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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商人走出來一條條的絲路，提到絲

路，令人忍不住想起黃沙萬里的大漠風情，懷著

雄心壯志，敢於冒險的生意人，上山下海，活絡

了經商貿易的交通路線，帶動經濟繁榮，許多精

明的企業家，很早就捷足先登，往南洋和大陸去

發展，甚至到機會多的區域深耕事業。台灣的經

濟困境，已經走到非常低迷階段，加上小英政府

許多不當施政政策，搞得人民叫苦連天，產業界

及許多民間領袖也都感受到，要走出陰霾，從新

再造，確實刻不容緩；為此，本刊於 2 月 23 日

特別訪問台北市商業會理事長王應傑，他侃侃而

談，娓娓道來，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 請教王理事長，台灣面對目前經濟困境，如

果經濟要再起，有什麼發展的新模式？

答： 台灣經濟很難再有新發展，台灣的經濟情況

像人生走到了晚年般，能維持現況就不錯

了，台灣經濟要好，除非做好兩岸關係。因

為台灣的內需市場已走向少子化、老年化，

有能力的階級，一定會出走至大陸，沒有

湧入新產業、新資金，台灣怎麼可能會好？

而很多創新產業如曇花一現般，無法在市場

上生存，以長期觀點而言，待在台灣似乎沒

有前程，王應傑鼓勵年輕人到大陸發展，跟

著大企業有錢人的腳步走，中小企業跟著大

企業走，方向就不會有錯誤。2013 年中國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的＂一路一帶＂經濟

