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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2016房地產停看聽》
短線交易退場  首購、換屋是
2016房市主流
房地合一、實價課稅制度上路，

根據本會理事長暨東森房屋董事長

王應傑觀察，在重稅施壓下，短線

交易正逐漸退場，首購、換屋族群

將成為 2016年房市主流，房價軟
著陸、成交量縮的情況，已經成形。

王應傑建議，內政部應設立各

200億元的「首次購屋貸款保證基
金」及「換屋族貸款保證基金」，

並搭配低於 1.5%優惠利率和 4年
緩衝期，才能解決自住、換屋問題，

提升成交量。針對首購房貸戶，由

銀行給予 30年年限、最高 8~9成房
貸額度。另外，建商在面對央行釋

出房市大利多、政府開始救市後，

自己也應該要儘量減量經營、減少

潛在供給，同時也要酌量讓利、降

價，才能有效挽回消費者的心。

政府試圖抑制高房價，盼實現居

住正義。不過王應傑認為，包括廣

建「只租不售」社會住宅等現行措

施，都緩不濟急，許多年輕人離鄉

背井，前往大都會打拼，卻被高房

價壓得喘不過氣，政府應儘快解決

他們的居住問題。

貸款額度方面，王應傑強調，「政

府不能用打壓投資客的方式，對待

買不起房子的年輕人！」應給年輕

首購族 90%的房貸額度，分成 30
年攤還，採取前 3年只還利息（緩
衝期），自第 4年開始還本金（連本
帶利）的作法，在只要準備 10分之
1自備款的情況下，經濟負擔相對
輕，年輕人的購屋意願自然會增加。

土壤液化議題 將激化 2到 3成
安全宅換屋需求

經濟部啟動「土壤液化潛勢查

詢系統」，東森房屋董事長王應傑

指出，土壤液化議題短期會衝擊消

費者購屋意願和

交易量，但長

期房地產仍

為「短空長

多」，追求

安全宅的換屋

族 將 增 2 到 3
成。

王應傑指出，土壤液化潛勢區是

反映發生土壤液化可能性高低，

若無大環境強力影響，並不會造成

即時性的危險，另外，許多建築物

在 921地震後都有強化建築工法結
構，民眾不需太恐慌。

王應傑表示，土壤液化區域部

分屬精華地段，但高總價區域的產

品，屋齡相對較新、建築結構也較

完善，因此房價衝擊力不大，加上

區域內屋主口袋深，有能力補強建

築結構；若是財產配置較有壓力者，

可能讓價 1成到 1成 5左右出售。
王應傑提醒政府機關應著重民眾

對低、中、高三級潛勢區的居住者

觀念宣導，強調土壤液化潛勢區對

沒有地下室或屋齡超過 30年的老
房子較需要警惕，並非大地震一來

各種房屋都會倒塌，政府應該讓社

會大眾有正確基本的觀念，才能降

低民眾恐慌。

央行鬆綁降息半碼 將是房市利
多籌碼

王應傑表示，央行降息半碼，並

解除區域信用管制、小套房貸款管

制，對房市絕對會是大利多！預期

接下來，量會先激出來，至於房價，

則並非短期內可看到有什麼波動，

畢竟現在台灣經濟疲弱，負利率、

降息也絕對不是激勵景氣復甦的萬

靈丹。

新聞來源： ETtoday 新聞雲、中央
社、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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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應傑理事長率領本會理監事
及公會理事長晉見馬英九總統
本會理監事與各公會理

事長 70餘人由王應傑理事
長率領於 104年 12月 9日
上午前往總統府晉見馬英

九總統。

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強

調，歷史性的馬習會為兩

岸關係和平穩定長遠發展

奠定了良好基礎，讓台灣

海峽從最危險的火藥庫變

成亞洲最和平的海峽，兩

岸直航班機每周近 900班，
大陸來台觀光客近 400萬
人，對於提振內需市場功

不可沒，台北市各行各業

受惠於和平紅利雨露均霑。

台北市商業會理事長王

應傑稱許馬總統上任 7年
多以來，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致力改善兩岸關係，使兩岸由過去的

