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商务中心新南向据点参考资料 

壹、 海外商务中心简介 

海外商务中心于全球 26 国 31 个城市提供厂商经济实惠的办公场所，

其中在新南向市场的 7 国 10 个城市设有海外商务中心，包括印度（孟

买、清奈、加尔各答、新德里）、孟加拉国（达卡）、越南（胡志明市）、

马来西亚（吉隆坡）、菲律宾（马尼拉）、缅甸（仰光）及澳大利亚（雪

梨），协助厂商海外接单及拓销新兴市场。  

貳、 新南向国家海外商务中心据点 

一、 印度 

(一) 孟买 

出租方式 间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实际图片 

独立办公室 3 

 面积：其中两间约 8m
2，

一间约 15m
2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新台币 2 万元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南亚组 李奕霖#1838 

ian0216@taitra.org.tw 

驻孟买办事处 mumbai@taitra.org.tw 

地址：Center 1, 11th Floor, Unit No.8, 

World Trade Center, Cuffe 

Parade,Mumbai-400005, India 

电话：91-22-22163074 

 

 



(二) 清奈 

出租方式 间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实际图片 

独立办公室 4 

 面积：各 8m
2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新台币 2 万元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南亚组 李奕霖#1838 

ian0216@taitra.org.tw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驻清奈办事处  

chennai@taitra.org.tw  

地址：Challam Tower, 3rd Fl., No. 113, 

Dr. Radhakrishnan Road,   

Mylapore, Chennai-600 004, 

Tamil Nadu, India   

电话：91-44-30063616 

  



(三) 加尔各答 

出租方式 桌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商务办公桌 1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免保证金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备注：使用一周内免费；中坚企业可免费

使用两周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南亚组 李奕霖#1838 

ian0216@taitra.org.tw 

驻加尔各答办事处  

kolkata@taitra.org.tw  

地址：Unit N 1516, Diamond Heritage 

16, Strand Rd, Kolkata, 

700001 West Bengal, India  

电话：91-33-40042796   

(四) 新德里 

出租方式 
间 数 /

桌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独立办公室 2 

 面积：约 9 m
2
/100ft

2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新台币 2 万元 

 月租：新台币 5,000 元 

商务办公桌 2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免保证金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备注：使用一周内免费；中坚企业可免费 使

用两周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南亚组 李奕霖#1838 

ian0216@taitra.org.tw 

新德里办事处  

newdelhi@taitra.org.tw  

地址：Rm. 1545, 15th Floor, Eros 

Corporate Tower, Nehru Place, 

New Delhi-110019, India  

电话：91-11-6615-5130 

 



二、 孟加拉国（达卡） 

出租方式 桌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商务办公桌 1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免保证金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备注：使用一周内免费；中坚企业可免费

使用两周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南亚组 李奕霖#1838 

ian0216@taitra.org.tw 

达卡台贸中心  

dhaka@taitra.org.tw  

地址：12-B, Navana Tower, 45 

Gulshan Avenue Gulshan 1, 

Dhaka-1212, Bangladesh   

电话：880-2-9840704   

三、 菲律宾（马尼拉） 

出租方式 桌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商务办公桌 1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免保证金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备注：使用一周内免费；中坚企业可免费

使用两周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亚太组 王于薇#1817 

anitaw2302@taitra.org.tw 

马尼拉台贸中心  

inquiry.manilattc@gmail.com  

地址：3rd Floor, Pacific Star Building, 

Sen. Gil J. Puyat Ave. corner 

Makati Ave.,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电话：63-02-5517349 

 



四、 马来西亚（吉隆坡） 

出租方式 桌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商务办公桌 2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免保证金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备注：使用一周内免费；中坚企业可免费

使用两周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亚太组 李欣蓁#1813 

hclee@taitra.org.tw 

吉隆坡台贸中心   

 kl@taitra.org.tw  

地址：Suite 20.01, Level 20, Wisma 

Goldhill, 67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20312388 

五、 越南（胡志明市） 

出租方式 桌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商务办公桌 1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免保证金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备注：使用一周内免费；中坚企业可免费

使用两周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亚太组 谢冠苹#1822 

applehsieh@taitra.org.tw 

驻胡志明市办事处  

hcmcity@taitra.org.tw  

地址：16Fl., Central Plaza Office 

Building, No.17, Le Duan Str., 

Dist.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电话：84-28-39390837 



六、 缅甸（仰光） 

出租方式 间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实际图片 

独立办公室 1 

 面积：10m
2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新台币 1 万元 

 月租：300 美元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南亚组 张佩莹#1816 

pychang@taitra.org.tw 

仰光台贸中心  

yangon@taitra.org.tw  

地址：Room 206, Union Business 

Center, Nat Mauk Road, Bahan 

Tsp. Yangon  

电话：95-1-8603461 

七、 澳大利亚（雪梨） 

出租方式 桌数 
租用条件 

(大小、租期、租金、限制) 

商务办公桌 1 

 租期：1 个月起 

 保证金：免保证金 

 月租：新台币 3,000 元 

 备注：使用一周内免费；中坚企业可免费

使用两周 

台湾承办窗口 海外办事处/台贸中心 

外贸协会亚太组 施懿恬#1821 

shihyitien@taitra.org.tw 

雪梨台贸中心  

sydney@taitra.org.tw  

地址：Suite16.01, Level 16, 55 

Clarenc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61-2-92794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