回歸由經濟部主管。因應新制，經濟部商業司正著手
進行相關配套規範。
(三)其他相關會議
104 年 4 月 17 日協辦台北市政府資訊局「智慧支付在台北應用
座談會」，邀請業者共同建構智慧支付平台。
104 年 5 月 19 日由本會與 KPMG 共同舉辦「電子支付業之展
望與經營風險面面觀座談會」。
104 年 8 月 31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舉辦「金融研究發展平台
第 13 次會議」，討論大陸互聯網金融發展對台灣的啟發，以及行動
支付議題。
104 年 12 月 8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舉辦「研商整合電子支付
端末設備會議」，研商推動電子支付端末設備整合之可行方向與做
法，以加速提升國內電子支付普及率。
五、推動消費者保護法新增七天猶豫期之但書規定
104 年 6 月 17 日消費者保護法修正公布，依修正條文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
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
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
限。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
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解除權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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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屬排除 7 日解除權之合理例外情事：
1.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2.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3.報紙、期刊或雜誌。
4.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5.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
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
6.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
7.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六、推動跨境電子商務貨物通關
103 年 10 月 28 日行政院召開第 2 次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指導小組
會議，財政部將規劃研議跨境貨物通關監管系統，針對境內消費者購
買境外網購平台商品進行監管。
104 年 10 月 1 日財政部關務署舉辦「規劃跨境電子商務貨物通關
平台座談會」進行意見蒐集，本會也參與 104 年 11 月 11 日「自貿（物
流中心）貨物轉快遞通關事宜」業者座談會、11 月 19 日研商「建議
海關開放 FTZ 操作快遞-電子商務」會議，以協助發展自由貿易港區
與貨物流通之需求。
七、推動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整併
行政院在兼顧消費者保護前提之下，為因應電子商務產業發展，
將規劃各種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整合，以建構更完善
合理之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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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 103 年 10 月 29 日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禮券定型化
契約 18 種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整合研究」開始，除陸續參加相關會
議外，更於 104 年 8 月 13 日邀集會員舉辦「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審視會議來討論。
18 種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公路（市區）
汽車客運業無記名票證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因行業屬
性有較多之特別規定事項，尚難納入整合版本中，故主管機關交通部
路政司研議將該事項併為「公路汽車客運業旅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範。
表1
項次

17 種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
名稱

主管機關

1

零售業等商品（服務）
經濟部
禮券

2

休閒農場商品兌換券

3

森林遊樂區商品服務
農業委員會
券

適用範圍
零售業（食品、服飾品、家庭電器及
設備、電腦資訊設備、運動用品、百
貨公司、超市、便利商店、量販店、
加油站等）、洗衣業、視聽歌唱業、
一般浴室業、三溫暖業、理髮美髮
業、K 書中心、室內兒童遊樂園業等
行業。

農業委員會

農業委員會

娛樂漁業係指娛樂漁業管理辦法第
二條所定：「提供漁船，供以娛樂為
目的者，在水上採捕水產動植物或觀
光之漁業，前項所稱觀光，係指乘客
搭漁船觀賞漁撈作業或海洋生物及
生態之休閒活動」
。

4

娛樂漁業禮券

5

瘦身美容業商品（服
衛生福利部
務）禮券

6

餐飲業等商品（服務）
衛生福利部
禮券

餐飲、烘焙等行業。

7

體育場館業發行商品 教育部體育署

所稱之體育場館業，指下列範圍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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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主管機關

適用範圍
業經營者：

（服務）禮券

(1)高爾夫球場業。
(2)競技及休閒體育場館業：依國民體
育法規定，從事競技及休閒體育場館
（包括各種練習場）之經營者。如撞
球場、技擊館、體育館、拳擊館、排
球場、沙灘排球場、健身中心、田徑
場、足球場、滑雪場、滑草場、棒球
場、網球場、手球場、羽球場、桌球
館、射擊場、馬術場、溜冰場、壘球
場、籃球場、游泳池、保齡球館、韻
律（舞蹈）中心、賽車場、自由車場、
曲棍球場、柔道館、跆拳道館、舉重
館、滑冰館、空手道館、壁球場、合
球場、高爾夫練習場、棒球打擊場、
合氣道館、體育館、海水浴場、攀岩
場、漆彈運動場等各種運動之場館經
營業務。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8

