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EX:0101) 迄(EX:0105) 執行單位 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1
澳洲臺灣運動休閒及時尚消費品拓銷

團(OMO)
實體+線上 0225 0225 大洋洲 澳大利亞 雪梨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翊寧 02-27255200#1539 yiningchen@taitra.org.tw

2 台北國際自行車展線上產品發表會 線上 0304 0304 亞洲 臺灣 台北 IEP 外貿協會 莊雅筌 27255200分機1347 evachuang@taitra.org.tw

3 美國臺灣自行車產業鏈線上發表會 線上 0305 0305 北美 臺灣 台北 IEP 外貿協會 何心儀 27255200分機1321 hsinyiho@taitra.org.tw

4 2021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實體+線上洽談 0309 0312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沛婕 02-27255200#1358 pclin@taitra.org.tw

5
2021年流行性感冒及其他檢測試劑線

上拓銷團
線上 0310 0311

北美、中

南美、歐

洲、中

東、大洋

洲、東協

加拿大、美國、巴

西、墨西哥、德國、

波蘭、英國、義大

利、法國、荷蘭、西

班牙、匈牙利、保加

利亞、羅馬尼亞、俄

羅斯、土耳其、紐西

蘭、澳洲、馬來西

亞、印尼、菲律賓、

泰國、越南、印度、

緬甸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俞婷 02-27255200#1567 tinawang@taitra.org.tw

6
2021年汽車零配件、資通訊及綠能產

業中亞及土耳其線上拓銷團
線上 0310 0311

中東、中

亞

哈薩克、烏茲別克、

土耳其

阿拉木圖、塔

什干、伊斯坦

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政得 02-27255200#1893 abraham@taitra.org.tw

7
泰國臺灣時尚生活消費品拓銷團

(OMO)
實體+線上 0312 0312 東南亞 泰國 曼谷、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諶怡如 02-27255200#1534 yiju@taitra.org.tw

8 中東歐汽配線上拓銷團 線上 0312 0312
中東、歐

洲
臺灣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家安 02-27255200#1566 cachan@taitra.org.tw

9 前進東協媽咪寶貝線上拓銷團 線上 0316 0316 東協 東協國家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諶怡如 02-27255200#1534 yiju@taitra.org.tw

10 2021年中東防疫線上拓銷團 線上 0318 0318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沙烏地阿拉伯、卡達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蕭喆謙 02-27255200#1573 jeffhsiao@taitra.org.tw

11
印度資通訊展(Convergence India)

台灣精品館及辦理媒體見面會
實體 0324 0326 南亞 印度 新德里 IEP 外貿協會

張瑜芸

王仁佑

27255200分機1317

27255200分機1364

yuyunchang@taitra.org.tw

jenyow@taitra.org.tw"

12
國際汽車零配件展（INAPA）線上發

表會暨採購洽談
線上 0324 0326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汪戊安

王偉鴻

27255200分機1391

27255200分機1372

wuanwang@taitra.org.tw

davidwang@taitra.org.tw

13 2021年印尼紡織機械展 線上 0329 0402 東南亞 印尼 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董仁傑 02-27255200#1579 kevintung@taitra.org.tw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暫訂）

地區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10年度委辦計畫海外拓銷活動一覽表(暫定)
更新日期:110年1月31日(按活動日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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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1年東北非市場線上貿易布局團

(一)
線上 0301 0330 非洲

阿爾及利亞、埃及、

索馬利蘭、衣索比亞

阿爾及爾、開

羅、哈爾格

薩、阿的斯阿

貝巴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千翡 02-27255200#1895 meganliu@taitra.org.tw

15 2021年南亞線上拓銷團 線上 0301 0331 南亞
印度、孟加拉、斯里

蘭卡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蘇俊育 02-27255200#1840 sujy@taitra.org.tw

16 臺灣長照產業赴中國大陸商機交流團 實體+線上 0301 033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北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潘婉淳 02-27255200#1938 tinapen@taitra.org.tw

17 美國遊戲商務媒合大會 實體+線上 0301 0331 北美 美國 舊金山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念萱 02-27255200#1945 xtine@taitra.org.tw

