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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台北市是一個友善文明的國際都

會，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層級

最高國際運動賽會～「2017年夏
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的圓滿成功舉

辦，就是最佳例證。為期 12天賽
事中，總共有 140國、超過 1萬多
名選手與隊職員來台參與盛會，所

有台北市民都是熱情好客的最棒東

道主，讓來自世界各角落的年輕體

育好手，享受比賽的樂趣，並親身

體驗台灣的美麗與善良，帶來相當

可觀的消費商機；應傑謹代表台北

市商業界，再一次向主辦單位市府

團隊表達感謝與恭喜。而從此次十

分成功的城市國際行銷經驗，我們

也更有信心：台北市絕對具有成為

東亞地區最適合旅遊觀光城市的潛

力，讓我們大家一起繼續努力。

不容諱言的是，過去一段時間以

來，台北市商業界深受一例一休亂

象所困擾，原本就面臨人力缺口的

零售、餐飲、交通運輸等許多不同

行業，進一步受到過份僵化條文的

束縛與限制，嚴重破壞勞資雙方間

的信任，大大增加中小企業經營的

成本與壓力。我們期待，新上任的

行政院長賴清德儘速落實「將勞基

法一例一休修訂列為優先法案」承

諾，認真傾聽來自企業界的心聲。

作為全台灣商業活動最密集興旺

之所在，台北市以零售服務業為主

體，近年來深受消費低迷與虛擬通

路雙面夾擊，而為了讓台北市成

為亞洲最先進、最便利的智慧城

市，結合產官學各界力量共同打

造「Smart Taipei」城市新名片，
本會今（2017）年四月間配合成立
「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由王

令麟常務理事擔任主任委員，期許

為廣大中小企業灌注新活力，轉型

升級爭取新興科技帶來的龐大商

機。但是，應傑要再次提醒，新興

新創產業崛起，難免對原來現存業

者帶來衝擊，如何讓這個新陳代謝

轉換過程更加平穩順利，把負面效

應盡可能降低，本會全體理監事暨

會員願做為市政府最堅定的支持夥

伴與後盾！（摘自第 71屆商人節
慶祝大會致詞講話）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提升城市國際競爭力 理事長的話

圖②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林崇傑局長（左六）、王應傑
理事長（右六）與受獎之優良商號合影

圖③　王應傑理事長（右六）與受獎之優良商號合影

圖④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前主任委員陳永仁先生（左
六）、吳發添副理事長（右六）與受獎之優良商號合
影

圖⑤　許俊榮副理事長（右六）與優良服務從業人員合影

圖⑥　陳春銅副理事長（右六）與優良服務從業人員合影

圖①　 臺北市政府鄧家基副市長（左六）、王應傑理事長
（右六）與受獎之優良商號合影

兩岸共慶商人節
台北市商業會第71屆商人節
第 71屆商人節大會於 106年 10月 24日下午

假臺北市國軍英雄館舉行。共計有「優良商號」

163家、「服務優良從業人員」175位及「資深
績優會務工作人員」13位受獎。
鄧家基副市長於百忙之中特別撥冗蒞臨，他

致詞時指出：臺北市政府非常重視產業經濟發

展，希望打造良好商業環境，促進本市商業繁

榮，為感謝各行各業從業人員在崗位上持續努

力不斷付出及貢獻，本府多年來支持補助辦理

優良從業人員與商號表揚，也呼籲在場所有企

業家，企業經營者不僅是致力於公司營收持續

成長、為股東負責，更應秉持著專業，抱持著

關懷社會的心，在獲利的同時對周遭鄰里、社

會與環境做出具體貢獻，將企業社會關懷責任

視為公司核心價值，共創友善、繁榮城市。

2017中國（廈門）商人節
「商人節」緣起於廈門，發展於台灣，根

植於兩岸。

1945年 8月，我國八年抗日戰爭勝利，各
省市商會隨即次第復員。成立全國商會聯合

會議。在當時商界聞人王曉籟、潘仰山等籌

劃下，於民國卅五年五年召開籌備會議，並

決定於同年 11月 1日在南京市香舖公餘聯歡
社正式召開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出席

海內外代表四百餘人。會中時任廈門商會會

長嚴焰先生倡議每年 11月 1日為商人節，蒙
當時國民政府首肯，並由主席　蔣公親臨致

訓，且題頒「同心拓業」四字，期勉與會代

表體認　國父在實業計劃中之訓示，力求發

展振興商業，協助政府對內推動經濟建設，

對外開拓國際貿易市場，負起商人的時代使

命。

2014年在廈門總商會 110周年紀念大會上，
本會及廈門總商會倡議每年的 11月 1日兩岸
商人共同慶祝這一緣起於廈門，傳承於台灣

的「商人節」。

2015、2016、2017中國（廈門）商人節活
動皆於每年 11月 1日在廈門隆重舉辦，本會
為共同主辦單位，藉以凝聚華商力量，傳承

商道精神。

吳發添副理事長帶領本會與會廈門商人節代表一行於會場 
合影。

吳發添副理事
長應邀上台為
廈門總商會
APP啟動儀式
按鈕，並介紹
台北市商業會
「一帶一路」
動車經貿交流
考察活動。

■ 兩岸共慶商人節
　台北市商業會第 71屆商人節
　2017中國（廈門）商人節
■ 理事長的話

■ 第 71屆商人節優良商號得獎名單
■ 第 17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為世大運選手歡呼喝彩

