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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產業技術合作促進會 

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2021年 8月 12日（星期四）17時 

方式：線上視訊會議(Google Meet ) 

紀錄：高千惠、陳碧蓮 

人數：應到 28名，實到 21名 

出席人員： 

1. 黃重球理事長 

2. 林錫埼副理事長 

3. 林萬益副理事長 

4. 林宏明常務理事 

5. 莊月清常務監事 

6. 莊國欽理事 

7. 王正一理事 

8. 余吉政理事 

9. 蕭陳泳理事 

10. 魏聰哲理事 

11. 黃瑞耀理事 

12. 陳曜芳理事 

13. 楊馬田理事 

14. 蔡鴻賢理事 

15. 謝朝鎮理事 

16. 洪堯昆理事 

17. 林佳添理事 

18. 簡剛民候補理事 

19. 王聖雄候補理事 

20. 梁茂生監事 

21. 張志良監事 

秘書處： 

1. 林峻暉秘書長 

2. 林琇宜副秘書長 

3. 高千惠專案經理 

4. 中經院日本中心陳碧蓮助理 

 

一、 報告事項 



 2 

（一）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時間：2021 年 4月 23日下午 4-9 時 

地點：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 2A國際會議廳 

1. 本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假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由黃

理事長主持，邀請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顧問詹文男博士以「不

老經濟－商機與策略」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會後旋於下午 6時假彭園

婚宴會館新店館國際宴會 B廳舉辦「懇親會」，計邀集本會會員、日

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及台日各界企業領袖代表近 100

人與會，討論熱烈，圓滿成功。 

2. 本次大會荷蒙林宏明常務理事與陳曜芳理事贊助餐費。本次大會邀集

台日各界高階企業領袖代表近百位與會，討論熱烈，圓滿成功。 

 

（二）交流活動 

1. 參加 2021富山縣工業技術製造產品綜合展覽會執行委員會線上籌備會議

（3/24） 

富山縣工業技術製造產品綜合展覽會訂於本（2021）年 10 月 28-30

日假富山產業展示館舉辦實體及線上展覽會，由富山縣駐台北商務協進聯

絡處平川處長安排本會與主辦單位代表進行線上籌備會議，商請本會協助

洽邀國內業者參加，並循例提供本會會員免費參展等相關優惠方案。秘書

處林峻暉秘書長與張淑芬副秘書長應邀代表出席上述會議，會中雙方就如

何吸引台灣業者在日就近參加實體展覽會，或報名線上參展等相關議題交

換意見。 

此外，平川處長特別介紹富山縣知名金屬精品鑄造商「能作」

（NOUSAKU）以錫和青黃銅等原料精心製造各式各樣的器皿及裝飾品，

包括富山縣當地著名的立山（TATEYAMA）為品牌鑄造的一系列的酒杯，

其中尤以日本最高峰富士山為構想，100%純錫精心設計和煉造的酒杯

「富士山」（FUJIYAMA），利用錫的作用可以隔絕異味，充份品嚐日本

酒的甘甜與美味，廣受歡迎，自用或送禮都非常高雅獨特。 

 

2. 賀本會創會理事長蔡清彥博士獲頒日本「令和 3年（2021年）春季外國

人敘勳」勳章（4/29） 

日本政府 4 月 29 日公布「令和三年（2021 年）春季外國人敘勳」之授

勳名單，本會蔡前理事長清彥獲頒「旭日中綬章」，功在促進台灣與日本

科學技術領域的合作而獲頒勳章。 

 

3. 4.5.協辦 2021 台日照護科技論壇、台日高齡吞嚥肌少・飲食營養論壇、

台日照護技術論壇，連續三天連續三場論壇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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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ICF

