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請    入    會    須    知 

 
一、凡在台灣地區領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公司變更登記表﹚、營利事業登記證且載明經營照明燈

具或其相關零配件業務之進出口業務者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 

二、申請入會應填寫之入會申請表及檢寄之資料一份如下：  

1.入會申請書(內容共 5 頁)。 

2.會員會籍登記卡。 

3.會員指派會員代表登記卡。(可由公司負責人或另指派一人為會員代表)。 

4.企業經營調查表及產品分類表。 

5.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或主管機關核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核准函影本。 

6.工廠登記證影本。(如屬生產工廠者須檢附)。 

7.身分證影本(含會員代表及負責人)。 

8.附公司產品型錄各乙份(依申請產品項目為主)。 

9.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三、應繳納入會費$3,000 及常年會費$6,000，連同第二項所列之資料一併寄交本會辦理。 

(入會費$3000 為首次入會時一次性繳納，唯常年會費$6000 於首次入會時可依入會之實際月份計

算之，爾後之常年會費於每年一月份發送繳納通知單) 

繳納方式： 

1. 開立即期支票，支票抬頭：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郵寄至：新北市 241 三重市重

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9 樓之 3。 

2. 匯款至「國泰世華銀行」銀行代號:013，「二重分行」，戶名：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帳號：070-03-701003-9，匯款後，請將匯款收據回傳本會，以利會計作業。 

四、本會於收到申請書及入會費後，彙提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呈報內政部核備，經內政部核准者由本

會發給會員證書。 

五、凡照明燈具之同業廠商，因受執照營業項目所限，願參加本會活動者，得以加入本會為贊助會員。

贊助會員之會費依照本會會員收取之。本會之贊助會員得列席參加會員代表大會。(無選舉權與

被選舉權)。 

六、申請入會公司如係由本會理監事或會員介紹時，請於申請書中惠填介紹人姓名、現任公會職務、

所屬公司名稱。 

※  會員代表資料將會運用提供於訂購、行銷、客戶管理或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訂業務需

要之目的，照明公會將以 mail、傳真、電話、簡訊、郵寄或其他公告方式利用代表提供之資料。

利用對象除本會外，亦可能包括相關服務的協力機構。如您有依個資法第三條或其他服務之處，

得 致電本會請求協助。相關資料皆為必填項目並同意本會於此活動蒐集上述資料，提供不定期

通知會員相關活動訊息。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會址：24159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9 樓之 3  

入會事宜承辦人 王瑋婷 組長 

電話：02-2999-7739 分機 11   

傳真：02-2999-6489 

E-mail：joyce@lighting.org.tw 

    Web：http://www.lighting.org.tw 

  

mailto:joyce@lighting.org.tw
http://www.light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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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敬啟者：茲申請加入 

貴會為會員凡會中一切決議及有關規章均願誠謹遵守希早日許可入會為荷 

此致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申請入會公司行號：         (公司章) 

 

負     責     人：        (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入會介紹人姓名：            現任公會職務：               所屬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中 

文 
 統一編號  

英 

文 
 創設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姓名 

中 

文 
 

英 

文 
 

營業登記

地址 

□□□ 

 

 

電   話  

傳   真  

辦事處 

或 

通訊處 

□□□ 

 

 

電   話  

傳   真  

連絡人 

姓名 
 分機  Email  

證  照 1 公司變更登記表﹙核准登記日期文號﹚ 請附影本壹份 

證  照 2 主管機關核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核准函影本   請附影本壹份 

公司性質 □內銷 □外銷 (外銷國家：                      ) 資本額 新台幣            元 

組織形態 □獨資 □合股 □分公司 □其它 大陸設廠 □是  □否 

主  要 

產  品 

中 

文 

 

 

英 

文  

 

 

公司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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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籍暨會員代表登記卡           

 

 

 

 

 

 

 

 

 

 

 

 

 

 

 

 

 

 

 

 

 

 

 

 

 

 

公司章：               公司負責人簽名蓋章：             會員代表簽名蓋章：             填送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公司地址  

負
責
人 

姓  名 

(中文) 職稱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英文) 籍貫     省      縣/市 學歷  Email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中文) 職稱  性別  出生日期  

(英文) 籍貫     省      縣/市 學歷  Email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動 

態 

登 

記(

紅
色
框
部
分
由
本
會
填
寫) 

