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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举办之『商务交流会』，于七月二十八日在万锦市Shangrila Convention Centre成功举行。交流邀请
到罗渣士通讯（Rogers Communications）企业商务部产品管理总监Matthew Leppanen先生作为主讲嘉宾。活动
人数超过100人。
Matthew Leppanen负责管理罗渣士通讯Unified Communications portfolio的策略和发展规划。他在电子通讯行业
拥有超过16年丰富工作经验，其中大部分时间投入鑽研新的通讯方式。Matthew Leppanen先生毕业于多伦多大
学，同时亦是运营商级以太网认证专业人士（Carrier Etherne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主讲嘉宾与来宾分享如何令150克重的手机充当为办公室，充分展开业务；让员工远离工作台之时，仍能互协、高
效地工作，同时让顾客感受到更好的体验。Matthew Leppanen先生表示：「根据研究调查，目前智能电话的使用
量呈现爆炸性增长，69%人士在通勤时间使用智能电话，超过54%人士在早午晚均使用电话，50%人士睡前在床
上使用电话……这组数据表示我们在工作和私人使用均有使用电话，两者之间已不再有明显界限。根据另外一项
人口统计特征和员工工作态度调查显示，33%人士表示宁愿牺牲部分薪酬以换取远程办公的工作方式，59%人士
针对工作制度的灵活程度而选择工作，灵活的工作方式可令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增加17%，70%员工表示工作
或多或少需要使用移动电话。我们推出的最新技术罗渣士Unison无线网络利用UCC平台集办公电话、软体电话和
移动电话于一体，为公司减低通讯成本之馀，亦提供多合一的高效商务服务功能。」
在答问环节中，来宾们积极提出问题，而主讲嘉宾现场展开分析，逐一解答。大会最后更安排有自由的商务交
流，使来宾扩展自己的人际网络，场面热闹。
近期活动，于于九月十日（星期日）在辛力加学院万锦校区举办「2016创业协进会国语讲座系列」，ACCE会员
和首100位非会员登记者免费。名额有限，请尽快提前登记。活动查询请致电9054792802，电邮
membership@acce.ca或浏览网页www.acce.ca

优惠情报
JOE FRESH 夏季清仓特卖优惠最
高达三折
Joe Fresh 夏季清仓特卖，指定
商品优惠最高达三折！多款夹...
仅四天！Staples 热卖优惠最高
三折
今天起到8/1，Staples 举行热卖
优惠活动，指定商品优惠最...

本周活动推荐
湖滨手工艺品集市
多伦多湖滨手工艺品集市
（Waterfront Artisan
Market）将在这个周六与你见
面...
Toronto Premium Outlets最强
DJ音乐会
首届夏日最强DJ音乐会(Toronto
Premium Outlets Hosts
Summer DJ Series this...

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6 商务交流会」，讲者、赞助商与会董合影。（前排左起：）罗淑仪、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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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Nguyen、主讲嘉宾Matthew Leppanen、创业协进会会长励文灏、Estefania Bafunno、姚庆珠；（第二排
左起：）萧君慧、Chris Collucci、田颂源、陈嘉慧、庄博雄、黎宏俊；（第三排左起：）吴庆华、李刚健。

Visit Costa 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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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6 商务交流会」，新晋会员和创业协进会会长合影。
▸ CNE夏日嘉年华今起特价票开售
▸ 怎样买最便宜的CNE门票
▸ Nathan Phillips Square广场音乐节
▸ 多伦多餐车节/Toronto Food Truck Festival
▸ Home Depot 7月免费工作坊来啦！
▸ 《幻城》粉丝媒体超前看片 冯绍峰宋茜演技获赞
▸ ToysRus 清仓特卖买一件另一件半价
▸ 大统华1600积分可换一个智能电子磅
▸ Kate Spade 举行派对特卖25折
▸ Cobourg沙雕节
▸ 教师节去看“陈老师” 陈绮贞北京演唱会售罄
▸ 肯辛顿市场美食之旅
▸ Michaels 夏季清仓特卖优惠最高三折
▸ Well.ca 防晒商品优惠最高减$14
▸ 湖滨手工艺品集市

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6 商务交流会」，活动赞助商和幸运大奖获奖者长合影。

▸ 姚笛疑似回应周一见：请允许我用沉默埋葬过去
▸ Bath&Body Works 多项优惠包括蜡烛买一送一
▸ Toronto Premium Outlets最强DJ音乐会
▸ 告别水桶腰有4个小技巧 做好这几点瘦腰不反弹
▸ 林心如婚前告白：因为熟悉更加了解

Want Passive Income?
This safe dividend stock
portfolio can increase your
income by $3,204.

每日一English
The best makeup is Smile. Th
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6 商务交流会」，活动人数超过100人。

最好的妆容是微笑，最好的饰品是谦虚，最好的衣
裳是自信。...

心理测验
测试你嘴贱的指数有多高
邀请

分享

收藏

题目：你不小心在森林里迷路了，然后误闯一个黑
洞， 远远的突然有一对眼睛在瞪着你，...

常识Q&A
适合夏日的药膳粥 莲子冬瓜粥有清
热解暑功效

其他阅读：
Loblaw超市验证硬币机的准确性

安省花七千万创设一个无用的省退休金计划

政府与在土耳其政变中被拘留的两名国人失联

范冰冰和李晨已经将恩爱秀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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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选食一些药膳粥，对防暑降温、祛病延
年、强身健体、保健益寿大有裨益。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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