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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局
1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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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貳、因應疫情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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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1/4)

－市場－
出口多元、均衡並重

－產業－
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力
厚植出口新動能

促進出口市場與產業多元化

已開發國家市場

新興市場
擴大新南向市場出口

中國大陸市場

5+2產業創新

優勢產業

服務業
(數位內容、連鎖加盟、
資訊服務、健康產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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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

拓展
能量

建構

海外

服務

形象

提升
諮詢

服務

整體拓銷作法

• 辦理展團活動

• 洽邀買主採購

• 布建行銷通路

• 運用網路行銷

• 培訓行銷人才

• 提供貿易金融

• 提供商情資訊

• 提供輔導諮詢

• 新南向臺灣形象展

• 以台灣精品為推廣

標的，運用整合行

銷傳播工具，提升

臺灣產業國際形象

• 本部及貿協海外據點

• 海外商務中心

• 臺灣商品行銷中心

協助廠商拓展海外市場推動作法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2/4)

• 國際行銷

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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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推廣貿易工作計畫

臺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補助計畫

委託貿協

其他專案計畫

補助公協會辦理貿易推廣活動

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
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
補助大專校院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

辦理貿易金融業務

新南向市場創新行銷開發計畫

紡織品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計畫
智慧機械海外推廣計畫

主
要
推
動
計
畫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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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展團拓銷

二、補助公協會辦理貿易推廣活動

三、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

四、洽邀外商來臺採購

五、網路行銷

六、布建行銷通路

七、海外據點服務

八、商情資訊服務

九、貿易金融支援

十、貿易人才培訓與媒合

十一、臺灣產業形象推廣

十二、國際行銷諮詢中心

十三、其他專案服務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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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廠商參加國際專業展及籌組市場開發拓銷團，以團體戰方式開發
海外市場商機(109年因應疫情，多數活動已改為線上辦理)目的

作法

項目 活動內容 費用

參展團
參加全球重要專業展並設置臺灣館
結合辦理記者會、新產品發表會、研討會

依各展覽之收
費標準收取攤
位費用

拓銷團
針對潛力國家或利基產業規劃拓銷團
提供市場資訊及潛在買主名單
安排參訪行程及買主媒合活動

每一拓銷地點
收 費 新 臺 幣
5千至1萬元

小型機動
拓銷團

透過駐外單位以機動、客製化方式安排與
當地企業洽談，協助廠商拓銷海外市場，
預計全年服務200家廠商

每家廠商每一
案 (城市 )新臺
幣1萬元

109年規劃約120項活動，其中新南向市場逾33項

各項展團活動報名網址(請上網搜尋台灣經貿網)
https://info.taiwantrade.com/index.html

一、海外展團拓銷─辦理海外展團拓銷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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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作法

展現臺灣整體國家及產業形象，增進新南向國家對臺灣經貿及文化的瞭解，建
立雙向合作關係，並帶動我國產業及產品出口。

1. 選定國家舉辦臺灣形象展、110年新增辦理非洲、中東及拉美臺灣週。

2. 整合政府及民間單位資源，依據當地市場需求，展示我國在文化、教育、
觀光、農業、科技、醫療、產業之解決方案與實力，發揮整體行銷效益。

3. 搭配商機媒合會、產業合作研討會、公益活動、文化表演、記者會等活動，
全方位行銷臺灣。

臺灣形象展網址 https://www.taiwanexpoasean.com/zh-tw/index.html

一、海外展團拓銷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110年度臺灣形象展暫定檔期

國家 印尼 越南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度

檔期 6/24-26 7/22-24 8/5-7 9/30-10/02 10/28-30

1.非洲「奈及利亞臺灣週」-於首都阿布加辦理。

2.中東「沙烏地阿拉伯臺灣週」-於利雅德辦理。

3.拉丁美洲-預計於墨西哥及其他中南美洲邦交國辦理。

110年臺灣週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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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透過補助的方式，協助公協會結合會員廠商共同拓展海外市場