暨輔具科技研究中心、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產業創新發展協會執行，促進

會等台日相關醫護及平面媒體等相關機構團體協辦，於本年 5 月 7-9 日

假南港展覽館 1 館以高齡照護臨床需求為主題，由台灣高齡產業創新發

展協會林峻暉理事長開幕致詞，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代表主辦單位

致詞，分別就台日兩國在照護科技、高齡吞嚥肌少飲食營養及照護技術

方面的議題，連續三天連續舉辦三場論壇，除邀請台日高齡及醫療照護

等相關業界企業領袖代表親臨會場或在線上發表專題演講，（第一天）針

對台日長照產業交流合作契機、深耕日本 30年對台灣長照業者的建言、

智能照護精準復健、ICT 助力共創長照新商機、機器人效力照護品質大

躍進;（第二天）高齡吞嚥生理與問題、台灣高齡者身心功能及老年症候

群狀況以及健康飲食促進、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分級規格制定與產業推動、

日本高齡飲食發展現況、肌少症與吞嚥障礙; （第三天）台日長照機構交

流的相互啟發效益、日本介護保險制度之變革及照護品質提升、善用 AI

智慧的失智症照護、失智症照護關懷據點家庭照顧者支持、老人保健機

構之復健與返家復能之協助、活用 ICT 復健與機械人復健之大規模日照

中心、日照中心居家護理質量評估，並安排專家論壇進行綜合討論，深

入解說，討論熱烈，圓滿成功。 

 

6. 函謝日本相關單位 AZ疫苗後續（6/7） 

本會以黃理事長名義 Email 函謝 17 個與本會友好的日本縣市政府及駐

台機構領導人，並透過業務單位窗口轉達，均獲得日方表示感謝，並獲

靜岡縣川勝知事、埼玉縣產業振興公社神田理事長、香川縣商工會議所

連合會泉會長等三位領導人專函覆謝。 

 

7. 本會響應台灣傳統基金會感謝日本恩義產經新聞全面廣告（6/13） 

(1) 為感謝日本贈送台灣疫苗，由台灣傳統基金會發起在台灣集資，於

日本知名「產經新聞」刊登「感謝日本恩義」全版廣告企劃，經本

會山本諮詢委員提供企劃案詳細內容，並由秘書處報請理監事會研

議，獲得多數熱烈表達支持，由會費出資新台幣 10 萬元響應感謝

日本恩義，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本會的名字於「感謝日本恩

義」的廣告，於 6月 13日刊登在產經新聞的重要版面。 

(2) 台灣傳統基金會寄贈紀念品：馬克杯、T-shirt、購物袋各 2份。 

 

（三）會員服務 

1. 張淑芬副秘書長拜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前田總幹事（3/25） 

本會預訂於 4 月 23 日下午舉辦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及懇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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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秘書長專程前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面邀前田總幹事親自出席外，並

協助洽邀該會理監事及會員企業代表參加上述大會。另就本會計畫於 6

月中旬擇期與日本工商會聯合舉辦台中一日企業參訪，以及年內雙方再

共同籌辦其它交流活動之可行性等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2. 張副秘書長拜會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8/2）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朱助理秘書長詳盡介紹該會，他們在

會員服務方面非常盡心，最近花了百萬元架設 BtoB網站，正是我長期以

來對於促進會網站的想法，覺得可以參考。同時也提議或許將來可以跟

該協會合辦一次活動，他們甚至有日商會員，會是不錯的交流。智慧應

用數位商務平台 TAIROA B2B，https://www.tairoab2b.com/。 

 

3. 張副秘書長拜會團體會員佰機實業（8/2） 

(1) 收穫很多。除了了解業界近況，詢問對於促進會的服務的期許，也

知道本會顧問王武雄先生是口罩國家隊的 KEY PERSON。或許可以

邀請王武雄先生來演講有關口罩國家隊的議題，甚至可以邀請沈榮

津副院長一起過來擔任貴賓。 

(2) 現在很多協會跟日本有很深的交流，例如再生醫療，除了細胞治療、

細胞製備外，整個產業鏈的建構，都可以是本促進會的著力點。我

們可以邀請相關協會秘書長或業界來演講或交流，對於本會會員可

以有更多交流或是投資的機會。下半年度，會繼續經營拜訪中南部

會員。 

二、 討論 

1. 下半年懇親演講會規劃 

  實體+線上同步進行，僅供應礦泉水。配合防疫措施及現場座位上限，

先報名者優先安排參加實體，不便來場者提供線上收看連結登入觀看。 

決議： 

(1) 9 月懇親演講會計劃於 9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13:15 至 15:30）