18
2021年中東歐市場展望及旗艦企業線

上拓銷團
線上 0301 0331 中東歐

波蘭

(暫定)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宗憲 02-27255200#1541 simonjan@taitra.org.tw

19 2021年中南美洲線上拓銷團 線上 0301 0731 中南美
瓜地馬拉、墨西哥、

哥倫比亞(暫定)

瓜地馬拉市、

墨西哥市、波

哥大(暫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盧立欣 02-27255200#1844 sofialu@taitra.org.tw

20 2021年馬來西亞清真產品展 實體 0401 0410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未定 02-27255200# 未定

21 參加亞洲物聯網論壇(AIBP) 線上 0406 0408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暫) IEP 外貿協會
陳思穎

廖姚晴

27255200分機1327

27255200分機1323

lauren@taitra.org.tw

sandyliao@taitra.org.tw

22 2021年漢諾威工業展 線上 0412 0416 歐洲 德國 漢諾威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朱湘綺 02-27255200#1587 lilychu@taitra.org.tw

23
第129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春季

廣交會)
實體 0415 0419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廣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怡君 02-27255200#1834 cyc417@taitra.org.tw

24 2021年緬泰馬貿易及布局訪問團 實體 0401 0430 東協
緬甸、泰國、馬來西

亞

仰光、曼谷、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書涵 02-27255200#1821 wushuhan@taitra.org.tw

25
臺灣健康產業赴越南、馬來西亞拓銷

團
實體+線上 0401 0430 東協 越南、馬來西亞

胡志明、吉隆

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潘婉淳 02-27255200#1938 tinapen@taitra.org.tw

26
參加東南亞資通訊通路及零售商峰會

協助布建通路(B2C)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4月 4月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黃鏸萱

林尚頡

27255200分機1324

27255200分機1320

zoehuang@taitra.org.tw

aaronlin@taitra.org.tw

27
與印尼電腦公會合辦線上發表會及洽

談活動
線上 4月(暫定) 11月(暫定) 東協 印尼 台北 IEP 外貿協會 秦淮峯 27255200分機1374 tom_chin@taitra.org.tw

28 2021年首爾國際食品展 實體 0501 0504 東北亞 韓國 首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沛婕 02-27255200#1358 pclin@taitra.org.tw

29 臺灣生技中醫藥赴東南亞拓銷團 線上 0501 0531 東協 寮國、緬甸 永珍、仰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驄慧 02-27255200#1932 songhoey@taitra.org.tw

30 2021年中東歐市場拓銷團 線上 0501 0531 歐洲
波蘭、保加利亞、匈

牙利、烏克蘭

華沙、索菲

亞、布達佩

斯、基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施懿恬 02-27255200#1856 shihyitien@taitra.org.tw

31
2021臺灣生技醫療產業赴以色列商機

開發團
實體+線上 0509 0515 中東 以色列 特拉維夫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32 2021年全美五金展 實體 0511 0513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華馨 02-27255200#1561 clairechen@taitra.org.tw

33 2021年香港國際食品展 實體 0512 0514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香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琳蓁 02-27255200#1353 kim_hsieh@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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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馬來西亞台灣精品線上健康樂活週

(或馬來西亞銀髮健康照護展)暨媒體

見面會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0527 0530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黃苡羚 27255200分機1311 dorah@taitra.org.tw

35

2021年中亞(哈薩克、烏茲別克)與土

耳其汽車零配件、資通訊及綠能中東

拓銷團

實體 0501 0531
中東、中

亞

哈薩克、烏茲別克、

土耳其

阿拉木圖、塔

什干、伊斯坦

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政得 02-27255200#1893 abraham@taitra.org.tw

36 2021年臺日電子產業合作訪日團 實體 0501 0531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宗憲 02-27255200#1541 simonjan@taitra.org.tw

37 2021年車聯網新南向市場布局團 實體 0501 0531 東協 泰國、越南
曼谷、胡志明

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秉毅 02-27255200#1543 williamlin@taitra.org.tw

38
參加東南亞資通訊通路及零售商峰會

協助布建通路(B2B)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6月 6月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張瑜芸