■ 本會獲評 106年度優等團體
■ 雙十國慶（總統府、國父紀念館）
■ 高爾夫球隊擴大聯誼
■ 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第 3次會議

■ 大陸動車經貿參訪交流行（一）
　泉城參訪記

　三晉門戶、晉冀要衝～山西陽泉行記

■ 溫州市經貿參訪團蒞會參訪暨簽訂友好合作協議
■ 上海市經貿參訪團蒞會交流
■ 台州市經貿參訪團蒞會交流
■ 長沙市芙蓉區經貿參訪團蒞會交流

■ 海基會舉辦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誼活動
■ 第 14屆華商高峰會
■ 第一屆澳台商業論壇
■ 廈門市總商會蒞會參訪

■ 第二屆世界華人領袖高峰會
■ 南法考察訪問團關注法國核電發展與兩國觀光交流
■ 製麵公會 70周年慶
■ 台北市百貨公會古素琴理事長榮獲優良商人殊榮
■ 台北國際攝影器材暨影像應用大展
■ 台北 3C電腦電器空調影音大展
■ 小客車租賃公會會員大會
■ 電器公會舉辦「把愛獻給大家」公益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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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司行號名稱

1 龍華汽車商行

2 晶泰汽車有限公司

3 台灣華特力綠色科技有限公司

4 直興切麵店

5 和福興商行

6 金振興商行

7 延鼎切麵店

8 勝興水餃行

9 幸中金屬家具有限公司

10 永安鐵櫃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11 盟惠企業有限公司

12 吉宏辦公家具有限公司

13 嘉麗奇乾洗名店

14 欣欣乾洗商店

15 明水洗衣店

16 伸達乾洗商店

17 宏明洗衣店

18 世美洗衣商店

19 金帥乾洗名店

20 日日興乾洗店

21 澤康乾洗商店

22 新東龍乾洗商店

23 大利髮品行

24 大嘉行

25 世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6 東來美髮用品有限公司

27 東華美容美髮精品

28  捷盛聯運有限公司

29  華盛國際聯運有限公司

30 迅航國際有限公司

31 震芳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32 朕臨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33 廣承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34 全達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35 金泰興行

36 韓多企業行

37 蘇記米行

38 萬旺囍食能有限公司

39 牧蟲園有機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40 駱洋股份有限公司

41 寶吉祥有限公司

42 自然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3 台灣宇治企業有限公司

44 上翼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45 光隆水電材料行

46 瑋恩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47 懿品企業有限公司

48 欣瀚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49 國雲停車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0 藝林花藝景觀有限公司

51 松信不動產有限公司

52 茂濟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53 鼎潔企業有限公司

54 好澄外牆美容股份有限公司

55 律僑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56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復興分公司

編號 公司行號名稱

57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站前分公司

58 涉谷髮藝沙龍名店

59 畢克髮廊

60 李奇髮廊

61 好漾髮妝造型工作室

62 創翊髮型沙龍

63 華邑造型坊

64 飛萱髮型設計

65 吻髮造型沙龍

66 澄果髮藝沙龍

67 岳恆髮藝

68 怡和泰本草有限公司

69 裕山食品行

70 生園食品行

71 全國眼鏡行

72 香港眼鏡行

73 中天眼鏡行

74 國輝眼鏡有限公司

75 得恩堂眼鏡有限公司  
忠孝分公司

76 劍橋眼鏡行

77 石牌眼鏡行

78 光禾光學有限公司

79 遠見眼鏡有限公司

80 寶島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一營業所

81 中興玻璃行

82 佳門企業有限公司

83 餘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4 祥興玻璃行

85 大新玻璃有限公司

86 得皇企業有限公司

87 泉成五金有限公司

88 世昌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89 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士林店