策略，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的經濟合作概念，屬於跨國經濟

帶，已引起熱烈的討論；王應傑也認為跟著

一路一帶走，才可創造出更優更有前程的經

濟模式。反觀現今台灣政府，卻極力想去中

國化，減低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性，卻是

行不通的策略，兩岸關係僵化的影響下，令

台灣往大陸發展的商人及旅行業者，飽受衝

擊，兩岸關係不佳，要談經濟再好，也是不

可能的事。談到蔡政府的南洋政策，其實也

是跟著中國走，台灣很多企業家老早就已到

南洋各地發展，他也贊成南洋政策，不過對

於去中國化的策略，卻令人扼腕，只令經商

貿易的生意人，雪上加霜而已。

問： 「蔡政府的勞基法修正 < 一例一休 > 對產業

的衝擊」？

答： 台灣的經濟已走完高速成長期，請政府不

要忘了，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勞資雙方付出

努力，共同合作下的成果，現今蔡政府提出

的＜一例一休＞對所有產業都受到衝擊，是

非常糟糕的策略。過去勞基法規定“每７日

應有１日例假＂，現新制上路，變成“每７

日應有１日例假１日休息日＂，換言之，勞

工每個月將新增加４天的休息日，如這４天

的休息日，老闆需要員工來上班的話，據估

算，未來企業每個月的加班費，比原先增加

不少的成本，新增的成本將轉嫁到物價上。

很多行業，如服務業、餐飲業、旅行業、客

運業 ..... 等的工作時間，很難遵循“一例一

休＂法令去辦理。王應傑特別談到，蔡政府

的策略為照顧基層勞工，將現今站在高端的

有錢人拉下，將最低層的階級抬高，將財富

重分配，短期勞工也許加班費增加，但總收

入卻比一例一休前要少，政府新政策上路，

應給予３個月觀望期，如果經濟指標下滑，

應暫緩實行“一例一休＂才對。

問：「服務業如何加速推動或升級成長」？

答： 台灣服務業因市場太小，經濟規模不夠，這

幾年強調文創產業，強調創業、服務業的情

形下，增加最多的是糕餅業及咖啡業，這兩

個行業門檻低，一二百萬成本即可創業，但

很多老闆缺少數字概念，比如何謂營業額、

毛利、純利、營運週轉金、折舊、商圈吞吐

量多大 ... 等問題，造成表面上這些老闆有

就業，缺錢時跟親友借個錢週轉，初期負

債少，等六年七年過去，債務達到五百萬或

一千萬時，只好結束營業。現在大陸的生活

比台灣好很多，造成很多產業出走到大陸

去，很多年輕人也願意到大陸工作，幅員遼

闊的大陸，不僅有著廣大的內需市場，還廣

建陸上絲路及海上絲路，基礎交通設備臻至

完善，已為到全世界發展的跨國經濟舖好

路。

問： 未來「全球經濟展望」，王理事長您的看

法？

答： 整體世界經濟好壞，還是看美國的表現如

何，尤其提到現任美國總統川普的政見，如

照著川普所提的保護主義及門羅主義是行不

通的，如照著智庫及共和黨主流民意影響不

大；美國雖然貿易逆差多，但美國卻享有全

世界最便宜的物資；美國 GDP 一年 16 兆，

中國大陸一年 13 兆，台灣 5 千 8 百多億，

日本 6 兆，德國 5 兆；所以全球經濟如何，

還是以美國表現為主。最後話題又談回到台

灣，以目前台幣貶值對出口有利，台灣有

40% 的出口是到大陸和香港，靠大陸加工

後，再賣到全世界各地，這些地方雖然享有

低物資，卻付出環保的代價，做為全世界加

工廠的中國大陸，目前對於高污染的產業，

也將移轉到海上絲路去。在台灣綜合所得稅

納稅人有一萬八千人，一年超過一千萬，這

些人也是持有房屋十棟以上，一個人可以照

顧 20 個家庭，總數約有 40 萬人，幾乎佔台

灣財富的 80%，這些人應多課稅。最後，王

應傑強調，台灣今年由於受到一例一休的衝

擊影響下，整體經濟表現恐不會太好；如果

政府三個月之後，不暫緩實施，未來將拖垮

整個台灣。（轉載自中華酒誌 2017.3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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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 17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106 年

2 月 24 日下午假豪景大酒店 12 樓萊茵廳召開，

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長蒞會頒發第十七理監事當

選證書予王應傑理事

長、呂三郎監事會召

集人、吳發添副理事

長、許俊榮副理事長

及陳春銅副理事長，

並與與會理監事們合

影留念，同時會中通

過了「105 年度 9 月

份到 12 月份經費收

支帳」、「105 年度工作報告」、「105 年度收支決

算」、「聘任副理事長、顧問、榮譽理事」、「增

設『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及『組織倫理與發

展委員會』」、「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意協

辦大專運動會期間舉辦之就業博覽會」、「同意

為台北市室內設計商業同業公會 10 月份國際論

壇之指導單位」等案。

副理事長：吳發添、許俊榮、陳春銅

台北市商業會各委員會 主任委員

1.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 王令麟

2.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 涂國安

3.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 章金元

4.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 吳發添

5.聯誼活動委員會 蘇進來

6.組織倫理與發展委員會 許俊榮

第17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組織倫理與發展委員會於 5 月 15 日上午召

開第 1 次會議，由主任委員許俊榮副理事長主持，

王應傑理事長蒞臨指導，會後並由許俊榮主委做東

餐敘聯誼。

會中通過了委員會組織簡則，推舉王明山理事、

趙維君理事及張金平監事等三人擔任副主任委員，

同時釐訂理監事參與各公會會議及活動之分工等

案。

許俊榮主委致詞時，特別重視商會擔任與各會員

公會間溝通橋樑平台之工作，更期盼能藉由參訪各

會員公會時，深入瞭解各產業所面臨之問題並協助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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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商業會「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於 4 月

21 日下午假台北市政府 12 樓劉銘傳廳正式成立，

成立大會由主任委員王令麟主持，台北市長柯文

哲、市議會吳碧珠議長、商業發展研究院許添財董

事長應邀出席，柯文哲市長全程與會；會中邀集產

官學代表進行「智慧城市新商業論壇」，由台北市

資訊局長李維斌為「Taipei Smart City 台北智慧城

市」簡報拉開序幕；緯創軟體李紹唐董事針對全球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提出案例分享；大猩猩科技寇世

斌執行長則以影像分析、物聯網與大數據為主軸，

介紹對未來智慧零售、交通運輸與城市安全的具體

運用。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
本會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於 3 月 31 日下午召開

