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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11月 4日假台北市政府二樓親子劇場
舉辦「慶祝第 69屆商人節暨表揚大會」，由
王應傑理事長主持，長官及貴賓包括台北市周

麗芳副市長、產業發展局吳欣珮副局長、商業

處江美玲副處長、台灣服務業聯盟張平沼名譽

理事長、廈門總商會柯希平會長及台北市王欣

儀議員等人。廈門總商會柯希平會長特別率領

多位副會長出席。

會中由台北市周麗芳副市長、產業發展局吳

欣珮副局長頒發 193家「優良商號」獎牌；商
業處江美玲副處長、本會副理事長及監事會召

集人頒發 181位「服務優良從業人員」獎狀及
禮券；本會王應傑理事長頒贈 13名「績優會
務工作人員」獎牌及禮券。

王應傑理事長致詞時表示，台北市以現代服

務業為主，近年內深受消費低迷與虛擬通路雙

面夾擊，因此他樂見行政院推出 40億元「短
期消費提振措施」，以刺激萎靡不振的內需市

場，他也向新政府喊話，過去八年台北市觀光

旅遊暨零售服務業雨露均霑，希望繼續延續政

策穩定性，敞開雙臂歡迎包括來自大陸與世界

各地的遊客來台北市玩，在台北市消費。

周麗芳副市長表達，市府肯定所有獲獎人，

並呼籲經營者除了致力公司營收成長、替股東

負責任外，更應善盡社會責任，獲利同時仍對

周遭鄰里、社會與環境做出貢獻，致力於「取

之社會、用之社會」理念。

2015 年 11 月

「心手相連‧兩岸共慶商人節」專題報導
源起： 1946年 11月 1日於南京召開全國商聯大會，大會上時任廈門市商會會長嚴焰先生發言倡

議制定「商人節」，經大會通過。後蒙當時國民政府同意核定每年 11月 1日為「商人節」。
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臺灣沿襲此一作法，每年持續舉辦相關慶祝活動以彰顯商道。去
（2014）年適逢廈門總商會成立 110周年，在本會王應傑理事長等人共同提議下，廈門總
商會即於今年籌辦兩岸共慶「商人節」活動。

本會第 69 屆商人節表揚大會

王應傑理事長讚許行政院「短期消費提振
措施」倡議維持觀光旅遊業開放政策

理事長的話

冀望“商人節”成為中國文化
“去年，柯希平會長在慶祝廈門

總商會成立 110周年前夕，專程
組團到本會拜訪，王應傑理事長

在會談中提到本會每年都有舉

辦慶祝商人節暨表揚“優良商

號”“優良服務從業人員”以

及“公會資深績優會務人員”。

柯會長認為值得參採，王應傑理

事長進而提倡在廈門共辦商人節，

得到柯會長認同，這是今天兩岸共同舉辦的緣由。”

