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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史瓦帝尼貿易尖兵 0303 0313 非洲 史瓦帝尼 墨巴本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威志 02-27255200 ext.1884 georgeliu@taitra.org.tw

2 2019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0305 0308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幕張)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馨儀 02-27255200 ext.1310 sophiah@taitra.org.tw

3 墨西哥國際金屬加工展 0305 0308 中南美 墨西哥 墨西哥市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周裕宏 02-23911368 ext.8602 c0602@csd.org.tw

4

冠名菲律賓達沃市馬拉

松台灣精品記者會暨媒

體茶敘

0308 0310 東協 菲律賓 達沃市 IEP 外貿協會

傅幼伶

郭子郡

王淑娟

02-27255200 ext.1388

02-27255200 ext.1372

02-27255200 ext.1314

emmafu@taitra.org.tw

kriskuo@taitra.org.tw

elsawang@taitra.org.tw

5
2019年中南美洲拓銷暨

投資訪問團
0309 0325 中南美

瓜地馬拉、哥倫比亞、

厄瓜多、墨西哥

瓜地馬拉市、波哥

大、瓜亞基爾、墨西

哥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蘇俊育 02-27255200 ext.1844 sujy@taitra.org.tw

6
冠名菲律賓達沃市推廣

臺灣產業及台灣精品
0310 0310 東協 菲律賓 達沃市 IEP 外貿協會

傅幼伶

郭子郡

王淑娟

02-27255200 ext.1388

02-27255200 ext.1372

02-27255200 ext.1314

emmafu@taitra.org.tw

kriskuo@taitra.org.tw

elsawang@taitra.org.tw

7 納米比亞貿易尖兵 0311 0401 非洲 納米比亞 溫荷克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逸翔 02-27255200 ext.1889 dylan@taitra.org.tw

8
2019年德國科隆國際牙

材展
0312 0316 歐洲 德國 科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俞婷 02-27255200 ext.1513 tinawang@taitra.org.tw

9
2019年東京國際汽車零

配件展
0313 0315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華馨 02-27255200 ext.1561 clirechen@taitra.org.tw

10 美國遊戲商務媒合大會 0318 0322 北美 美國 舊金山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逸儒 02-27255200 ext.1943 andrew@taitra.org.tw

11
2019年越南國際包裝及

食品處理展
0319 0321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朱湘綺 02-27255200 ext.1576 lilychu@taitra.org.tw

12
2019年巴基斯坦工業展

及展後拓銷團
0320 0327 南亞 巴基斯坦 喀拉蚩、拉合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奕霖 02-27255200 ext.1838 ian0216@taitra.org.tw

13 亞銀商機博覽會 0325 0330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GP專案 外貿協會 許尹碩 02-27255200 ext.1315 allen.hsu@taitra.org.tw

14
2019年亞洲物聯網展覽

暨會議
0327 0328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程鈺茹 02-27255200 ext.1555 iris@taitra.org.tw

15 2019年巴拿馬國際商展 0327 0330 中南美 巴拿馬 巴拿馬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賴鈴琍 02-27255200 ext.1846 lilylai@taitra.org.tw

16

2019年南非全球商業圓

桌論壇暨史瓦帝尼投資

考察團

0327 0403 非洲 南非、史瓦帝尼
約翰尼斯堡、墨巴本

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羅子怡 02-27255200 ext.1892 joycelo@taitra.org.tw

17
印尼國際紡織成衣配件

展
0328 0330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18 印尼紡織及製衣機械展 0328 0330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柯采慧 02-27255200 ext.1573 tko@taitra.org.tw

19 2019年漢諾威工業展 0401 0405 歐洲 德國 漢諾威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世輝 02-27255200 ext.1587 shwang@taitra.org.tw

20 日本國際授權展 0403 0405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孟涵 02-27255200 ext.1945 meng@taitra.org.tw

21 馬來西亞國際清真展 0403 0406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楊舜涵 02-27255200 ext.1273 khawlayang@taitra.org.tw

22
2019年澳洲國際汽車售

後服務零配件展
0404 0406 大洋洲 澳洲 墨爾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嘉宏 02-27255200 ext.1567 kenchang@taitra.org.tw

23 白俄羅斯尖兵 0406 0421 歐洲 白俄羅斯 明斯克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金玲 02-27255200 ext.1850 jennyli@taitra.org.tw

24
2019年南亞貿易訪問團

(一)
0407 0420 南亞 印度、孟加拉、尼泊爾

清奈、加爾各答、達

卡、加德滿都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杜富漢 02-27255200 ext.1840 tufuhan@taitra.org.tw