劍拔弩張轉為和平穩定發展；馬總統也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新加坡舉行「馬習

會」，我國目前可說是「不統、不獨、不武」的和諧社會、和平臺灣。

王理事長也指出，臺灣是一個淺碟經濟，70% GDP仰賴對外貿易，然今國際經濟情
勢不如預期，所幸馬總統所領導的政府積極推動提振景氣措施，並在刺激內需方面成

效良好，讓國人免於匱乏，特別代表本會表達謝忱。

馬總統接見本會暨台北市各商業同業公會理監事一行

本會贊助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溫馨年菜，愛心快遞』活動
為讓低收入獨居長者與經濟弱勢家庭歡喜過年，本會今年再度發起贊助台北市

政府社會局『溫馨年菜，愛心快遞』活動，結合本會理監事與各公會力量一起關

懷社會弱勢族群，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市政府於 2月 4日上午舉行活動記者會，
由鄧家基副市長頒贈感謝狀給王應傑理事長等捐款單位代表。

在本會發動下，今年共計有 52個理監事、公會與公司行號熱烈響應，總捐款金
額超過台幣 130萬元，預計送出 1,200份年菜給獨居長者和弱勢家庭，由志工逐一
將充滿濃濃關懷的菜餚與紅包專程送到獨居長輩家中。

會中接受頒獎表揚的還有王應傑董事長（東森房屋加盟總部）、陳春銅常務理

事（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公會）、許弘明常務監事（東光永業股份有限公司）、孫

定邊理事長（台北市病媒防治公會）、黃文雄董事長（凃碧投資開發公司）、李

祖嘉理事長（北京清華大學台灣校友會）、王銓秘書（銀行公會全聯會）與郭子

立理事長（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等人。

本會理事長暨國光客運

副董事長王應傑 3月 29日
上午十點與新竹市長林智

堅共同主持 182公車路線
啓動低底盤無障礙公車啓

動典禮。強化公共運輸的

服務功能、打造無障礙的

乘車環境。
本會熱烈響應『溫馨年菜，愛心快遞』活動並接受
社會局表揚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代表接受台北市副市
長鄧家基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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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應傑理事長出席台北市	
政府土地公告現值記者會
針對今年公告地價調整幅度高達 30%以上，嚴重影響台北市首都各行各業

工商發展，恐將轉嫁至店鋪承

租經營主，1月 15日台北市
地政局「公告土地現值、公告

地價與房地稅制研商座談會」

假台北市政府大樓 8樓召開，
王應傑理事長出席。

本會召會第16屆第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月 29日本會召會第 16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通過與台灣競爭力
論壇合辦「2016台灣新金
融系列論壇」、頒發莊孟

翰教授、李允傑教授顧問

聘書、通過 105年度績優
廠商觀摩暨會員自強活動

及籌組「2016俄羅斯參訪
考察團」等案。

召開國際委員會研討年度	工作計劃
及俄羅斯專案
本會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 1月 20

日晚間假鼎富樓舉行俄羅斯旅遊專

案會議暨歲末感恩餐會，由章金元

主任委員作東，會中王應傑理事長、

呂三郎、吳發添副理事長、高猛男

召集人、謝鴻基、王孝典、唐嘉蔚

副主委、多位理監事及委員會成員

共同出席。會中報告並分析航線及旅遊路線的規劃及住宿飯店特色，現場決議以 8天行
程再作細部規劃並呈交理監事會議討論定案。

章金元主委主持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召開專案會議

本會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召開公辦採購評委納入公會代表
為讓產官學不同專業相加相乘發揮最大效益，本

會 104年 11月 23日上午召開專案會議，由法規研
究委員會副主委陳春銅常務理事主持，討論決議建

請台北市政府辦理採購案，評選委員會至少納入由

相關同業公會推薦的產業界代表一名，以彌平理論

與實務間鴻溝，中立公平協助推動各項公共建設與

採購。

提案人台北市體育用品公會陳煥棠理事長指出，

多數公共工程與採購案評選委員會成員率由官員和

學者充任，具實務經驗的產業界代表付之闕如，尤

其是特定學者教授重複性偏高，往往與產業界現實

發展有所脫節；本會法律顧問李禮仲博士（前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則指出，除了最後的開標

