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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錦樂會長奔走兩岸，勞心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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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屆會長力拼臺協世代傳承
－成都臺協會長高錦樂
文《曾秋英》
隨著中國大陸邁入「後疫情時代」，各地各
業都在快馬加鞭、加速追趕進度。大陸臺企聯常
務副會長、成都臺商協會會長、四川藏寶蟲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高錦樂也不例外，在協會
事務、臺商交流間忙得不可開交，差旅行腳踩遍
大江南北。奔波的步伐，瞬忽已近 30 年。

赴陸先鋒

一晃眼 30 載

高錦樂算是最早一批到大陸發展的臺商。他
在 1992 年 ( 民國 81 年 ) 改革開放初期，就隨著
統一企業拓展市場的步伐來到成都，與當地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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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成立四川錦隆香精香料公司，成為統一泡麵
的原料生產商。

不過公司成立後，才發現兩岸在企業管理、
成本計算有相當大的落差，造成合資公司體制龐
大、人事支出高昂且效率不彰。1994 年，高錦
樂決定擺脫國企掣肘，成立獨資公司。

1997 年，他跨業涉足日用品、玩具工廠；
2000 年國營企業改制後，土地廠房可以活化，
高錦樂切進房地產開發市場，在成都、綿陽都有
項目。2012 年，在其他臺商穿針引線下，他的
業務觸角擴及到生技產業，成立四川藏寶蟲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並在 2015 年與臺灣上櫃公司

身為前進西部發展的第一梯隊，高錦樂娓娓
談起臺商在四川的發展歷程。最早在 90 年代，
由統一、康師傅、旺旺等食品行業落腳耕耘。
2000 年初，隨著大陸推動西部大開發，台玻集
團、亞東水泥等製造業臺廠陸續進駐。2008 年
後，西部的電子資訊行業開始蓬勃發展，包括富
士康、仁寶、緯創以及配套廠家先後布局。2016
年起則是金融業，目前有富邦華一、永豐、第一
銀行等臺資銀行在此設點。

高錦樂從成都市統計局的數據分析表示，
2020 年，成都地區生產總值達人民幣（下同）
17,716.7 億元，年增長 4％。分產業看，農、林、
漁的第一產業達 655.2 億元，增長 3.3％；製造
業為主的第二產業達 5,418.5 億元，增長 4.8％；
服 務 業 為 主 的 第 三 產 業 達 11,643 億 元， 增 長
3.6％。
臺商在成都的發展以第二產業占比最高，
約達 55％以上。以富士康來說，2020 年產值約
1,800 億元，仁寶和緯創合計約 600 億元，光三
家電子資訊產業的產值就高達 2,400 億元。另還
有台玻，統一、康師傅等食品廠，以及中小企業
臺商等相加起來，臺資在成都的產值占達 3,000
億元左右，在第二產業已占了半壁江山。

反觀臺商在第三產業的占比相對較少。規模
較大的臺資企業包括群光百貨，以及房地產的鄉
林集團等，未來在服務業領域仍極具發展潛力。

西部投資題材

人物專訪

生展生技合作，成功突破人工培殖冬蟲夏草的技
術難題。

熱度不減

高錦樂稱，大陸中西部經濟發展迅速，成都
市不僅具備「一帶一路」題材，又是中歐班列的
起始站，2020 年在「內外雙循環」、「成渝雙
城經濟圈」的投資發展計畫下，應該還會再掀起
一波區域經濟高成長。
他說明，中國大陸 2021 年第 7 次人口普查
顯示，成都常住人口達到 2,093 萬人，較 10 年
前的第 6 次普查結果增加約 581 萬人。龐大人口
紅利背後，當然也代表強大的消費實力。

事實上，現在前往成都創業的臺灣青年中，
就有不少正是著眼於此。臺灣年輕人初到大陸闖
蕩，可培養不同的商業嗅覺，擴大眼界。尤其在
市 場 布 局 方 面，「 在 臺 灣 看 的 是 2,400 萬 人，
大陸是要搶 14 億人口市場，思維邏輯完全不一
樣」。高錦樂坦言，不論任何領域，「臺灣在前
半段可能小幅領先，但後半段被大陸超車的機會
蠻大的」，除了不斷提升自己，並從大陸青年的
思維中截長補短，才有機會長久立足。

大陸西部城市龐大的人口紅利及優惠政策，吸引許多臺商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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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救災物資前往汶川地震災區

