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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岸低迷僵局中，台北市長柯

文哲終於順利登陸，2017台北上
海雙城論壇 7月 2日於上海順利舉
行，應柯文哲市長邀請，應傑此

次全程出席與會，在見證歷史的同

時，更高興見到柯文哲市長突破藍

綠兩陣營走第三條路，為兩岸關係

發展開拓另一種可能性。

在柯文哲市長開幕致詞中，首先

提到今年剛好是台灣開放民眾赴大

陸探親 30周年，證明打破兩岸對
立並非不可能；他更強調，兩岸

關係是影響台灣人民生活的重要因

素，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加強

兩岸交流合作，將可建構兩岸命運

共同體，共同追求兩岸人民更美好

之未來。

站在台北市商業界的角度來看，

台北與上海兩城市做為海峽兩岸最

先進的代表城市，拋開泛政治化意

識形態包袱，彼此確實存在非常多

相互借鏡學習的空間，而此次鎖定

「健康城市」為主軸，論壇內容涵

蓋社區衛生、環保、智慧城市與民

生服務以及青創產業等四大主題，

即是理性務實的最好例證，兩城

市民眾都可以從對等交流中受惠獲

利。

不容諱言，兩岸關係的跌宕起

伏，無可避免的深深牽引著上百萬

台商、台幹與台眷的生活，誠如孟

子所說：「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應傑期盼

大陸方面能以仁者的姿態來對待台

灣與台商，尤其是台商在改革開放

過程中前仆後繼輸入巨額資金與技

術，歷史性貢獻絕對不容輕易磨

滅！

猶記得 2015年 1月率領本會理
監事們第一次前往拜會剛就職不久

的柯文哲市長時，應傑便曾提議將

台北上海雙城論壇擴大舉辦「兩岸

城市論壇」，複製上海的成功經驗

至深圳等其他城市，當時柯文哲市

長便大表贊成正面態度。值此兩岸

關係急凍疏離之際，此時此刻更顯

得城市對城市交流第二軌道的重要

性，可以為兩岸和平互動爭取更多

轉圜迴旋空間。

上海雙城論壇是兩岸城市經貿交流最佳典範 理事長的話

本會第 17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5月 24日下午假天成大飯店 2樓國際廳召開，
會中通過了「106年度 1
月份到 4月份經費收支
帳目」、「與日本北海道

台灣貿易協會簽署友好協

定」、「組團前往法國參

訪」等案。王應傑理事長

並頒發顧問及榮譽理事聘

書。

第17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圖①  本會 17 屆顧問團，葉雲
龍（左 1）、 羅 溪 潭（左 2）、
李 允 傑（左 3）、 宋 順 益（右
4）、莊孟翰（右 3）、蔡文預
（右 2）、謝欽宗（右 1）與王
應傑理事長、王令麟名譽理事
長、戴良川榮譽理事長合影

圖②  本會 17 屆榮譽理事團
陳 克 謙（左 1）、 周 日 勝（左
2）、楊紹松（左 3）、李子勇
（左 4）、 王 萬 亭（右 5）、
陳 信 州（右 3）、 林 柏 齡（右
2）、盧俊雄（右 1）與王應傑
理事長合影

6月 16日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舉辦「局長與工商企
業界有約」座談會，由林崇傑局長（右 6）主持，吳欣
珮副局長（左 6）、商業處江美玲副處長（左 4）以及各
局處及旅館、計程車客運、機器、婚紗攝影、自行車、

中藥、西餐、體育用品、出版等公會代表面對面溝通。

自行車公會涂建德理事長指出，隨著公共自行車 
YouBike興起，以零售暨維修為主的自行車店大受打
擊，希望市政府與自行車公會優質會員長期合作，提供

持續性專業服務。獲得林崇傑局長支持，環保局代表也

當場答應會後研議落實。

臺北市產發局局長與工商界有約

2017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7月 2日上午在東方濱江酒
店登場，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前往與會。台北市長柯