25 迦納尖兵 0409 0429 非洲 迦納 阿克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逸翔 02-27255200 ext.1889 dylan@taitra.org.tw

26
2019年美西國際安全科

技展
0410 0412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賴秀華 02-27255200 ext.1545 slai@taitra.org.tw

27
越南西貢布料及製衣配

件展
0410 0413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陳霖君 02-23417251 n882@textiles.org.tw

28
2019年中東歐巿場拓銷

團(春季團)
0413 0502 歐洲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俄羅斯、匈牙利

索菲亞、布加列斯

特、葉卡捷琳堡、下

諾夫哥羅德、布達佩

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孟杰 02-27255200 ext.1852 mengchieh@taitra.org.tw

29
中國上海環保展辦理產

品發表會或技術交流會
0415 0417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綠貿 外貿協會 梁曉文 02-27255200 ext.1260 sveta@taitra.org.tw

30
第125屆中國進出口商品

交易會（春季廣交會）
0415 0419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廣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淑華 02-27255200 ext.1880 sarahliu@taitra.org.tw

31
臺灣長照業赴日本考察

團
0415 0420 東北亞 日本 大阪、神戶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秉潔 02-27255200 ext.1936 chloelin@taitra.org.tw

32 玻利維亞及巴拉圭尖兵 0415 0505 中南美 玻利維亞、巴拉圭 聖克魯茲、亞松森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卿儀 02-27255200 ext.1845 diane@taitra.org.tw

33 越南台灣精品快閃店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IEP 外貿協會
莊瑜芳

游庭瑋

02-27255200 ext.1349

02-27255200 ext.1376

jennifer@taitra.org.tw

yu5@taitra.org.tw

34
2019年中亞及土耳其貿

易暨投資布局團
0416 0426 中東、中亞

哈薩克、土耳其、吉爾

吉斯

阿拉木圖、伊斯坦

堡、比斯凱克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政得 02-27255200 ext.1893 abraham@taitra.org.tw

35 莫三比克尖兵 0416 0506 非洲 莫三比克 馬布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逸翔 02-27255200 ext.1889 dylan@taitra.org.tw

36

台灣精品運動休閒產業

日（與Zumba Fest結合

辦理）

0419 0421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李映萱

李青澐

02-27255200 ext.1347

02-27255200 ext.1321

sherry@taitra.org.tw

jenny_lee@taitra.org.tw

37 台灣精品Zumba Fest 0420 0420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歐先矞 02-27255200 ext.1371 stanley@taitra.org.tw

38
印度各汽車製造聚落重

點工業區
0421 0504 南亞 印度 班加羅爾、古吉拉特 智機計畫 外貿協會 王琳雅 02-27255200 ext.1578 liz@taitra.org.tw

39
2019年東南亞貿易訪問

團
0424 0508 東協

印尼、菲律賓、馬來西

亞

雅加達、泗水、馬尼

拉、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瑋琦 02-27255200 ext.1820 vickylin@taitra.org.tw

40 卡達營建環保建材展 0429 0501 中東 卡達 杜哈 綠貿 外貿協會 洪妤靜 02-27255200 ext.1251 eugenia@taitra.org.tw

41 泰國建材展-台灣形象館 0430 0505 東協 泰國 曼谷 綠貿 外貿協會 陳宛頤 02-27255200 ext.1255 wychen@taitra.org.tw

42 吉隆坡台灣精品產業日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林盈岑 02-27255200 ext.1346 aprillin@taitra.org.tw

43 捷克通路布建參訪團 歐洲 捷克 (未定)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 cccheng@textiles.org.tw

44
2019年臺灣中草藥原物

料供應鏈團
0505 051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毫州、鄭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 ext.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45 泰國及越南深耕布局團 0505 0511 東協 泰國、越南 曼谷、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蕭喆謙 02-27255200 ext.1514 jeffhsiao@taitra.org.tw

46
歐銀理事會年會暨商業

論壇
0507 0508 歐洲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塞拉耶佛 GP專案 外貿協會 甘婉瑜 02-27291921 wendykan@taitra.org.tw

47 全美五金展 0507 0509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沈時芃 02-27255200 ext.1562 garlish@taitra.org.tw

48
2019年全美五金展(NHS)