電信商品（服務）禮券

9

觀光遊樂業商品（服
交通部觀光局
務）禮券

10

觀光旅館業商品（服
交通部觀光局
務）禮券

11

旅館業商品（服務）禮
交通部觀光局
券

12

民宿商品（服務）禮券 交通部觀光局

13

路外停車場回數票禮
交通部路政司
券

14

電影片禮券

文化部

15

圖書禮券

文化部

16

按摩業服務禮券

衛生福利部

17

菸酒商品禮券

財政部

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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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與行政院研擬「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
行政院為積極推動國家資通安全政策，以及加速建構國家資通安
全環境，以確保民眾數位生活福祉、資通安全產業發展及數位國土國
家安全，特規劃制定「資通安全管理法」。
九、參與經濟部「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第 8 條修正草案
依商品檢驗法第 12 條對於報驗義務人之標示義務為「商品本
體」
。此次修正草案增列第 8 條第 3 項內容，要求網際網路銷售之施檢
商品刊登者，應於網頁上揭示商品檢驗標識或證書號碼。
本會認為網路平台之「商品頁面」係為「廣告頁面」抑或「商品
標示」尚有疑慮，修正草案中將「商品頁面」視為「商品本體」之延
伸，要求刊登者負有揭示商品檢驗標識或證書號碼之義務，恐造成業
者思維混淆、無所遵循。且現代電子商務銷售型態多元，除有運用網
路平台銷售者，亦有運用 App 應用程式、社群網站等方式銷售，後者
是否視為「以銷售為目的而於網際網路上刊登…」之刊登者及如何標
示？亦未明示。故建請經濟部再研議。
十、參與公平交易委員會「薦證廣告利益關係及其揭露方式」說明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104 年 3 月 12 日公布薦證廣告規範修正
內容，薦證廣告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
般大眾可合理預期利益關係，而未於廣告中充分揭露，且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者，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104 年 5 月 25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
會舉辦「網路平台薦證廣告如何規範管理公聽會」
、8 月 4 日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舉辦「化粧品網路薦證行為管理溝通會議」
、10 月 6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辦「薦證廣告利益關係及其揭露方式說明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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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以說明並釐清業者對薦證廣告中薦證者與廣告主間非一般大眾可
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及其揭露方式之見解。
十一、參與行政院「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會議
為掌握網際網路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之國際趨勢，創新突破施政
思維，行政院爰規劃研訂「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
，做為政府推
動相關政策的指導原則，並藉由「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徵集群眾
智慧，並結合實體徵詢會議，由全民協作完成「白皮書」
。
「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分五大組進行規劃，並各由行政
院政務委員督導主辦部會辦理，五大組分別為「基礎環境」、
「透明治
理」
、
「智慧生活」
、
「網路經濟」及「智慧國土」
，本會受邀參與「基礎
環境」及「網路經濟」組的子議題討論。

資料來源：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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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

