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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會第九屆董監事金門考察行 

張張平平沼沼董董事事長長率率本本會會董董監監事事赴赴金金門門進進行行考考察察  

為加強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20大前本會與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合作共同推動弘揚中華文

化「兩岸共莒 尋根之旅」活動，為延續並深化金門與山東的交流與合作，本會第九屆第二次

董監事會議安排於 12月 07 日下午 16:00假金門昇恆昌金湖酒店召開，首先，張平沼董事長非

常感謝與會的董監事們在疫情仍然嚴峻期間出席此次會議，本次會議除就本會 112 年度工作計

畫及 112年度歲出入預算案進行討論外，也藉此拜會金門縣商業會與進行毋忘在莒尋根之旅－

「兩岸共莒」考察活動。 

 

 

 

 

 

 

 

 

第九屆第二次董監事會議，會後全體出席董監事於金門昇恆昌金湖酒店合影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 號 15 樓 B2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                      http://www.ccicsonlin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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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張平平沼沼董董事事長長率率本本會會董董監監事事拜拜會會金金門門縣縣商商業業會會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暨台灣商業聯合總會理事長張平沼先生於 111 年 12

月 07 日率領海商會董監事赴金門拜會金門縣商業會，當天陳松泉理事長、顏少棠副理事長親

赴機場接機歡迎海商會董監事赴金門拜會與考察。 

陳松泉理事長表示，過去 20 多年來，金門和廈門受惠於小三通，已經成了一日生活圈，但自

從 2020 年 2 月，小三通因為疫情喊卡後，陸客造訪人次歸零，導致金門的觀光產業受到嚴重

打擊，另外必須經常往來兩岸的台胞和台商，也必須付出好幾倍的成本和時間，相當不方便。

近日國境雖已解封，但金馬小三通卻遲遲未能復航，對於金門的百姓來說造成非常大的不便與

尚失很多商機，非常感謝張平沼理事長此行代表「台灣商業總會」暨「海商會」全體成員對金

門爭取小三通復航表達支持。 

 

 

 

 

 

 

 

海商會董監事成員與金門縣商業會董監事交流會後合影留念 

 



毋毋忘忘在在莒莒  尋尋根根之之旅旅【【兩兩岸岸共共莒莒】】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倡議建立文化自信的必要性，表達了

習主席對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價值體系的認同與尊崇。山東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推動優秀傳

統文化創造性、創新性發展。“莒”作為地名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部落時期，夏代為莒州、商

代為莒方國、周代為莒國。莒文化是東夷文化的代表文化，是復興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與齊文化、魯文化並稱“山東三大文化”。 

   『毋忘在莒』出自春秋戰國時期的莒

國，在臺灣毋忘在莒精神有其特定歴史意

義，亦是家喻戶曉。如今，物換星移，時

空變異，毋忘在莒的新時代啟示具有不忘

初心，兩岸一家親的民族大義。近年來，

山東政府高度重視文化名城建設，結合莒

文化內涵及 1979年莒縣陵陽河考古發現和

研究成果，充分說明莒地是中國酒文化發

源地和莒文化等優勢，在傳承弘揚莒文化

上、也促進優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和創新

型發展方面取得了豐厚成果。 

岸共（莒、舉）品牌商標展銷中心」及相關推廣活動之可能性與大家取得一致性的共識。最後，

全體董監事於金門太武山『毋忘在莒』巨石下合影留念。 

 

 

 

 



 

 

 

 

 

 

 

 

 

  

 

 

 

 

海商會攜手海大推動台灣科技漁業發展 
 

 

海商會榮獲 TWSE 認可之董監事進修課程辦理機構 

上上市市櫃櫃公公司司董董事事暨暨監監察察人人進進修修研研習習課課程程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為配合金管會發布之「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強化上市櫃公司董事

會之職能及確保董事、監察人進修之品質，爰增訂「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

進修體系機構認可審核原則」於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上市櫃公司董監事之進修由過去依課