文哲與上海市長應勇在論壇致詞時均提到，今年是兩岸

開始互動交流的 30周年，兩岸是「命運共同體」，希
望雙方持續善意互動，為兩市民眾帶來福祉。

王應傑理事長在晚間答謝晚宴上受訪時指出，在大陸

幾百萬的台商，命運都隨著兩岸關係跌宕起伏，擔憂蔡

政府對此不僅無感，甚至還會繼續祭出限縮政策，這恐

怕會讓在大陸的台商，處境更加困難。

理事長應邀參加2017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2 日雙城論壇答謝晚宴上，王應傑理事長與柯文哲市長、隨行的台
北市議員、上海台商協會李茂盛名譽會長、旺旺集團蔡衍明董事長
等人合影。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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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1日上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
分署蘇宗振分署長、蔡志勇課長、台北辦事處楊

慶春主任，米穀公會梁銘松名譽理事長（本會理

事）、梁朝凱理事長、李美總幹事，印刷公會陸

兆友理事長（本會監事），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

術研究中心湯奎民協理、李英澤專案經理，沛芳

綜合有機農場吳成富，凌網科技陳淑媛及元生企

業有限公司蘇芳銘等，在本會陳四郎秘書長搭橋

引介，為此集結了產、官、學、研共同為履歷條

碼於包裝印刷上所面臨需克服處商議謀合，期為

爾後順利推展履歷認證印製事宜。本會呂文寬副

秘書長及徐維宏組長亦參與座談。

本會促成產、官、學、研共同推展履歷條碼

拜會海基會話兩岸經貿交流
6月 8日下午本會王應傑理事長率領吳發添副

理事長、陳春銅副理事長、王孝典常務監事、

陳四郎秘書長以及陳永昌副秘書長拜訪海基會

田弘茂董事長，針對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與國

際情勢互動交換意見，海基會羅懷家副秘書長

以及經貿處饒仁宏副處長等人在場陪同。

王應傑理事長強調，兩岸官方互動停滯不前

情況下，台北市商業會更能夠凸顯協調溝通的

角色，協助補位官方與準官方機構之不足。王

應傑理事長並以本會與廈門總商會合辦兩岸共

慶商人節活動為例，說明兩岸工商界交流交往

互利共榮的重要性。

田弘茂董事長指出，為恢復兩岸準官方往來

營造良好氛圍，海基會將持續做好周全準備，

也希望與民間商會團體一起共同努力。

澳門經貿參訪團拜訪本會
6月 6日下午在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安排下，澳
門經貿參訪團在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佳徹