談起此次參與主辦“商人節”，王應傑理事長表示，

這是兩岸商業組織的合作首例，更是一種歷史機遇。

台北市商業會何以能成為兩岸慶祝“商人節”台灣

唯一主辦單位？

“這首先得益於本會與廈門淵源深厚。”王應傑理事

長告訴記者，本會自 1996年 9月就開啟了與廈門市公
部門及商貿組織間的交流，尤其在現任廈門市委常委、

統戰部部長黃菱女士的積極作為下，本會不但支持“廈

門台交會”的創置，也協助相關公會在廈門參加石材、

佛事用品、體育用品、圖書出版以及印刷、手工藝品等

等各類的展示會、博覽會，也因此奠定了良好而深厚

的合作基礎。同時本會在籌辦商人節方面的多年經驗，

也是其成為唯一的重要因素。

王應傑理事長告訴記者，商人有屬於自己的節日，

這是一種至高的肯定，極大的榮譽，但也是一種責任

和義務。他呼籲從事商業行為人士，務必要心存誠信，

要做到童叟無欺，能落實對政府商業法規的遵守，並

要以同理心來面對廣大的消費大眾，唯有這樣才能喚

起政府和社會大眾“敬商崇商”，建立良好的社會形

象以提升商人的社會地位。王應傑理事長說透過商人

節活動的舉行，既可建構兩岸民間商業組織間的交流

合作平台、還可開闢增進兩岸民間商業交往合作管道，

創造兩岸商機。

（轉載自《中華工商時報》www.cbt.com.cn）

2015中國（廈門）商人節新聞
發佈會	兩岸攜手合辦商人節

9月 9日於 2015 中國（廈門）商人節新聞發佈會上，王應傑
理事長表示，表揚優良商人與商號，提倡誠信經營依法納稅風

氣，帶動企業主恪盡企業社會責任，有助於扭轉社會上反商仇富

的現象；陳四郎秘書長指出，商人節「緣起於廈門，傳承於台灣，

根植於兩岸」，兩岸民間商會合辦商人節共慶活動，可望成為

兩地企業家互利合作的平台，攜手搶攻「一帶一路」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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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言信  大益為公」

本會組團參加 2015中國
（廈門）商人節大會
為樹立商人的良好社會形象，促進商人的誠信守

法，提升商人的責任意識和自信心，營造“尊商重

商”的社會氛圍，推動兩岸商人共同價值取向。本

會 11月 1日組團出席「2015中國（廈門）商人節」
系列活動，有包含兩岸、海外企業家及民營企業家

達 1,200位出席。“商人節”的舉辦鞏固廈門作為連
接世界華商的橋樑作用，廈門願與廣大華商一起努

力，充分發揮平臺作用，增進交流、加強合作，以

達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長遠目標。

王應傑理事長出席並主持「2015中國（廈門）商人節」 
企業家高峰論壇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及陳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
2015中國（廈門）商人節新聞發佈會

臺北市政府周麗芳副市長頒贈優良商號得獎廠商獎牌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代表於本屆商人節表揚大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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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台關係論壇籲強化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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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 16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反映業界心聲	三公會齊提建言

本會 9月 16日召開第 16屆第 3次
會員代表大會，由王應傑理事長主

持，包括立法院洪秀柱副院長、台北

市政府社會局黃清高副局長、台北市

政府商業處江美玲副處長、國民黨台

北市黨部陳永仁主委、台灣商業總會

張平沼理事長、新北市商業會林伍助

理事長及台北市工業會張恒欽理事長

等多位長官貴賓蒞臨指導。

針對 2016總統大選，王應傑理事
長呼籲各候選人應明確提出產業轉型

升級方向與股市振興措施，以提振民

眾對於資本市場和國家經濟的信心。

各商業同業公會新科理事長	104.08~104.11

公  會  名  稱 屆　次 理  事  長 經  營  公  司

台北市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 15 王世璋 永鑫汽車租賃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14 范建武 蔚翔婷運通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台北市機車商業同業公會 16 連圳龍 忠豪車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10 陳俊良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台北市金屬家具商業同業公會 15 蔡宗文 幸中金屬家具有限公司總經理

台北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 17 邱正雄（遞任） 永豐商業銀行董事長

台北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      18 李勝華 建勝土木包工業總經理

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代表出席恭賀第 15屆金屬
家具公會新科理事長蔡宗文（左）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蘇進來常務理事、莊國
海理事、張金平理事與小客車租賃公會歷任理事長合影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主持本會第 16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本會參與104年度秋節
敬軍慰問活動

9月 21日本會參與台北市各界 104年度秋節敬軍慰問活
動，前往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及空軍戰術管制聯隊等 23個單
位慰問，由陳四郎秘書長（前排右五）代表參加。