程核可進修時數制改為由認可進修機構核可之方式。 

 

配合政府施政，本會於 3 月提出進修機構認可申請，榮獲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審查通過，認可本

會成為「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第 6 條認可之進修機構，此殊榮絕對是對

本會工作肯定！ 

 

本會為確保上市櫃公司董監事具備董事進修地圖課程規劃之專業知識，未來除定期推出市場需

求的公開課程外，亦依照各別公司或不同董事會、董事之需求，建置為各別企業量身定做的到

府授課，分享董監事進修服務。除了基礎課程外，本會更重視企業經營環境變遷、與時俱進的

公司治理智能與最佳實務相關課程的研究與發展，以滿足廣大董監事成員在有效履行董監事職

責上的需求。 

 

 

 

 

 



 

  

 

 

 

 

 

 

嘉義縣政府攜手海大、海商會共同推動智慧養殖示範區 

舉舉辦辦「「AAIIooTT 智智慧慧化化水水產產養養殖殖座座談談會會」」  

「AIoT智慧化水產養殖座談會」1月 5日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舉辦，嘉義縣政府翁章梁縣長、

台商總理事長暨本會董事長張平沼、海洋大學李明安副校長及張忠誠教授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智

慧水產養殖示範區的構想。 

 

翁縣長表示，嘉義縣府近年來已積極推動智慧科技農業，期透過產業界的協助，善用海大成熟

的智慧養殖技術，使智慧農業的發展更加完善。 

 

張平沼董事長表示，在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臺灣面臨區域經濟與產業環境失衡的挑

戰。著眼於此，本會與台商總、中經院、海大共同攜手成立合作團隊，積極響應政府「強化在

地鏈結」政策，有效鏈結中央與地方資源，運用長期累積從事產官學研究與諮詢能量，將以驅

動「地方經濟轉型」為主軸，涵蓋「地方創生與產業轉型策略」、「新興 AIoT 智慧設備製造

產業地方發展」、「AIoT 技術應用於智慧化養殖系統的建置與地方經濟效益評估」等領域，擬

定「開創智慧農業創新園區 AIoT 智慧系統（設備製造）產業產官學合作計畫」，設置短中長

期發展規劃。 

 

政府近年也推動海上箱網養殖，期漁

業能永續發展，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海大張忠誠教授帶領的 AIoT 智慧化

養殖團隊運用 AI、物聯網、大數據

分析和自動化養殖專家技術，進行智

慧化箱網養殖試驗取得成功，證實能

減少花費、降低漁民進入門檻，大幅

提升飼養效率和獲利。曾擔任農委會

副主委的翁章梁縣長熟悉農漁產業，嘉義縣政府與海洋大學合作可有效帶動業者朝智慧化方向

邁進，將傳統水產養殖業高科技化，減少人力負擔，增加單位面積產量和提升魚產品質。 

  



 

 

  

 

 

 

  

海海商商會會協協助助嘉嘉義義地地方方創創生生，，海海洋洋大大學學致致贈贈感感謝謝狀狀  

111 年 5月 19日，海大許泰文校長特指派張忠誠教授來會拜訪海商會張平沼董事長和泛太平洋

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陳淑珠名譽理事長，針對雙方未來合作的方向與工作等議題廣

泛交換意見；此行台灣海洋大學許泰文校長表示，為感謝海商會張平沼董事長協助促成嘉義縣

政府和海洋大學共同合作推動智慧水產養殖示範區，給予張忠誠教授帶領的 AIoT 養殖團隊所

執行的計畫成果，提供很大的商業化推動力量，許校長特別製作感謝狀委由張教授致送張董事

長，以表感謝。 

 

 

 

台灣海洋大學張忠誠教授（左）與海商

會張平沼董事長（中）和泛太平洋暨東

南 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陳淑珠名

譽理事長（右）合影 

 

