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 迄 執行單位 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1

中國大陸超市通路設立

臺灣食品專區計畫(昆明

低碳中心之玖沐望精品

生活超市旗艦店)

0101 123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昆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戴碧帆 (02)27255200#1338 susantai@taitra.org.tw

2
2018年中國大陸超市臺

灣食品節(北京)
0101 123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北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許甘尾 (02)27255200#1363 canwei@taitra.org.tw

3
2018年中國大陸超市臺

灣食品節(武漢)
0101 123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武漢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許甘尾 (02)27255200#1363 canwei@taitra.org.tw

4 生態圈輸出 0101 1231 東協 柬埔寨、緬甸 暹粒、Kanti島 綠貿 工研院 陳秋燕 03-5919289 ida@itri.org.tw

5

2018年超市通路設立臺

灣食品專區(馬來西亞

Mid-Valley Shopping

Mall之Aeon Big超市)

0101 1231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戴碧帆 (02)27255200#1338 susantai@taitra.org.tw

6
2018年臺灣食品節通路

行銷(新加坡)
0101 1231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1350 manson@taitra.org.tw

7

2018年臺灣食品節通路

行銷(越南 LOTTE NSG

Q.7)

0928 1006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1350 manson@taitra.org.tw

8 2018年中東市場拓銷團 0928 1011 中東及中亞
埃及、阿曼、約旦、科

威特

開羅、馬斯開特、安

曼、科威特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郭儀蕙 (02)27255200#1889 michelle73@taitra.org.tw

9

2018年中國大陸超市臺

灣食品節(瀋陽興隆大家

庭超市5家分店)

0929 1007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瀋陽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邱瓊雯 (02)27255200#1360 monachiu@taitra.org.tw

10
2018年南亞貿易訪問團

（二）
0930 1011 南亞

印度、孟加拉、斯里蘭

卡
孟買、達卡、可倫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杜富漢 (02)27255200#1840 tufuhan@taitra.org.tw

11 2018年東歐巿場拓銷團 0930 1014 歐洲
俄羅斯、白俄羅斯、烏

克蘭

喀山、聖彼得堡、明

斯克、基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怜燕 (02)27255200#1856 lychen@taitra.org.tw

12
日本市場案源開發團

1001 1006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GP專案 外貿協會 陳依廷 (02)27255200#1343 itingchen@taitra.org.tw

13 印度台灣精品盃電競賽 1001 1031 南亞 印度 孟買 IEP 外貿協會 林姿岑 (02)27255200#1375 tessalin@taitra.org.tw

14
2018年科隆國際機車暨

零配件展
1002 1007 歐洲 德國 科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嘉宏 (02)27255200#1567 kenchang@taitra.org.tw

15 澳洲國際能源展 1003 1004 大洋洲 澳洲 墨爾本 綠貿 外貿協會 廖芝槿 02-27255200 ext.1261 K195@taitra.org.tw

16
參加Smart Asia展設置

台灣精品主題館
1004 1006 南亞 印度 邦加羅爾 IEP 外貿協會 李建緯 (02)27255200#1378 jameslee@taitra.org.tw

17

2018 Smart Asia India

展之臺灣電動車行銷聯

盟館

1004 1006 南亞 印度 班加羅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肇駿 (02)2725-5200#1837 allenhsu@taitra.org.tw

18

2018年臺灣食品節通路

行銷(加拿大T&T超市3家

分店)

1012 1018 北美 加拿大 多倫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1350 manson@taitra.org.tw

19
2018年精密零組件赴日

拓銷團
1014 102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名古

屋）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朱湘綺 (02)27255200#1576 lilychu@taitra.org.tw

20

2018年東北亞貿易與布

局訪問團(韓國俄羅斯中

國大陸)

1014 1024

中國大陸、

東北亞、歐

洲

中國大陸、韓國、俄羅

斯

哈爾濱、首爾、海參

崴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于薇 (02)2725-5200#1817 anitaw2302@taitra.org.tw

21
2018年法國坎城影視節

展-臺灣動畫館
1015 1018 歐洲 法國 坎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惠毓 (02)27255200#1941 huiyu@taitra.org.tw