秦淮峯

27255200分機1317

27255200分機1374

yuyunchang@taitra.org.tw

tom_chin@taitra.org.tw

39 2021年醫材防疫新商機線上拓銷團 線上 0601 0630 全球 全球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未定 02-27255200# 未定

40 2021年醫療檢測試劑線上拓銷團 線上 0601 0630

北美、中

南美、東

協、中

東、歐洲

加拿大、美國、巴

西、墨西哥、

越南、泰國、印尼、

印度、馬來西亞、菲

律賓、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沙烏地阿拉伯、波

蘭、匈牙利、烏克

蘭、土耳其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未定 02-27255200# 未定

41 前進法國-新創發表 實體 0601 0630 歐洲 法國 巴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程鈺茹 02-27255200#1555 iris@taitra.org.tw

42 2021臺灣生技醫療產業中東線上團 實體+線上 0601 0630 中東
以色列、沙烏地阿拉

伯、杜拜

特拉維夫、利

雅德、杜拜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43 印尼拓銷團 線上 0601 0731 亞洲 印尼 雅加達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 n891@textiles.org.tw

44
運用印度市場「台灣精品盃電競賽」

推宣台灣精品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0601 1130 南亞 印度

新德里、孟買

等城市
IEP 外貿協會

張瑜芸

連培安

27255200分機1317

27255200分機1375

yuyunchang@taitra.org.tw

peian@taitra.org.tw

45
2021年印度清奈國際工具機暨自動化

設備展
實體 0603 0607 南亞 印度 清奈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長明 02-27255200#1585 cmlee@taitra.org.tw

46 日本扣件線上拓銷團 線上 0609 0610 東北亞 日本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華馨 02-27255200#1561 clairechen@taitra.org.tw

47 2021年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 線上 0614 0617 北美 美國 波士頓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俞婷 02-27255200#1567 tinawang@taitra.org.tw

48
美國丹佛Outdoor Retailer夏季戶外

活動用品展
實體 0615 0617 北美 美國 丹佛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 n891@textiles.org.tw

49

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Outdoor

Retailer)設置線上台灣精品館及辦

理線上記者會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0615 0617 北美 美國 丹佛 IEP 外貿協會
楊雅雯

何心儀

27255200分機1320

27255200分機1321

angelala@taitra.org.tw

hsinyiho@taitra.org.tw

50
搭配越南建材展VIETBUILD辦理台灣

精品廚衛產品線上發表會暨採購洽談
線上 0619 0623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IEP 外貿協會

王偉鴻

資有餘

分機1372

分機1368

davidwang@taitra.org.tw

anat2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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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泰國工業製造展設置台灣精品館暨辦

理產業形象記者會
線上 0623 0623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鍾國平 27255200分機1376 kokuhei@taitra.org.tw

52 2021年印尼臺灣形象展 實體 0624 0626 東協 印尼 萬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燕青 02-27255200#1482 fiona517@taitra.org.tw

53
搭配德國科隆健身器材展辦理線上發

表會及設置台灣精品館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態而

定）
0624 0627 歐洲 德國 科隆 IEP 外貿協會

李映萱

朱思怡

27255200分機1340

27255200分機1345

sherry@taitra.org.tw

janine@taitra.org.tw

54
印尼臺灣形象展台灣精品館及臺灣產

業形象記者會
線上or實體 0601 0630 東協 印尼 萬隆 IEP 外貿協會 王淑萱 27255200分機1394 alice.wang@taitra.org.tw

55 智能汽車創新聯網線上拓銷團 線上 0601 0630

歐洲、美

洲、東北

亞

美國、德國、日本

(暫定)
臺灣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愷如 02-27255200#1542 brooke@taitra.org.tw

56 臺灣長照產業赴中國大陸拓銷團 線上 0601 063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北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潘婉淳 02-27255200#1938 tinapen@taitra.org.tw

57 2021年東南非市場貿易布局團(二) 線上 0601 0630 非洲
史瓦帝尼、肯亞、坦

尚尼亞、莫三比克

姆巴巴納、奈

洛比、三蘭

港、馬布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智翔 02-27255200#1892 adam1993@taitra.org.tw