90 虹源翻譯有限公司

91 名家翻譯社

92 亨揮有限公司

93 高之實業有限公司

94 巧吉實業有限公司

95 正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6 阡樺企業有限公司

97 金時代工藝社

98 佳門廣告企業有限公司

99 一一乙一榮廣告社

100 福鼎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101 金興西服有限公司

102 凱恩股份有限公司

103 聖德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104 東昇清潔工程有限公司

105 台琦環境工程企業社

106 全穎大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07 天兵除蟲有限公司

108 合德中藥行

109 湘帝蔘茸有限公司

編號 公司行號名稱

110 坤益有限公司

111 宏致有限公司

112 天恩德蔘藥行

113 長泰國藥號

114 協成昌參藥行

115 銓崧實業有限公司

116 漢昇蔘藥行

117 名安藥材行

118 豐銀珠寶銀樓

119 珈棋珠寶有限公司

120 寶莎珠寶有限公司

121 錦盛服裝股份有限公司

122 百建企業有限公司

123 宏服企業有限公司

124 吉留家具有限公司

125 鴻成木器行

126 台灣健登企業有限公司

127 鴻新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128 風尚傢俱有限公司

129 利祥家具有限公司

130 德泰彈簧床行

131 泰福家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2 永佳工業有限公司

133 豐利家具裝潢工程有限公司

134 嘉鑫食品有限公司

135 歐香藝術蛋糕

136 柯記鳳梨酥專賣店

編號 公司行號名稱

137 多柏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38 日尹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9 晨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40 億欣歐化廚具有限公司

141 家樂美企業有限公司

142 世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43 王子攝影有限公司

144 銀昶有限公司

145 高昇攝影相機修理有限公司

146 銀星攝影社

147 可達數位攝影沖印

148 松林旅社有限公司

149 沐蘭精品旅館 大直店

150 伊都汽車旅館

151 瑪奇商務旅店

152 香樹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153 東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4 友友大飯店

155 雀客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156 正川鐘錶有限公司

157 永順鐘錶有限公司

158 美工鐘錶工業有限公司

159 文明印材行

160 寫吉達企業有限公司

161 大億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162 祥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3 創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17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 17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8月 16日下午假天成大酒店

2樓國際廳召開，會中通過了「106
年度 5月份到 7月份經費收支帳
目」、「第 17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
會召開時間及地點」、「慶祝第 71
屆商人節表揚活動」、「慶組團參加

第十四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擬

於『2018 智慧城市展 Smart City 
Summit & Expo』期間辦理『智慧零
售主題論壇』」等案。

2017年第 29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台灣英雄大遊行」8月 31日下
午從凱達格蘭大道出發，台北市商業會所在地館前路是遊行第一站，在

王應傑理事長與陳四郎秘書長帶領下，全體會務同仁一起為世大運選手

歡呼喝彩。

為世大運選手歡呼喝彩

第 71 屆 商人節優良商號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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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高爾夫球隊係由王令麟 10
餘年前擔任本會理事長時一手推

動成立，目前隊友含括本會理監

事及商業界友人等共約 60餘人，
王令麟前理事長每年循例捐贈球

隊 30萬元，今年特於 9月 17日
進華樓擴大聯誼餐會時頒贈捐

款，由本會聯誼活動委員會蘇進

來主委代表接受。

高爾夫球隊擴大聯誼

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
第3次會議
本會「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

會」於 9月 20日下午召開第三次
委員會議，由王令麟主任委員主

持。會中除報告智慧城市推動現

況外，另針對「2018智慧城市展

SCSE」、「MIT無人駕駛巴士看
AI發展與挑戰」兩大議題探討交
流。王令麟主委提到，智慧城市

新商業委員會的成立，主要是配

合台北市長柯文哲致力推動智慧

城市政策。台北市要加快腳步邁

向智慧城市的話，產官學必須共

同努力合作。

雙十國慶（總統府、國父紀念館）
今年雙十國慶大典循例假總統府前廣場盛大舉辦，本會計有 32名

參加，由呂三郎監事會召集人領隊，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

長及多位理監事等熱情參與，共度喜慶。

10月 10日下午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祕書長前往國父紀念館參加中國國民黨歡慶雙
十活動，並與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郭志龍（右四）於現場合影。

本會獲評106年度優等團體
10月 20日，106年度臺北市工商
自由職業績優團體頒獎典禮假劍潭

青年活動中心舉行，本會獲評 106

年度績優團體，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許立民局長頒發獎狀予本會陳四郎

祕書長代表收受。

團體名稱（優等）

台北市商業會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團體名稱（優等）

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團體名稱（甲等）

台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針車商業同業公會

團體名稱（甲等）

台北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獲評 106 年度績優團體名單

秋節勞軍
本會響應台北市政府發起於節慶慰勞三軍將士之活動，特於秋節由本

會呂文寬副秘書長代表出席由軍友社舉辦之敬軍聯誼餐會，並與柯市長

等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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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山東濟南）參訪記
文：台北市商業會秘書長陳四郎