設置台灣精品館
0507 0509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IEP 外貿協會

楊韶凌

廖姚晴

02-27255200 ext.1387

02-27255200 ext.1323

Jamesyang@taitra.org.tw

sandyliao@taitra.org.tw

49 2019年香港國際食品展 0507 051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香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許甘尾 02-27255200 ext.1363 canwei@taitra.org.tw

50 2019年泰國國際工業展 0508 0511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長明 02-27255200 ext.1572 cmlee@taitra.org.tw

51
2019年通訊建設及聯網

應用商機開發團
0508 0519 歐洲、中東 波蘭、烏克蘭、土耳其

華沙、基輔、伊斯坦

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愷如 02-27255200 ext.1551 brooke@taitra.org.tw

52 瑞典及芬蘭尖兵 0511 0526 歐洲 瑞典及芬蘭
斯德哥爾摩、赫爾辛

基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范羽明 02-27255200 ext.1857 lina0827@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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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19年澳洲墨爾本國家

製造展
0514 0517 大洋洲 澳洲、紐西蘭 墨爾本、奧克蘭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朱湘綺 02-27255200 ext.1576 lilychu@taitra.org.tw

54 2019年德國太陽光電展 0515 0517 歐洲 德國 慕尼黑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國華 02-27255200 ext.1259 kennylin@taitra.org.tw

55 印度臺灣形象展 0516 0518 南亞 印度 新德里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家安 02-27255200 ext.1518 cachan@taitra.org.tw

56
印度臺灣形象展設置綠

色產品專區
0516 0518 南亞 印度 新德里 綠貿 外貿協會 王妤平 02-27255200 ext.1253 yupingw@taitra.org.tw

57
印度臺灣形象展設置台

灣精品區及辦理記者會
0516 0518 南亞 印度 新德里 IEP 外貿協會

李建緯

游庭瑋

02-27255200 ext.1378

02-27255200 ext.1376

jameslee@taitra.org.tw

yu5@taitra.org.tw

58
印度臺灣形象展設置 臺

灣健康產業形象館
0516 0518 南亞 印度 新德里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驄慧 02-27255200 ext.1932 songhoey@taitra.org.tw

59
2019年福州海峽兩岸經

貿交易會
0518 0522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福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 ext.1350 manson@taitra.org.tw

60
2019年扣件業赴美墨拓

銷團
0518 0526

北美、中南

美
美國、墨西哥 底特律、墨西哥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華馨 02-27255200 ext.1561 clirechen@taitra.org.tw

61
2019年美國製造商北美

拓銷團
0519 0526 北美 美國、加拿大 底特律、多倫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何承遠 02-27255200 ext.1583 alvinhe@taitra.org.tw

62

大型運動賽事整合行銷

專案-日本大型賽事臺灣

商品巡迴展示會

0520 0525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蘇軍孝 02-27255200 ext.1539 hsiaosu@taitra.org.tw

63
新南向整合行銷活動暨

商機拓銷團
0520 0528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嚴麗婷 02-27255200 ext.1511 liting@taitra.org.tw

64 2019年首爾國際食品展 0521 0524 東北亞 韓國 首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善宜 02-27255200 ext.1351 nancyhsu@taitra.org.tw

65
臺灣健康產業赴中國大

陸拓銷團
0526 060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青島、長春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宗君 02-27255200 ext.1933 julie@taitra.org.tw

66 俄羅斯金屬加工展 0527 0531 歐洲 俄羅斯 莫斯科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外貿協會

林奕菁

葉青蓉

02-23911368 ext.1284

02-27255200 ext.1588

c1284@csd.org.tw

zoeyeh@taitra.org.tw

67 2019年泰國國際食品展 0528 0601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戴碧帆 02-27255200 ext.1338 susantai@taitra.org.tw

68
2019年雲南食品企業合

作商機開發團
0601 063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昆明、南寧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樓子瑭 02-27255200 ext.1352 muniralou@taitra.org.tw

69
歐洲電動車及零組件布

局團
歐洲 捷克、波蘭、德國 (未定) 綠貿 工研院 陳秋燕 03-5919289 ida@itri.org.tw

70
2019年北美生物科技產

業展(BIO 2019)
0603 0606 北美 美國 波士頓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俞婷 02-27255200 ext.1513 tinawang@taitra.org.tw

71 波蘭國際工具機展 0604 0607 歐洲 波蘭 波茲南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林奕菁 02-23911368 ext.1284 c1284@csd.org.tw