決選作業納入產業界代表之外，前期的計畫書與

採購規格擬定也不能沒有來自產

業界的聲音，行政機關可以善加

利用產業界的豐富專業知識為助

力，而非狹隘封閉的排斥產業界

的參與。

會議出席者尚有本會梁明聖理

事、王明雄理事、陳璟璽監事、

陳四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

以及電器公會廖全平理事長、西

餐公會宋苡瑋理事長、事務器械

公會梁梅富理事長、體育用品公會詹德生名譽理事

長與病媒防治公會孫定邊理事長等多人。

陳春銅常務理事（右六）主持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

王應傑理事長出席台灣
競爭力論壇感恩晚會

台灣競爭力論壇 2月 25日舉行丙申猴年感恩春酒晚宴，王應傑理事長、陳四
郎秘書長、旅行公會吳志健理事長與旅館公會邱樂芬理事長等人應邀出席，
與吳敦義副總統等各界來賓交流聯誼。

召開聯誼活動委員會會議
1月 12日下午本會聯誼活動委員會召開專案會議，討論 105年中

小企業優良廠商觀摩暨會員自強活動，由蘇進來主委主持，王孝典、

何苗義、張美麗、莊國海、盧俊雄副主委、陳四郎秘書長、呂文寬

副秘書長及林杏琳專員共同參與，會中決議旅遊「梨山、福壽山及

武陵農場」，並觀摩參訪宜蘭績優廠商，相關內容並提交第 16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提案討論。

蘇進來主委主持聯誼活動委員會召開專案會議

3月 18日台北市開元聯誼
會新舊任會長交接典禮，
吳敦義副總統蒞臨致詞暨
監交。

「健全房市與居住正義新論壇」籌備會
本會計劃聯合相關產業同業公會與台灣競爭力論壇共同主辦「健全房市發展」系列座談

會，凝聚產官學各方共識提供新政府參考，3月
15日上午舉辦籌備會議，由王應傑理事長主持，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林長勳理事長、不動產開

發公會于俊明秘書長、不動產仲介經紀公會郭子

立理事長、蘇金城常務監事、不動產代銷經紀公

會王俊傑常務理事、尉遲永平秘書長、建材公會

陳奇生副理事長、旅館公會佘吉昌秘書長等人出

席，一起集思廣益，擘畫產業長期良性發展前景。
左起尉遲永平秘書長、郭子立理事長、王應
傑理事長、林長勳理事長、蘇金城常務監事

王應傑理事長宴請新任公會理事長
104年 11月 23日為祝賀各公會新任理事長接篆履新，並促進跨領域異業交流，王應傑理

事長特別私人宴請近期以來新當選會員公會理事長，共計有 14位公會理事長應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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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2015台灣東大門～花蓮經濟觀光高峰論壇」	
王應傑理事長發表專題演說
王應傑理事長 104年 12月 11日應邀出席由花
蓮縣政府與台灣競爭力論壇主辦的「2015台灣
東大門∼花蓮經濟觀光高峰論壇」。王理事長推

崇傅崐萁縣長上任以來，不遺餘力行銷推廣花蓮

觀光，整體觀光人數已突破 1,000萬人次，陸續
開闢花蓮至大陸杭州、武漢、天津、鄭州、南寧、

濟南、青島、上海等城市定期包機直

航航班，打造花蓮縣成為失業率最低、

民眾幸福感最高的宜居城市。

王應傑理事長出席家具公會大會
104年 12月 28日台北
市家具公會召開第 18屆
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順
利選出吳泰慶為新任理事

長，王應傑理事長、吳發

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

事長等前往祝賀，並頒發

感謝狀給卸任理事長蔡正

忠（右二）。

韓國大邱商工會議所來訪共謀
多項高端產業合作

3月 7日韓國大邱商工會議所國際通商委員會李性月委員長（前排左三）率一行
10人拜訪本會，王應傑理事長、章金元主任委員等陪同接見；外交部釜山辦事處協
助連繫，也特邀亞東太平洋司張嘉紘秘書（前排右二）專程與會，雙方並互贈紀念

品及合影。大邱廣域市 2010 年 11月 4日與台北市締結姐妹市，這是本會繼與大邱商
工會議所於 2010年簽署備忘錄後，雙方再度會面。

第27屆台北國際建材暨產品展
由本會協辦的第 27

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

暨產品展」104 年 12
月 10日上午在南港展
覽館舉辦開幕儀式，王

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剪

綵並致詞講話，陳四郎

秘書長與陳永昌副秘書

長偕行。

王應傑理事長與美國在台協會梅健華處長Mr. Kin W. 
Moy（中）、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許俊美
理事長（右）等人合影，並參觀世貿一館美國館與大
陸展位。