秘書的陪同下，與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

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及相關業別之理監事交流

暨餐敘聯誼。會中桃園市鄭文燦市長亦蒞臨一同

敘誼。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桃園市長鄭文燦與訪問團團員合影

濟南經貿參訪團拜訪本會

6月 2日下午山東省濟南市台辦李玉副主
任率團拜訪本會，由陳四郎秘書長偕同王孝

典常務監事、高國城監事、陳永昌副秘書長

以及海閤企業公司花得翔總經理共同接待。

陪同來訪的濟南台商協會王金鎖會長（山

東大魯閣織染總經理）指出，濟南作為人均

GDP已達 15,000美金的 700萬人口大城，
正處於進一步起飛蛻變的關鍵時刻，再加上

台商的勤勞樸實與奉公守法，可以說是商機

處處，是台灣年輕一代投資興業的好所在。

李玉副主任並一一介紹當地知名家電大廠

九陽企業、全球最大玻尿酸生產基地華熙生

技以及平陰玫瑰之鄉等重點產業，希望彼此

常來常往，可以帶來更多互利共榮商機。

台北市長柯文哲致力推動智慧城

市，希望把台北市打造成為一個

「宜居城市」，帶給市民創新、安

全、健康、便利的生活願景。為了

力挺柯市長，台北市商業會「智慧

城市新商業委員會」，由東森集團

總裁王令麟擔任主任委員，以實際

作為來推動台北市成為智慧城市代

表，6月 21日下午召開第二次委員
會議。會議開始，由王應傑理事長

頒發聘書予副主委及 4個小組的共
同召集人。會議作成的結論如下：

壹、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將就

一、 完善環境：
1.提升網路的穩定度和增加網速等基礎設施。
2.強化整個金流的制度。
二、 在行政優化上公部門將以一個智慧支付的平
台擴大來做。

三、 透過行政資源給予實體店面導入科技化、產
業創新、研發、品牌建立等之補助和獎勵，

並優先獎勵和補助智慧城市項目。

四、推動人才培訓及相關研討會之舉辦。

五、 協助傳統店家創新升級。並助其與跨境電商
接軌。

六、 提供共享應用之實驗場域，創新商業模式，
強化競爭力。

等六面向努力。

貳、資訊局就

一、提供 open data做商業運用。
二、 隨時歡迎到資訊局 smartcity.taipei的網站上
「廠商提案」處提案。

三、鼓勵業界辦理科技相關的創意活動。

四、 有關智慧城市宣導之不足，將予繼續。
五、智慧城市以與產業相關為主藍圖。

等面向續以為之。

叁、 法務局表示如果未來在台北市有關法令、法
規上面有需要修改，或是協助的地方，將會

盡全力的去協助。

肆、 王令麟主任委員則建議法務局應會同產、
官、學、研等專家，共同舉辦座談會，在中

央法令來不及修改之時，籲請行政院效法美

國對於 AI及資訊業不受法令罣礙之舉，以
行政裁量予台北市先行試辦！

而智慧城市新商業爾後要如何跟市府合作，或

者藉由市府所提供的 open data來跟民間企業結
合去創建出一個 Smart City的商模，是未來亟需
努力的方向。

伍、 由台北市商業總會徵詢各公會對其所屬會員
實體商家提出建設智慧城市之建言，彙整成

冊後具以提報市府參酌，並擇期召開座談

會。

產發局高振源主任秘書（左 1）、資訊局陳慧敏主任秘書（左 2）、本會
法律顧問李禮仲（左 3）、王應傑理事長、王令麟主任委員、市議員歐
陽龍（右 3）、智慧城市辦公室李鎮宇主任（右 2）於會場合影

本會與廈門進出口商會簽訂友好合作協議

6月 19日下午廈門市進出口商會訪問團由創
會首任會長黃菱率領拜訪本會，並由吳發添副理

事長暨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主委與姚木中會長代

表雙方簽訂友好合作協議，為兩地經貿交流合作

再添新頁。

21年前，黃菱創會會長來台進行破冰之旅，
在陳四郎秘書長引薦下，遍訪全台重要公協會，

並催生廈門台交會的舉辦，為廈門改革開放奠定

紮實基礎。本會也因此與廈門市進出口商會的前

身廈門市對外經貿企業協會簽訂友好合作協議，

廿餘年來共同推動兩岸互利共榮。

隨著廈門市進出口商會改制更名，兩會的長期

合作關係從不曾疏遠更迭，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

指出，新協議的簽署代表兩會合作進入更實質、

更全面的新階段；黃菱創會會長表示，兩地合作

互補將可帶來龐大商機！

晚間，本會設宴款待訪問團，海基會副秘書長

兼經貿處處長羅懷家應邀出席，餐會在熱絡交流

氣氛中圓滿結束。

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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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3日下午由廈門總商會指導的「新竹清
華兩岸企業家研修班」，一行 10人由清華海峽
研究院顧問暨清華大學廈門校友會榮譽會長王