第 1 次會議，由主任委員涂國安常務理事主持，王

應傑理事長蒞臨指導，十餘位委員會成員出席，會

後並由涂國安主委做東餐敘聯誼。

會議中首先通過由涂國安主委推薦的王權宏（移

民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與陳鳳龍（租賃公會理事

長）兩人擔任副主任委員，也特別安排由陳明信委

員（餐盒食品公會理事長）分享與政府公部門互動

經驗。

涂國安主委致詞時，特別以勞基法一例一休新制

上路為例，市商會計劃舉辦四場宣導說明會，已經

舉辦的兩場次他都有參與，各公會會員企業踴躍派

員出席，並針對實際適用疑義提問，突顯出商業法

規做為業界基本遊戲規則的重要性，他期勉所有成

員善加利用市商會公開平台積極發聲，共同爭取業

者應有經營權益。

台北市勞動局勞動教育文化科何洪丞科長帶領

兩位業務承辦股長，2 月 15 日（週三）上午拜訪

台北市商業會，商討勞動基準法一例一休新制相

關後續宣導合作事宜，陳四郎秘書長偕同陳永昌

副秘書長、呂文寬副秘書長與徐維宏組長共同接

待。

本會陳春銅常務理事與台北市保全公會郭永宗

常務理事（良福保全執行副董事長）也利用機會

陳情反映，加班費新制實施後帶來營業成本大幅

上漲 10 ～ 15%，雇主想增聘人力卻面臨嚴重缺

工找不到人的困境，而想加班貼補家用的勞工也

怨聲載道。

本會與台北市勞動局於 3 月 20 日、3 月 27 日、

4 月 17 日及 4 月 24 日共同主辦四場宣導說明會，

由勞動局聘請專業講師黃馨慧律師、邱駿彥教

授、李瑞敏律師分別說明勞基法新制，各行業出

席人員亦紛紛提問。

2 月 15 日 台北市勞動局教育文化科何洪丞科長 ( 左五 )
協調「勞基法修法」宣導說明會共同舉辦事宜，與本會陳
春銅副理事長 ( 右五 )、陳四郎秘書長等合影。

勞基法新制一例一休宣導會

4 月 10 日 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籌備會王令麟主任委員、
王應傑理事長與出席幹部合影

智慧城市新商業論壇

4 月 5 日 我國前駐法國大使呂慶龍來訪至本會拜訪王應
傑理事長，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章金元主任委員 ( 常務
理事 )、陳四郎秘書長共同接待

我國前駐法國大使呂慶龍來訪

智慧城市新商業論壇，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長、王令麟主任
委員與全體出席委員合影

4 月 21 日 智慧城市新商業論壇，本會王令麟主任委員與台
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長、市議會吳碧珠議長、經濟發展研究院
許添財董事長合影

3 月 31 日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涂國安
主任委員、王應傑理事長及出席委員合影

組織倫理與發展委員會議

5 月 15 日 組織倫理與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許俊
榮主任委員、王應傑理事長及出席委員合影

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議
本會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於 106 年 3 月 14 日上

午假商會會議室召開 106 年度第一次委員會議，會

中通過敦聘王孝典常務監事、謝鴻基常務監事、周

承忠理事、陳堯濱理事長與唐嘉蔚女士等五位為本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通過協助廣大會員拓展新市場

商機，增加台灣優質企業及產品國際能見度，考察

外國產業發展概況，並瞭解台商在地經營所面臨困

難與限制之組團前往外國參訪等案。

3 月 14 日 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章金元
主任委員、王應傑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及出席委員合影

香港貿發局台灣辦事處新舊任總經理蒞會拜會
5 月 12 日下午香港貿易發展局台北辦事處朱耀

昌總經理於即將前往東京履新上任駐日本首席代表

前夕，特別引領新任潘慧心總經理拜訪本會，甫從

東京返回台北的王應傑理事長偕同國際商務關係委

員會章金元主任委員、陳四郎秘書長與陳永昌副秘

書長等人接待。

王應傑理事長高度推崇朱耀昌總經理駐台五年多

以來，對台港兩地經貿交流貢獻有目共睹，期許潘

慧心總經理在前兩任總經理奠定的良好基礎上，繼

續發揮香港無可取代的優勢，進一步媒合兩地企業

互利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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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聯誼委員會於 106 年 4 月 7 日上午 11 時假