作法

申請
資格

1. 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
2. 辦理貿易相關業務之非營利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社會團體

補助種類 補助額度 受理方式 申請時間

展覽計畫

（實體及線上可
同時申請）

實體展
每展上限

330萬元
公告受理

109/11/13-12/10受

理110年度展覽
線上展

每展上限
250萬元

非展覽計畫
(組團赴國外拓展貿易、舉辦貿
易人才訓練、編印採購指南等
經貿資料等)

視個案申請
內容而定

個案受理

(來函申請)

計畫預定執行

1個月前申請

成果
每年補助約200家公協會，協助約9,500家廠商，其中中小企業約占
93%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網址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570&pid=558608

二、補助公協會辦理貿易推廣活動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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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減輕廠商海外參展之負擔，協助廠商爭取外銷接單機會

作法

申請
資格

1.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向貿易局登記之公司或商號
2.前一年具有出進口實績(「新創事業」及「拓展新南向市場
農業業者」不受實績之限制)

成果

核配
原則

補助種類及項目 補助順位及額度

實體及線上展覽
(僅可擇一補助)之
場地租金、

線上展覽報名費

每家全年補助總額：(總額內不限申請展數)
1.新創事業、拓展新南向農業業者(優先核配)：12萬元
2.其他：14～30萬元

實體展每展補助金額：2-5萬元
線上展每展補助金額：３萬元

重要及潛力市場、新南向市場、邦交國、CPTPP成員國、與我
國官方洽簽MOU國家及5+2創新產業之展覽優先核配

每年補助約3,500家廠商，其中95%為中小企業

申請網址https://espo.trade.gov.tw

申請
時間

109/11/16-12/10受理110年上半年展覽、110年4-5月受理
當年下半年展覽

三、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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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廠商遠赴海外拓銷之成本，讓廠商在臺即有與全球

買主商談接單的機會。

(109年因應疫情，多數活動已改為線上辦理)

目的

動員駐外單位，洽邀海外買主來臺採購，安排貿易洽談
會、採購說明會及參訪工廠，協助我國中小企業爭取商
機

歡迎廠商報名，網址http://isourcing.taiwantrade.com.tw

四、洽邀外商來臺採購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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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廠商運用跨境電商拓銷海外市場

會員方
案及服
務內容

1. 免費會員：可上傳10張電子型錄展示

2. 付費會員：

 提供專屬企業網、無限制之電子型錄展示、線上銷售、商機配
送、視訊採購洽談、第三方國際認證及策略聯盟如金流、物流、
參展、翻譯等優惠服務

免費客服專線0800-506-088目的

作法

網址https://info.taiwantrade.com/

1. 維運我國貿易總入口網站--台灣經貿網(現有7萬家供應商會員、
逾66萬項產品型錄，每年逾3,000萬人次瀏覽)

2. 建置14國語系網站(包括印尼語、越語、泰語等)，推廣優勢產業

3. 藉由同業與異業之策略聯盟，提供廠商多元服務，包括Amazon 
Global Selling亞馬遜全球開店、Payoneer(金流)、新加坡冠庭
(物流)等

4. 與全球知名電商平臺合作並設置臺灣館 (eBay、印尼blibli、越南
Tiki、PChome Thai、日本樂天) ，協助廠商上架平臺販售商品

五、網路行銷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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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業者布建海外行銷通路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目的 鼓勵廠商以多元、創新及整合性行銷手法，布建海外市場行銷通路

作法

申請
資格

1. 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向貿易局登記之公司或商號

2. 近一年具有出進口實績者

以專案補助方式鼓勵廠商提出布建通路計畫(排除參展、拓銷團或買

主媒合等)，經審查通過後公告補助名單及補助金額，補助租金、布

置費、廣告費、印刷費等布建通路所需費用。

補助種類 補助額度 受理方式 申請時間

單一企業 補助上限500萬元

公告受理

每年6月-8
月受理次一
年度計畫之
申請
(109/8/26
-10/12)