十二、參與行政院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指導小組
由行政院蔡玉玲政務委員主持之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指導小組自
103 年 8 月起至今已召開多次會議，目的為解決電子商務障礙議題共
同協商，以整合各部會資源，全力推動產業發展。104 年 4 月 8 日廖
理事長代表產業參加跨部會的討論會議，針對國際電子商務發展趨
勢、跨境電子商務障礙議題（網路交易產品限制、網路廣告相關規定、
突破中國大陸限制）進行討論。
十三、舉辦電子商務申請「商業服務業申請研究發展活動支出適用投資抵
減」說明會
為建請經濟部針對電子商務產業成立研究發展活動及費用支出
之專案認定小組，比照文化部為出版業所訂之「出版產業申請公司研
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注意事項」
，為電子商務產業訂出申請注
意事項，本會於 103 年 8 月 1 日及 8 月 27 日先行舉辦 2 場「獎勵電子
商務創新抵減稅賦座談會」來彙整會員意見，再於 103 年 9 月 24 日公
開舉辦「電子商務申請公司研發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討論會」
，為電子商
務產業訂出申請標準，以利電子商務產業持續投入高附加價值之創新
研究發展活動。
104 年 3 月 6 日更舉辦電子商務申請「商業服務業申請研究發展
活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說明會，說明申請規定與方式。
十四、舉辦 2015 電子商務信賴安全聯盟年會
本會承接「104 年度電子商務交易安全及資安服務平台推動計畫」
之部分工作委託，其電子商務信賴安全聯盟於 104 年 5 月 7 日在台大
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 廳舉行年會活動，經濟部商業司江文若司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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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代表也出席與會，會中邀請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對網路最
新的詐騙手法進行深入剖析，並邀請日本與台灣業者相互分享資安防
護經驗與相關政策。本次年會共 159 人出席。
十五、舉辦「電子商務企業資安貢獻獎」記者會
本會為鼓勵業者持續關注資安議題及肯定業者在過去對資安的
貢獻與努力，透過由警政署、資安專家與學者組成的評選委員會，選
出去年一年在資安政策與推動、資安專業之人員培訓、資安具體作為
及企業風險控管與危機處理機制等方面有具體貢獻的企業，頒發
「2015
電子商務企業資安貢獻獎」。
經過評選委員會多次的不斷討論與審慎考量，104 年選出 momo
購物網、U-mall 森森購物網及統一 7net 購物網三家電商企業予以頒獎
鼓勵。
十六、協辦 2014、2015 台灣網路購物節
103 年 9 月 24 日協辦「2014 臺灣購物節-愛 Shopping 購 Easy」，
結合國內 23 家網路/行動購物平台業者，以及虛實通路業者辦理聯合
促銷活動。104 年 2 月接續協辦「台灣好『食』節」系列活動，透過
節慶行銷（2 月 14 日情人節）連動買氣直到農曆新年。
104 年 12 月 1 日至 25 日再協辦「暖心 Fun 送‧愛 Shopping」網
路聯合行銷活動，結合 35 家網路購物業者與 60 家優良服務名店，活
動期間自 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25 日止，參與業者提供了 15 萬項商品
買一送一、限時搶購與台灣特色商品特賣等優惠。
十七、舉辦台灣電子商務發展紙上論壇
104 年 9 月 4 日邀請 Yahoo!奇摩台灣暨香港電子商務事業群王志
仁副總裁、momo 行銷公關部李力安部長、GOMAJI 行銷處陳麗蓉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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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梁定澎教授、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
所電子商務組張筱祺產業分析師等業界、學界專家，一同針對「各公
司對於行動購物發展趨勢的看法、經營模式與作法」、「成功經營行動
購物的重要關鍵因素」
、
「可刺激行動業績成長的行動行銷操作方法」、
「消費者在行動購物的行為及消費趨勢」這四大議題進行經驗交流和
分享。
十八、舉辦中小企業電商網站的資安防護座談會
104 年 10 月 8 日本會特針對「軟體面」與「硬體面」邀請趨勢科
技黃家寶協理與泰鋒電腦胡天佑技術處長來與電商業者交流分享，並
將業者實際遭遇之問題尋求解決之道。
十九、協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產農產品滿 500 送 100」活動
為鼓勵消費者於網路購買國產農產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04
年 12 月 1 日至 105 年 2 月 29 日舉辦為期 3 個月之
「國產農產品滿 500
送 100」獎勵活動，邀請現有電子商務平台參與。而消費者單筆購買
國產農產品滿 500 元即送 100 元，所送予消費者之折價金額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全額補助，電商平台促銷宣導費於 3 個月活動期間內銷售
國產農產品金額超過 100 萬元者，將再按級距門檻給予獎勵金，期帶
動國產農產品於網路銷售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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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大事紀
表2

104 年度大事紀一覽表

日期

工作內容

104/01/06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內稽內控組」
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07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立法精神與重點說明會議。

104/01/09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觀光旅館業商品（服務）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第 2 次審查會。

104/01/12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財業務管理
組」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13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交易資料保
密組」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13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跨境業務組」
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13

大陸浙江省金華市副市長傅利常率團來訪。

104/01/14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財
業務管理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104/01/14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定型化契約
組」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15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內稽內控組」
第 2 次共識會議。

104/01/15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專用存款帳
戶組」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16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身分確認組」
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19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跨
境業務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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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104/01/20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身
分確認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104/01/21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定
型化契約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104/01/21

參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預防網路拍賣賣家及網路通路業者
違反商品檢驗法研商會議」。

104/01/21

舉辦本會第 1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會中也針對國際電商平台
代運營及大陸電商平台質檢規定作專題演講。

104/01/21

舉辦本會第 1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01/22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內
稽內控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104/01/22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清償基金組」
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23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專
用存款帳戶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104/01/23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
控基準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104/01/26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交
易資料保密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104/01/27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內稽內控組」
第 3 次共識會議。

104/01/27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身分確認組」
第 2 次共識會議。

104/01/27

參與行政院「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網路經濟分組之
電子商務子題專家會議。

104/01/28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財業務管理
組」第 2 次共識會議。

104/01/28

泰國 NBTC 長官與 THA 協會率團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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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104/01/28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控基準組」
第 1 次共識會議。