假中經院 B003會議廳辦理（經秘書長會後向講師陳前理事長協商）。

請秘書處準備陳老師演講用壓克力面罩，原則上講 60 分鐘，再 30

分鐘跟大家交流，3:30前結束。 

 

https://www.tairoab2b.com/


 5 

2. 張副秘書長拜訪團體會員西九州有限公司（3/31） 

(1) 郭葉璟董事長相當謙虛表示於懇親會常看到理監事們慷慨捐款贊助

本會，他也想盡一份心力。 

(2) 西九州有限公司係專營協助台日企業合作之子公司，公司網站之設

計是其經營事業之一環，郭董表示願意用提供促進會網頁之設計及

維護的技術和服務做為捐贈。西九州已先為促進會設計一個新網頁

供大家參考。 

(3) 說明 2009 年起申請元伸科技網路虛擬主機現況：網路虛擬主機續約

原 2021 年 7月 17日到期，經高經理致電協調展延至 2021 年 9月 30

日止。2021/8/11 在假設變更虛擬主機公司情況下致電至元伸公司，

洽元伸陳小姐討論後，如停止續約，網頁將會在 2021/10/1 起斷線，

所有網頁資料將會寄回本會保存。待再次續約時，元伸公司會恢復

原來網頁，續約時合約依舊給於優惠 3 年送 1年 37,800 元，並會註

明恢復時不需收取任何手續費。如續約一年一期為 12,600 元，無法

特別優惠。 

決議： 

(1) 秘書處將後續再與西九州有限公司張先生討論網頁提案是否正式啟

用，討論期間依舊保持原先的網頁元伸科技網路虛擬主機至合約到

期 2021 年 9月 30日。 

(2) 請秘書處詳細瞭解與元伸科技解約及復約的相關規定，並洽西九州

公司討論秘書處要怎麼跟該公司配合，該公司捐贈網頁維護服務時

間為期多久。倘涉及會員公司不對外公開訊息如何應對等相關服務

內容後續辦。 

 

3. 新北市電腦公會委辦國際採購商洽會，日本採購商洽邀進度 

(1) 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以新台幣六萬元專案委託本會洽邀五家日

本採購業者參加「2021 新北市國際視訊採購商洽會暨跨域產業交流

會」（時間：9 月 8 日下午，全視訊），主題包括：5G/AIoT、運動用

品．科技及綠色能源三大產業，由日本總公司名義參加是必要條件。 

(2) 6 月 28 日開始洽邀迄今，經洽台日相關業務合作單位，目前確定參

加四家採購業者名單包括：双日株式会社、福井縣興和江守株式会社、

愛媛縣 FINDEX Inc.、豐田通商株式會社。 

(3) 還剩一家日本企業（採購業者），敦請理監事長官推薦。 

決議：林萬益副理事長推薦日商台灣國際住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並

慨允協助初步協調工作。 

 

4. 收支預算表 

(1-8 月實際收入+9-12 月預算收入)－(1-8 月實際支出+9-12 月預算支出)=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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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絀 

(1,451,977+80,000)－(650,061+64,0778)=230,138 

 

補充說明: 

(1) 會費收入：視入會收入、退會情況，今年短收 38,000。 

今年入會(開南大學—曹瑞泰代表、華容公司--薄膜電容器製造、勝方公

司(個人轉團體)--腳輪、組合式刀具工具櫃、黃清欽-雷射加工，電漿清洗等、

宋慧玲-牙醫)。 

今年退會(核能研究所、美商半導體、大育公司--印表機等買賣維修、順

賀行--泵浦、新航保麗龍公司--生產塑化包材、中衛發展中心、陳鏡潭—愛之

味集團、魏昇煌--敏孚機械)。 

(2) 其他收入： 

捐款收入 

 實際收入共計 360,000 : 林萬益副理事長(1/29匯款 65,000)、林宏明

常務理事(4/22匯款 100,000)、陳曜芳理事(5/7匯款 65,000)、梁茂生

監事(2/20 匯款 130,000)。 

 開立飯店發票，不列入會計帳 : 1/20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演講

由林錫埼副理事長直接刷卡 65,000。 

 懇請今年度認捐四位原已承諾追加認捐四位（黃重球理事長、蔡鴻

賢理事、吳明富理事、蕭勝彥理事）理監事，可以延至明年度再敦請

贊助。 

(黃理事長)說明贊助活動餐費部分原為實報實銷，已承諾今年捐款

者，秘書處盡量於今年下半年加強辦理活動。 

(梁茂生監事)建議今年度原計畫贊助收入未入帳部分依舊入帳，針

對贊助支出費用後餘款將可列入基金。按社會團體法規定提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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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下為基金。 