理事會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核准備查 

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字號： 

年 月 日 事                項 年 月 日 事                項 

        

        

        

        

        

會員編號： 

申請入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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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現況調查表 

產業類別 

□代工(OEM)            □設計加工(ODM)       □自有品牌(OBM) 

□製造商(Manufacturer)  □進口(Importer)        □出口(Exporter)    

□批發商(Wholesaler)    □貿易商(Trading company) 

□零售(Retailer)          □百貨業(Department store)       

□發行(Distributor)       □代理(Agent)        □連鎖店(Chain Store)  

□其他(Other) 

產品類別 *請勾選附件之產品分類表，勾選後連同本表一起傳回本會* 

是否海外設廠/分公

司/經銷處 

□是（勾是者，請填下列資訊，最多可填三個地區） □否 

公司名稱  國家/城市  

公司名稱  國家/城市  

公司名稱  國家/城市  

內外銷 

□內銷 □外銷 比例：內銷（   ）％，外銷（  ）％ 

主要外銷地區 
□亞洲 □歐洲 □美洲 □大洋洲 □非洲 □東南亞 
其他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產品進出口

海關碼(CC CODE) 

出口 
*可填寫多項，例 9405104010、9405206020 

進口  

近三年佈局規劃 

（可複選） 

□維持台灣公司繼續生產 □海外擴廠 □海外合資經營 □大陸擴廠  

□大陸合資經營 □上櫃上市 □升級轉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希望政府協助 

（可複選） 

□升級轉型專案補助 □拓展外銷經費補助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  □融資協助 

□產業標準制定 □消費者標章制度 □進入大陸內需市場 □其他_______________ 

是否有意願參加新

南向政策或他國之

展覽 

□是(新南向國家：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越南、緬甸、

印度、孟加拉、紐西蘭、澳大利亞等…) 

□否 

□其他國家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展覽活動建議 
 

是否願意持續收到

本會資訊 

展覽活動訊息 

海外 
□同會員代表 □其他聯絡人：               

分機：       Email： 

國內 
□同會員代表 □其他聯絡人：                

分機：       Email： 

培訓課程資訊 
□同會員代表 □其他聯絡人：                

分機：       Email： 

專業技術諮詢/產業訊息提供 
□同會員代表 □其他聯絡人：                

分機：       Email： 

會員聯誼及其他交流活動 
□同會員代表 □其他聯絡人：                

分機：       Email： 

國際/兩岸商機資訊 
□同會員代表 □其他聯絡人：                

分機：       Email： 

向政府建言描述  

向本會建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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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產品分類表 

勾選 編號 項目 勾選 編號 大類 
1 光源  2-2-7  (LED)柱燈 

1-1 白熱光源  2-2-8 (LED)數燈 

 
1-1-1  鎢絲燈  2-2-9 (LED)太陽能燈 

 1-1-2  鹵素燈  2-2-10  (LED)其他戶外燈具 

 1-1-3  其他白熱光源 2-3 專業燈具 

1-2 螢光光源  2-3-1 (LED)防爆燈(管) 