22
第124屆中國進出口商品

交易會（秋季廣交會）
1015 1019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廣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淑華 (02)27255200#1880 sarahliu@taitra.org.tw

23 土耳其綠色商機佈建團 1015 1019 中東及中亞 土耳其 伊斯坦堡、安卡拉 綠貿 工研院 陳秋燕 03-5919289 ida@itri.org.tw

24
2018年上海國際品牌授

權展覽會
1016 1018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逸儒 (02)27255200#1943 andrew@taitra.org.tw

25

2018年印尼國際橡塑

膠、包裝、印刷及製藥

設備展

1017 1020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董仁傑 (02)27255200#1577 kevintung@taitra.org.tw

26
2018年菲律賓及印尼貿

易與布局訪問團
1017 1027 東協 菲律賓、印尼

達沃、馬尼拉、雅加

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施懿恬 (02)27255200#1821 shihyitien@taitra.org.tw

27
2018年亞洲連鎖加盟暨

授權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1018 1020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晶晶 (02)27255200#1959 yvonnelee@taitra.org.tw

28 2018年巴黎國際食品展 1021 1025 歐洲 法國 巴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1350 manson@taitra.org.tw

29
2018年智慧醫療商機布

局團
1021 1031 東協 泰國、菲律賓、印尼

曼谷、馬尼拉、雅加

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程鈺茹 (02)27255200#1556 iris@taitra.org.tw

30
Communic 印尼國際資通

訊大展台灣精品論壇
1024 1026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歐先矞 (02)27255200#1371 stanley@taitra.org.tw

31
2018年馬來西亞臺灣形

象展
1025 102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雅梅 (02)27255200#1528 yamei@taitra.org.tw

32

於「馬來西亞臺灣形象

展」設置台灣精品區及

辦理產業論壇

1025 102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資有餘

何心儀

(02)27255200#1340

(02)27255200#1320

anat2u@taitra.org.tw

hsinyiho@taitra.org.tw

33

於「馬來西亞臺灣形象

展」設置「綠色產品專

區」

1025 102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綠貿 外貿協會
陳宛頤

趙婉容
02-27255200 ext.1258/1255

wychen@taitra.org.tw

helenchao@taitra.org.tw

34
2018年第13屆北京國際

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1025 1028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北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廖玥瑕

謝易蒼

(02)27255200#1949

(02)27255200#1948

amanda@taitra.org.tw

bephoebe@taitra.org.tw

35
台灣精品ICT暨電競賽體

驗行銷活動
1026 1028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何心儀

林盈岑

(02)27255200#1320

(02)27255200#1346

hsinyiho@taitra.org.tw

aprillin@taitra.org.tw

36
2018年美國汽車售後服

務零件展(AAPEX)
1030 1101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元翔 (02)27255200#1568 alexchen@taitra.org.tw

37 日本工具機展 1101 1106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智機計畫 外貿協會 楊淳荷 (02)2725-5200#1571 lotus@taitra.org.tw

38
台灣精品Batik Fun

Walk遊行
1104 1104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林盈岑 (02)27255200#1346 aprillin@taitra.org.tw

39
2018年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
1105 111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淑華 (02)27255200#1880 sarahliu@taitra.org.tw

40

於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設置台灣精品館（暫

定）

1105 111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IEP 外貿協會
彭湘尹

馬麗

(02)27255200#1374

(02)27255200#1327

evapeng@taitra.org.tw

mali@taitra.org.tw

41
越南國際水工程大展設

置台灣精品館
1107 1109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IEP 外貿協會

游庭瑋

賴介文

(02)27255200#1376

(02)27255200#1364

yu5@taitra.org.tw

jwlai@taitra.org.tw

42
2018年越南國際水工程

大展 (VietWater)
1107 1109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GP專案 外貿協會 許尹碩 (02)27255200#1315 allen.hs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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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暫訂）

地區 國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7年度委辦計畫海外拓銷活動一覽表

城市 計畫別
活動聯絡人

次序

第 1 頁



起 迄 執行單位 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更新日期:107年10月1日(按活動日期排序)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暫訂）