104/01/30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
控基準組」第 2 次討論會議。

104/01/30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清償基金組」
第 2 次共識會議。

104/01/30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專用存款帳
戶組」第 2 次共識會議。

104/02/02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內
稽內控組」第 2 次討論會議。

104/02/03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財
業務管理組」第 2 次討論會議。

104/02/03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跨
境業務組」第 2 次討論會議。

104/02/03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控基準組」
第 2 次共識會議。

104/02/03

協辦 2015 臺灣網路購物節啟動記者會。

104/02/04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舉辦電子商務跨境作業座談會。財政部關務署副署長周順然
率關務署相關人員與電商業者對談，以瞭解業者在跨境作業

104/02/04

上之實務作業情形及困難，並探討大陸海關總署 2014 年第
56 號文（關於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物品有關監管
事宜的公告）相關內容等議題。

104/02/04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專
用存款帳戶組」第 2 次討論會議。

104/02/05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身
分確認組」第 2 次討論會議。

104/02/06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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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控基準組」第 3 次討論會議。

104/02/06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身分確認組」
第 3 次共識會議。

104/02/09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身
分確認組」第 3 次討論會議。

104/02/09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

104/02/09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控基準組」
第 3 次共識會議。

104/02/10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代理收付及儲
值款項信託契約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

104/02/10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定
型化契約組」第 2 次討論會議。

104/02/11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
控基準組」第 4 次討論會議。

104/02/12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身分確認組」
第 4 次共識會議。

104/02/12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控基準組」
第 4 次共識會議。

104/02/12

參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
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載事項」說明會。

104/02/13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
權法規「安控基準組」第 1 次溝通會議。

104/02/16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安
控基準組」第 5 次討論會議。

104/02/25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定型化契約
組」第 2 次共識會議。

104/02/25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清償基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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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第 1 次溝通會議。

104/02/26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
權法規「身分確認組」第 1 次溝通會議。

104/03/02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身分確認組」
第 5 次共識會議。

104/03/03

104/03/06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
權法規「身分確認組」第 2 次溝通會議。
舉辦電子商務申請「商業服務業申請研究發展活動支出適用
投資抵減」說明會。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104/03/09

權法規命令草案會議（第 16 條第 3 項及第 28 條第 1 項授權
法規命令）。

104/03/09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清償基金組」
第 2 次溝通會議。

104/03/10

參與經濟部「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網路經濟分組第
1 階段實體會議。

104/03/10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權法規命令草案第 2 次會議（第 30 條授權法規命令）。

104/03/10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與聯合徵信中心系統連線時程第 1 次討論
會議。

104/03/11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03/11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權法規命令草案會議（第 3 條第 2 項、第 14 條第 3 項及第
21 條第 6 項授權法規命令）。

104/03/11

參與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電子商務策略合作會
議」。

104/03/13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權法規命令草案會議（第 27 條授權法規命令及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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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104/03/13

權法規命令草案會議（第 33 條及第 38 條第 3 項授權法規命
令）。

104/03/17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權法規命令草案會議（第 29 條第 2 項授權法規命令及範本）
。

104/03/19

參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商得於郵購買賣通路販
售之醫療器材」溝通會議。

104/03/19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權法規命令草案會議（第 15 條第 4 項、第 24 條第 3 項及第
25 條第 3 項授權法規命令）。

104/03/20

參與經濟部「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網路經濟分組第
2 階段實體會議。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104/03/20

權法規命令草案第 2 次會議（第 3 條第 2 項、第 14 條第 3
項及第 21 條第 6 項授權法規命令）。

104/03/25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餐飲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第 2 次審查會。

104/03/25

參與國家發展委員會「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基礎環
境分組之虛擬世界法規子題專家會議。

104/03/27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授
權法規命令草案第 2 次會議（第 27 條授權法規命令及範本）
。

104/03/27

舉辦「電子商務企業資安貢獻獎」評選辦法溝通會議。

104/03/31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防
制洗錢組」第 1 次討論會議。

104/04/08

參與行政院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指導小組第 6 次會議。

104/04/09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建置跨境消費爭議處理機制」座
談會。

104/04/09

舉辦電子支付機構與聯合徵信中心系統連線時程第 2 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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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會議。

