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腔熱情、感動兩岸
─專訪漳州台商會長林伯彥
◆文／耿梓墨

天下企業機構董事長、漳州台協會長林伯彥
帶著滿腔熱血，20 年前從台中到福建漳州投資

1999 年，在林氏家族決定投資漳州後，林伯

地產事業，還引入台灣的石化產業、新竹綠世界

彥懷揣著滿腔熱情來到漳州，並接管了由他叔叔

生態園、台灣特色小鎮等，如今枝繁葉茂且果實

創建的天下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林氏家族「第

累累；但他不以此自滿，還樂於行善，成為首位

二次」遷移閩南，成為第一批返鄉投資的台商先

「感動漳州」的台灣人。

驅，時任國台辦主任王兆國曾公開讚揚林家是「台

林伯彥於 1964 年 10 月在台中出生，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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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腔熱情從台中到漳州投資

商投資的視窗」。

家族在大台中從事汽車代理和建築事業，中國大

天下房地產公司開發專案位於漳州市區的東

陸改革開放後，他成了最早到福建投資的台商先

部中心，是個老街區。當年這裡涉及的拆遷戶有

驅，在廈門、泉州、漳州共開發了約 100 萬平

1,800 多戶，還有個著名的文物「蔡竹禪」故居

方米，足跡遍及福建各大城。

的保護問題。蔡氏民居始建於清中葉，原為祠堂，

回溯 200 多年前，林伯彥的祖先是從同安

1940 年「蔡竹禪」購作私宅，並按民居改建。

馬巷（當年隸屬福建省泉州府，現屬福建省廈門

建築坐北朝南，為三進兩天井帶兩廂的四合院，

市）遷到台灣。1989 年，當林伯彥還在英國讀

占地面積 2865 平方米。

書時，第一次回到祖籍老家福建泉州，參觀林氏

林伯彥認為拆遷是一種責任，他必須讓所

家族在泉州投資的公司時，他就萌生了一股回歸

有的拆遷戶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遷回住處，最終

故里的想望。

完成這個初衷。他陸續完成天下廣場 A、B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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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碧園及君臨天下等社區而廣受好評；
2015 年投資興建位於漳州市水仙大街
的「天璽九十九彎」，並於 2018 年投
資開發位於長泰的「天下幸福園區」
等項目。
對於在大陸做房地產，跟在台灣
有什麼不同？林伯彥說，「大陸的市
場大銷售快、以閩南來說，基本上房
子還沒建好就已經賣光了，台灣的量
體比較小，去化也較慢，但是土地取
得比較容易。」
談到在漳州打拚過程中遇到的困

圖／林伯彥提供

天下企業機構董事長林伯彥今年接下漳州台商協會會長。

難，林伯彥說，「房地產的主要原料
是土地，在大陸土地取得須經『招拍掛』方式出

帝酒店簽約，項目在 2017 年 12 月 26 日動工。

讓，所以成本愈來愈高且競爭激烈，這也是台灣

很多台商工作之餘，大部分時間在茶館或咖

的開發商會愈來愈少的原因。」畢竟中國大陸市

啡廳度過。林伯彥覺得常去那些地方很沒意思，

場擁有龐大商機，但也有其挑戰。

想要深入認識自己腳上的這塊土地，於是他「到
漳州人的家裡走走，看看電視，聊聊天，這樣很

深耕熱土

引進台灣特色產業

有鄉土的感覺。」

在中國大陸投資不限於地產開發，林伯彥

林伯彥長期為漳州招商引資，更積極引進新

2009 年底又投身到兩岸石化產業。「福建漳州

竹綠世界生態園、台灣特色小鎮等大型項目，為

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這項專案，是兩岸史上最

兩岸友好往來奉獻心力。他始終堅持無論從事何

大型的石化產業深化合作項目，在福建漳州古雷

種行業都秉持正派經營，「講誠信、求品質」是

建設 1,600 萬噸級煉油、120 萬噸級乙烯及數十

他的的經營理念，嚴格把好「品質關」做好「良

套下游配套化工裝置。

心事」，在協助政府招商時以身作則，從不占政

從 2009 年至今，林伯彥陪同全國工總前理

府和企業的便宜。

事長陳武雄往返奔走於兩岸，不辭辛勞之下，該
項目終於在 2015 年 11 月 3 日在南京舉辦的「兩

慈善功德 首位感動漳州的台灣人

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上簽訂階段性合作協定，

在天下地產公司辦公室的牆面上，除了公司

兩岸合資協議也已於 2016 年 5 月 4 日在廈門金

2002 年至 2014 年連續 13 年獲得漳州市「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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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級生的林伯彥（左一）
為人海派熱情，在台商中
人緣極佳。