72
泰國國際水展設置臺灣

水處理形象館
0605 0608 東協 泰國 曼谷 綠貿 外貿協會 梁曉文 02-27255200 ext.1260 sveta@taitra.org.tw

73

2019年越南國際資通訊

展(ICT Comm)設置台灣

精品館及辦理記者會

0605 0608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IEP 外貿協會
莊瑜芳

游庭瑋

02-27255200 ext.1349

02-27255200 ext.1376

jennifer@taitra.org.tw

yu5@taitra.org.tw

74
2019年中國南亞東南亞

國家商品展
0612 0618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昆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金蓮 02-27255200 ext.1353 goldie@taitra.org.tw

75
中國南京國際特許加盟

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0615 0617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南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盧玟妏 02-27255200 ext.1957 jennfr@taitra.org.tw

76
2019年非洲市場貿易暨

投資布局團(二)
0615 0630 非洲

迦納、奈及利亞、莫三

比克及納米比亞

阿克拉、拉哥斯、馬

布多、溫荷克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逸翔 02-27255200 ext.1889 dylan@taitra.org.tw

77
南亞博覽會－臺灣健康

產業形象館
0617 0619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昆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 ext.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78

美國丹佛Outdoor

Retailer夏季戶外活動

用品展

0618 0620 北美 美國 丹佛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79
泰國工業製造展辦理記

者會
0619 0619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董家華

溫舜博

02-27255200 ext.1397

02-27255200 ext.1366

lucas@taitra.org.tw

carloswen@taitra.org.tw

80
摩洛哥智慧交通案源開

發團
0619 0621 非洲 摩洛哥 拉巴特 GP專案 外貿協會 徐兆佳 02-27255200 ext.1398 helena@taitra.org.tw

81

工業製造展

(Manufacturing

Expo,ME)設置台灣精品

館

0619 0622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董家華

溫舜博

02-27255200 ext.1397

02-27255200 ext.1366

lucas@taitra.org.tw

carloswen@taitra.org.tw

82
西班牙國際紡織成衣機

械展
0620 0626 歐洲 西班牙 巴塞隆納 智機計畫 外貿協會 楊淳荷 02-27255200 ext.1571 Lotus@taitra.org.tw

83

2019年美國邁阿密醫療

儀器設備暨復健保健展

覽會(FIME)

0626 0628 北美 美國 邁阿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智偉 02-27255200 ext.1512 light@taitra.org.tw

84
印度「台灣精品盃電競

賽」啟動造勢會
0627 0627 南亞 印度

班加羅爾或其他大型

城市
IEP 外貿協會

秦淮峯

鍾國平

02-27255200 ext.1364

02-27255200 ext.1317

tom_chin@taitra.org.tw

kokuhei@taitra.org.tw

85
印度「台灣精品盃電競

賽」
0627 0928 南亞 印度

孟買、新德里、班加

羅爾、清奈、加爾各

答、海德拉巴及其他

城市

IEP 外貿協會
李建緯

莊瑜芳

02-27255200 ext.1378

02-27255200 ext.1349

jameslee@taitra.org.tw

jennifer@taitra.org.tw

86
台灣精品籃球營暨產品

體驗活動
0629 0630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IEP 外貿協會

韓聿

黃浩容

02-27255200 ext.1389

02-27255200 ext.1342

lucia@taitra.org.tw

hjhuang@taitra.org.tw

87
新南向智慧城市商機開

發團
東協 印尼、泰國 (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永寧 02-27255200 ext.1549 stanwang@taitra.org.tw

88
越南國際水處理展-產品

發表會暨展後拓銷團
東協 越南 (未定) 綠貿 外貿協會 廖芝槿 02-27255200 ext.1261 k195@taitra.org.tw

89
泰國智慧物流案源開發

團
東協 泰國 曼谷 GP專案 外貿協會 蔡雨潔 02-27255200 ext.1373 jessie@taitra.org.tw

90
越南智慧物流案源開發

團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GP專案 外貿協會 徐兆佳 02-27255200 ext.1398 helena@taitra.org.tw

91 台灣精品美利達盃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待定 IEP 外貿協會
馬麗

班文

02-27255200 ext.1327

02-27255200 ext.1386

mali@taitra.org.tw

wendyban@taitra.org.tw

92 越南小型拓銷團 東協 越南 (未定)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陳霖君 02-23417251 n882@textiles.org.tw

93
胡志明國際工具機暨金

屬加工設備展
0702 0705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外貿協會

周裕宏

楊淳荷

02-23911368 ext.8602

02-27255200 ext.1571

c0602@csd.org.tw

Lotus@taitra.org.tw

94
2019年越南胡志明市工

具機展
0702 0705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呂彥鋒 02-27255200 ext.1582 yenfenglu@taitra.org.tw

