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 

 
       有鑑於各國企業皆已開始進入企業接班傳承階段，都面臨著如何順利接班給下一代之課

題，為此「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日本同志社大學」與「文笙國際財務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舉辦「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特別邀請日本已傳

承百年之企業，與日本研究企業接班傳承知名學者來台，和台灣企業主共同探討中日

企業接班傳承之課題，敬請蒞臨指導。 

 
 
 

2013年 06月 07日(五)上午 08:20 
2013年 06月 08日(六)上午 09:00 
台中市東海大學 社科院 SS525會議室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日本同志社大學 

                 文笙國際財務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參加對象：企業主、二代接班人皆可報名，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報名專線：04-2302-0208 張小姐 ， 傳真報名：04-2302-0209， E-mail:wenshengintl@yahoo.com.tw 

-----------------------------------------------------------------------------------------------------------------------------------------------------          

『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報名表                                          

參 加 人 姓 名 職 稱 活 動 邀 約 人  

  
 

  

公司名稱  電話  

地    址  傳真  

聯 絡 人  E-mail  

參與日期 

 
 

6/7(五)         6/8(六) 晚宴 

 

參加       不參加 

 

葷          素 

 

 



「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3 年 6 月 7 日（五） 地點:東海大學圖書館社會科學院 SS525 會議室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08:30-09:00 簽到 

09:00-09:10 開幕式 – 劉 正 (東海大學社會系主任) 

09:10-09:20 
開幕式 - 陳介玄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09:20-09:30 
      開幕式-桑木小惠子（同志社大学・事業承繼學會常務理事） 

         (同志社大學 ITEC共同研究員) 

09:30-09:40 開幕式- 凃俊印 (文笙國際副總) 

09:40-10:20 陳介玄 高承恕 
「江山代有才人出」？  V.S. 

「一代不如一代」？ 

10:20-10:40 Coffee Time 

10:40-11:20 翟本瑞 
河口充勇 

竇少杰 
百年老鋪企業的精神傳承和人才育成 

11:20-11:40 討論 

11:40-12:20 翟本瑞 
順德企業 

陳維德副總 
台灣接班傳承的實務案例分享 

12:20-12:40 討論 

12:40-13:30 午餐 

13:30~15:30 企業參訪(順德企業) 

15:30~17:30 企業參訪(益張集團) 

18:30~ 晚宴(福華 3F 江南春) 

 



時間:2013 年 6 月 8 日（六） 地點: 東海大學圖書館社會科學院 SS525 會議室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08:30-09:00 簽到 

09:00-09:50 河口充勇 桑木小惠子 企業的傳承與創新 

09:50-10:10 討論 

10:10-10:30 Coffee Time 

10:30-11:20 河口充勇 
TSUKAKI 集團 

塚本喜左衛門   

“三方好”：日本近江商人的 

經營之道 

11:20-11:40 討論 

11:40-12:30 河口充勇 

老松 

太田 達 

濱崎加奈子 

事業傳承與傳統文化 

12:30-13:30 午餐 

13:30-14:20 戴劍虹 陳介玄 企業接班與財富傳承 

14:20-14:40 討論 

14:40-15:00 Coffee time 

15:00-15:50 戴劍虹 
瑞成書局 

許欽福總經理 
從百年瑞成看接班傳承 

15:50-16:10 討論 

16:10-16:30 戴劍虹 
合璧工業 

 詹其力董事長 
  深根企業文化，創造經營特色 

16:30-18:00 
陳介玄 

河口充勇 
                   綜合討論 

18:00- 晚宴(客家本色) 

 



 

 

「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日    期：民國 102年 6月 07、08日 

             地    點：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SS 525教室 

             聯絡方式：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助理林玉珊 

    

   Tel：04-23590121 ext. 30139 

   Fax：04-23594086 

   E-mail：ellesas52@gmail.com  

mailto:ellesas52@gmail.com


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日方參會人員基本資料 

日方企業主： 

一.塚本喜左衛門（Kizaemon Tsukamoto）  

簡介： 

TSUKAKI 董事長。出生於 1948 年，日本滋賀県東近江市五個荘

金堂町。 1971 年，畢業於大阪市立大學經濟學部。 1975 年，創立

TSUKAKI 株式會社，並擔任社長。 1984 年，就任塚喜商事株式會社

社長（同時襲名「喜左衛門」），並就任 TSUKAKI集團所屬各分社社長。 

 社會兼職：(社)日本毛皮協會副理事長、(社)下京納稅協會監事、

大阪市立大學教育後援會副會長、NPO 三方よし研究所監事等。 

TSUKAKI集團： 

 起源於日本幕府末期的慶應 3年（1867年），塚本喜左衛門（第

三代）從近江五個荘出發，在京都創立和服批髮店（第一代和第二代

在近江半農半商）。現在，集團的事業不斷擴大，除和服之外，還涉

足毛皮，皮包，珠寶，婚嫁衣裳，內衣製造，不動產租憑等經營。現

董事長為第六代。創業至今，TSUKAKI集團始終高舉「賣方好，買方

好，世間好」為核心的「三方好」經營理念，以站在顧客的立場思考

行動，與顧客共同發展為經營使命。 

 

 

 