本次會員代表大會，有機車公會、園藝花卉公會與計程車客運公會等 3個公會提案，獲得大
會無異議通過，將送請各相關主管機關參採。提案內容彙整如下：

園藝花卉公會鄭正亮理事長建議
順應禮尚往來之民情風俗，台北市政府應恢復花卉植栽之訂購，讓花卉盆栽綠化現代都會，

把台北市妝點得更加美麗；他強調，兩處公辦民營花卉拍賣市場（花市），市政府也是股東之一，

政府機關隨興決策帶頭封殺花卉植栽採購，影響相關業者生計甚鉅。

機車公會林弘儒理事長建議
要求政府調降高達 17%的機車貨物稅，他表示，機車主力使用者是年輕學生與家庭主婦等一

般庶民，屬於日常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課徵

高額貨物稅是舊時代落伍思維，有必要重新檢討調

降；林弘儒說，政府實施 5 期環保標準後，空污也
已大幅降低改善，機車產業不能被一再汙名化。

計程車客運公會王明雄理
事長建議
為了提供高層次載客服務，使計程車產業轉型成

為高品質、有效率的運輸服務業，建議應該建立職

業駕駛人「在職訓練」完整機制，定期接受新知識、

新科技與新觀念，提昇執業態度與技能認知。
台北市計程車公會王明雄理事長呼籲建立職
業駕駛人「在職訓練」完整機制

本會領軍 積極爭取產業權益

市長與工商企業界有約
柯文哲市長上台後積極推動的「市長與工商企業有約」活

動，11月 21日上午接連舉行兩場次，從早上 8點一直開到
接近中午，分別邀請「電子產業」與「食品產業」相關公協

會與市政府相關局處首長與會，向公務部門表達來自產業界

第一線聲音，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全程出席，偕同電器公會廖

全平理事長、糕餅公會吳官德理事長與西餐公會宋苡瑋理事

長等人，共同積極維護同業經營權益。

針對眾所矚目的國光客運西站存廢議題，王應傑理事長指

出，台北車站商圈內有許多辦公大樓、金融機構總部和補習

班，為全台灣最重要中心商務區之一，台北西站位於台北車

站特定專用區交通6號用地，每日長短途轉運計5-6萬人次，
這種龐大旅客人潮在台北車站商圈流動，產生的商業消費能

力十分可觀，帶動周圍食衣住行非常多產業聚落蓬勃發展，

也因此帶來數量龐大的就業機會。柯文哲市長當場回應說，

將會充分審酌考量業主意見後，做出最符合全體市民利益的

最後決定。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偕各公會理事長積極爭取產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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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於「2015澳台關係論壇」中與各學者專家對話交流 

2015 亞太暨兩岸創意城市論壇

結合物聯網
創造前瞻智慧新城市
本會與臺灣創意經濟發展協進會

於 9月 11至 12日假台北圓山飯店
舉辦「2015亞太暨兩岸創意城市論
壇」。

活動由王應傑理事長、台創協會

唐嘉蔚理事長共同揭開序幕，台北

市周麗芳副市長、交通部觀光局企

劃組吳潔萍組長、台北市議會王欣

儀議員、二十餘位駐台商務代表、

本會理監事及顧問、各公會理事長

及各工商團體代表約 240位出席。
論壇邀請 11位來自印度、北京、上
海及台灣等地各界翹楚分享精闢論

點、智慧城市及創意生活的美好願

景，會中並由王應傑理事長親自頒

贈感謝狀予各主講者。

左起台創協會唐嘉蔚理事長、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台北市周麗芳副市長及章金
元常務理事於論壇現場合影

2015 澳台關係論壇

論高教與經濟發展
王應傑理事長籲縮短產學落差
由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及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主辦的

「2015澳台關係論壇」於 8月 1日假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以「教育、經濟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

的反思」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並與澳門大學倪明選副校長等各

界學者專家對話交流，為有效縮短產學落差籌謀獻策。

王應傑理事長表示，學校與職場距離越來越遠，他主張學校

方面應強化產學合作，致力於跨越「學用斷崖」，務實銜接學

校與職場兩者間產學落差。

趁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出席「2015澳台關係論壇」之便，中
央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台務部李維一部長特別設宴款待，表達加

強與本會雙向互訪交流的意願，王應傑理事長並邀請李維一部

長擇日訪問台灣，獲其欣然同意。

第 12 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掌握「一帶一路」全球新商機
第 12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10月 23日於澳門威尼斯人渡假村隆重召開，由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主席丁楷恩先生主