8月 23日下午台北市商會經貿參訪
團從山西省省會太原市搭乘動車 ,歷
經 5個多小時抵達山東省省會濟南市。
是時大雨滂沱，濟南市台資企業協會

王金鎖會長到火車站來迎接，驟雨澆

不息他的盛情，益顯鄉親情誼的可

貴。

當晚濟南市台辦李玉副主任特假舜

耕山庄設宴為本會參訪團接風。李副

主任於今年 6月 2日曾經率團來台，
並至本會進行交流會談，彼此再次歡

聚，格外親切。李主任在歡迎詞中，

提及希望透過民間社團的互動，在經

貿、文化、旅遊等等方面強化合作力

道，深化交流力度，為魯台兩岸的共

同發展齊心努力。

8月 24上午在王會長及市台辦經濟
處李耀宏處長、宋陽科長的陪同下，

首站前往濟南傳化集團參觀。該公司

是把互聯網

和物流業融

為一體的物

流平台，在

其泉勝物流

智能公路港

廠區，可容

納約一千多

家的中小物

流 企 業 進

駐，設有信

息交易中心、智能車輛中心、車

輛服務中心……等等。

接著轉赴新材料產業園區聽取

簡報，感謝管委會趙新生主任、

劉傳利副主任從旁介紹，該產業

園區係省級的開發區，以國家鼓

勵發展的新材料產業為主導，並

以新能源、電子信息、節能環保

及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為重點，

該區為濟南新材料特色產業的基

地。

隨後參觀了齊魯台商會館，會

館位於鑫茂齊魯科技城區內，這

是提供台灣客商洽談及交流的平

台，同時又是台企科研成果和商

品的展示中心。在台商會館內經

由王金鎖會長的介紹，得以和陳

文進常務副會長、謝良佳副會

長、

李木景常務理事、盛自強常務

理事、辦公室劉洪杰副主任幸

識。於交流會談時，吳發添副理

事長倡議兩會設置聯絡處，彼此

在對方會館掛牌，獲得王會長及

協會重要幹部的贊同。

濟南市台資企業協會在王會長

領導下，以「提高協會凝聚力，

提升協會影響力」為主軸，藉以

強化協會的職能。衷心祝願兩會

未來能更緊密交流及合作，發揮

實質且具體綜效。

8月 24日下午至歷下區豐澤
商業管理有限公司，出席區台辦

安排的「濟台經貿洽會談」，計

有濟南醫療器材、酒類、景觀工

程、傳媒印刷、旅館、塑料加

工、五金機材等企業負責人及幹

部出席座談，經由相互認識彼此

融洽交談，為以後的互動建立友

善基礎。交流座談會由天橋區委

王宏田常委主持，陳四郎秘書長

致詞並介紹我方與會者及台北市

商業會行業族群概況。

值得介紹的是成立於 2010年
7月的山東豐澤商業管理有限公
司，其主要的營業項目是商業地

產投資，行銷策畫，運營管理及

招商… 等。六年來的耕耘在馬

炳坤董事長卓越領導下，分別和

金融保險、移動通信、房地產及

消費品類的行業，建立良好的合

作關係，而自身在商業地產管理

也奠立領導品牌，企業經營範圍

可謂廣泛而多元。馬董事長表示

公司願意為台灣企業入駐山東提

供各方面的服務保障。

濟南又稱泉城，因緣於眾多清

冽甘美泉水湧出，匯合為河流與

湖泊而得名。濟南市為山東省

會，歷史文化名城又是創新型城

市之一。正積極推動兩岸青年

的就業創新交流合作，因此於

2016年 12月 5日「海峽兩岸創
業基地」在新材料產業園區正式

掛牌。多年來台魯兩地在經貿、

文化及旅遊等領域的交流頗為頻

繁，確實產生了廣泛的合作基

礎，而且不少台資企業在山東、

在濟南亦展現了跨越的發展。

此次濟南之行，得力於王金鎖

會長的精心規劃並且全程陪同，

為了使行程周詳，王會長兩度回

台到台北市商業會磋商，真情表

露無遺，令人欽佩及感謝。祝福

濟南台資企業協會會務推動欣欣

向榮，協會會運昌隆。

大陸動車經貿參訪交流行(一)
8月 21日至 27日本會
由吳發添副理事長領隊前

往山西太原、陽泉、山東

濟南及上海等地進行動車

經貿參訪交流破冰之旅，

沿途與各地台辦、台商交

流甚歡，並建立了深厚之

情誼。

與濟南台商協會於該會會所留影

參觀濟南新材料產業園區時留影

三晉門戶、晉冀要衝～山西陽泉行紀 文：台北市商業會 陳四郎秘書長

應山西省台灣事務辦公室及陽泉市人民政府

之邀，在中華台晉交流協會陳旻沁理事長的搭

橋牽線下，台北市商業會於 2017年 8月 20日
組團由吳發添副理事長（兼兩岸經貿事務委員

會主委）搭機至山西太原，立即轉赴陽泉市。

當晚，陽泉市委常委兼秘書長鞏成先生、市

政府呼亞民副市長、市政協楊全生副主席、山