本會出席台灣非洲經貿協會九周年
慶暨尾牙餐會
台灣非洲經貿協會 1月 18日晚
間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成立九

週年慶暨尾牙餐會，本會國際商務

關係委員會章金元主任委員受邀出

席，謝秀萍組長偕行。

章金元主委與南非聯絡辦事處 Hon. Mr. 
Musawenkosi Aphane代表（中）、外交部
非洲業務副司長鄭維（左）合影

日本前防衛廳長官率團來訪
3月 4日下午日本前防衛廳長官暨眾議員愛知和男先生（前排右三）在
永閎機構廖麟鑫董事長

（前排左三）陪同下拜

訪王應傑理事長，王應

傑理事長代表本會致贈

紀念品。前排左二為中

華民國西藥公會全聯會

謝德璋理事長。

電器公會舉辦「電器盃公益
路跑活動」

104年 12月 13日台北市電器公會假
大直美堤河濱公園舉行「電器盃公益

路跑」活動，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

出席祝賀，並頒獎給女子組冠軍得主。

王應傑理事長於論壇中致力推廣
花蓮觀光，打造宜居城市

印度共和國慶祝酒會		落實深化	
「新南向政策」
印度台北協會 1月 26日晚間假福華飯店

舉行 67 周年共和國日慶祝酒會，由會長趙
志恆 (Manish Chauhan)大使伉儷主持，本
會陳永昌副秘書長與謝秀萍組長應邀代表

出席。對印度來說，有別於過去只把台灣

當作是制衡中國與巴基斯坦關係的籌碼，

台灣已經轉變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角色，

讓兩國未來能夠有更多合作機會。

陳永昌副秘書長與新任經貿副代表馬經儒
（Gince Kuruvilla Mattam）（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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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18 吳佐堯 開普利達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塑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 9 詹富謀 詹氏膠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5 王岡元 永茗酒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體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 15 林光裕 優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石材商業同業公會 15 陳振東 誠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家具商業同業公會 18 吳泰慶 達逸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14 鄧博文 香港商台灣智威湯遜廣告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董事總經理

汽車商業同業公會 13 紀文慶 黎莎商行負責人

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13 陳　燈 弘祥交通公司董事長

建設機械商業同業公會 8 梁展榮 達樺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17 黃希賢 陞暘船務代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當舖商業同業公會 18 蔡良和 宏昇當舖經理人

成衣商業同業公會 17 陳志偉 福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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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商業會季

刊

編輯：謝秀萍、黃治民、呂文寬

4 兩岸經貿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廈門篇 	廈門市會展局商務訪問團來訪
廈門會展局王瓊文局長 104年 12月 2日上午率
團拜訪本會，就 105年 4月 12日至 15日即將在廈
門國際會展中心舉辦的第 20屆台交會（又稱「廈
門工博會」）商議各合作細節，邀請本會暨各公會

團體踴躍組團共襄盛舉。

王瓊文局長表示，旅遊會展產業名列五大現代

服務業千億產業鏈之首，2008年至 2014年，廈門
辦展面積與外來參會人數，年平均成長率均保持在

20%以上，更成功舉辦「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
等全球規模最大專業展會，希望台商能夠踴躍利用

這個公開平臺。

廈門市商務局經貿訪問團拜訪本會	
再次驗證物流佈局戰略地位
由廈門市商務局周山華黨組副書記與對外經濟合

作與台港澳處齊海鷹處長率領的經貿訪問團 3月 30
日上午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偕同吳發添副理