58
2021菲律賓台灣精品歌喉讚及辦理媒

體見面會
線上or實體(暫定) 0601 1130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IEP 外貿協會 黃浩容 27255200分機1384 hjhuang@taitra.org.tw

59
臺灣工業產品赴印度拓銷暨投資布局

團
實體 0701 0731 南亞 印度

清奈轄區(TN

州、K州)、孟

買轄區(M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楊安禾 02-27255200#1842 yanganheo@taitra.org.tw

60
馬來西亞國際連鎖加盟展(MIRF)-臺

灣連鎖品牌館
實體 0701 0731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欣宜 02-27255200#1951 hsinyi@taitra.org.tw

61 越南拓銷團 線上 0701 0831 亞洲 越南 胡志明市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62 東協電動(機)車零配件商機開發團 實體 0704 0710 東協 印尼、越南
雅加達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元翔 02-27255200#1564 alexchen@taitra.org.tw

63 2021年越南胡志明工具機展 實體 0707 0710 東協 越南 胡志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琬儒 02-27255200#1577 wjchen5@taitra.org.tw

64
越南工具機展台灣智慧工具機線上記

者會
線上 0707 0710 東協 越南 胡志明 IEP 外貿協會

王淑娟

傅幼伶

27255200分機1349

27255200分機1312

elsawang@taitra.org.tw

emmafu@taitra.org.tw

65

馬來西亞國際建築,室內設計及建材

展覽會(ARCHIDEX)設置台灣精品館暨

辦理臺灣產業形象記者會

線上 0707 0710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汪戊安

李青澐

27255200分機1391

27255200分機1318

wuanwang@taitra.org.tw

jenny_lee@taitra.org.tw

66 2021年牙材商機線上拓銷團 線上 0714 0714 東協

馬來西亞、印尼、菲

律賓、泰國、越南、

印度、緬甸、中國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淑華 02-27255200#1576 sarahli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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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臺灣國際五金手工具展台灣精品DIY

手工具線上記者會
線上 0715 0717 亞洲 臺灣 台中 IEP 外貿協會

王偉鴻

資有餘

27255200分機1372

27255200分機1368

davidwang@taitra.org.tw

anat2u@taitra.org.tw

68
新常態時尚生活商機-文創設計拓銷

團
實體+線上 0716 0716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未定 未定 未定

69 2021年美西國際安全科技展 實體 0719 0721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賴秀華 02-27255200#1545 slai@taitra.org.tw

70
墨西哥汽配展(INA PAACE)台灣精品

館暨線上發表會暨採購洽談
實體/線上 0721 0721 中南美 墨西哥 墨西哥城 IEP 外貿協會

溫舜博

莊瑜芳

27255200分機1342

27255200分機1399

carloswen@taitra.org.tw

jennifer@taitra.org.tw

71 2021年越南臺灣形象展 實體 0722 0724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潔胤 02-27255200#1485 jeanchen925@taitra.org.tw

72

越南臺灣形象展(Taiwan Expo)台灣

精品館及辦理產業記者會或媒體見面

會及洽談會

線上 0722 0724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IEP 外貿協會
李慧亭

黃鏸萱

27255200分機1392

27255200分機1324

huitinglee26@taitra.org.tw

zoehuang@taitra.org.tw

73
2021年臺灣冷鏈創新解決方案OMO拓

銷團-越南
實體+線上 0723 0723 東南亞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貞雯 02-27255200#1953 salin116@taitra.org.tw

74 2021越南國際包裝及食品處理展 實體+線上 0728 0730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董仁傑 02-27255200#1579 kevintung@taitra.org.tw

75 Taiwan IN Design澳洲設計週 實體 0729 0801 大洋洲 澳洲 墨爾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易蒼 02-27255200#1948 bephoebe@taitra.org.tw

76
日本全天24小時產品線上宣傳直播活

動
線上 0731 0801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IEP 外貿協會

汪庭妤

朱思怡

27255200分機1346

27255200分機1345

gloria@taitra.org.tw

janine@taitra.org.tw

77 精密零組件日本線上拓銷團 線上 0801 0830 東北亞 日本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朱湘綺 02-27255200#1587 lilychu@taitra.org.tw