西省台辦劉可宏副主任、石偉處長、乞登慶副

處長、市台辦張麗娟主任、市投資促進局朱紅

梅局長以及發改委、經信委、商糧局等領導與

本會代表團會面暨餐誼。席間，鞏秘書長概要

介紹陽泉市，畢竟我們都是首次到素有「晉冀

咽喉」之稱、山西東大門之譽的陽泉市，因此

無不聚精會神，洗耳傾聽簡介。

陽泉市位於山西省會太原及河北省會石家庄

之間，鐵路、公路四通八達。係於 1947年 5
月 4日建市的，是典型的煤炭資源型城市與老
工業基地，下轄兩縣三區及一個省級經濟技術

開發區。

8月 21日台辦、市台辦的領導一大早就陪
伴前往郊區楊家庄鄉的中嘉磨料具公司參觀，

接著赴白泉工業園區的廣凱機械公司考察，隨

後又馬不停蹄到蔭營鎮關王廟。今山西省陽泉

市在東漢末年為上艾縣地，曾經是關雲長駐足

之處，該廟係建于北宋熙寧五年（西元 1072
年），乃現存最早的武廟建築。

下午至位於盂縣的中嵐國際物流園區，參觀

昕亮木業公司。然後轉往藏山旅遊景區考察建

設項目，傍晚時分回到城區，瀏覽濱河新天地

商業中心的北國商城和新天地購物廣場，在林

吉祥總經理的引導下，對場域內廠商的經營模

式、商品陳列……等等，有了實境的了解。

8月 22日上午 8時，驅車到平定縣的陶瓷工
業園，參觀了瑩玉陶瓷公司和古窯陶藝公司。

平定縣人文底蘊豐富，更有卓越的刻花瓷技

藝，「中國刻花瓷之鄉」的美名，其來有自。

娘子關是位處晉冀交界處的「天下第九

關」，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獨特的水鄉村落，水

上人家院落形成了泉水、街道、家戶環繞一體

的整體宜居環境。此外，境內的城堡、古寨、

戰壕等軍事設施，使人不難想像昔時關溢長城

的雄風。

8月 22日下午前往陽泉經濟技術開發區，在
管委會主任亦是政協副主席楊全生先生的帶領

下，參觀了區內的百度雲計算中心、創新中心

以及方大添加劑公司，同時聆聽重點簡報。後

來到了北山生態公園，享受怡人的綠地美境，

也體驗到陽泉市政當局為美化優化宜居城市所

作的努力。

「山西省海峽兩岸（陽泉）工業建設座談

會」是此行重要的活動，由市委常委鞏成秘書

長主持，呼亞民副市長作主旨推介，政協楊全

生副主席就工業園的重點發展項目予以說明，

而新天地購物廣場有限公司林吉祥總經理則

以台商身份報告在陽泉成功的營商經驗。

在互動交流的座談會上，山西省台辦、陽

泉市的台辦、發改委、經信委、商糧局、旅

遊局、投資促進局及各縣區分管的相關領導

暨招商部門負責人都列席與會。本會吳發添

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

長、鄭正亮理事、周承忠理事、藍麗珠監

事、醫療器材公會陳堯濱理事長、兩岸經

貿委員會吳文發委員相繼發言或提問或建議，

也獲得鞏秘書長、呼副市長及楊政協副主席之

重視和回應，確實是具有建設性的交流座談。

緊湊的陽泉之行，筆者感受到陽泉市不僅是

園林城市、環境模範城市。在晉東國際陸港興

建完成後必能奠立物流產業的榮景，境內礦產

富集，交通便捷，尤其工商業用電成本低廉，

成為來此創業發展最有利的因素。

在陽泉令人感動的時刻裡，上至書記、市

長，下至各縣區分管領導們熱情的接待，省台

辦劉副主任、石處長、乞副處長熱忱的全程陪

伴，此情此景永銘於心，既感激又感恩。22日
晚間溫馨的歡送餐敘完畢後在依依不捨互道珍

重聲中，結束文獻名邦－陽泉之行。

於參觀平定縣的陶瓷工業園古窯陶藝公司時留影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聯誼 3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兩岸經貿交流 5
溫州市經貿參訪團蒞會參訪

暨簽訂友好合作協議
8月 17日溫州市台辦副主任方棟

才率經貿參訪團一行拜訪本會，王應

傑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鄭正亮理

事、藍麗珠理事、化粧品公會蔣耀億

理事長、邱文良會展召集人等共同接

待。同時陳四郎秘書長代表本會與溫

州市總商會楊雄文副會長簽訂兩會友

好合作協議。

上海市經貿參訪團蒞會交流
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說，與李偉副主任七月初才在上海「雙城論壇」