成立臺商愛心基金協助災後重建

順應商業潮流

持續精進

當問及縱橫大陸商場 30 載的心得，高錦樂
強調，大陸市場變化太大，「就是要學會抓住風
口，不斷學習」。他常以成都臺協前會長、被譽
為兩岸旅行箱大王的皇冠集團副總裁江枝田為
例，其銷售的皮箱在大陸累積良好口碑。10 多
年前，江家二代力勸父親擴大線上行銷，父子還
因理念不合、多有齟齬。高錦樂說，幾年前江枝
田告訴他，事實證明兒子的眼光是正確的，現在
每年光是「雙十一」一天的銷量就抵過線下門市
一年的業績。才短短幾年，大陸的商業模式已全
然疊代更新，若是不知及時變通，只能慘遭淘汰。

2020 年風生水起的直播賣貨也是一樣。初
期是商家為了消化庫存變現，商品普通、單價不
高。未料直播帶貨掀起熱潮後，舉凡珠寶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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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甚至豪宅銷售都在搶直播商機。商業靈敏
度成為能否留在市場的關鍵。

誰也沒料到 2020 年疫情來勢洶洶，對於成
都臺商可說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高錦樂說，富士
康、緯創等電子資訊產業，因受惠於「宅經濟」
發燒，筆電、平板供不應求，業績持續飆升。反
觀餐飲、百貨服務、旅遊業等商貿業者則是另一
番光景，2020 年整體業績普遍下滑，有部分資
金實力較弱的服務業臺商只能退出。

高錦樂的蟲草養殖事業也受到不小衝擊。當
時成都對公司到班人數嚴格管制，但過年正是蟲
草採收高峰，人力不足嚴重影響產量，加上高端
消費減少，全年業績不如以往。但高錦樂表示，
目前來看，2021 年成都整體商貿情況已陸續恢
復疫情前水準，臺商對成都的發展前景依舊樂
觀。

世代傳承是最大目標

高錦樂落腳成都至今，臺商協會和他的職涯
打拼一直密不可分。成都臺商協會成立於 1995
年，在大陸算是成立較早的臺協，而高錦樂從協
會成立初期就參與服務臺商的工作。他是第 1 屆
到第 3 屆的秘書長；2004 年他當選第 4 屆會長，
接著連選連任 4 次，直至 2015 年第 8 屆會長任
期結束，共長達 10 年。2020 年 9 月，他再度當
選第 11 屆成都會長，也是他第 6 度披掛上陣。

面對接下來 3 年任期，高錦樂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完成傳承，希望未來協會的事務可交棒給年
輕人。對照部分臺協已完成世代交接，而他卻回
頭接掌會長一職，他笑說：「相較之下，成都臺
協的輩份是高了點」。

以福州、南寧臺協來說，協會事務都已交棒
給下一代，成功完成換血。「現任福州會長陳奕
廷，他父親（陳建男）在當會長時，我也是會長；
南寧前會長周世進還在任期時，我也是會長。轉
眼他們都交接給下一代了，但我又回鍋會長職
務。」他無奈笑道。
為了儘速在本屆任期內做到傳承交接，高錦
樂接任會長後第一件事，就是整頓協會內的青年
工作委員會，依照年紀分
為 40 歲、30 歲、20 歲的
不同梯隊，藉此和青年臺
商分享資源和經驗，希望
培養更多年輕人接任協會
幹部，並逐漸建立接班的
人才庫。

華一成都分行和成都臺協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
定，凡是成都臺協的會員企業，員工只要憑公司
名片和臺胞證，就可申請臺胞信用卡，讓資金運
用更便利。另外，針對臺商在保險業務、稅務法
務等常遇到的困擾，也邀請臺資金融業者辦理講
座並交流互動，即時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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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回鍋

在文化產業推進委員會部分，成都現在很多
文旅開發案都屬於大型國際開發項目，單一臺商
的資本實力不足，只能搶到小部分的分包案。他
認為，「若能整合臺商各層面的優質力量，抱團
起來也許有機會拼一把」。

除了增加委員會功能，去政府機關拜會交
流，原訂每個月最末一週星期五的會員聚餐日，
也邀請各地政府參與其中，增進臺商與地方政府
互動，為臺商未來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以 7 月份
來說，安排拜會的是成都成華區政府，先前已去
過成都武侯區、高新區、東部新區、青羊區以及
鄰近的內江市等。

此刻成都或四川的發展速度，和 30 年前早已
不可同日而語。如何協助臺商發揮優勢，在激烈
競爭中搶得先機；並且幫助青年臺商整合前人資
源、站穩腳步等，高錦樂老驥伏櫪，雄心不減。

除了傳承的重責大
任，他也積極強化協會功
能，在組織架構中新成立
金融委員會及文化產業推
進委員會，助力臺商解決
資金難題，並整合臺商的
社會資源，在文旅產業找
尋商機。

高錦樂稱，過去臺商
在大陸申請信用卡可說一
卡難求，今年 6 月，富邦
組團考察各地，為臺商尋找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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