78 臺灣健康產業赴中國大陸拓銷團 線上 0801 083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成都、廈門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丞恩 02-27255200#1934 jamescheng@taitra.org.tw

79 臺灣健康產業赴東南亞拓銷團 線上 0801 0831 東南亞 柬埔寨、印尼 金邊、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潘婉淳 02-27255200#1938 tinapen@taitra.org.tw

80 美西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實體 0801 1031 北美 美國 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俐穎 02-27255200#1958 lydiachen@taitra.org.tw

81 2021年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 實體 0805 080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書涵 02-27255200#1821 wushuhan@taitra.org.tw

82 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台灣精品館 線上 0805 080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王心辰 27255200分機1382 bioskop@taitra.org.tw

83

綠色產品國際鏈結- 2021年新南向環

保設備貿易開發團-越南、泰國、緬

甸

實體 0816 0827 東協 越南、泰國、緬甸
胡志明、曼

谷、仰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唐宗瑜 02-27255200#1513 Tangy@taitra.org.tw

84 「臺灣原創IP生態系」線上貿訪團 實體+線上 0819 082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北京、成都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未定 未定 未定

85
中國大陸上海Intertextile國際紡織

面料及輔料秋冬展
實體 0825 0827 亞洲 中國大陸 上海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潘睿航 02-23417251 ray@textiles.org.tw

86 2021年日本DIY展 實體 0826 0828 東北亞 日本 千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華馨 02-27255200#1561 clairechen@taitra.org.tw

87
印尼台灣精品公益路跑(Virtul

Running)暨線上記者會
線上 0828 0829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李逸寧 27255200分機1316 chris811@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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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2021年拉丁美洲拓銷團 實體 0829 0912 中南美
哥倫比亞、秘魯、阿

根廷、巴西(暫定)

波哥大、利

馬、布宜諾斯

艾利斯、聖保

羅(暫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卿儀 02-27255200#1845 diane@taitra.org.tw

89
2021年美國邁阿密醫療儀器設備暨復

健保健展覽會
實體+線上 0901 0903 北美 美國 邁阿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智偉 02-27255200#1572 light@taitra.org.tw

90 2021年巴拿馬國際商展 實體 0901 0904 中南美 巴拿馬 巴拿馬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賴鈴琍 02-27255200#1846 lilylai@taitra.org.tw

91 2021年日本消費產品大型拓銷團 實體 0901 093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

福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小慈 02-27255200#1486 hsiaotzu@taitra.org.tw

92 2021年印巴貿易訪問團 實體 0901 0930 南亞 印度、巴基斯坦
新德里、加爾

各答、拉合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蘇俊育 02-27255200#1840 sujy@taitra.org.tw

93 2021年星澳綜合訪問團 實體 0901 0930
東協、大

洋洲
新加坡、澳洲

新加坡、雪

梨、墨爾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珮瑩 02-27255200#1816 pychang@taitra.org.tw

94 2021年臺灣珍奶產業北美洲拓銷團 實體 0901 0930 北美 美國
西雅圖、洛杉

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戴碧帆 02-27255200#1338 susantai@taitra.org.tw

95 2021年新南向零接觸商機開發團 實體 0901 0930 東協 新加坡、菲律賓
新加坡、馬尼

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昕穎 02-27255200#1551 hsinying@taitra.org.tw

96 2021年德國福吉沙芬歐洲自行車展 實體 0901 0930 歐洲 德國 福吉沙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諶怡如 02-27255200#1534 yiju@taitra.org.tw

97 2021年印度臺灣形象展 實體 0901 0930 南亞 印度 孟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承林 02-27255200#1836 aeiou60909@taitra.org.tw

98 歐洲拓銷團 實體 0901 1031 歐洲 德國 慕尼黑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 cccheng@textiles.org.tw

99 2021年西北非市場貿易布局團(三) 實體 0901 1001 非洲
奈及利亞、象牙海

岸、迦納、摩洛哥

拉哥斯、阿比

尚、阿克拉、

卡薩布蘭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承宏 02-27255200#1886 alanhsieh@taitra.org.tw

100
歐洲福吉沙芬自行車展(Eurobike)產

業記者會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0901 0901 歐洲 德國 福吉沙芬 IEP 外貿協會 何心儀 27255200分機1321 hsinyiho@taitra.org.tw