95

馬來西亞國際建築室內

設計暨建材展

(ARCHIDEX)設置台灣精

品館暨研討會

0703 0706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廖元榆 02-27255200 ext.1320 suzieliao@taitra.org.tw

暫訂7月至8月間

暫訂7月

暫訂7月

暫訂7月

暫訂7月

暫訂7月

暫訂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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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2019年馬來西亞臺灣形

象展
0705 0706 東協 馬來西亞 檳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彭馨慧 02-27255200 ext.1517 monica@taitra.org.tw

97

2019年新南向台灣形象

展-清真主題館(馬來西

亞)

0705 0706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淑萱 02-27255200 ext.1271 alice.wang@taitra.org.tw

98
2019馬來西亞臺灣形象

展設置綠色產品專區
0705 0706 東協 馬來西亞 檳城 綠貿 外貿協會 王妤平 02-27255200 ext.1253 yupingw@taitra.org.tw

99

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設

置台灣精品館暨辦理媒

體見面會

0705 0706 東協 馬來西亞 檳城 IEP 外貿協會 林盈岑 02-27255200 ext.1346 aprillin@taitra.org.tw

100
2019年日本潛力市場拓

銷團
0707 0713 東北亞 日本 仙台、名古屋、福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子涵 02-27255200 ext.1810 phoebehsu@taitra.org.tw

101
臺灣文創商機中國大陸

拓銷團
0707 0714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廈門、深圳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逸儒 02-27255200 ext.1943 andrew@taitra.org.tw

102
2019年日本通信放送週

參展團
0717 0719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宗憲 02-27255200 ext.1552 simonjan@taitra.org.tw

103
馬來西亞國際連鎖加盟

展(MIRF)
0718 0720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念萱 02-27255200 ext.1958 xtine@taitra.org.tw

104 台灣精品公益路跑 0720 0721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李青澐

李映萱

02-27255200 ext.1321

02-27255200 ext.1347

jenny_lee@taitra.org.tw

sherry@taitra.org.tw

105 台灣精品科技新知營 0720 0721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朱思怡 02-27255200 ext.1345 janine@taitra.org.tw

106 印度深耕布局團 0721 0729 南亞 印度 新德里、清奈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智偉 02-27255200 ext.1512 light@taitra.org.tw

107
2019年南亞貿易訪問團

(二)
0721 0804 南亞

印度、斯里蘭卡、巴基

斯坦

孟買、可倫坡、拉合

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志都 02-27255200 ext.1842 lin.xris@taitra.org.tw

108

物聯網商機論壇(IoT

Business Platform) 設

置台灣精品產品展示區

並辦理記者會

0724 0725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IEP 外貿協會
徐瑩珊

王淑娟

02-27255200 ext.1311

02-27255200 ext.1314

peony@taitra.org.tw

elsawang@taitra.org.tw

109
2019年雅加達國際食品

展
0724 0727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樓子瑭 02-27255200 ext.1352 muniralou@taitra.org.tw

110
Taiwan In Design澳洲

設計週
0801 0804 大洋洲 澳洲 墨爾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易蒼 02-27255200 ext.1948 bephoebe@taitra.org.tw

111
2019年中東市場貿易暨

投資布局團
中東 土耳其、伊拉克

伊斯坦堡、伊茲密

爾、巴格達、艾比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逸翔 02-27255200 ext.1889 dylan@taitra.org.tw

112 印度創新行銷買主活動 南亞 印度 孟買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康耕輔 02-77074918 gengfu@cdri.org.tw

113
智慧城市產業研討會暨

洽談會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周映汝 02-27255200 ext.1316 chou@taitra.org.tw

114
印度節能減碳群聚媒合

活動
南亞 印度 班加羅爾 創新行銷 商研院 丁敦吟 02-77074919 tammyting@cdri.org.tw

115
印度大學校園慶典行銷

台灣精品活動
南亞 印度 孟買或其他大型城市 IEP 外貿協會 李建緯 02-27255200 ext.1378 jameslee@taitra.org.tw

116
菲律賓樂活家居買主媒

合會
0807 0807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創新行銷 商研院 丁敦吟 02-77074919 tammyting@cdri.org.tw

117 2019年越南臺灣形象展 0808 0810 東協 越南 河內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雅梅 02-27255200 ext.1528 yamei@taitra.org.tw