相見歡，而本會訪問團更在八月下旬前往上海台商協會拜訪，感謝上海

台辦熱心居中協助安排，希望兩地繼續加強交流互動；而李偉副主任則

希望台北上海兩城市發揮帶頭作用，在官方互動陷入停擺之際，突出民

間補位角色，持續深化在經貿、文化、青年創業等各方面雙向互惠合作。

9月19日上午上海市台辦李偉副主任率領的「上海市經貿參訪團」一行14人蒞臨本會拜訪。

台州市經貿參訪團蒞會交流
9月 18日台州市政協副主席林仁方率團拜訪本會。王應傑理事長、
吳發添副理事長共同接待。並相約 11月上旬台北市商業會組團回訪台
州再續情誼。

長沙芙蓉區經貿參訪團蒞會交流
9月 11日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常委暨統戰部部長易新宇率經貿
參訪團一行拜訪本會，陳四郎秘書長、溫辰雄常務理事、王孝典

常務監事、張金平監事等共同接待。

出席深圳台協歡送深圳龍崗區經貿交流團晚宴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等應深

圳市台協常務副會長盧英明邀請，9月 8日晚
間參加為深圳龍崗區經貿交流團蒞台一行之歡

送晚宴，席間賓主盡歡，亦為兩岸交流更添情

誼。王應傑理事長代表本會致贈紀念牌予深圳

龍崗區侯海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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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舉辦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誼活動
10月 5日海基會舉辦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

誼活動，今年移師高雄市舉辦，應主辦單位海

基會邀請，本會吳發添副理事長週四率本會八

人代表團全程出席，與返台大陸各地台商會長

敘舊聯誼。

今年秋節台商聯誼活動以「投資台灣、繁

榮兩岸」為主題，聚焦高雄「亞洲

新灣區」，在下午綜合座談會中，

台商代表發言表示，希望兩岸情勢

穩定，台商是做生意的人，兩岸情

勢維持穩定，才能讓台商好好做生

意。

晚宴時陳建仁副總統、海基會田

弘茂董事長、行政院陸委會張小月

主委以及高雄市長陳菊等分別致

詞。本會代表團除與各地台商會長

趁機敘舊聯誼外，也獲邀上台與政

府首長一同合影。

第一屆澳台商業論壇
本會與澳門澳台商會於 10月 19日下午假澳門萬豪軒酒店，
聯合舉辦首屆「澳台商業論壇」，由王應傑理事長偕手施利亞會

長共同主持，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對台商帶來的龐大商機展開研

討，邀請到國立空大公行系主任李允傑博士與台灣競爭力論壇

謝明輝執行長等學者專家主講。

第 14 屆華商高峰會
第 14屆華商高峰會於

第 14屆華商高峰會在
澳門威尼斯人渡假村酒

店舉行，本會王應傑理

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

率理監事一行等參與盛

會。

本屆大會以「大數據

時代的產業與區域經濟

發展」為主題，探討大

數據帶給各個產業與區

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廈門市總商會蒞台參訪
9月 25日廈門市總商會陳永東副會長率領的「廈門市總

商會參訪團」一行 11人蒞臨本會拜訪，吳發添副理事長致
詞時說，就兩會商人節盛事、智慧城市雙城論壇，應本兩

會、兩城、兩岸一家親的方向，持續深化在經貿、文化、

青創等各方面互惠合作。

陳永東副會長並帶來兩會共辦商人節大會之訊息，雙方

並就原訂 11月 1日即將於廈門舉辦之商人節活動廣泛交換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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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世界華人領袖高峰會
由本會及中華工商經貿科技展協會、台灣創

意經濟產學發展促進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世

界華人領袖高峰會」於 9月 28日上午假張榮
發機會國際會議中心 11樓舉開，由中華工商
經貿科技展協會名譽理事長秦慧珠主持。本次

峰會係為配合政府南向政策以「區域經濟合

作 -華商企業新機遇」「創造華人新世紀」及
「新南向產業脈動」作為主題，僑務委員會呂

元榮副委員長、及台北市政府鄧家基副市長

蒞臨致詞。前國貿

局局長駐越南經濟

代表處黃志鵬代表

就「新南向政策台

灣的發展契機與建

議」演講。專題論

壇則邀請我國前駐

WTO 副常任代表
魏可銘先生、外貿

協會市

場研究

處陳廣哲處長、中國輸出入銀行業

務部楊俊雄經理、以及東盟泰國華

商中小企業總商會劉秉二會長、馬

來西亞創業促進會拿督雷志雄總會

長、大馬企業家協會拿督陳金龍會

長、馬來西亞馬華婦女全國副主席

拿督王鐘璇女士、世杰集團創辦人

拿督巴杜卡陳豪擔任與談嘉賓。此

外亦由我方企業代表就醫療生技、

電子信息、文化創意發表成功經驗

分享。難能可貴的是台灣中華儒學

會孔祥科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國貿系胡聯國

教授、中華教育文化經貿促進協會魏昇煌榮譽

理事長分別擔任三個專題論壇的引言人，充分

發揮研、學、產三合一的綜效。

晚間的華商之夜 -交流晚宴，很榮幸的邀請
到前副總統、現任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先生及財

