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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2016 年 生鮮水產電商跨業論壇--圓滿舉辦 

為了協助電商產業及養殖漁業的交流合作，協會與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金會合作，共同主

辦「2016 年 農牧水產電商跨業論壇」，10 月 28 日下午於高雄蓮潭會館盛大舉辦，對象包括養

殖生產者與水產銷售等業界人士，現場超過 100 位貴賓參與全場滿坐，現場交流討論非常熱絡。 

 

     本次特別安排了知名的電子商務達人上台分享許多寶貴的實務心法。首先由生鮮市集郭書

齊 Jerry 分享「電商平台開店經營心法」。Jerry 分享，一般綜合型電商的產品數雖然多，但

只有 5%的活躍商品有穩定業績，其他的 95%產品能見度相當低。 

因此他們 2012 創業時，就鎖定「專賣店」的電商型式，以差異化的方式切入電商。剛開始

在找貨源時，許多供應商根本無法相信網路能賣水產，也不想嘗試。Jerry 團隊努力的說服一

間廠商提供大閘蟹，廠商原本不看好，結果上檔的第 2天就賣出上千隻，還要調貨才能供應，

從此也開始了生鮮市集網路賣魚的口碑。並且公司已公開發行從成立到上櫃只花四年，也成為

創台灣電商最快掛牌紀錄。 

接下來由 Arete 亞瑞特數位社群行銷黃逸旻 CEO 分享「電商平台開店經營心法」，Steven

對社群行銷有深入的見解，社群網路時代，如何透過人的分享，來加強行銷目的，已是最重要

的課題。想傳達的訊息一定要有「人味」與互動體驗感，才能有更多的擴散分享，甚至有促銷

功能。 

第三個講題由 momo 購物網陳价毅課長分享「生鮮電商商品熱銷祕訣」，他分享目前農漁產品佔

整體電商通路商品數偏低，是各購物平台重視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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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講師們及主辦單位代表與現場學員共同交流，現場互動熱烈，會後更持續交流，活動圓

滿順利。這次論壇難得是在高雄舉辦，許多生產養殖業者參加，報名也是非常踴躍，未來還會

持續舉辦，敬請期待囉~ 

 

 

左圖: 生鮮市集創辦人郭書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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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跨境電商工作坊活動報導 

2016 兩岸跨境電商工作坊於 11/28 在高雄中山大學熱烈舉辦，由中山大學電子商務中心主

辦，台灣區農業暨食品電子商務協會協辦，本會由張黃傳理事代表參加。主辦單位為了加強兩

岸電商發展及交流，特別舉辦本場活動，邀請到兩岸專家學者共襄盛舉，現場有許多南部的朋

友參加，反應相當熱烈。 

首先由西安交通大學的李琪教授分享「電商創新人才培養」，大陸的電商對零售佔比已接近

20%，人才需求大，許多學校也與阿里巴巴簽訂合作，並舉辦電商挑戰，每年超過 1萬隊大學生

參加，來培養電商人才。 

接下來由廈門新維發實業公司的李佳松總經理分享「傳統外貿企業的品牌之路」，他指出傳

統貿易公司要進入跨境電商，必需強調大數據，來掌握消費者需求進行行銷，另外也要強調全

球供應鏈配置能力，才能控制好備貨數量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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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主題由台灣跨境通協會陳一峰理事長分享「跨境通帶路，電商新絲路」，進入大陸跨境

電商，以京東平台為例，開辦上架的基本費用為數十萬台幣，交易手續費從 2%~15%不等，可以

說是非常的高。許多官方的跨境平台不失為另一個不錯選擇。 

接下來由中華跨境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石鴻斌理事長分享「跨境電商暨新零售模式的機

會」，石理事長分享，新零售模式即將來臨，跨境電商只是多對多模式其中的一種，但值得發

展。最後的主題是由廈門大學管理學院彭麗芳主任分享「大陸電子商務發展模式」，跨境電商

可分為進口及出口，各自有不同的模式與優缺，是快速發展的期間。 

兩岸電商專家學者互相交流分享，相當精彩，也為未來的合作提供了良好的基礎。 

 

2016/12/20 召開理監事會議會員大會，第五屆理監事改選 

2016 年 12 月 20 日召開理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第 4屆第 9次理監事會議，張鐵生理事長

感謝理監事們協助支持，特別是許多位理監事長年參與，非常熱心，讓人十分佩服，最後也一

起合影留念。 

  

 

上圖:第 4屆理監事合影 

在眾所期盼之下，由會員投票選出第 5屆理監事。新任理監事包括快健安公司孫文昌總經

理、厚生市集張駿極創辦人、福壽實業陳育信總經理、養雞協會王建培祕書長、創業家兄弟郭

書齊董事長、養殖漁業基金會黃徹源副執行長、鮮乳坊龔建嘉創辦人、飼料公會鄒信南總幹事、

永豐銀行梅驊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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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特別增加邀請電商界的菁英加入協會，一同努力。投票選舉出新任第 5屆理事長為中華

食物網陳發成副執行長，理事長也勉勵協會，做好整合，共創價值。 

 

上圖:會員大會情形 

 第 5屆理監事名單如下，恭喜各位理監事! 