水菊教授率領訪問本會，由陳四郎秘書長、兩

岸經貿事務委員會副主委莊國海常務理事、周

承忠理事、黃文雄理事以及陳永昌副秘書長共

同接待。

「新竹清華兩岸企業家研修班」此次前往新

竹清華大學研修，係為了打造兩岸企業家再學

習與交流對接公開平臺，獲廈門各相關部門大

力支持，本梯次共有卅餘人組團來台。莊國海

常務理事與陳四郎秘書長皆對廈門新一代年輕

企業家來訪表示歡迎，也希望繼續加強與廈門

總商會在創新創業上的雙向交流。
7月 3日下午義烏國際森林產品博覽會組委
會訪台團由農林局何斌副局長率領，在義烏

台商協會郭令斌會長、蔡英男副會長、陳建宏

副會長陪同下至本會拜訪。吳發添副理事長、

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蘇進來常務

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易文沐理事、鄭正亮

理事、李子勇名譽常務理事、徐維宏組長暨大

展邱文良董事長、金銀珠寶全聯會許再森秘書

長、無店面公會葉欣沛副秘書長共同接待。

義烏地處浙江中部，是全球小商品貿易中

心，也是大陸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更

有「世界小商品之都」的稱號，同時也是「一

帶一路」之戰略節點城市，亦是構築國際貿易

物流的大通道。而每年舉辦之義博會、文交

會、旅博會、森博會、電商博覽會等皆是亮點

展出。今在本會姐妹會義烏台商協會郭會長引

領下，本會與義烏將更緊密的結合，為商界鋪

陳更廣泛的大道。

廈門「新竹清華兩岸企業家研修班」蒞會交流 義烏森博會招商團蒞會商誼

溫州地處浙江東南部，常住人

口 912萬，是浙江省第一大都市，
亦為浙江省南部經濟、文化及交通

中心。由於溫州人幾乎家家戶戶經

商，又是改革開放較早的前沿城

市，因此商業經營相當發達，易言

之，是民營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

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發祥地。

溫州有五大支柱產業為鞋業、

服裝、電氣、汞閥及汽摩配，有

中國電器之都、中國鞋都

的美譽。轄下的永嘉縣，

素有中國玩具之都、紐扣

之都、中國拉鍊之鄉的美

稱，尤其令人讚嘆的是地

地道道的「中國長壽之

鄉」。

筆者此次應溫州市台辦

之邀前往考察、參觀和座

談，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溫

州當局正加速對甌江口產

業集聚區的建設，藉以提升溫州市

的發展由「濱江城市」邁向「濱海

城市」跨越。以突出「以水造域」

的主題和建構「生產、生活、生

態」三生融合為導向，進而以智慧

城市建設的理念作好交通、能源、

環境、資訊、水利、醫療服務的一

體規劃，期能滿足人才引進、產業

落地、新居民入駐等各方面的需

求。也就是說，要把甌江口集聚區

努力打造為高品位、生態型、智慧

型、宜居型的現代產業新區。

在實際兩天半行程中考察了四個

經濟開發區，計有前往浙南產業

集聚區、甌江口產業集聚區、洞頭

區、永嘉縣等地。參觀了甌江口建

設展示館及溫州市規劃展示館。並

與溫州市台辦、商務局、工商聯及

相關商協會代表以及華基生物技術

公司、清心貿易公司等企業負責人

共 24位舉開「溫台兩地產業對接座
談會」，做了一次中肯且富建設性

的會談。此外，亦和永嘉縣黨政領

導在永嘉原野農業集團總部進行研

討會。22日上午
返台前，與溫州

市台資企業協會

楊豐榮會長等幹

部進行親切又溫

馨的交流餐誼。

溫州是輕工業

十分發達且文化

旅遊資源相當豐

富的城市，更是

充滿活力的創意之城。為強化與台

灣的經貿實質發展，溫州設有台灣

中小企業園區及台灣青年創業就業

服務中心。由於溫州北接長三角、

南臨海西區，與台灣之航程不到一

個小時，加以海運能直抵基隆，可

謂具有區域優勢，是值得台商前往

興業的好地方。

藉此文感謝溫州市台辦蘇愛萍主

任、方棟才副主任、經濟處黃鋼輝

處長以及造訪單位各位領導的熱情

接待，尤以方副主任、黃處長在公

務繁忙中，酷熱烈日下全程陪同，

令人感動。

溫州之行感言� 文：陳四郎

7月 6日下午廈門市珠寶協會訪問團由會
長駱婷婷率領，在中華民國珠寶協會馬永

康理事長陪同下，於 6日（星期四）下午
拜訪本會，王應傑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