二.太田達（Toru Ota）、濱崎加奈子（Kanako Hamasaki） 

簡介： 

太田達： 

有職菓子禦調進所「老松」主人，第四代。 

1957 年，出生於京都。島根大學農學部畢業，京都工芸繊維大學大

學院博士課程畢業，工學博士。立命館大學國際関係學部,京都精華

大學人文學部兼職講師。 

主要著作： 

『源氏物語と菓子』（剛書院）, 

『懐石と菓子』（淡交社）, 

『菓子の茶事を楽しむ』（淡交社）, 

『日本文化のかたち百科』（丸善出版）等。 

作為嘉賓，常受邀出席 NHK「きょうの料理」,「ようこそ先輩」,「日

めくり萬葉集」等電視節目。 

濱崎 加奈子： 

有斐斎弘道館 館長。 

傳統文化創造連 代表。 

專修大學 準教授。 

日本北野天満宮 和歌撰者。 

 



京都大學文學部，東京大學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畢業，學術

博士。 

主要著作： 

『ふろしき』（PIE INTERNATIONAL）, 

『京の花街−ひと・わざ・まち−』（日本評論社）。 

老松： 

    明治 41 年（1908）創業。發祥地處於祇園甲部、祇園東、先鬥

町、宮川町相交接處，五花街中的上七軒。現今亦在此經營。創業以

來，一直從事調製用於儀式，典禮，茶席等的有職菓子。社名由來於

祭祀菅原道真的家臣（島田忠臣），京都北野天滿宮的第一攝社–老

松社。創業祖先初期主要調製使用於朝廷儀式的菓子及神饌等。 

    有職菓子是指日本平安朝時代（9 世紀～12 世紀），根據朝廷或

者武家的禮式，歷史典故等，供奉宮廷用的菓子。其色彩，形狀，用

具，放置形狀等全部都有相應的規則。之後，隨著社會逐漸富裕，飲

茶之風氣也開始在一般階層中興起，進入江戶時代（17 世紀～19 世

紀）後，以有職菓子為基礎的京都菓子（簡稱：京菓子）取得飛躍式

地發展。 

現在的老松，承繼著京菓子傳統的同時，不斷創新。以京都歷

史為主題的風土菓子，以日本古代已有的原材料為主題的京菓子（例：

「夏柑糖」），在追尋菓子發源，環遊亞洲各地的基礎上所構思出來的



菓子（例： 「蓮根餅」，「香果餅」等），以傳承藝能文化為主題的菓

子（例：「流鏑馬」「今様」），通過以上各種菓子，不斷嘗試著把歷史

文化傳達給下一代。 

    太田社長認為菓子的出現是為了連接神和人，人和人，應重視菓

子的溝通橋樑作用。為貫徹此信念，太田社長現在以婚禮菓子及茶席

菓子為主題，不斷嘗試調製新菓子。 

 

 

 

 

 

 

 

 

 

 

 

 

 

 

 

 

 

 

 

 

 

 

 

 

 

 

 



日方學者： 

一.桑木小恵子（Saeko Kuwaki） 

簡介： 

博士（技術経営）（同志社大学）  

税理士  

名古屋商科大学院 客員教授 

同志社大学大学院 総合政策科学研究科 講師  

同志社大学 技術・企業・国際競争力研究中心（ITEC） 共同研究員 

最近主要著作（论文）：                              

「証券化商品における情報開示の現状と課題-リスクの実態を反映

する情報開示に向けて-」 

「中小企業経営承継円滑化法の適用における問題点の整理」， 

「中小企業におけるイノベーションの可能性－証券化による資金

調達の考究」， 

「組織行動学の見地から捉えた事業承継等」， 

「技術系企業における事業承継」等。 

 

 

 

 



二.河口充勇（Mitsuo  Kawaguchi） 

簡介： 

帝塚山大学人文学部准教授。 

同志社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社会学専攻博士後期課程修了，博士

（社会学）。 

 专业及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社会調査，華人社会研究。 

历任 同志社大学 技術・企業・国際競争力研究中心（ITEC） 特別

研究員，東京女学館大学国際教養学部専任講師等职务，2013 年 4

月就任帝塚山大学。 

最近主要著作（論文）： 

『台灣矽谷尋根―日治時期台灣高科技産業史話』（園區生活雑誌社，

2009年）。 

『産業集積地の継続と革新―京都伏見酒造業への社会学的接近』

（共著，文眞堂，2010年）。 

『アジア企業の経営理念―生成・伝播・継承のダイナミズム』（共

著，文眞堂，2013年）。 

 

 

 

 



三.竇少杰 

同志社大学 技術・企業・国際競争力研究中心（ITEC） 特別研究員。 

北京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等访问学者。 

1976年出生于中国青岛。2001年留学日本，2009 年同志社大学大学

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修了，博士（産業関係学）。 

主要研究领域：企業経営、人力資源管理、労使関係、家族企業的事

業传承。 

最近主要著作（論文）： 

『中国企業における人的資源管理の展開』（中央経済社、2013年）。 

「改革開放期の中国における賃金制度の展開」（『評論・社会科学』

87号、2009年） 

「賃金制度改革の日中比較研究」（『比較経済体制研究』15号、2009

年） 

「中国の公立病院における経営管理の実態」（『アジア経営研究』18

号、2012年）等。 

 

 



社會科學院路線圖圖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