118
2019越南臺灣形象展設

置綠色產品專區
0808 0810 東協 越南 河內 綠貿 外貿協會 陳宛頤 02-27255200 ext.1255 wychen@taitra.org.tw

119
2019越南臺灣形象展設

置台灣精品館
0808 0810 東協 越南 河內 IEP 外貿協會

莊瑜芳

游庭瑋

02-27255200 ext.1349

02-27255200 ext.1376

jennifer@taitra.org.tw

yu5@taitra.org.tw

120
2019越南臺灣形象展設

置臺灣健康產業形象館
0808 0810 東協 越南 河內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丞恩 02-27255200 ext.1934 jamescheng@taitra.org.tw

121 台灣精品日 0810 0811 東協 越南 河內 IEP 外貿協會
莊瑜芳

游庭瑋

02-27255200 ext.1349

02-27255200 ext.1376

jennifer@taitra.org.tw

yu5@taitra.org.tw

122
台灣精品羽球營體驗行

銷活動
0823 0825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資有餘 02-27255200 ext.1340 anat2u@taitra.org.tw

123
2019年中國東北亞博覽

會
0823 0827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長春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余廣怡 02-27255200 ext.1884 kuangyi@taitra.org.tw

124
澳洲墨爾本連鎖加盟展-

臺灣連鎖品牌館
0824 0825 大洋洲 澳洲 墨爾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如軒 02-27255200 ext.1951 abbie151@taitra.org.tw

125 2019年拉丁美洲拓銷團 0824 0909 中南美
哥倫比亞、秘魯、玻利

維亞、巴西

麥德因、利馬、聖克

魯茲、聖保羅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卿儀 02-27255200 ext.1845 diane@taitra.org.tw

126
馬來西亞智慧健康買主

媒合會
0828 0828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創新行銷 商研院 丁敦吟 02-77074919 tammyting@cdri.org.tw

127

印尼物聯網商機論壇

(IoT Business

Platform)辦理記者會
0828 0828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朱思怡

李青澐

02-27255200 ext.1345

02-27255200 ext.1321

janine@taitra.org.tw

jenny_lee@taitra.org.tw

128

印尼物聯網商機論壇

(IoT Business

Platform)設置台灣精品

館

0828 0829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朱思怡

李青澐

02-27255200 ext.1345

02-27255200 ext.1321

janine@taitra.org.tw

jenny_lee@taitra.org.tw

129 2019年日本DIY展 0829 0831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沈時芃 02-27255200 ext.1562 garlish@taitra.org.tw

130 車電暨汽配商機開發團 0901 0907 東協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
曼谷、吉隆坡、雅加

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惠玲 02-27255200 ext.1566 huiling@taitra.org.tw

131
2019年臺灣農產食品拓

銷團
東北亞 (未定) (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善宜 02-27255200 ext.1351 nancyhsu@taitra.org.tw

132 越南創新行銷買主活動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康耕輔 02-77074918 gengfu@cdri.org.tw

133
菲律賓循環經濟生態圈

商機開發團
東協 菲律賓 (未定) 綠貿 工研院 陳秋燕 03-5919289 ida@itri.org.tw

134

中國大陸上海

intertextile國際紡織

面料及輔料展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吳怡慧 02-23417251 winnie_wu@textiles.org.tw

135
台灣精品ICT電競推廣活

動媒體宣傳會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陳瑋

汪戊安

02-27255200 ext.1394

02-27255200 ext.1341

sandychen@taitra.org.tw

wuanwang@taitra.org.tw

136 台灣精品公益路跑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資有餘 02-27255200 ext.1340 anat2u@taitra.org.tw

137 歐洲小型拓銷團 歐洲 (未定) (未定)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 cccheng@textiles.org.tw

138 印尼通路布建參訪團 東協 印尼 (未定)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陳霖君 02-23417251 n882@textiles.org.tw

暫訂8月

暫訂8月

暫訂9月或10月

暫訂8月或9月

暫訂9月

暫訂9月

暫訂9月

暫訂9月

暫訂9月

暫訂9月

暫訂8月至10月間

暫訂9月或10月

暫訂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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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2019年東京國際禮品展 0903 0906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諶怡如 02-27255200 ext.1542 yiju@taitra.org.tw

140 新加坡建材展 0904 0906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綠貿 工研院 陳秋燕 03-5919289 ida@itri.org.tw

141
2019年德國福吉沙芬歐

洲自行車展
0904 0907 歐洲 德國 福吉沙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昶羽 02-27255200 ext.1534 anita@taitra.org.tw