101 柏林消費電子展新創區IFA-NEXT 實體 0903 0907 歐洲 德國 柏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程鈺茹 02-27255200#1555 iris@taitra.org.tw

102
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IFA)台灣精品

館及產業形象記者會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0903 0907 歐洲 德國 柏林 IEP 外貿協會

陳思穎

黃鏸萱

27255200分機1327

27255200分機1324

lauren@taitra.org.tw

zoehuang@taitra.org.tw

103 2021泰國曼谷國際醫療器材展 實體+線上 0905 0911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104 2021年澳洲國際食品展 實體 0906 0909 大洋洲 澳洲 雪梨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馨儀 02-27255200#1310 sophiah@taitra.org.tw

105
泰國國際醫療展(Medical Fair Asia

Thailand)台灣精品館
線上/實體 0908 0910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王淑萱

黃浩容

27255200分機1394

27255200分機1384

alice.wang@taitra.org.tw

hjhuang@taitra.org.tw

106 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 實體+線上 0909 0913 歐洲 法國 巴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惠毓 02-27255200#1941 huiyu@taitra.org.tw

107 2021年越南胡志明市醫療醫藥展 實體 0911 0914 東協 越南 胡志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嚴麗婷 02-27255200#1571 liting@taitra.org.tw

108 2021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實體 0914 0918 歐洲 德國 法蘭克福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家安 02-27255200#1566 cachan@taitra.org.tw

109
綠色產品國際鏈結-2021年北美智慧

能源週參展團
實體 0920 0923 北美 美國 紐奧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范怡君 02-27255200#1512 evafan@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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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美國臨床生化學會年會暨國際臨床實

驗室設備展覽會(AACC)台灣精品館

實體 or 線上       (視主辦

單位)
0921 0923 北美 美國 安那翰 IEP 外貿協會 林德曄 27255200分機1341 teddylin@taitra.org.tw

111 2021年馬來西亞國際食品展 實體 0921 0924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1350 manson@taitra.org.tw

112
印度孟買自動化工業展設置台灣精品

館暨辦理產業形象記者會
線上 0922 0922 南亞 印度 孟買 IEP 外貿協會 鍾國平 27255200分機1376 kokuhei@taitra.org.tw

113 印尼創新行銷買主活動 線上 0922 0924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周毓敦 02-7707-4908 davidchou@cdri.org.tw

114 越南SAIGONTEX布料及製衣配件展 實體 0922 0925 亞洲 越南 胡志明市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115
越南胡志明市醫療醫藥展(Pharmedi)

台灣精品館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0922 0925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IEP 外貿協會 黃苡羚 27255200分機1311 dorah@taitra.org.tw

116
法國巴黎國際特許加盟展-臺灣連鎖

品牌館
實體 0926 0929 歐洲 法國 巴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欣宜 02-27255200#1951 hsinyi@taitra.org.tw

117 2021年泰國臺灣形象展 實體 0930 1002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致緯 02-27255200#1484 wesleylin@taitra.org.tw

118
泰國臺灣形象展設置台灣精品館及產

業形象記者會

線上為主，如疫情許可預計線

上及實體展同步展
0930 1002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周映汝

傅幼伶

27255200分機1397

27255200分機1312
chou@taitra.org.tw

emmafu@taitra.org.tw

119 日本東京電玩展 實體+線上 0930 1003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逸儒 02-27255200#1943 andrew@taitra.org.tw

120
參加印度資通訊通路及零售商峰會協

助布建通路
線上或實體 1001 1030 南亞 印度 科契 IEP 外貿協會

張瑜芸

林尚頡

27255200分機1317

27255200分機1387

yuyunchang@taitra.org.tw

aaronlin@taitra.org.tw

121

2021年阿拉伯半島(沙烏地、巴林、

科威特)智慧方案、汽車零配件、機

械中東拓銷團

實體 1001 1031 中東
沙烏地阿拉伯、巴

林、科威特

利雅德、達

曼、麥納瑪、

科威特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政得 02-27255200#1893 abraham@taitra.org.tw