104/04/10

參與勞動部推動電子商務技能檢定討論會。

104/04/10

法國在台協會商務處來訪。

104/04/14

參與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授權法規「防
制洗錢組」第 2 次討論會議。

104/04/15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04/17

協辦台北市政府資訊局「智慧支付在臺北應用座談會」。

104/04/20~24

舉辦 2015 泰國多通路市場拓銷團，帶領台灣業者對電子商
務、行動商務、電視購物等進行參訪、媒合。

104/04/27

參與經濟部主管第三方支付配套法制意見徵集會議。

104/04/28

參與國家發展委員會「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全民意
見徵詢會議。

104/04/29

舉辦本會第 1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參加經濟部研商「經濟部推薦從事跨境網路交易價金代收轉

104/04/29

付資料處理服務業者作業要點（草案）」及經濟部主管之小額
網路代收付業營業項目代碼增修會議。

104/04/29

參加經濟部研商修訂「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及訂定「小額網路代收付業疑似洗錢交易申
報辦法（草案）」會議。

104/05/05

參與 2015 亞太電商世紀高峰會。

104/05/07

舉辦 2015 電子商務信賴安全聯盟年會。

104/05/07

協辦 Yahoo 電子商務跨界論壇：現在，就是未來。

104/05/08

舉辦「電子商務企業資安貢獻獎」評選審查會議。

104/05/11

參與財政部關務署研商「跨境網購貨物通關事宜」會議。

104/05/12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05/13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餐飲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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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第 3 次審查會。

104/05/19

參與 2015 第五屆海峽兩岸服務業論壇。

104/05/19

舉辦電子支付業之展望與經營風險面面觀座談會。

104/05/19

大陸河北省商品交易市場聯合會會長何連海率團來訪。
參與經濟部指定網際網路零售業暨網際網路零售服務平台業

104/05/21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暨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作業辦法（草案）座談會。

104/05/22

參與 2015 年「國內 B2C 網路商店經營調查問卷」專家會議。

104/05/29

舉辦「電子商務企業資安貢獻獎」記者會。

104/05/29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觀光旅館業商品（服務）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第 3 次審查會。

104/06/04~05

參與 2015 年行政院生產力 4.0 科技發展策略會議。

104/06/08

參與第 5 屆台灣-科威特先進科技聯合研討會。

104/06/10

舉辦「網路業者控管購酒者年齡機制及作業流程」商討會議。

104/06/12~13

舉辦 2015 兩岸傳播、電商與社會發展論壇。

104/06/15

大陸商務部副部長房愛卿率團來訪。

104/06/16

協辦 2015 兩岸現代商業服務業合作發展會議。

104/06/16

參與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揭牌儀式。

104/06/18

參與經濟部「台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推廣說明會」。

104/06/23

大陸福建省泉州南安市副市長張小紅率團來訪。

104/06/24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06/26

大陸廣西省南寧市台辦率團來訪。

104/06/29

參與 2015 跨境通亞太‧電商高峰會。

104/07/16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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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4/07/20~22

工作內容
協辦 2015 第 7 屆兩岸互聯網發展論壇。

104/07/24

參與經濟部商業司「電子商務法務人員座談會」。

104/07/29

參與經濟部 104 年金貿獎頒獎典禮。

104/07/31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餐飲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修正意見協調會。

104/08/03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網路交易相關定型化契約暨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疑義座談會。

104/08/03

馬來西亞 MDEC 來訪。

104/08/04

參與大陸廈門市商務局「兩岸跨境電商產業發展懇談會」。

104/08/04

參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化粧品網路薦證行為管理
溝通會議」。

104/08/05

大陸福建省廈門市商務局局長陳李升率團來訪。

104/08/07

協辦 2015 第六屆《旺報》兩岸和平創富論壇。

104/08/10

參與第 3 屆海峽青年節-兩岸青年企業家產業發展與合作論
壇。

104/08/12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08/13

舉辦「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審視會議。

104/08/20

舉辦本會第 1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08/21

參與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大陸投資實務研討會」。

104/08/25

參與新北市政府「全球跨境電子商務 B2B 媒合洽談會」。

104/08/28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電子支付元年，推升微型企業商
機『頒證典禮暨研討會』」。

104/08/31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研究發展平台第 13 次會議」
。

104/09/01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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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104/09/01