2家以上

聯合申請
補助上限1,000萬元

網址https://www.imdp.org.tw
註：政府補助款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50%，廠商須投入50%之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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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外據點服務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商務中心 臺灣商品行銷中心

目的
協助廠商以最經濟便捷方式，布局
當地市場

以專案方式協助業者開拓新興市場

服務內容
1. 提供廠商臨時辦公場所及設施
2. 提供當地市場資訊服務

1. 聘請當地專案經理人提供客製化行銷
服務，如開發商機、蒐集商情、安排
即時洽談、數位宣傳等

2. 提供廠商實體展示空間、設置專屬網頁

收費
(新臺幣)

• 會議室/會客室：免費
(註：全球適用)

• 獨立辦公室或商務辦公桌-每月
NT$3,000起
(註：限日本(大阪)、印度(新德里、孟買、清奈、

加爾各答)、墨西哥(墨西哥市)、澳大利亞(雪梨)、
伊朗(德黑蘭))

每年12萬元

外貿協會
服務據點

42國63處
• 亞洲20國34處
• 大洋洲1國1處
• 歐洲12國14處
• 非洲5國5處
• 美洲4國9處

3國5城市
• 印度孟買、清奈、新德里
• 印尼雅加達
• 馬來西亞吉隆坡

網址
https://info.taiwantrade.com/subject
/obc

https://tpc.taiwantrade.com/note.jsp?id=4
137&lang=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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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運用多元管道提供國內外經貿資訊，以協助廠商掌握國際市
場脈動與貿易機會，有效拓展海外市場

作法
針對重大國際時事議題、國內政策、潛力新興市場及重要產
業等主題，進行專題研究與調查。透過本部及外貿協會駐外
單位蒐集分析各國經貿情勢與最新之商情商機資訊

資訊
管道

全球經貿e指通APP期刊

電子報貿易局經貿資訊網 貿易尖兵台灣經貿網

說明會 貿易資料館

八、商情資訊服務─多元管道提供商情商機資訊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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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商情資訊服務─提供客製化數據分析服務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https://itrade.taitra.org.tw

iTrade平台
一站式查詢

潛力市場數據分析
懶人包報告

客製化
數據分析

專案諮詢

產經指標分析

目標市場分析

輕量型分析報告
輕鬆掌握國際趨勢

提供廠商及公協會
深度且客製化服務

四步驟
篩選潛力市場及展覽

目的

作法

協助業者應用AI與大數據精準國際行銷



1717

提供廠商出口所需之資金、降低資金負擔及貿易風險以協助
拓展海外市場

種類 優惠項目 合作單位

優惠出口貸款 提供貸款利率優惠(0.5%)

中國輸出入
銀行

優惠輸出保險 提供保險費及徵信費優惠減免(2.5-5折)

轉融資方案
輸銀與國外轉融資銀行合作提供國外廠
商採購臺灣商品貸款利率優惠

針對疫情特別預算提
供出口貸款利息及出
口保險行政費用補貼
方案

提供貸款利率減免(0.3%)、保險費及徵
信費優惠(最高2折)

(執行至110年6月21日止)

優惠外銷信用保
證

保證手續費優惠(減免0.5%-0.75%)

額外再增加單一廠商保證額度

新南向國家新臺幣１億元

其他國家新臺幣6,000萬元

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

目的

作法

網址輸銀：www.eximbank.com.tw
信保：www.smeg.org.tw

九、貿易金融支援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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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廠商培養行銷經理人才，及新南向業務布局人才

廠商運
用方式

1.每年3-6月辦理大型媒合會及個別企業徵才說明會
2.企業提供職缺訊息由外貿協會培訓中心代為轉發

專業訓練 在職訓練

課程

國際企業經營班
◆ 1年期(經貿、越、英語組)
◆ 2年期(德、西、英、日、
越、泰、印尼組)