122 2021年環孟加拉灣貿易訪問團 實體 1001 1031 南亞
印度、斯里蘭卡、孟

加拉

加爾各答、可

倫坡、達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承林 02-27255200#1836 aeiou60909@taitra.org.tw

123 2021年中東歐貿易暨布局考察團 實體 1001 1031 歐洲
俄羅斯、烏克蘭、塞

爾維亞

莫斯科、基

輔、貝爾格萊

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蔡欣育 02-27255200#1858 hytsai@taitra.org.tw

124 2021年工業品赴越印尼菲布局團 實體 1001 1031 東協 印尼、菲律賓、越南
雅加達、馬尼

拉、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冠蘋 02-27255200#1822 applehsieh@taitra.org.tw

125 2021年臺灣農產食品東南亞拓銷團 實體 1001 1031 東協 菲律賓、緬甸 馬尼拉、仰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未定 02-27255200#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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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線上or 實體or 線上+實體
國家

126
韓國國際連鎖加盟展-臺灣智慧餐飲

概念館
實體 1001 1031 東北亞 韓國 首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閉達玉 02-27255200#1959 yolandapi@taitra.org.tw

127
亞洲連鎖加盟暨授權展-臺灣連鎖品

牌館
實體 1001 1031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貞雯 02-27255200#1953 salin116@taitra.org.tw

128 波蘭拓銷團 實體 1001 1031 歐洲 波蘭 華沙、克拉科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 n891@textiles.org.tw

129 泰國拓銷團 實體 1001 1115 亞洲 泰國 曼谷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130 印度群聚拓銷買主活動 線上 1004 1006 東協 印度 新德里 創新行銷 商研院 鄧凱元 02-7707-4971 kaiteng@cdri.org.tw

131 米蘭工具機展台灣精品線上發表會 線上 1004 1010 歐洲 義大利 米蘭 IEP 外貿協會 王淑娟 27255200分機1349 elsawang@taitra.org.tw

132
綠色產品國際鏈結-2021年美國國際

水處理技術展
實體 1005 1007 北美 美國 芝加哥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洪妤靜 02-27255200#1516 eugenia@taitra.org.tw

133 印尼群聚拓銷買主活動 線上 1006 1008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創新行銷 商研院 鄧凱元 02-7707-4971 kaiteng@cdri.org.tw

134 緬甸創新行銷買主活動 線上 1011 1013 東協 緬甸 仰光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周毓敦 02-7707-4908 davidchou@cdri.org.tw

135 柬埔寨群聚拓銷買主活動 線上 1011 1014 東協 柬埔寨 金邊 創新行銷 商研院 鄧凱元 02-7707-4971 kaiteng@cdri.org.tw

136
第130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秋季

廣交會)
實體 1015 1019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廣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怡君 02-27255200#1834 cyc417@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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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巴基斯坦創新行銷買主活動 線上 1018 1020 南亞 巴基斯坦 喀拉蚩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周毓敦 02-7707-4908 davidchou@cdri.org.tw

138 2021年日本通信放送週參展團 實體 1027 1029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愷如 02-27255200#1542 brooke@taitra.org.tw

139

印度臺灣形象展、資通訊暨智慧城市

展設置台灣精品館及記者會/媒體見

面會

線上或實體 1028 1030 南亞 印度 孟買 IEP 外貿協會
王仁佑

李慧亭

27255200分機1364

27255200分機1392

jenyow@taitra.org.tw

huitinglee26@taitra.org.tw

140 西歐交流考察團 實體 1101 1130 歐洲 德國、英國
杜塞道夫、倫

敦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孔繁婕 02-27255200#1854 fckung0407@taitra.org.tw

141 2021年上海秋季國際食品展 實體 1101 113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江柏珊 02-27255200#1351 emmachiang@taitra.org.tw

142 2021年東京國際禮品展 實體 1101 113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諶怡如 02-27255200#1534 yiju@taitra.org.tw

143
第13屆電競世界錦標賽(Esports

World Championship)
線上(暫定，視疫情狀況而定) 1101 1130 中東 以色列 埃拉特 IEP 外貿協會

陳思穎

秦淮峯

27255200分機1327

27255200分機1374

lauren@taitra.org.tw

tom_chin@taitra.org.tw

144
2021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件展

(AAPEX)
實體 1102 1104 北美洲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沈時芃 02-27255200#1562 garlish@taitra.org.tw