勞務收入 

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委託案 60,000 元(含稅) 

(3) 郵電費： 實際支出會費收據郵資、快遞等 2,102 元以及預估今年度網路

虛擬主機 3 年送 1年金額 37,800元。 

(4) 會議費： 實際支出員大會場地費 15,246 元。 

(5) 業務拓展費：講師獎牌實際支出(2 場)4,680 元及預估(3 場)7,020 元、實

際支出會員大會紅酒 7,776元、實際支出慰勞餐費 3,509元。 

(6) 聯誼活動費： 1-12月懇親演講會實際支出 71,512與預估 140,000 元、實

際支出會員大會餐費 89,092元。 

(7) 捐款費：「感謝日本恩義」捐款活動 6/9 匯款 10萬。 

(8)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梁茂生監事 109 年 9月 20入引薦入會 TASS 台灣永

續供應協會會員，即將續約，常年會費 1萬元。 

5. 銀行存款彙總表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8月 10 日止 

 

6. 活動計畫 

(1) 2021年 8-12 月活動計畫表（暫定） 

月份 活動 內容 

8.12 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線上 

8.25 第五屆台日長照產業高峰會會前線

上研討會 

促進會協辦，日本時間: 14:20-15:20 

9.8 

 

新北市國際採購商洽會暨跨域產業

交流會 

新北市電腦公會專案撥款委辦，安排 5家日本

採購業者參加 

9.7-9.8 第五屆台日長照產業高峰會 促進會協辦，日本時間: 12:30-16:30 

日本：東京流通 Center 

9.11 第 78次懇親演講會(3) 地點: 中經院，實體+線上，13:15-15:30 

講師: 本會前理事長台大名譽教授陳添枝博士 

講題：新書「美中貿易戰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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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活動 內容 

10 第 79次懇親演講會(4)  

10.28-

10.30 

富山縣工業技術製造產品綜合展覽

會 

台灣線上、日本實體商談會同步進行 

11.10 第 80懇親演講會(5)  

12.15 第 81次懇親演講會(6)  

備註：日本工商會講師名單包括静岡県駐台辦事處宮崎悌三處長（強化相鄰地區之間

的連結性～從日本地方政府駐台辦事處的活動說起）、樂天棒球隊川田總經理（球團事

業經營戰略）、台湾三菱電機（股）花岡尚夫董事長兼総経理 

 

(2) 未來規劃辦理那些活動可以為會員帶來商機，吸引新會員加入 

 能源轉型、電動車、氫能。半導體設備後續供應鏈及材料。配合政府政

策規劃（黃理事長） 

 循環經濟（梁茂生監事） 

 新創產業： 

 Unicorn介紹（莊國欽理事）URL https://unicorn-cf.co.jp/company/ 

 AWOO阿物科技（林萬益副理事長）URL https://awoo.ai/zh-

hant/about/ 

 廣告行銷，Appier沛星互動科技（林萬益副理事長）URL 

https://www.appier.com/zh-hant/company/ 

 其它：電動車或綠色能源、產業機械、生技或再生醫療 

三、 臨時動議 

（一） 請秘書處於 9月懇親演講會前提供現場參加人數，林錫埼副理事長慨允贈

送與會者每一位一本陳添枝前理事長新書「美中貿易戰戰什麼」。 

（二） 會後梁監事建議：促進會收到的歷年的紀念品、禮品可以在會員大會拍賣

或者轉贈中經院或演講者也減輕存放壓力。 

四、 散會 

  

https://unicorn-cf.co.jp/company/
https://awoo.ai/zh-hant/about/
https://awoo.ai/zh-hant/about/
https://www.appier.com/zh-hant/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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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下午 5時線上視訊會議(Google Me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