1.新南向人才儲備專班：
針對新南向市場進修需求推出12-24
小時課程，內容涵蓋經貿、文化、稅
務法規、東協發展及跨境電商

2.經貿專題班：
針對業界需求規劃專案管理、國際貿
易、財務金融等多樣的經貿課程

地點 新竹、臺中及高雄校區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台北校區及各辦事處

成果

自76年開辦以來，已培訓
超過5千位校友，並有85%
投入中小企業工作(餘海外
留學、從事公職或外商)

1.新南向人才儲備專班：
106年至108年，已培訓505人

2.經貿專題班：
106年至108年，已培訓6,524人次

目的

作法

網址 http://job.iti.org.tw/

十、貿易人才培訓與媒合─開辦培訓課程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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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因應業界對外貿實務人才的需求，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實務經
驗之貿易小尖兵 (註：109年受疫情影響暫停辦理)

作法

1.作法：選送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國際貿易相關系所之學生
赴新興市場實習

2.目標市場：緬甸、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印尼、印度、
菲律賓、孟加拉及斯里蘭卡9國

3.補助項目：

計畫主持人：機票款及生活費(最多12天)之90%

實習學生：機票款之90%，生活費(30-62天)之70%

4.就業媒合：建置網路媒合平臺及辦理就業媒合

(https://itce.ieatpe.org.tw/jobbank/)

網址https://www.tradepioneer.org.tw/

十、貿易人才培訓與媒合─補助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http://itce.ieatpe.org.tw/job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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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以台灣精品為推廣標的，推升臺灣產業優質國際形象，進而帶
動出口成長

作法

報名台灣精品選拔資訊請參考網址https://www.taiwanexcellence.org

1. 台灣精品選拔：考量臺灣產製條件，評選在研發、設計、品質、行
銷等領域俱優之創新價值產品，每年約3-6月受理報名，11月頒獎

2. 台灣精品行銷推廣活動：

國內：

配合大型活動或運動賽事(如
臺北國際電腦展及國際自由車
環台賽等)推廣

於臺北南港展覽館1館設置台
灣精品館，109年並新增建置
數位台灣精品館

國外：

台灣精品

十一、臺灣產業形象推廣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專業展設置台灣精品館越南公益路跑臺北南港展覽館1館設置台灣精品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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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設置專職服務窗口，協助中小企業運用政府資源拓展海外市場

作法
針對中小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所面臨問題，由專家顧問群提供客
製化、一站式專業免費諮詢服務，並量身推薦拓銷資源予廠商
運用

服務
內容

1.掌握中小企業現況及拓銷需求，提供海外市場拓銷建議

2.提供市場商情、買主資訊，協助開拓市場商機

3.引介拓銷資源包括通路建置、品牌推廣、行銷人才培訓、

海外推廣補助、電商、海空運與物流、出口融資與保險等

諮詢服務

網址https://www.exportadv.com.tw/

十二、國際行銷諮詢中心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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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作法

市場商情 出口輔導 創新行銷

1.進行東協、南亞消
費市場研究

2.利用網路搜尋引擎
及社群媒體發掘熱
數據並進行趨勢分
析，以掌握當地熱
門話題及潛力商機

3.建置市場商情資料
庫、發行季刊及辦
理研討會、論壇等，
擴散商情資訊

1. 針對消費品及其半
成品推動商用通路
群聚拓銷聯盟

2. 結合國內外專家顧
問，建立海內外專
家出口支援系統，
提供專業諮詢輔導，
並辦理精準媒合活
動，協助廠商成功
進入目標市場

(約每年1-4月受理申
請)

1.海外創意策展：運用數
位科技及新媒體進行網
路社群行銷及開發適地
化創新行銷模式，並透
過辦理線上策展方式與
買主媒合

2.境內體驗行銷：以新媒
體互動科技(AR)結合國
內旅遊套裝行程置入業
者產品，並邀請國外買
主線上體驗，促成買主
與我業者精準媒合

(約每年1-4月受理申請)