大戶」和「誠信單位」的榮譽獎牌外，更是掛滿

彥捐款人民幣 25 萬元賑災；2009 年江西特大水

了被幫助者頌揚其愛心義舉的錦旗。

災發生後，他還捐款人民幣 20 萬元賑災；2010

值得一提的是，林伯彥在 2008 年以「樂善
好施」榮獲「感動漳州」人物特別獎，這是台灣
人首次入選「感動漳州」人物。

陸共青團委會用於慈善救助之用。
林伯彥頻頻獻上愛心，讓溫情遍及大陸社

對於自己情傾慈善，樂善好施，林伯彥的想

會各個角度。他資助漳籍黑龍江大學學生何建章

法很樸實：「慈善而不求功利，辦企業取之於社

完成學業，捐資百餘萬元建設雲霄莆項小學並承

會，更應該用之於社會。」他說自己的付出也許

擔新教學樓設計施工。接著，林伯彥又向南靖縣

只是冰山一角，但是他希望他的付出能起到「拋

特殊教育學校捐資人民幣 5 萬元，向詔安縣邊

磚引玉」的作用，帶動身邊的朋友、更積極地投

貿中心上營小學贈送了 2,000 多冊的精美圖書。

身於慈善事業之中。

2015 年 3 月林伯彥與友人共同出資人民幣

自從 2000 年到漳州投資後，林伯彥每年至

400 餘萬元修建漳州市漳浦縣攀龍小學教學樓。

少拿出數十萬元資助貧困戶。2003 年至今，林

林伯彥一直告誡公司員工，孩子們是未來的希

伯彥逢年過節都不忘扶貧幫困，給市福利院送過

望，他有責任及義務為他們創造一個好的環境，

大米、麵粉和慰問金；還給林前岩寺的孤兒們送

讓他們茁壯成長，回饋社會。

去了豐富的食物和生活費，僅 2005 年就出資人

談到堅持每年捐資做慈善，這樣做的動力何

民幣 28 萬多元慰問雲霄等縣（市、區）貧困戶、

在？林伯彥說，「辦企業取之於社會，更應該用

養老院。

之於社會。我是希望以捐資捐學校的方式『回饋

在 2006 年「珍珠」颱風災害發生後，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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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他又拿出人民幣 10 萬餘元捐資給中國大

社會』，加深地方民眾對台商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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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紐帶

台閩加強交流合作

漳州與台灣隔海相望，也是台灣主要的祖居

林伯彥今年接下漳州台商協會會長這個重

地，台灣有三分之一的祖籍在漳州，因此當地政

擔，漳州台資企業 3,000 多家，協會在 11 個主

府對於台胞和台商非常重視，為維護台胞的合法

要縣區成立了台商聯誼會、目前會員企業 700 多

權益，在各級法院都成立了涉台法庭，並且聘請

家。未來，他希望漳州台商協會能與大陸各兄弟

台胞當陪審員，這在大陸可以說是首創的。

友會互相學習，汲取經驗，不斷拓展創業創新領

林伯彥認為應加強福建與台灣的產業合作，

域，任內希望能為台商爭取商機和創造投資平台

台灣推出六大新興產業，包括「生物科技、綠色

及主動對外交流。

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醫療照護及文化創

林伯彥殷切希望漳州台商協會能充分發揮

意」；大陸也極力發展七大新興產業，包括：「新

「橋樑紐帶」作用，積極協助開展兩岸多方面的

能源、節能環保、生物育種、新醫藥、新材料、

交流與合作，推動兩岸合作交流，密切的為台資

電動汽車、資訊產業」。他相信，兩岸若能強化

企業和政府有關部門的聯繫，讓在漳州的台商都

新興產業的合作，共同研發技術，制定一樣的行

能賺到錢並為漳州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做出更大

業規格及標準，合作開發生產，必然可以開創兩

的貢獻。

岸產業優勢互補，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廣告

陸委會提醒國人，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入出境香港時，若
攜帶總值港幣 12 萬元或等值外幣（約折合新台幣 48 萬元）以
上之貨幣或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均應依規定申報，以免遭罰。
香港政府對於跨境攜帶及運送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如支票、旅行支票、匯
票、郵政票券，以下稱「現金類物品」）進出香港，設立申報及披露制度新規定，
以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籌集資金。相關申報規定如下：

1

入境香港之旅客，
須使用現行紅綠
通道系統下的紅
通道，向海關人
員作出書面申報。

2

即將出境離港及經指明管
制站以外地方入境香港之
旅客，則須在海關人員的
要求下，披露是否持有總
值高於港幣 12 萬元之現金
類物品，若持有，則須書
面申報有關資料。

3

若成年人陪同幼年人（16
歲以下）並知悉該幼年
人持有總值高於港幣 12
萬元之現金類物品，則
該成年人須為該幼年人
申報或披露。

國人對於前揭規定若有不瞭解之處，可參考香港海關網站（網址：https://www.customs.gov.hk）
亦可事先致電香港海關查詢（專線電話：852-28157711），瞭解個別需求之申報規定，避免因不諳港方新規定而受罰，影響自身權益。
另，國人在香港倘遇急難事件，請撥打陸委會香港辦事處 24 小時緊急聯絡電話：（852）6143-9012。

4

進口或出口總值高於
港幣 12 萬元屬同一批
次貨物之現金類物品，
須以電子方式透過現
金類物品申報系統預
先作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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