團法人商業產業研究院許添財董事長蒞臨並致

詞。他們不約而同地鼓勵海外華商企業努力拚

經濟，也希望以創新發展來開創全球華人新紀

元。吳前副統並代表主辦單位頒發獎座給卓越

人才、卓越品牌及品質保證三類金像獎得主。

陳四郎秘書長代表本會出席，並與馬來西亞創業促進會拿督雷志雄先生（右
三）、前駐越南經濟代表處黃志鵬大使（右四）、東盟泰國華商中小企業總
會劉秉二總會長（左四）、馬來西亞世杰集團創辦人拿督巴杜卡陳豪（左
二）、大馬企業家協會會長拿督陳金龍（左一）等出席貴賓合影。

本會溫辰雄常務理事（右八）、陳四郎秘書長（左九）、周承忠理事（右七）、何鴻錦理事（右九）、
梁明聖理事（左八）、木材公會呂東雄理事長（左四）、製麵公會李國樑理事長（左六）等於晚
會會場合影

南法考察訪問團關注法國核電發展與兩國觀光交流
本會「2017南法考察訪問團」一行 34人，九

月下旬圓滿完成一趟兼具田園美景、歷史、宗

教、藝術、文化與美食的 10天知性之旅；從法
國南部地中海畔蔚藍海岸一路北上，陸續走訪尼

斯、摩納哥公國、亞維儂、馬賽港以及花都巴黎

等地，安排參觀亞維農教皇城堡等六處名列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並品嚐「非物質文

化遺產」法國美食與紅酒。

本訪問團由王應傑理事長率領，本會國際商務

關係委員會章金元主委統籌策劃，再加上會務顧

問謝欽宗前立委助陣，獲得理監事與各會員團體

理事長熱情響應支持，34位團員涵蓋來自市商
會近 20個會員團體同業公會理事長暨家眷，十
分具有代表性，因此獲得台灣駐法國台北代表處

高度重視，9月 28日上午前往拜訪時，由張銘
忠大使偕同古文劍公使等人親自接待。

降低對核能依賴 宜循序漸進
聽取代表處經濟組賴作松組長簡報時，訪問團

一行特別關注法國核電發展現況。根據簡報，法

國是核能生產與利用大國，目前整體發電總量有

高達 75%來自核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 311
福島核災發生後，世界各國開始反思核能。法國

於 2015年便通過能源轉型法案，預計在 2025年
將核能發電比例降到 50%，全力提高綠色再生能
源使用比例。法國在離岸浮動式的風力發電發展

上也極為迅速，法商正嘗試把相關設備與技術引

進台灣。

王應傑理事長指出，法國穩健發展綠電的操作

很具有參考價值，再以德國為例，透過歐盟彼此

相互連通的電網，必要時可以倚賴鄰國電力供

輸，再加一般民眾願意付出電費上漲的代價，兩

者都是能源完全仰賴進口的台灣現階段無法辦

到的。王應傑理事長強調，身為再生能源模範生

的德國，也是在多年來積極獎勵措施下才好不容

易走道今天這一步。台灣禁不起 815停電事件重
演，能源轉型不能躁進，而是要緩步漸進，才能

讓企業安心經營。

外館全力保障台籍觀光客人身安全

眾所皆知，法國是首屈一指的觀光大國，即使

近年來籠罩恐怖攻擊陰影，仍一直蟬聯全球最受

歡迎旅遊目的地冠軍寶座，每年接待來自世界各

地超過 8000萬人次觀光客。據統計，夏季旅遊
旺季幾乎每一天都有台灣觀光客至巴黎駐法國代

表處辦理護照遺失補發手續。張銘忠大使簡報時

強調，補辦護照已經成為代表處領務組最主要工

作，同仁們經常超時加班為國人提供緊急服務。

自去（2016）年 10月起，長榮航空台北巴黎
直飛往返航線由每週四班擴增為每天一班，本

團此次即是搭乘此班機，據說來回載客率平均在

85%以上，由此見來治安問題不減國人前往巴黎
觀光的興趣。無論如何，張銘忠大使特別強調，

除了 24小時緊急聯絡專線之外，駐法國代表處
已經在巴黎之外九個城市建置緊急聯絡據點，由

當地華僑或留學生就近迅速提供必要的協助，以

免外館人員因交通因素而延誤處理時機。

對此，王應傑理事長肯定並感謝駐法國代表處

全體同仁的主動積極。王應傑理事長指出，沒有

安全，就談不上什麼旅遊，沒有任何人會希望旅

遊期間發生意外事故，未雨綢繆做好緊急意外事

件救援 SOP機制充分準備，就是給遊法台灣民
眾更多一重的保障。

本會「2017南法考察訪問團」拜訪台灣駐法國台北代表處，
受到張銘忠大使周到接待。

訪問團一行人抵達巴黎後，第一個走訪的景點就是鼎鼎大名
的凱旋門。

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阿爾勒古羅馬鬥獸場（Arènes d'Arles）以及富麗堂皇的馬賽隆尚宮（Palais 
Longchamp）都是法國南部知名地標，訪問團都曾留下足跡。