參與經濟貿易談判-電子商務談判進展與立場會議。

104/09/04

舉辦 ETtoday 台灣電子商務發展紙上論壇：新行動世代-行動
電商的發展趨勢與行銷策略。

104/09/04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
用準則草案」公聽會。

104/09/08~09

參與 2015 全球電子商務大會、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投洽
會）。

104/09/09

參與經濟部商業司「網創事業善用創櫃板資源邁向資本市場
募資說明會」。

104/09/10

參與連江縣政府「離島電子商務發展論壇」。

104/09/11

協辦 2015 亞太暨兩岸創意城市論壇。

104/09/16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09/17

參與 MIC「大智移雲創世代-網路創新趨勢與商機」。

104/09/17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五
條之一第二項移轉款項限額及第三項一定條件草案」及「電
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主管機關規定用途及第
四項一定比率金額草案」會議。

104/09/21

參與「無實體店面零售服務產品類別規則」之利害相關者諮
商暨專家學者內部審查會議。

104/09/23

參與經濟部商業司指導之「開闢跨境電商新戰線」說明會。

104/09/24

參與經濟部商業司「電子商務個資外洩資安防護參考指引推
廣說明」。

104/09/24

協辦經濟部商業司指導之「電子商務個資保護資訊科技」推
廣說明會。

104/10/01

參與財政部關務署「規劃跨境電子商務貨物通關平台座談
會」。

104/10/02

參與經濟部「生產力 4.0 推動規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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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104/10/05

參與研擬「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座談會。

104/10/06

參與公平交易委員會「薦證廣告利益關係及其揭露方式說明
座談會」。

104/10/06

馬來西亞網絡協會 Internet Alliance 率團來訪。

104/10/07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通訊交易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審查會」。

104/10/08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第 2 次審查會。

104/10/08

舉辦中小企業電商網站的資安防護座談會。

104/10/12

參與法務部「非公務機關與個資法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專題演講暨座談會。

104/10/13

參與 MIC「新興市場專家審查會」。

104/10/16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
用準則草案」研商會議。

104/10/20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10/23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
用準則草案」第 2 次研商會議。

104/10/23

參與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臺商於東南亞之投
資佈局與趨勢」座談會。

104/10/30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2015 臺歐網路交易消費者保護國
際研討會」。

104/10/30

參與衛星電視、購物頻道及有線電視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單
一著作單次使用之金額」使用報酬率會議。

104/11/03

大陸電視購物經貿洽談及考察團來訪。

104/11/04

協辦 2015 兩岸電視購物業者交流座談會。

104/11/05

參與台灣商業聯合總會成立大會，本會廖理事長獲選為該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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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4/11/05-06

工作內容
協辦 2015 兩岸電子商務產業合作暨交流會議（搭橋）。

104/11/11

參與 2016 資安趨勢論壇。

104/11/11

參與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自貿（物流中心）貨物轉快遞通
關事宜」業者座談會。

104/11/12

協辦「跨界、跨境、跨越 - 2015 金麥獎實效行銷論壇」。

104/11/17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觀光旅館業商品（服務）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即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協調會。

104/11/17

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5 中小企業傳承論壇」。

104/11/18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11/19

參與經濟部商業司指導之「商業服務業的趨勢、科技與創新」
104 年度成果發表會。

104/11/19

參與研商「建議海關開放 FTZ 操作快遞-電子商務」會議。

104/11/26-27

參與 2015 亞洲通訊行銷（電視、網路、手機購物）產業發展
大會。

104/11/27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
用準則草案」第 3 次研商會議。

104/11/30

協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產農產品滿 500 送 100」記者會。

104/12/02~05
104/12/03

協辦 2015 菲律賓電子商務交流考察團。
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5 國際高峰論壇（Shining！新興市
場創新致勝）。

104/12/04

協辦經濟部商業司「暖心 Fun 送 愛 Shopping」網路聯合行
銷活動。

104/12/08

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商整合電子支付端末設備會
議」。

104/12/11

參與 2015 兩岸產業搭橋經驗交流研討會。

104/12/16

參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8 種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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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得記載事項整併座談會」。

104/12/17

舉辦無店面產業法規議題交流會。

104/12/17

籌辦 2016 電商聯合行銷活動之會前會。

104/12/18

參與「原力再生‧電商覺醒」年終晚宴。

104/12/22

參與現代化網站技術分享日。

104/12/23

參與經濟部「網路零售業（含平台）防制詐騙討論會議」。

104/12/23

參與「跨境電商如何改變傳統商業模式」。

104/12/24

舉辦本會第 1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12/30

參與經濟部商業司「商業服務生產力 4.0 輔導補助申請作業
說明」。

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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