 

 

 

 

 

 

 

 

 

 

 

 

 

 

 



海海商商會會攜攜手手產產官官學學推推動動「「嘉嘉義義智智慧慧養養殖殖永永續續發發展展」」  

智慧化是全球產業的趨勢，除了是臺灣產業新活力的泉源，也是傳統產業轉型的良機，可以同

時創造傳統產業的知識經濟價值、提升產品品質並增加業者獲利比率。6月 29 日，立法院蔡易

餘委員拜會台商總理事長暨海商會董事長張平沼，雙方在台商總高級顧問暨海商會秘書長黃旭

昇、海大張忠誠教授、蔡易餘委員辦公室副主任廖坤川陪同下，將共同合作推動嘉義智慧養殖

之永續經營發展再創新價值。 

 

張平沼會長表示，政府近年也推動海上箱網養殖，期漁業能永續發展，並提升國際競爭力，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張忠誠教授帶領的 AIoT 智慧化養殖團隊運用 AI、物聯網、大數據分析和自

動化養殖專家技術，在屏東、新北貢寮進行智慧化箱網養殖試驗取得成功，透過模組化的方式

降低成本且便於商業應用推廣，同時團隊也架設好雲端系統平台，中控中心及 App 技術可用

於外海及內陸養殖，大幅提升飼養效率和獲利。 

 

蔡易餘委員表示，嘉義縣沿海的東石、布袋及義竹等鄉鎮已有具規模的養殖漁業優勢，未來盼

與海洋大學 AIoT 智慧化養殖團隊合作推動智慧養殖示範區，以加速帶動嘉義漁業者朝智慧化

方向邁進，將傳統水產養殖業高科技化，減少人力負擔，增加單位面積產量和提升魚產品質，

持續擴大智慧化農漁業以嘉惠農漁民。 

  

 

立法院蔡易餘委員（中間）與海商會秘

書長黃旭昇（左一）台商總理事長暨海

商會董事長張平沼（左二）和海大張忠

誠教授（右二）蔡易餘委員辦公室副主

任廖坤川 （右一）合影 

 

 



 

海海商商會會協協助助嘉嘉義義地地方方創創生生，，翁翁縣縣長長致致贈贈感感謝謝狀狀  

本會與嘉義縣政府綜合規劃處共同輔導嘉義縣布袋鎮公所「布袋鎮『袋』青回『嘉』創生育成

計畫」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1 年度「地方創生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補助提案，於 2021

年 9月獲得國發會核定 300 多萬元，本會並協助規劃導入智慧養殖相關技術，成為地方創生轉

型典範案例。11 月 12 日，本會黃旭昇秘書長赴布袋與嘉義縣政府綜規處、布袋鎮長陳鳳梅、

正鑫海產負責人蔡鳳褀，就建設 AIoT智慧養殖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議題進行研討交流。 

 

嘉義縣政府翁章梁縣長特別製作感謝狀，嘉義縣政府指派綜合規劃處黃本富處長及葉美紅小姐

來會拜訪海商會張平沼董事長並致送感謝狀，以表感謝。 

  

 

 

 

 

 

 

 

 

海海商商會會與與港港都都會會攜攜手手合合作作南南部部產產業業永永續續發發展展再再創創新新價價值值  

為因應在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臺

灣面臨區域經濟與產業環境失衡的挑戰，並

確保上市櫃公司董監事具備公司治理課程規

劃之專業知識。5 月 25 日，港都會黃清山會

長與本會秘書長黃旭昇，在台商總顧問陳重

雄陪同下，將共同合作推動公司治理與最佳

實務課程，以滿足南部產業公司董監事成員

在有效履行董監事職責上的需求，以達董事

監察人暨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最大效益，公司營運治理耀眼成長茁壯，永續發展基業再創新價值。 