持，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率團前往。

此活動有來自全球 37個國家和地區
共 1,650位華商參與。大會各主講者
皆強調以「一帶一路，全球經濟新佈

局」為主題，希望在全球經濟大戰略

架構下，各地華商都能掌握機會，開

拓商機。王應傑理事長表示，中國大

陸正力推的「一帶一路」其中海上絲

綢之路，對台灣的工商企業界來言，

要能抓緊這難得的機遇。他並提醒海

峽兩岸的企業家們，眼光要看得遠，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的業者

大家攜手合作共同來賺取世界財。

本會代表團於第 12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中合影

王應傑理事長出席世界華商高峰會．主持
10月 24曰綜合論壇擔任大會引言人

2015 廈洽會

第10屆兩岸經貿合作與發展論壇
聚焦一帶一路、共創兩岸雙贏

2015廈門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簡稱「廈
洽會」）9月 8日至 11日假廈門國際會展
中心舉行，有來自全球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代表齊聚廈門，主題圍繞在「一帶一路」戰

略合作、自貿區建設與國際投資合作等主題

進行全面交流。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吳發

添副理事長及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理事以

及陳永昌副秘書長等人代表出席，此行並與

廈門市台辦黃河明主任、廈門總商會柯希平

會長與王沁書記等人舉行會談，針對持續推

動兩岸雙向互利及經貿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福建是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也是
「一帶一路」核心區。沿海廈門是「一帶一

路」的重要戰略支點；如何經由大會平台，

把握國際投資風向、緊盯經貿投資策略，正

是每年98廈洽會成為世界焦點的重要原因。
本會代表並出席第 10屆兩岸經貿合作與發
展論壇，在促進投資及經貿進展、交流兩岸

成功發展經驗及尋找潛在合作機會等面向，

交換彼此經驗。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
書長、莊國海理事及陳永昌副秘書長於 2015廈洽
會中合影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率領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
秘書長、莊國海理事及陳永昌副秘書長等代表出
席第 10屆兩岸經貿合作與發展論壇，會中聚焦以
「一帶一路、共創兩岸雙贏」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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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2015日本北海道參訪團	
拜會外交部駐札幌辦事處
本會 9月 19日舉辦日本北海道參訪團由王應傑

理事長帶團，包含本會理監事、顧問及各公會理事

長等 38位參與。21日晚間本會與北海道政商及媒
體代表，包括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陳

桎宏處長、北海道貿易物產振興會瀧澤靖六會長、

北海道台灣貿易協會（札幌商工會議所）井上俊彌

會長及世界日報、HTV北海道電視台等駐札幌代表
餐敘，交流熱絡。22日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
事長、章金元、許弘明 2位常務理事、王孝典、高
銘義及唐嘉蔚 3位副主委、楊逸訓監事、易文沐理
事、謝秀萍組長前往札幌辦事處拜會，陳桎宏處長

親自接待並說明北海道發展現況。席間王應傑理事

長並親贈紀念牌給陳桎宏處長，感謝辦事處盡心協

力安排。
本會代表團在北海道札幌辦事處前和陳桎宏處長（左四）
合影

本會 2015北海道參訪團全體圓員合影

兩岸經貿

兩岸經貿參訪活動輯要
雲南篇 		雲南省招商局來台	

舉辦經貿投資推介會
雲南省招商合作局龍喬忠副局長 9月 14日率團來

台，於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辦雲南省經貿投資推介會，

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陳春銅常

務理事、鄭正亮理事、梁明聖理事、陳四郎秘書長、

陳永昌副秘書長、景觀工程公會藍麗珠理事長、手

工藝品公會張智超理事長、電子零組件公會曾忠政

秘書長及本會林杏琳專員等人應邀出席。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組團來台交流
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長任暉擔任主席的「雲

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9月18日組團來台交流訪問，
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李忠書理事、高國城理事、