台北國際攝影器材暨影像應用大展
台北市攝影器材商業同業公會主辦

的 2O17台北國際攝影器材暨影像應
用大展於 1O月 12日上午假台北世貿
展覽一舘隆重開幕，陳四郎祕書長代

表本會出席並致詞，吳榮濱理事長指

出有 43家廠商參展，並有 17家展示

年度新品，在為期四天的大展中同時

舉辦 4場次的棚拍體驗，4場次的光
影講堂，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參加，本

次可謂是國際專業品牌產品大展，值

得參觀。

製麵公會70周年慶
台北市製麵公會昨 10

月 16日下午舉行成立 70
週年「傳承 70風華再現」
慶祝晚會，由李國樑理事

長主持，本會王應傑理事

長應邀出席祝賀。

王應傑理事長致賀詞

時，揚讚製麵公會在李國

樑等歷任理事長領導之下

奠定良好的基礎，及長期

對國人食品衛生安全上所

做出的貢獻；王應傑理事

長並受邀代表頒發資深會員紀念牌。

與會貴賓還有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蘇進來常務理事、溫辰雄常務理

事、莊國海常務理事、謝鴻基常務監事、陳四郎秘書長及多位理監事受邀

出席祝賀，勁歌熱舞聲中大家相互交流賓主同歡。

台北市百貨公會古素琴理事長
榮獲優良商人殊榮 蒙總統接見
古素琴理事長獲選為本屆「金商獎」之

「中華民國 106年優良商人」獎。
蔡英文總統日前接見「金商獎」獲獎代

表時，除肯定他們的努力與付出外，也強

調臺灣及亞洲充滿無限的機會，這些機會

屬於每一個殷實打拼、求新求變的企業。

蔡英文總統在致詞時特別感謝許多企業

先進，包括在座的全國商總理事長賴正

鎰、采盟董事長古素琴，都響應政府的政

策，大幅為自己的員工加薪。蔡英文總統並表示，當經濟成長的果

實可以分享給所有的民眾，正向的循環就會延續下去，臺灣一定會

越來越好，現在就是我們大步邁進的時機，歡迎全球企業與臺灣企

業合作，共同參與亞洲新興市場的成長。

采盟公司在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D區經營管理免稅商店、商業
服務及公共設施，秉持「以國際視野創建未來、以家的溫馨服務旅

客、願藝術文化精采人生、將臺灣之美行銷國際」理念，在時代洪流

中樹立標竿，服務臺灣社會，開創全球視野，獲得「金商獎」肯定。

台北 3C 電腦電器空調影音大展
台北市電器公會主辦「台北 3C電
腦電器空調影音大展」，於 9月 1日
上午隆重開幕，由廖全平理事長與柯

文哲市長等各界貴賓共同主持，本會

王應傑理事長也應邀出席，致詞講話

時特別肯定廖全平理事長政通人和，

以國策顧問的高度帶領同業全力以赴

拼經濟。

今年大展主題為智能家電，包括

Acer、ASUS、LG、Philips等國內外
品牌商品齊聚一堂，總共有超過 350
個攤位數，打造開學季最大 3C家電
盛會，電器公會預期四天展期，觀展

人潮將會超過 30萬人。

小客車租賃公會會員大會
台北市小客車租賃公會 9月 7日下午召開第 15屆第 3次會員

大會，由王世璋理事長主持，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

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指出，目前面對一例一休勞工假爭議造成

同業經營環境上困頓，他期許王世璋理事長帶領同業一起堅守崗

位，在內閣新團隊上任後，積極爭取同業會員經營權利。

會後晚間舉行餐敘聯誼活動，本會吳發添副理事長、蘇進來常

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許弘明常務理事、陳四郎秘書長及多

位理監事、貴賓應邀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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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公會舉辦「把愛獻給大家」公益演唱會
為促進國內家電業有更寬廣的

發展機會，總統府國策顧問、台

北市電器公會理事長廖全平，代

表業界與對岸產業學術交流不遺

餘力，近期更代表參加對岸多個

城市的音響展，以及廢電子電器

回收處理研討大會，同時為讓年

輕族群多認識家電業、加入家電行列，北市電器公會特結合各品

牌家電業者，於 11月 12日邀請多位歌手在國父紀念館舉辦「把
愛獻給大家」公益演唱會。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