 
1-2-1 熱陰極燈管(日光燈)  2-3-2 (LED)防塵燈 

 1-2-2  冷陰極燈管  2-3-3  (LED)隧道燈 

 1-2-3 省電燈泡(管)  2-3-4  (LED)舞台燈 

 1-2-4 紫外線燈管  2-3-5  (LED)招牌燈 
 1-2-5 植物栽培燈  2-3-6 (LED)觸摸燈 

 1-2-6  補蟲燈  2-3-7  (LED)緊急照明燈 

 1-2-7  除菌燈  2-3-8  (LED)出口指示燈 

 1-2-8  水族燈  2-3-9  LED 交通信號燈 
 1-2-9  其他螢光光源  2-3-10  LED 顯示幕 

1-3  HID 光源  2-3-11 霓虹燈 

 1-3-1  水銀燈泡  2-3-12 其他專業燈具 

 
1-3-2  鈉光燈泡   2-4  其他燈具 

 1-3-3  複金屬燈泡 3 控制元件 

 1-3-4  其他 HID 光源 3-1 一般元件 
1-4 LED 光源  3-1-1 電容器 

 1-4-1  LED 燈管  3-1-2  電感器 

 
1-4-2  LED 燈泡  3-1-3  感應器 

 
1-4-3  LED 晶片  3-1-4  安定器 

 
1-4-4  LED 晶粒  3-1-5  啟動器 

 1-4-5  LED 封裝  3-1-6  電子式安定器 

 1-4-6 LED 照明模組  3-1-7 變壓器 

 1-4-7  LED 基板  3-1-8  電子式變壓器 
 1-4-8  LED 導線架  3-1-9  交流/直流驅動器 

 1-4-9 LED 散熱模組  3-1-10  LED 驅動電路 

 1-4-10  其他 LED 光源  3-1-11  其他一般元件 

1-5 其他光源 3-2 燈控系統 

 
1-5-1 (LED)汽機車燈  3-2-1  調光器 

 
1-5-2  其他光源  3-2-2  照明控制系統 

2 燈具  3-2-3  射頻遙控開關 

2-1 室內燈具  3-2-4  其他燈控元件 

 
2-1-1 (LED)吊燈  3-3  其他元件 

 
2-1-2 (LED)崁燈 4 其他 

 
2-1-3  (LED)壁燈 4-1 零配件 

 
2-1-4  (LED)線燈  4-1-1 燈頭 

 
2-1-5 (LED)吸頂燈  4-1-2  燈座 

 
2-1-6  (LED)美術燈  4-1-3  檯燈/日光燈燈罩 

 
2-1-7 (LED)水晶燈  4-1-4 開關 

 
2-1-8  (LED)小夜燈  4-1-5  電線 

 
2-1-9 (LED)聖誕燈  4-1-6  線圈 

 2-1-10  (LED)第凡內燈  4-1-7 接線座 

  2-1-11  (LED)櫥窗燈  4-1-8  反射板 

  2-1-12 (LED)窗簾燈  4-1-9  玻璃類 
  2-1-13  (LED)軌道燈  4-1-10  塑膠類 

  2-1-14 (LED)燭台燈  4-1-11  陶瓷類 

  2-1-15  (LED)地球儀燈   4-1-12 反射鋁板 

 2-1-16 (LED)手提燈  4-1-13  接線盒 
 2-1-17  (LED)工作燈  4-1-14  其他零配件 

 2-1-18  (LED)檯燈/桌燈 4-2 研發設計 

 2-1-19 (LED)放大鏡燈  4-2-1  室內燈設計 

 2-1-20  (LED)夾燈  4-2-2  戶外燈設計 
 2-1-21  (LED)立燈  4-2-3  材料研發 

 2-1-22 其他室內燈具  4-2-4  其他設計研發 

2-2 戶外燈具 4-3 服務 

 2-2-1 (LED)戶外燈  4-3-1  檢測服務/測試儀器 
 2-2-2 (LED)投光燈  4-3-2  諮詢顧問/服務業 

 2-2-3  (LED)警示燈  4-3-3  室內裝修 

 2-2-4  (LED)水底燈  4-3-4  照明設計/照明工程業 

 2-2-5  (LED)洗牆燈  4-3-5 其他服務 

 2-2-6  (LED)高天井燈 
 

(LED)高天井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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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將依據內部個人資料

保護政策善盡您個人資料之管理責任。本會並對其管理與處理方式告知如下: 

1. 本會於研討會(課程)、組團參(觀)展及其他活動報名時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傳真、手機及電子信箱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2. 本會取得您的個人資料，係基於業務運作及服務推廣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將受到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3. 本會將透過前述 1.所述取得之電子郵件或傳真寄發研討會(課程) 、組團參展、相關活動及各項電

子報等資訊，或以電話進行業務聯繫，若您未簽署本同意書將無法獲取相關訊息。 

4. 本會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會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5.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會申請：(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

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 

6.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14 條規定，本會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7. 如需以上服務可電洽:（02）2999-7739 分機 11 王瑋婷 小姐 

8.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本人已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要求，授予台灣區照明

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進行上述 1~3 所述目的之使用權利，並留存此同意書以供

日後查驗。     

 

立同意書人：      __         _ _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P.S 配合個資法上路，本資料表請務必填回。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TAIWAN LIGHTING FIXTURE EXPOR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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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GXIN RD., SAN 
CHONG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Tel: 886-2-2999-7739  
Fax: 886-2-2999-6489 
Web Site: http://www.lighting.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