網址https://mvp-plan.cdri.org.tw/

鎖定東協及南亞市場，以市場研究掌握消費需求與商情，進行跨
產業出口輔導及創新行銷模式開發，帶動我國消費相關產品出口

十三、其他專案服務─協助消費品出口拓銷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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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協助我製造綠色商品及提供綠色服務的廠商，掌握國際綠色趨
勢與規範，爭取全球綠色貿易商機

作法

綠色行銷智庫
與資訊擴散

強化綠色產業
行銷能量

深化行銷推廣
與提升形象

1.蒐集海外綠色商
情、政府政策法規
等資訊

2.辦理專家座談會、
商機說明會、研討
會、論壇擴散資
訊，並加強與國際
組織交流活動

1.維運「綠色產品驗
證檢索平台」，供
廠商查詢各國驗
證、政府政策法規
資訊

2.提供廠商綠色產品
行銷、驗證諮詢輔
導、綠色驗證費用
優惠

1.籌組專業拓銷團、
綠色生態圈、參加
重要綠色國際展
覽、設置形象專區
推廣

2.辦理綠色顧客精耕
專案，於海外聘請
專人提供客製化蒐
集資訊、開發市場
之服務

網址https://www.greentrade.org.tw/

十三、其他專案服務─協助綠色產品出口拓銷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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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持續協助紡織業者提升國際行銷能力，以鞏固歐美市場，並開拓新
南向等具發展潛力之新興市場

作法
以永續機能紡織品為主軸，智慧紡織品為亮點，以整合性拓銷活動及
臺灣紡織產業之整體形象提升等措施，協助臺灣紡織業者開拓海外市
場

服務
內容

1. 主題式廣宣與參展聯合推廣：辦理主題式廣宣，強化國際形象；
於國際展覽建置主題形象區，進行聯合推廣及辦理新產品發表會

2. 精準行銷與商機媒合：提供國際行銷諮詢服務，並洽邀國際品牌
商及通路商來臺採購，及協助業者於海外與買主面對面商洽

3. 紡織數位行銷與數據整合：運用線上展覽、網路社群、國際電子
商務等平臺，推廣臺灣創新紡織品，並辦理提升國際競爭力研討
會

4. 客製化輔導提升競爭力：受理廠商提案申請，入選者可獲政府輔
導經費(個別提案每案最高新臺幣100萬元，聯合提案每案最高新
臺幣200萬元，廠商應搭配50%以上自籌款)

網址https://export.textiles.org.tw/

十三、其他專案服務─協助紡織品出口拓銷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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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團參加國際紡織展覽

自辦國內外紡織展覽

鞏固歐美及開發新南向暨新興市場

線上線下多元行銷

近3年(2017-2019年)，每年辦理超過100次拓銷活動，超過2,200家次業者參加

2020年受疫情影響，仍辦理88次拓銷活動，1,420家次業者參加

策略及措施

十五、協助紡織產業開發國際市場作法

國際買主視訊商洽

籌組拓銷團赴海外行銷

紡織品客製化輔導

新產品新技術國際發表

紡織業國際形象推廣

時尚紡織品/防護衣推廣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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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COVID-19疫情，全球邊境管制，紡織國際展取消或延期。改採型
錄樣品展(委託當地顧問商洽)及數位行銷(視訊商洽及線上平台)，協
助拓銷。