陳璟璽監事、米穀公會梁朝凱理事長、旅館公會王

冠富常務理事、國民黨社會部武建華編審、陳四郎

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等人代表接待。

江蘇篇 		江蘇常州台商協會舉行換屆慶典	
本會組觀禮團恭賀

江蘇常州台商協會 9月 25日舉行換屆慶典，應該
協會吳家炎永久名譽會長邀請，本會組團前往觀禮，

由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章金元常務

理事、莊國海理事、梁明聖理事、易文沐理事、楊

紹松榮譽理事、陳永昌副秘書長以及家具公會蔡正

忠理事長等人組團出席，同時由吳發添副理事長代

表與常州台商協會以及常州工商聯簽訂友好合作協

議，訪問團也與常州市委常委張躍部長與常州旅遊

局喬俊傑局長等人舉行會談，就加強常州台北兩地

經貿旅遊交流合作等事宜交換意見。

江蘇淮安曲市長組團拜訪本會	
共倡明年籌組考察團

11月 9日江蘇省淮安市曲福田市長率領該市副市
長、秘書長、財政局長、交通局長、旅遊局長及台

辦主任等一行 13人拜會本會王應傑理事長，許弘明
常務監事及陳四郎秘書長陪同接見。

淮安是江蘇首府，人口 540萬。是一座歷史文化
名城且是蘇北商務、金融、文化旅遊、教育醫療及

現代製造業六大中心。淮安和深圳、東莞、昆山並

稱「台資企業四大高地」，目前正大力推展物流、

旅遊、金融、商貿外，更積極發展文化創意、電子

商務、健康養生三大新興產業。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盛讚淮安是具有多元特點的城

市、有渾厚的歷史底蘊、具備有利的區位優勢，這

些有助於淮安的城市發展以及現代服務業的勃興，

希望本會明（2016）年能組團前往考察。

11 月 5日舉辦江蘇省泰州市	
經貿參訪團歡迎晚宴

中國電視購物聯盟成立後首發訪問團	
拜訪本會並鎖定台灣商品
由海貿會協助組團的中國電視購物聯盟訪問團 11
月 5日拜訪本會，由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
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陳永昌副秘書長、中藥公

會全聯會朱浦霖理事長、台北市化妝品公會蔡耀億

理事長與林茂青監事會召集人等人出面接待。

海貿會台北辦事處羅宏主任介紹，目前中國大陸

電視購物營業額僅佔消費零售整體市場 1%，成長
空間非常可觀，希望有更多MIT台灣優質商品通過
電視購物頻道賣到大陸去。訪問團團長王萍總經理

（哈爾濱天鵝購物頻道）則表示，此行係中國電視

購物聯盟今（2015）年 5月成立後首次組團出境訪
問，第一站就鎖定台灣即是著眼於尋找更多台灣產

品，透過電視頻道、型錄、網站與手機 APP等眾多
渠道，更強而有力的推介給大陸廣大消費者。

國際瞭望

沙烏地阿拉伯85週年國慶	
本會與多位貴賓親臨恭賀
沙烏地阿拉伯駐華辦事處於 10月 15日假台
北東方文華酒店舉行該國建國 85週年國慶酒
會，應 Talat Ebrahim A. Almuslemani大使邀請，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與陳永昌副秘書長代表出

席。席間，王應傑理事長與台北市議員林瑞圖、

中鼎集團余俊彥董事長、台北東方文華酒店業

主林命群董事長、台北市進出口貿易教育基金

會黃俊國執行長等交流敘誼，場面十分熱絡。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與陳永昌副秘書長與沙烏地阿拉伯
Talat Ebrahim A. Almuslemani大使合影

雲南招商局龍喬忠副局長（前左四）率團來台舉辦經貿投
資推介會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任暉（左四）主席組團拜訪本會

吳發添副理事長（前中）代表與常州台商協會以及常州工
商聯簽訂友好合作協議

江蘇省淮安市曲福田市長（左）率團拜訪本會

本會戴良川榮譽理事長、莊國海理事（台北市汽車公會理
事長）、陳四郎秘書長 11月 15日出席泰州台商協會餐敘
活動與海峽交流基金會林中森董事長（右六）、江蘇泰州
市何榕常務副市長（左六）、立法委員潘維綱（右三）、
泰州台協葉俊輝會長（左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