【商研院*海商會】商業新知精進班系列課程 

企企業業主主商商業業新新知知精精進進班班  

【商研院×海商會】合作舉辦的「企業主商業新知精進班」，採會員制的課程安排，課程內容

豐富多元，今年辦五場所長讀書分享會，內容包含：企業成長、卓越經營、定價策略、經營思

維、經營模式。是由商研院各所長挑選一本新書進行重點內容吸收後影片錄製，透過所長們每

月分享一本新書予企業，輔助企業成長。此外，也搭配每場二位頂尖企業家和他與談分享，會

後並進行餐敘商業交流。 

6 月 16日  院王建彬院長分享【企業成長】5年營收 2倍成長，並邀請全聯實業_謝健南 

副董事長、LINE 台灣_陳立人董事長&執行長與談分享。 

7 月 21日  院李世珍副所長分享【卓越經營】企業卓越永續發展《恆久卓越的修煉（A到 A+)》，

並邀請晶華酒店集團潘思亮董事長、巨大集團羅祥安前執行長與談分享。 

9 月 22日  院程麗弘主任分享【定價策略】如何創造產品價值《其實你可以再賣貴一點》，並

邀請歇腳亭鄭凱隆董事長、富邦金控韓蔚廷總經理與談分享。 

10 月 20日 研院朱浩所長分享【經營思維】策略思考嶄新局《變動思維》，並邀請成真咖啡王

國雄創辦人、杏一醫療陳麗如董事長與談分享。 

12 月 22日 研院范慧宜所長分享【經營模式】經營模式創新《訂閱時代》訂閱經濟：如何用最

強商業模式，開啟全新服務商機，並邀請台塑生醫蔡佳宸執行長、宸諾國際楊勝

閎總經理與談分享。 

服服務務業業 EESSGG 企企業業主主//永永續續長長//CCXXOO 班班  

因應國際永續趨勢與歐盟邊境碳稅調整制度即將上路，6月 29日，【商研院×海商會】合作舉

辦「服務業 ESG企業主/永續長/CXO班」，專業課程內容包含：企業因應淨零排放：why、when、

what 及 how；企業 ESG轉型攻守策略；標竿案例：信義房屋；ESG 金融貸款；企業簡易自評等

議題。並邀請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陳松興主任、SGS 鮑柏宇副總、金研院永續金融陳

鴻達召集人、信義企業集團策略暨研發中心陳丹妮執行經理進行專題分享。 

 



全全球球永永續續趨趨勢勢下下的的挑挑戰戰與與商商機機  

隨著企業經營環境的快速變遷，ESG 議題逐步浮出檯面，掌握更全面的風險與機會是企業持續

成功的關鍵。11 月 18 日，【商研院×海商會】合作舉辦「全球永續趨勢下的挑戰與商機」，

課程內容包含：全球永續大趨勢下的挑戰與商機、當前淨零挑戰與商機、台灣新機會：基於數

位科技的永續解方，邀請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莫冬立秘書長、廖承甄專員專題分享。 

 

如如何何撰撰寫寫 EESSGG 永永續續報報告告書書  

金管會擘劃台灣企業公司治理藍圖 3.0，其中規範資本額 20億以上的上市櫃企業皆須出版永續

報告，不僅要遵循國際報告 GRI 標準，同時亦要參考永續會計準則 SASB 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 等揭露框架，2023年將最少新增 150本以上的企業必須出版永續報告。 

11 月 24日至 11 月 25 日，【商研院×海商會】合作舉辦「如何撰寫 ESG永續報告書」，邀請

CSRone 永續智庫 陳厚儒營運副總經理進行講授，課程內容包含： 

• 瞭解國內外永續趨勢及撰寫永續報告的效益 

• 清楚永續報告撰寫步驟以及可能的困難點 

• 瞭解 GRI架構與原則 

 

【台一*海商會】董監事智財相關法律義務與責任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海商會】合作舉辦「董監事智財相關法律義務與責任」四場次課

程，本次課程將從「智財管理」、「營業秘密」與「公平交易法」實務面，讓管理階層瞭解近

期最受重視的智財議題!!! 