142
德國自行車展

(EUROBIKE)辦理記者會
0904 0907 歐洲 德國 福吉沙芬 IEP 外貿協會 黃浩容 02-27255200 ext.1342 hjhuang@taitra.org.tw

143 2019年柏林消費電子展 0906 0911 歐洲 德國 柏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惟甯 02-27255200 ext.1546 juliacwn@taitra.org.tw

144

德國消費電子展 (IFA)

設置台灣精品館及辦理

記者會

0906 0911 歐洲 德國 柏林 IEP 外貿協會
何心儀

徐瑩珊

02-27255200 ext.1318

02-27255200 ext.1311

hsinyiho@taitra.org.tw

peony@taitra.org.tw

145
土耳其各汽車製造聚落

重點工業區
0907 0915 中東 土耳其 伊斯坦堡、布爾蕯 智機計畫 外貿協會 王琳雅 02-27255200 ext.1578 liz@taitra.org.tw

146
2019年日本消費產品大

型拓銷團
0908 0914 東北亞 日本 福岡、大阪、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慕剛 02-27255200 ext.1811 k118@taitra.org.tw

147
臺灣健康產業赴菲律

賓、越南拓銷團
0908 0914 東協 菲律賓、越南 馬尼拉、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 ext.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148 2019年澳洲國際食品展 0909 0912 大洋洲 澳洲 雪梨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馨儀 02-27255200 ext.1310 sophiah@taitra.org.tw

149
2019年越南胡志明市醫

療醫藥展
0911 0914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蕭喆謙 02-27255200 ext.1514 jeffhsiao@taitra.org.tw

150 日本東京電玩展 0912 0915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政緯

廖玥遐

02-27255200 ext.1942

02-27255200 ext.1949

georgechou@taitra.org.tw

amanda@taitra.org.tw

151
2019年非洲市場貿易暨

投資布局團(三)
0914 0929 非洲

阿爾及利亞、突尼西

亞、埃及及象牙海岸

阿比尚、阿爾及爾、

突尼斯、開羅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羅子怡 02-27255200 ext.1892 joycelo@taitra.org.tw

152 德國漢諾威工具機展 0916 0921 歐洲 德國 漢諾威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外貿協會

林奕菁

葉青蓉

02-23911368 ext.1284

02-27255200 ext.1588

c1284@csd.org.tw

zoeyeh@taitra.org.tw

153
歐洲電動自行車產品發

表會
0917 0926 歐洲 捷克、波蘭、匈牙利

布拉格、華沙、布達

佩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昶羽 02-27255200 ext.1534 anita@taitra.org.tw

154
2019年紐澳菲綜合訪問

團
0917 0928

大洋洲、東

協
紐西蘭、澳洲、菲律賓

奧克蘭、雪梨、馬尼

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冠蘋 02-27255200 ext.1822 applehsieh@taitra.org.tw

155 印度國際綠能技應用展 0918 0920 南亞 印度 大諾伊達 綠貿 外貿協會 趙婉容 02-27255200 ext.1258 helenchao@taitra.org.tw

156 第16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0920 0923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廣西南寧 IEP 外貿協會
林德曄

鍾雨蓁

02-27255200 ext.1374

02-27255200 ext.1392

teddylin@taitra.org.tw

towerrain@taitra.org.tw

157
臺灣健康產業赴中東拓

銷團
0921 0927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曼、杜拜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秉潔 02-27255200 ext.1936 chloelin@taitra.org.tw

158
臺灣健康產業赴印尼、

馬來西亞拓銷團
0922 0928 東協 印尼、馬來西亞 泗水、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潘婉淳 02-27255200 ext.1938 tinapen@taitra.org.tw

159
2019年馬來西亞國際食

品展
0924 092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淑萱 02-27255200 ext.1271 alice.wang@taitra.org.tw

160

印度GATES資通訊通路商

峰會設置台灣精品專區

暨洽談會

0925 0927 南亞 印度 Goa邦 IEP 外貿協會 鍾國平 02-27255200 ext.1317 kokuhei@taitra.org.tw

161 2019年印尼臺灣形象展 0926 0928 東協 印尼 泗水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洪嘉旻 02-27255200 ext.1519 jammyhon@taitra.org.tw