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理事、張金平理事、

陳永昌副秘書長、台北市百貨公會古素琴理事長、

台北市汽車貨運公會邱登山理事長等人代表接待。

除了廈門市商務局領導之外，訪問團成員都是來

自廈門正暘物流、見福連鎖、源香物流園、東萬晟

貿易、中國外運福建公司等代表性物流業者，本會

特別安排采盟（免稅店）集團陳意璇協理與嘉里大

榮物流公司路線處黃郁琮處長兩人進行簡報，並就

雙方業務合作專業交流。

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特別歡迎老朋友周山華副書

記再次訪台，期許廈門做為貿易流通體制改革發展

試點，再結合自貿區等戰略佈局，能夠充分發揮對

台貿易的優勢。周山華副書記表示，儘管廈門在硬

體建設上正迎頭趕上，但像采盟或嘉里大榮在管理

運營上仍有很多觀摩學習之處，希望結合廈台兩地

業者力量，讓廈門繼續扮演台灣業者前進大陸內地

市場與「一帶一路」更廣大市場的跳板。

出席廈門市海峽兩岸同胞迎新春茶話會
1月 22日廈門市海外聯誼會主辦「 2016年廈門
市海峽兩岸同胞迎新春茶話會」，吳發添副理事長

及陳四郎秘書長專程赴廈門與會，由黃菱部長代表

市委市政府接待。

江蘇篇 		本會出席江蘇泰州經貿團晚宴
104年 11月 15日江蘇泰州市經貿參訪團訪台晚
宴，戴良川榮譽理事長、莊國海理事、陳四郎祕書

長等人應邀出席。

江蘇常州市經貿團來訪　共商新興產業商機
由常州市市委常委張躍部長帶領的常州市經貿訪問團 104年 11月 20日下午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偕

同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章金元常務理事、莊國海理事、陳四郎秘書長與陳永昌副秘書長等人

共同接待。

本會甫於九月下旬組團前往常州參訪，並與常州

市總商會與常州市台商協會締結友好合作協議。張

躍常委指出隨著常州與台北開通直航班機，常州台

北兩地商務與旅遊等市場需求越來越大，為兩地經

貿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合作空間。

現階段常州正全力發展銀髮養老、休閒旅遊與環

保等新興產業，王應傑理事長表示，將協調相關產

業公會共同組團，選擇適當時機前往常州實地考察。

成都篇 		2016春季成都糖酒會 -- 台北
市商業會行銷MIT馳名美酒

本會籌組之「第 94屆全國糖酒商品交易會」參展
團，於 105年 3月 24至 26日在「成都世紀城新國
際會展中心」隆重舉辦，此次本會建置「台北形象

館」與台灣最具代表性、遠近馳名品牌「台灣菸酒

公司」及「金門酒廠」，三個形象館聯合展出，展

出酒品包括台灣高粱酒、威士忌、梅酒、茶酒、葡

萄酒及各種水果酒⋯等台灣特色產品。本屆超過 40
個國家近三千家參展企業和十餘萬專業觀眾到會進

行展示交易、合作洽談。室內展館、室外廣場及世

紀城國際會議中心總展出面積 12.8萬平方米，其中
境外展品占比超過 20%，本展成為全世界焦點。糖
酒會平臺能夠真正幫助業內企業發現商機，拓展市

場，建立健全行銷體系，提升銷售業績，對於食品、

酒類及相關產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呼籲善用歷史關鍵機遇	
本會出席成都台北創新創業交流會
王應傑理事長 104年 11月 30日應邀出席「成都－

台北創新創業交流會」擔任主禮嘉賓並致詞，本會

陳四郎秘書長偕往出席。

澳門篇 	台澳倡合作	吸納葡語國客
本會與澳門工商聯會所籌組的「台灣工商考察團」

3月 28日進行午宴交流。本會王應傑理事長表示，
澳門 30平方公里，能有效接待 3,000萬人次旅客，
公共與觀光設施值得台灣學習。台灣生態環境多樣，

可配合澳門接待葡語系國家的旅客，雙方合作前景

廣闊。

雲南篇 	雲南昆明市總商會訪問團來訪
104年 11月 17日昆明市總商會訪問團由蘇宇名譽
理事長率領拜訪本會，由陳四郎祕書長、王孝典理

事、鄭正亮理事、張金平理事與陳永昌副秘書長等

人接待。

湖南篇 	湖南省經貿訪問團來訪
由湖南省台辦丁學新副主任率領的「湖南省經貿

訪問團」2月 22日上午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
長偕同易文沐理事、陳四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

長、化粧品公會蔡耀億理事長與群英集團賴永隆總

裁（前長庚醫院美容外科中心主任，知名美容整形

權威）等人共同接待。

台北市商業會建置專業「台北形象館」，成功行銷馳名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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