10 月 20 日  舉辦「董事會之智財治理責任與法律實務案例」、「營業秘密與專利之歧異分析

及實務應用」二課程，邀請台一王綉娟代理人、林美宏律師、蘇英偉律師講授。 

10 月 27 日  舉辦「董事會之智財治理責任與法律實務案例」、「營業秘密與專利之歧異分析

及實務應用」二課程，邀請王綉娟代理人、蔣文正所長、蔣瑞安律師講授。 

11 月 10日  舉辦「董事會之智財治理責任與法律實務案例」、「營業秘密與專利之歧異分析

及實務應用」二課程，邀請王綉娟代理人、何娜瑩執行長講授。 

 



 

上市櫃公司董事暨監察人進修研習課程 

本會受臺灣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核可，特規劃開辦公司董事暨監察人（公司治理主管）研習。 

9 月 20日  開辦「前瞻中國經濟趨勢與重點經濟政策影響評估」課程，邀請中經院劉孟俊所長

講授。 

9 月 20日  開辦「新世代車輛科技發展與趨勢」課程，邀請中經院戴志言博士講授。 

10 月 18日 開辦「地緣政治及後疫情，展望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課程，邀請力歐新能源公司執

行董事講授。 

10 月 18日 開辦「中國當前外部挑戰與全球治理戰略研析」課程，邀請中經院劉孟俊所長講授。 

11 月 03日 開辦「中國當前外部挑戰與全球治理戰略研析」課程，邀請中經院劉孟俊所長講授。 

11 月 11日 開辦「邁向低碳時代的產業轉型」課程，邀請中經院戴志言博士講授。 

11 月 19日 開辦「二十大後，中國當前外部挑戰與全球治理戰略研析」課程，邀請中經院劉孟

俊所長講授。 

12 月 20日 開辦「董監事對企業營運方針與績效之檢視」課程，邀請海商會顧問沈宏谷博士講

授。 

12月 17日 開辦「中國當前外部挑戰與全球治理戰略研析」課程，邀請中經院劉孟俊所長講授。 

 

 

 

 

 

 

 

 

 

 



經濟部國貿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經費】 

參參加加香香港港貿貿發發局局【【時時尚尚採採購購匯匯線線上上展展】】  

於 111 年 7 月 5 日至 15 日邀請廠商參加 HKTDC 香港貿發局舉辦之時尚採購匯線上展會，本

屆共計有 9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580家公司參與，呈獻多個行業的最新產品，包括玩具、嬰兒用

品、禮品及贈品、家庭用品、眼鏡及美酒廣獲好評，吸引超過來自近 10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優

質買家，提高買賣雙方的合作機會，線上為買家與展商安排多場視訊會談，協助中小企業繼續

在疫情下能持續與買家進行推廣採購業務。 

 

 

 

 

 

 

 

 

 

 



參參加加【【台台北北國國際際冬冬季季旅旅展展】】 

原訂 12月 14-16日舉行 2022中國美容博覽會，因大會考量大陸疫情關係仍需入境隔離措施，

申請改參加第 13屆台北國際冬季旅展。    

隨著疫情逐步解封，國人重視生活品質的意識抬頭，在忙碌生活之餘，多數人選擇以旅遊來犒

賞自己，台北國際冬季旅展已成功舉辦數十年，產品包羅萬象，精采可期，除可接觸到國內各

大航空公司、旅行社、飯店、渡假村、主題樂園、精品汽車旅館、SPA溫泉、休閒會館、觀光

農場、風景區、博物館、美術館、旅遊、郵輪、鐵路及公路客運公司外，冬季旅展歷年締造出

上萬參觀人潮!更為旅遊相關產業創造數十億商機！為擴大國內市場銷售，特組織會員參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