台北市商業會會議室召開聯誼委員會議，王應傑理

事長並親頒主任委員聘書予蘇進來常務理事，蘇主

委亦一一頒發委員聘書予各委員。會中對 5 月份澎

湖之旅做詳細之簡報。

期待多年的澎湖觀摩自強聯誼活

動，總算在本會聯誼活動委員會蘇進

來主委的堅持和籌劃之下順利舉辦。

要知道規劃百人，尤其是離島的大型

旅遊活動，需要顧慮到的問題非常

多，首先要面臨的是機票取得的問

題，所幸蘇主委鍥而不舍透過許多管

道，終能取得足夠機票成行。在開放

報名後不到一星期就宣告額滿，可見

台北市商業會所舉辦的各項聯誼活動

已然建立了相當良好的口碑。

本次行程標榜五星級待遇，無論

吃、住所遴選的都是當地公認的頂級

飯店（喜來登）和餐廳（阿東、龍星

等）。承辦景點的安排也是下了一番

功夫，由於參加成員多數年歲偏長，

不適合水上活動，因此都以觀摩和體

驗為主，尤以花火節的驚艷和震撼令

人印象深刻。另也參觀了澎湖伯以

及媽宮兩家當地優良工廠（圖 1 及

圖 2）。

陳四郎祕書長也透過其多年私誼邀

請到澎湖縣商業會多位常務理監事蒞

臨，參與 5 月 5 日當晚於喜來登飯店

舉辦的聯誼晚宴（理事長適有要公不

克參加），席間，該會盛情除贈送本

會紀念牌之外，同時每位團員並各有

一份當地名產（如圖 3 該會呂自由常

務理事頒贈紀念牌由本會吳發添副理

事長代表接受），吳副理事長則回贈

“情誼永固＂紀念牌予該會（如圖 4）

本次活動在全體歡樂和諧的氣氛中

圓滿結束。

4 月 7 日 聯誼活動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蘇進來主任
委員、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及出席委員合影

106 年 3 月 5 日至 9 日本會高爾夫球隊一行

20 餘人在吳發添副理事長帶領下，前往海南島

球敘聯誼，期間（3 月 7 日）澳臺商會施利亞會

長並與本會球隊一行於海南相見歡，同時參觀

施會長於海南投資之商品房。

北市商高爾夫球隊海南球敘

（圖 4）（圖 3）

（圖 2）（圖 1）

會員聯誼活動 -- 澎湖之旅報導 文 :呂文寬

全體團員於澎湖跨海大橋前合影

3 月 29 日下午廈門市委陳秋雄副書記一行九人

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戴良川榮譽理事長以

及許俊榮副理事長等人共同接待。

王應傑理事長表示，台廈經貿合作成效顯著碩果

纍纍，值此兩岸官方交流陷入低潮之際，民間雙向

互惠合作更應該大力推進，台北市商業會將一如既

往支持兩岸產業融合等工作。

陳秋雄副書記指出，像是台廈兩地商會合辦商人

節等活動，廈門將繼續充分發揮對台的獨特優勢，

深化開拓對台工作新局面。

106 年 4 月 19 日中午在圓山大飯店，浙江省台

州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莫鋒主任率台州各區

常委、主任、副主任等蒞台參訪一行，在台州市臺

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陳賢民會長之熱情接待下，與

本會許弘明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易文沐理

事、陳四郎秘書長及徐維宏組長等就兩岸經貿交流

合作議題促膝長談，許弘明常務理事並代表本會致

贈「功在兩岸、利裕工商」紀念牌予台州市人民政

府台灣事務辦公室莫鋒主任，莫主任同時力邀本會

組團前往台州互訪。

4 月 19 日 浙江台州市台資企業協會假圓山飯店舉辦歡迎台
州市台辦訪問團午宴，本會陳四郎秘書長、許弘明常務理事
(前排左二)、莊國海常務理事(後排右六)、易文沐理事（後
排中）應邀出席。前排右四為協會陳賢民會長、前排右三為
台州市台辦莫鋒主任。

5 月 12 日下午莊國海常務理事、易文沐理事、

陳四郎秘書長及徐維宏組長假天成大飯店之印

刷公會第 18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中，與來自

浙江省海寧市人大常委會姚敏忠主任（右三）、

黃鴻鴻副市長（右四）、蔣執安台辦主任等一

行八人共敘商誼，陳四郎秘書長除敘及本會與

海寧市由來已久之交流史外，並代表本會致贈

「功在兩岸、利裕工商」紀念牌予海寧市人民政

府由黃鴻鴻副市長代表接受。

聯誼活動委員會議

台州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蒞台參訪

廈門市委陳秋雄副書記一行蒞會交流 海寧市經貿訪問團蒞台交流

2 月 16 日上午廈門航空台灣分公司黃振揚總

經理率同陳聞銷售經理、陳惠玲團控主任以及

潘怡利團體銷售專員連袂至本會拜訪，由陳四

郎秘書長偕同陳永昌副秘書長與徐維宏組長接

待。

廈門航空台灣分公司拜訪本會

台北市各商業同業公會新科理事長
公會名稱 屆次 理事長 公司名稱

鐘錶 9 陳光憲 正川鐘錶公司

化工原料 18 龔建榮 文鴻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運輸 10 何煖軒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液化氣體燃料 18 洪煌龍 煌龍煤氣有限公司