地區 國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7年度委辦計畫海外拓銷活動一覽表

城市 計畫別
活動聯絡人

次序

43

菲律賓國際建築設備與

建材展設置台灣精品館

及產業日

1108 1111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IEP 外貿協會 張惠毓 (02)27255200#1311 huiyu@taitra.org.tw

44 2018年巴格達國際商展 1110 1119 中東及中亞 伊拉克 巴格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承宏 (02)2725-5200#1887 alanhsieh@taitra.org.tw

45
2018年杜塞道夫醫療器

材展
1112 1115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俞婷 (02)27255200#1513 tinawang@taitra.org.tw

46

德國杜塞道夫醫療器材

展(MEDICA)設置台灣精

品館

1112 1115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IEP 外貿協會
郭子郡

黃浩容

(02)27255200#1372

(02)27255200#1342

kriskuo@taitra.org.tw

hjhuang@taitra.org.tw

47
2018年上海秋季國際食

品展
1113 1115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金蓮 (02)27255200#1353 goldie@taitra.org.tw

48 2018年慕尼黑電子展 1113 1116 歐洲 德國 慕尼黑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巫佩芸 (02)27255200#1552 mandywu@taitra.org.tw

49
斯里蘭卡可倫坡Intex紡

織展
1114 1116 南亞 斯里蘭卡 可倫坡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吳怡慧 (02)23417251 winnie_wu@textiles.org.tw

50
斯里蘭卡通路布建參訪

團
1114 1116 南亞 斯里蘭卡 (未定)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 n891@textiles.org.tw

51
2018年越南國際食品暨

食品機械展
1114 1117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馨儀 (02)27255200#1310 sophiah@taitra.org.tw

52
棉蘭 Mall Centre

Point品牌體驗行銷活動
1116 1118 東協 印尼 棉蘭 IEP 外貿協會 李青澐 (02)27255200#1321 jenny_lee@taitra.org.tw

53

於第20屆中國國際高新

技術成果交易會設置台

灣精品館(暫定)

1116 112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廣東深圳 IEP 外貿協會
彭湘尹

馬麗

(02)27255200#1374

(02)27255200#1327

evapeng@taitra.org.tw

mali@taitra.org.tw

54
2018年醫療器材暨化妝

品產業赴新南向拓銷團
1120 1202 大洋洲 澳洲、紐西蘭

雪梨、布里斯本、奧

克蘭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嚴麗婷 (02)27255200#1511 liting@taitra.org.tw

55

泰國國際金屬加工暨工

具機展設置台灣精品館

及辦理記者會

1121 1124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王心辰

董家華

(02)27255200#1382

(02)27255200#1397

bioskop@taitra.org.tw

lucas@taitra.org.tw

56
泰國國際金屬加工暨工

具機展
1121 1124 東協 泰國 曼谷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林奕菁 (02)2725-5200#1578 liz@taitra.org.tw

57
臺泰智慧城市產業研討

會暨洽談會
1129 1129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周映汝 (02)27255200#1316 chou@taitra.org.tw

58
菲律賓台灣精品體驗行

銷活動
1130 1202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IEP 外貿協會 閉達玉 (02)27255200#1388

yolandapi@taitra.org.tw

lucia@taitra.org.tw

59
2018年日本顯示器製造

展及高機能材料展
1205 1207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沛晴 (02)27255200#1547 k004@taitra.org.tw

60 印尼綜合製造展 1205 1208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外貿協會

周裕宏

葉青蓉

(02)2700-1356#321

(02)2725-5200#1588

c0602@csd.org.tw

zoeyeh@taitra.org.tw

計畫簡稱

推貿工作

綠貿方案

紡織計畫

GP專案

智機計畫

IEP計畫

優平方案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商研院

智慧機械海外推廣計畫 中衛中心、外貿協會

台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外貿協會

紡織品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計畫 紡拓會

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專案 外貿協會

備註：(計畫全名及委辦執行單位)

推廣貿易工作計畫 外貿協會

綠色貿易推動方案 外貿協會、中經院、工研院

計畫全名 委辦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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