辦理88場拓銷活動，共有1,420家次業者參加

參觀買主逾5萬1千人次，預估接單金額達1.65億美元

邊境管制前-實體拓銷活動

美國PGA展、美國Outdoor 
Retailer Snow Show展、波特
蘭運動展

德國Heimtextil展、德國ispo 
Munich展

哥倫比亞聯合推廣

美 國

歐 洲

新興市場

美東/美西/紐約視訊商洽

德國Fabric Days聯合推廣
德國/瑞士/英國視訊商洽
德國巡迴展示會

台北紡織展、臺北時裝週、大阪巡迴
展示會、上海Intertextile秋冬展、泰
國及印度

俄羅斯視訊商洽新興市場

邊境管制後-虛實多元拓銷活動

亞 洲

歐 洲

美 國

十五、協助紡織產業開發國際市場作法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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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紡織展聚焦永續與機能具體案例一

►因應疫情衝擊，以線上線下整合行銷方式協助業者爭取商機，線上行銷措
施包括：展商電子型錄、視訊洽談會、直播影片等。

►疫情下，仍有11國356家廠商參展，展出規模達803個展位，全球23國約
32,000人次進場參觀。

►15國40個國際品牌，300場實體或視訊採購洽談會。

►現場接單157萬美元、預估後續接單3,000萬美元，合計3,157萬美元。

十五、協助紡織產業開發國際市場作法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https://www.macron.com/i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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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業者打入品牌供應鏈

•計畫過往籌組拓銷團與PT. Pan Brothers，
建立連繫管道，該集團2020年供應商會
議特邀我業者參與。

•計4家業者獲邀參加其供應商(視訊)會議，
該集團副總裁與3家業者進行產品開發。

•Pan Brothers為印尼最大成衣集團，
有15家子公司及6家成衣廠，逾3萬
名員工。

•目標於2024年成為亞洲第一大成衣
廠，生產各式服裝。

•客戶包括：adidas、Nike、Uniqlo、
Lacoste、Tommy Hilfiger、H&M等。

具體案例二

十五、協助紡織產業開發國際市場作法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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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 協助A公司與GUESS接洽，後續接單
20萬美元。

• 協助B公司透濕防水布料入選PD展
大會趨勢區，並獲Lululemon等品牌
商洽，後續接單40萬美元。

• 協助C公司成功獲瑞士戶外品牌
EXPAD採購防潑防絨布料，訂單金
額達21萬美元。

• 辦理臺灣機能性紡織品聯合推廣
-德國ISPO Munich 戶外用品展
-德國Performance Days Digital 
Fair線上展

• 臺灣機能性紡織品網路平台推廣
-協助業者線上新品發佈及媒合

• 於國際媒體廣宣推廣「臺灣機能性
紡織品驗證制度」

海外行銷推廣媒合商機具體案例三

十五、協助紡織產業開發國際市場作法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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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衣也可以很時尚
時尚機能整合布局國際

具體案例四

►線上買家直播活動搭配線下實體活動，協助時尚業者爭取國際商機。

►防護衣時尚化，品牌oqLiq結合防護面料與街頭時裝概念重新定義戶外機
能服裝。品牌#Damur結合醫療防護面料與印花走向生活化與輕量化。

►線上行銷措施：360環物攝影、線上新品發布秀、電子廣宣、買主採購直
播等。

►線下實體活動包含：巴黎、東京、上海及臺北時裝週聯合推廣，吸引包含
日本BEAMS、法國知名百貨Bon Marché等國際買主關注。

#DamuroqLiq

十五、協助紡織產業開發國際市場作法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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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國內清真友善環境、提升我國清真產業能量 ，協助廠商爭
取穆斯林商機

1. 設置清真推廣網站：整合清真市場經貿訊息，提供國內外清真認
證機構、清真規範、國內認證產品銷售管道、穆斯林餐旅等相關
資訊

2. 辦理說明會及研討會：邀請穆斯林國家認證機構及相關專業人士
來臺分享市場商情及清真認證資訊

3. 輔導廠商申請清真認證：得就當年度每張驗證證書費用申請5成
分攤款之優惠，補助廠商清真產品認證費用(每項產品上限3萬
元)，每年每家補助上限10萬元

4. 行銷推廣：辦理國內外拓銷活動，並於國內外通路及電商平台設
立臺灣清真產品專區

清真中心：02-2757-9539 臺灣清真推廣中心網站 http://thpc.taiwantrade.com

目的

作法

十三、其他專案服務─臺灣清真推廣中心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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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廠商拓展共識，共同開拓新南向市場商機