西餐 11 游啟明 嵐山咖啡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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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兩岸經貿交流 TAIPEI CHAMBER OF COMMERCE

由廈門市工博會組委會、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

及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聯合主辦的「2017 海峽兩

岸經貿論壇」於 4 月 12 日在廈門國際會展中心舉

行。本會代表團一行 10 人，由戴良川榮譽理事長

率領在 11日下午抵廈後，晚間全員出席交流晚會。

12 日上午的經貿論壇以「兩岸攜手、共創智造

新優勢」為主題。廈門市政府韓景義副市長介紹廈

門市在發展智能製造的基礎和優勢，並強調要深化

與台灣在智能製造全鏈條的合作，藉以帶動產業發

展之轉型升級。

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先生應邀致詞時，語重心

長的道出國際政經情勢是瞬息萬變的，尤其是目前

兩岸關係使兩岸間的經貿面臨了嚴峻的挑戰，民間

經貿組織的交流，已日形重要及必要。此外，也表

示面對生物科技、互聯網、信息產業發展迅速的時

刻，兩岸產業如何找到更佳的合作方式，是極為重

要的課題。

作為主辦單位之一的兩岸共同基金會詹火生董事

長開門見山地說，德國是智能製造的強國，在培養

職業技術專才方面的經驗，值得兩岸作為借鏡。他

也說製造業人才的提升，與教育結合是必需且息息

相關的，做好產學研三方的實質合作，不容忽視。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郭台強理事長簡