145

美國拉斯維加斯汽車售後零配件展

(AAPEX)設置台灣精品館及辦理記者

會

線上 1102 1104 美洲 美國 拉斯維加斯 IEP 外貿協會
溫舜博

莊瑜芳

27255200分機1342

27255200分機1399

carloswen@taitra.org.tw

jennifer@taitra.org.tw

146 2021年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實體 1105 111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余廣怡 02-27255200#1884 kuangyi@taitra.org.tw

147
斯圖加特扣件展台灣精品扣件線上發

表會
線上 1109 1111 歐洲 德國 斯圖加特 IEP 外貿協會

莊瑜芳

李青澐

27255200分機1399

27255200分機1318

jennifer@taitra.org.tw

jenny_lee@taitra.org.tw

148 搶攻日本樂齡商機線上拓銷團 線上 1111 1111 東北亞 日本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諶怡如 02-27255200#1534 yij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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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台灣精品館 線上+實體(暫定) 1111 1114 南亞 孟加拉 達卡 IEP 外貿協會
廖姚晴

張瑜芸

27255200分機1323

27255200分機1317

sandyliao@taitra.org.tw

yuyunchang@taitra.org.tw

150
德國杜塞道夫國際醫療展(MEDICA)台

灣精品館及線上產業形象記者會
線上or實體 1115 1118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IEP 外貿協會 黃浩容 27255200分機1384  hjhuang@taitra.org.tw

151 2021年杜塞道夫醫療器材展 實體 1115 1118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蕭喆謙 02-27255200#1573 jeffhsiao@taitra.org.tw

152
2021年德國慕尼黑電動車展-臺灣電

動車產品形象館
實體 1116 1118 歐洲 德國 慕尼黑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沈時芃 02-27255200#1562 garlish@taitra.org.tw

153 東南亞運動會推廣台灣精品 實體/線上(暫定) 1120 1202 東協 越南 河內 IEP 外貿協會
黃鏸萱

連培安

27255200分機1324

27255200分機1375

zoehuang@taitra.org.tw

peian@taitra.org.tw

154
2021年日本顯示器製造展及高機能材

料展
實體 1208 121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郭璨宇 02-27255200#1547 tsanyukuo@taitra.org.tw

155
杜拜海灣資訊科技展(GITEX)設置台

灣精品館

實體 or 線上       (視主辦

單位)

0901

(暫定)

1231

(暫定)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杜拜 IEP 外貿協會

秦淮峯

廖姚晴

27255200分機1374

27255200分機1323

tom_chin@taitra.org.tw

sandyliao@taitra.org.tw

156
印尼國際基礎建設週台灣精品館及產

業形象記者會
線上or實體 11月 11月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陳光炎

林尚頡

27255200分機1378

27255200分機1387

jason@taitra.org.tw

aaronlin@taitra.org.tw

157
2021年新南向台灣形象展-清真主題

館
實體 0101 1231 東協 馬來西亞、印尼 吉隆坡、萬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侑庭 02-27255200#1273 yoting@taitra.org.tw

158 臺灣形象展-臺灣健康產業形象館 實體+線上 0101 1231 東協 未定 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宗君 02-27255200#1933 julie@taitra.org.tw

159 臺灣長照產業赴日韓拓銷團 實體+線上 0101 1231 東北亞 日本、韓國 東京、首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驄慧 02-27255200#1932 songhoey@taitra.org.tw

160 臺灣生技健康產業赴美國拓銷團 實體+線上 0101 1231 北美 美國 洛杉磯、紐約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秉潔 02-27255200#1936 chloelin@taitra.org.tw

161 臺灣形象展-時尚健康生活館(3展） 實體 0101 1231 東協 越南、泰國、印尼 待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翊寧 02-27255200#1539 yiningchen@taitra.org.tw

162
臺灣形象展-「Taiwan In Design臺

灣設計館」
實體+線上 0201 1231 東協 未定 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廖玥遐 02-27255200#1949 amanda@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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