1.籌組國家別聯誼會，徵集有興趣拓銷及深耕新南向市場的
廠商加入

2.建置「指南星俱樂部」互動平台，提供線上問答及即時海
外商情商機，另以電子報、商機研討會、線上論壇等進行
市場資訊與拓銷經驗之交流與分享

3.鼓勵廠商參與拓銷活動

歡迎廠商至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NSBNetworing報名參加聯誼會

目的

作法

十三、其他專案服務─新南向國家別企業家聯誼會

壹、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及作法

國家別 廠商家次 國家別 廠商家次

1. 印尼 1,389 6. 緬甸 1,107

2. 菲律賓 1,285 7. 新加坡 1,268

3. 越南、柬埔寨 1,598 8. 印度 1,094

4. 馬來西亞、汶萊 1,450
9. 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蘭卡、

不丹、尼泊爾
823

5. 泰國、寮國 1,423 10. 澳洲、紐西蘭 1,082

截至 109年 12月，共徵集1,961家廠商，12519家次參加10個企業家聯誼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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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綿密的貿易推廣服務網絡
--您海外拓展之最佳夥伴--

外貿協會駐外據點63個
(含大陸10個) 經濟部駐外單位60個

查詢網址：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resources/MAIN/TC/S3/map/map_ch.htm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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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因應疫情之作法



3535

•加強數位貿易及電子商務
•線上小型機動團
•推動客製化行銷服務
•提供輸出保險及出口貸款
利息優惠

•洽邀國外買主來臺觀展
採購
•透過外館推廣我國產品

於疫情緩和後
加強辦理

自疫情期間起
持續辦理

出口拓銷作法

貳、因應疫情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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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振興方案
「強化數位貿易及
電子商務措施」

數位貿易
輔導方案

數位貿易
學苑

貳、因應疫情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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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貿易輔導方案

整合當今多元數位需求

目前各方案申請家次逾 5,900 家次

優素材
・虛擬實境影片 ・製作廣告稿

・AI產品影片 ・曝光新聞稿

・專業拍照 ・曝光數位雜誌

1 2
搶曝光
・精準關鍵字 ・社群曝光

・國際新聞稿 ・影音行銷

・網紅口碑行銷

3 賣全球
・輔導上架國際電商平台

・上架台灣經貿網

我國進出口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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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貿易輔導方案

整合當今多元數位需求

我國進出口廠商營業額衰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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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貿易學苑

線上+線下90堂課

4大類課程主題：跨境電商、數位轉型、數位商務、數位行銷

3大類授課方式：線上、線下、操作體驗

涵蓋金物流、跨境電商營運、市場策略、

大數據分析、影音多媒體、數位精準行銷
1 課程合作夥伴：2

目前參課人數逾 1.9萬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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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邀國外買主來臺採購

2019年印度形象展

1.洽邀國外買主來臺觀展採購：

透過駐外據點洽邀國外買主來臺，參加一
對一採購洽談會及參觀國內逾50項專業展

2.透過外館推廣我國產品：

向我駐外單位說明防疫政策及對外行銷措
施，指示該等單位積極向駐在國政府、工
商會及廠商說明我國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及
推廣外銷產品，並促成產業國際合作。

於疫情緩和後加強辦理

出口拓銷作法

貳、因應疫情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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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
https://www.trade.gov.tw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boft.gov.tw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af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14:2010-11-28-05-07-48&layout=blog&Itemid=18&limitstart=20&sa=U&ei=J5xLU7GUNYimkwWTroGwDw&ved=0CDUQ9QEwBA&usg=AFQjCNEgdI9t_QsCaJaPO_eDhVFnhjwgD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