明扼要表達對「模具操作與機械根本」的看法，並

認為大學畢業生缺乏實際操作的問題應加予關切，

若要實現以傳統製造型態達成智慧型生產的銳變，

「實際操作」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一環。

令人側耳傾聽的是新松機器人自動化公司曲道奎

總裁的一席話，他以「數字勞動力」打開話匣子，

提醒大家過去的生活是靠天然的勞動力，但是今天

人工智能、大數據、感知系統已將技術大為突破，

就如機器人的問世，由於它能完成複雜的操作，機

器人在整個軀體方面也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他相信

大陸有好的技術人才和廣大的市場，若結合台灣良

好的技術基礎，攜手開創一個新的智能時代是可預

期的。

12 日下午在廈門市會展局的精心安排下，展開

了一連串的交流座談。首先與以新疆商務廳敖由特

副廳長為首的代表團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會晤，雙

方各自作了簡報，使彼此有了基本的互識。而交談

重點聚焦於「霍爾果斯經濟開發區」，霍爾果斯自

古以來即為絲路的重鎮，是通往中亞之門，位於新

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經濟開發

區之重點發展產業是紡織服裝、信息科技、金融服

務、機械裝備組裝加工、農副產品深加工以及影視

文化傳媒服務。敖副廳長懇邀本會 8 月下旬組團前

往烏魯木齊，參加 8 月 24 日至 28 日的「2017（中

國）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當然我方也竭誠歡迎

敖副廳長嗣後帶團來台北和本會續緣。

接著與河北省石家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

會、湖北省天門市招商局、鄂州市招商局以及吉林

省經濟技術合作局的幹部交流。這些城市的共通點

是都在大力推動生物科技、信息技術、新材料、節

能環保、新能源汽車、觀光旅遊等產業及現代化服

務業的發展。

此行，本會代表團與廈門市前副市長黃菱女士、

廈門進出口商會姚木中會長、李永秘書長，會展局

王瓊文局長、思明區人大程欣副主任、外經貿企業

協會前會長金兆敏先生、貿促會前秘書長鄭雅寧等

功在廈台經貿交流的好朋友共聚一堂，大家緬懷自

1996 年本會開啟了和廈門的友誼之門，轉眼間已

邁向第 21 年，光陰飛逝但情誼長在。

13 日中午政務繁忙的廈門市委陳秋雄副書記假

白鷺洲歡樂園餐廳為本會代表團餞行，極具親和力

的陳副書記感謝 3 月 29 日到本會拜訪時對他的盛

情，席間對本會 21 年來支持工博會（台交會）活

動的舉辦也表達謝意。賓主盡歡的餐誼，在依依不

捨聲中互道珍重。

本會代表團合影於廈門探索大酒店 本會代表團與廈門市委陳秋雄副書記合影於交流晚會會場

參加「2017 海峽兩岸經貿論壇」活動行紀 文：陳四郎

「2017 春季全國糖酒商品交易會」於 3 月 23 日

至 25 日在成都舉行，分設傳統酒類、葡萄酒及國

際烈酒、食品飲料、調味品、食品機械、食品包裝

等六大展區，並首次設立了互聯網電商專區，讓關

注相應品類的參展商和採購商能夠在展館內實現精

准對接、高效交易。 
本屆糖酒交易會共吸引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四十多

個國家和地區 2,905 家業內廠商參展。大多數與會

客商對參會效果都給予肯定，有不少展商反映參會

效果超出預期。

「2017 上海高端食品與飲料展」於 106 年 3 月

28 日至 3 月 31 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共有

來自全球十多個國家及地區，二千餘家廠商參展，

專業買家更遍及世界各地星級酒店、酒吧、餐廳、

夜總會、經銷商、食品飲料等行業約十萬餘人蒞臨

現場參觀洽談。展會期間同時舉辦各項專業賽事活

動及行業論壇等活動。涉及行業種類包括：咖啡

( 涵蓋五大世界級賽事 )、披薩、烹飪、烘烤、飲

品、調酒、霜淇淋、酒店制服、酒店技能、自助餐

擺台以及彙聚行業高端資深人士的論壇與貿易對接

會等。充分展示了行業、促進合作、推動市場，整

富精彩 2017HOTELEX 展覽佳績。

本次本會組團參展計有喬尼亞興業公司、聯傑咖

啡事業公司、亞美耐熱玻璃公司、木時咖啡公司、

潔麟貿易公司、鹿鳴國際電子商務公司、夭藍海

國際公司、茂泰行銷公司、佳安國際公司等九家廠

商，展出面積 123 平方米，展出產品包括咖啡機、

咖啡豆、咖啡器具、茶飲、器具、各類酒品及台灣

東部深層海水等，其中來自排灣族屏東太武山系列

咖啡更是驚豔全場，而經濟部推廣之台灣東部 600-
700 公尺之深層海水、海鹽等為市場研創新品，亦

接獲眾多買主洽詢。

「2017 春季全國糖酒商品交易會」暨
「上海高端食品與飲料展」參展紀要

外貿協會成都台貿中心吳燕青代表（左二）與本會徐維宏業
務組長（右二）、台北市酒類公會張麗雪總幹事（中）於會
場合影

外貿協會上海台貿中心吳興蘭代表（前排右一）與本會陳四
郎秘書長（前排右二）、台北市酒類公會張麗雪總幹事（後
排右一）、國泰世華銀行廈門自貿區支行林志明行長（前排
左一）等於會場合影

在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悉心安排

下，本會吳發添副理事長與澳臺商

會施利亞會長各率兩會之交流團等

一行於 106 年 4 月 14 日到 17 日在

海南相見歡，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

澳門特別行政區辦事處張軍明調研

員及海南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

室經濟協調處何哲良調研員並全程

陪同，期間並參訪瓊海大順農業開

發公司、海南省臺資企業協會黃益

豐會長旗下之金德豐農業開發公

司、福山咖啡鎮專區及澳臺商會施

利亞會長的海南高原房地產開發公

司，與會者均表獲益良多，同時我

會與澳臺商會間更加深了彼此濃厚

之情誼。
本會代表團與澳台商會施利亞會長
於海南省規劃展覽館前合影

北市商 vs 澳臺商會 海南交流

106 年 3 月 25 日澳臺商會假新北市政府大樓舉

辦台澳葡產品展銷交流會暨該會成立二周年慶祝

晚會，本會王應傑理事長率商會理監事們一行前往

祝賀，同時亦祈藉由與澳臺商會廣泛和密切之聯繫

互動，能為澳臺與葡語系國家間之經貿合作注入動

力，創造商機。

澳臺商會成立二周年慶

3 月 25 日澳臺商會成立二周年、第一屆青委會成立慶
祝大會暨台澳葡語系國家產品展銷交流會，本會王應傑
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及多位理監事等應邀出席同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