理事 單位 職稱 姓名 

1 中華食物網 副執行長 陳發成 

2 德興報關 總經理 張黃傳 

3 台畜 董事長 張裕屏 

4 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張正明 

5 世新大學資訊管理系 副教授  許素華 

6 中央畜產會 執行長 朱慶誠 

7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主任 簡相堂 

8 快健安公司 總經理 孫文昌 

9 厚生市集 創辦人 張駿極 

10 福壽實業 總經理 陳育信 

11 養雞協會 祕書長 王建培 

12 創業家兄弟 董事長 郭書齊 

13 養殖漁業基金會 副執行長 黃徹源 

14 鮮乳坊 創辦人 龔建嘉 

15 飼料公會 總幹事 鄒信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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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       

1 中華民國養猪協會 理事 楊冠章 

2 一路發國際物流 董事長 張聰聯 

3 大成長城 處長 吳高益 

4 永豐銀行電子金融處 副總 梅驊 

5 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 副教授  羅玲玲 

產業大事紀 

馬雲：純電商消失 新零售來臨 

2016 年 10 月 14 日   記者戴慧瑀  

馬雲昨在雲棲大會談未來 30 年，五大變革將顛覆各行各業。圖為馬雲與泰國青年創業者代表對

話交流。（新華社）  

阿里巴巴創辦人、董事會主席馬雲 13 日表示，「電子商務」一詞將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零

售！未來 30 年內，電商產業朝線上、線下和物流整合發展，全球將進入新零售時代，將與新金

融、新技術等五大變革一起顛覆各行各業。從 2017 年，阿里巴巴將不再提「電子商務」一詞。 

馬雲 13 日應邀於杭州舉辦的「2016 年雲棲大會」，在發表演講時，提出上述看法。他指出，

未來 30 年全世界將發生五大變革，除了新零售外，還有新製造、新金融、新技術跟新能源。 

2003 年以電商起家的阿里巴巴，十數年的時間過去，現在馬雲說，「電子商務」已經是一個傳

統的概念，接下來的 10 年、20 年當中，全球將不再談「電子商務」，而是「新零售」。 

馬雲把「新零售」定義是線上、線下和物流的結合。也就是說，線下企業也好，線上企業也好，

都必須朝向 O2O（online to offline）發展，更重要的是，一定要與現代智慧物流結合在一起。 

談及新零售時代下的物流競爭，馬雲強調不是比拼到貨速度，而是庫存管理，企業必須想辦法

達到零庫存。 

另外，馬雲表示，在智慧製造、物聯網掀起的新製造潮流下，將帶來一連串的新技術，特別是

大數據。不管是電商還是傳統產業，都必須跟緊趨勢，掌握並善用相關技術。 

大數據也創造新資源。馬雲認為，比起衣服穿過就不值錢，數據是越用越值錢的東西，「是人

家用過，你用會更值錢，你用過以後出去更值錢」。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指未來零售產業將會

更客戶導向，從 B2C 模式徹底走向 C2B 模式，朝客製化發展。 

最後的變革則是網路金融帶動的新金融。馬雲期待，希望有朝一日能誕生基於數據的信用體系，

產生真正的普惠金融。「讓每一個人，」他說，希望在真正需要的時候能夠得到足夠的錢。(旺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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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跨境電商新未來 

活動日期： 2017-02-09(週四) 14:00 ~ 16:00  

活動地點： 台北市大安區安和路一段 29 號 15 樓 (誠遠國際商務中心(忠孝敦化站四號出口) 

分享主題 

2016 年杭州舉辦的 G20 峰會，將「eWTP」納入公報，將打造一個自由公平開放電子貿易的平台，

實現「消費者全球買、中小企業全球賣」。將為年出口交易額低於 100 萬美元的中小企業，建

構一個跨境電商機制，包括一些免稅政策、24 小時通關質檢、快速通道。此次沙龍將分享兩岸

跨境電商三原則，讓大家如何掌握這次絕佳的機會! 

一、產品電商化  

以電商思維切入，分享如何讓產品從包裝、設計，與產品上架、網頁美編字卡、商品資料整理

與通關備案一次到位! 

二、一件代發物流 

物流往往決定商品的銷量與成敗， 如何達到小件物流，48 小時發貨，獲得物流代碼，與規劃

退換貨機制。 

三、一線商城或分銷平台  

分析對岸的銷售模式，了解如何與 CP 值高的平台合作，避免單一渠道。 

一次完整告訴您：如何打造電子商務多平台通路 掌握必勝行銷秘訣， 

一次搞懂電商通路+跨境電商＋商品庫！ 

沙龍大綱 

一、 台灣、大陸跨境電商市場概況 

二、 品牌電商商品庫合作模式 

三、 個案分析與 Q&A 問答 

報名網址: http://www.accupass.com/go/crossborder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