長、陳春銅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

國海常務理事、許倫華理事、金銀珠寶公

會洪長庚理事長、手工藝品公會張智超理

事長共同接待，此為兩會友好關係暨爾後

雙方會員間之合作與交流搭建了商誼之橋。

王應傑理事長更於 7月 4日出席為廈門
市珠寶協會與中華民國珠寶協會雙方締結

姐妹會時做見證暨賀勉。

晚間，本會設宴款待訪問團，餐會在熱

絡交流氣氛中圓滿結束。

廈門珠寶協會蒞會拜訪

5月 22日下午北京市海澱區工商業聯合會訪
問團由盧克玉書記率領拜訪本會，由陳四郎秘

書長偕同孫因理事、財會顧問蔡文預會計師、

政大國貿系胡聯國教授、醫療器材公會陳堯濱

理事長、雲朗觀光集團陳柏瑆總監以及陳永昌

副秘書長共同接待。

盧 克 玉 書 記 指

出，海澱區位處北

京核心地帶，中央

部會機關與科研院校集中，著名的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再加上頤和園、

圓明園、香山、景泰陵等著名旅遊景點都是位

於海澱區；經濟發展程度先進，文化旅遊資源

豐厚，擁有首都政治和科技、教育、人才優勢

以及文化等突出區位功能優勢，其中最

知名的「中關村科技園區」更是兩岸青

年創新創業重要基地，歡迎本會會員公

會與公司行號踴躍前往交流。

會中，與會者紛紛針對各自所屬行業

如會計師專業、體外診斷生物檢驗、文

創設計以及餐飲烹飪等相關議題交換意

見，氣氛十分熱烈融洽，相約日後長期

聯繫常來常往。

北京海澱區工商業聯合會拜訪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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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5日下午日本札幌商工會議所訪問團由
北海道台灣貿易協會井上俊彌名譽會長（HPI代
表取締役會長）與戶澤亨會長（日之出商事代表

取締役）率領，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國

際商務關係委員會章金元主任委員及陳四郎秘書

長等共同接待。章主委與戶澤亨會長兩人並代表

兩會簽署友好協議書，承諾共同促進兩地貿易往

來商機。

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回憶，前年率領本會訪問

團前往北海道時，受到井上俊彌名譽會長熱情

接待，為兩會交往交流掀開序幕，期待友好協議

書的簽署可以為兩地互惠共榮添柴加溫。戶澤亨

會長則指出，前往北海

道的外國觀光遊客以台

灣人最多，充分展現台

灣人對北海道與北海道

商品的支持與照顧，他

們也希望積極促進台灣

商品在當地市場的能見

度，帶動更多北海道人

前來台灣觀光旅遊。

其他出席者包括台灣

日本關係協會蔡偉淦副

秘書長、本會陳四郎

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

長、國際商務關係委員

會周承忠副主委（塑膠

製品公會全聯會副理事長）、陳堯濱

副主委（醫療器材公會理事長）、報

關公會黃啟明理事長（盈祺國際物流

董事長）、西藥公會全聯會謝德璋理事長（日藥

本舖董事長）、手工藝品公會張智超理事長（引

雅珠寶總經理）以及台北市政府投資服務辦公室

Invest Taipei Office柯名家專員等人，紛紛針對
各自行業經營項目展開交流洽商。

本會與日本札幌商工會議所簽署友好協議

歡慶2017非洲日
5月 26日晚間非洲駐台使節團舉辦「歡

慶 2017非洲日酒會」，此乃 54年前的 5
月 26日「非洲團結組織」（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宣佈成立，慶祝脫離殖民
主義奴役統治。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

席，陳永昌副秘書長偕行，與各界來賓近

三百人交流聯誼。

景觀工程公會第7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6月 9日台北市景觀工程公會召開第 7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順利選
出呂嘉和先生為第 7屆新任理事長，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與
會貴賓還有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莊國海常務理事、許弘明常務理事、鄭

正亮理事（園藝花卉公會理事長）、孫因理事、王世璋理事等多位理監事

受邀出席。

室內設計公會第16屆第1次會員大會
6月 28日台北市室內設計公會第 16屆第 1次會員大會換屆改選，
本會孫因理事全票連任第 16屆理事長，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
台北市柯文哲市長應邀與本會多位理監事合影。

台北市各商業同業公會新科理事長
公會名稱 屆次 理事長 公司名稱

廚具商業同業公會 15 曾俊源 雅登廚飾國際有限公司

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7 呂嘉和 菩呈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6 李忠恕 樸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病媒防治商業同業公會 11 李光程 諾卡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商業同業公會 18 林永昌 太美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貨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 5 林建智 邰利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本會高爾夫球隊擴大聯誼
6月 17日晚間本會高爾夫球隊循例每半年舉
辦擴大聯誼餐會，邀請球隊以外之理監事參加

聯誼同樂，本次餐會假王明山理事經營的祥福

樓餐廳舉行，到場的有王應傑理事長、王令麟

名譽理事長及戴良川榮譽理事長等，氣氛極為

熱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