162
2019印尼臺灣形象展記

者會
0926 0926 東協 印尼 泗水 IEP 外貿協會

歐先矞

朱思怡

02-27255200 ext.1371

02-27255200 ext.1345

stanley@taitra.org.tw

janine@taitra.org.tw

163
2019年新南向台灣形象

展-清真主題館(印尼)
0926 0928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淑萱 02-27255200 ext.1271 alice.wang@taitra.org.tw

164
2019印尼臺灣形象展設

置台灣精品館
0926 0928 東協 印尼 泗水 IEP 外貿協會

歐先矞

朱思怡

02-27255200 ext.1371

02-27255200 ext.1345

stanley@taitra.org.tw

janine@taitra.org.tw

165
2019印尼臺灣形象展設

置 臺灣健康產業形象館
0926 0928 東協 印尼 泗水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宗君 02-27255200 ext.1933 julie@taitra.org.tw

166
德國柏林健康展設置台

灣精品館
0926 0928 歐洲 德國 柏林 IEP 外貿協會

郭子郡

陳思穎

02-27255200 ext.1372

02-27255200 ext.1391

kriskuo@taitra.org.tw

lauren@taitra.org.tw

167

緬甸國際汽機車零配件

展及電子電機暨電力設

備雙聯展設置台灣精品

館

0926 0929 東協 緬甸 仰光 IEP 外貿協會 蔡曉慧 02-27255200 ext.1385 tsai@taitra.org.tw

168
東京台灣精品展示會暨

發表會
0927 0929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IEP 外貿協會 汪庭妤 02-27255200 ext.1393 gloria@taitra.org.tw

169
與中華文化總會合作辦

理台灣精品推廣活動
0927 0929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IEP 外貿協會 黃鏸萱 02-27255200 ext.1379 zoehuang@taitra.org.tw

170
德國柏林馬拉松辦理台

灣精品品牌發表記者會
0929 0929 歐洲 德國 柏林 IEP 外貿協會

郭子郡

陳思穎

02-27255200 ext.1372

02-27255200 ext.1391

kriskuo@taitra.org.tw

lauren@taitra.org.tw

171
台灣工業產品供應鏈赴

印度拓銷團
南亞 印度 浦內、清奈、新德里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承林 02-27255200 ext.1823 aeiou60909@taitra.org.tw

172
新南向LED智慧照明及能

源管理商機開發團
東協 馬來西亞、泰國、越南 (未定) 綠貿 外貿協會 陳宛頤 02-27255200 ext.1255 wychen@taitra.org.tw

173
日本Innovation

Leaders Summit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程鈺茹 02-27255200 ext.1555 iris@taitra.org.tw

174
2019年土耳其暨中東清

真產品拓銷團
中東

土耳其及中東國家(未

定)

伊斯坦堡及其他中東

國家城市(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秦淮峰 02-27255200 ext.1270 tom_chin@taitra.org.tw

175 臺土綠能高峰論壇 中東 土耳其 伊斯坦堡 綠貿 外貿協會 梁曉文 02-27255200 ext.1260 sveta@taitra.org.tw

176
台灣精品校園電競賽暨

ICT體驗行銷活動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資有餘 02-27255200 ext.1340 anat2u@taitra.org.tw

177
臺灣健康產業赴緬甸、

泰國拓銷團
東協 緬甸、泰國 仰光、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驄慧 02-27255200 ext.1932 songhoey@taitra.org.tw

178
臺灣連鎖加盟業日韓商

機拓銷團
1002 1008 東北亞 日本、韓國 東京、首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晶晶 02-27255200 ext.1959 yvonnelee@taitra.org.tw

179
2019年東北亞貿易訪問

團
1002 1010 東北亞 南韓、日本 首爾、東京、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欣蓁 02-27255200 ext.1813 hclee@taitra.org.tw

180
馬來西亞國際綠色科技

與環保產品展覽會
1009 1011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GP專案 外貿協會 陳璽安 02-27255200 ext.1336 andyc@taitra.org.tw

181
2019年中東歐市場拓銷

團(秋季團)
1012 1027 歐洲

塞爾維亞、斯洛伐克、

烏克蘭、波蘭

貝爾格勒、布拉提斯

拉瓦、基輔、華沙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施懿倫 02-27255200 ext.1856 sandrashih@taitra.org.tw

182
第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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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1880 sarahliu@taitra.org.tw

183
中國國際品牌授權展覽

會
1016 1018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惠毓 02-27255200 ext.1941 huiyu@taitra.org.tw

184
2019年杜賽道夫塑橡膠

展
1016 1023 歐洲 德國 杜賽道夫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呂彥鋒 02-27255200 ext.1582 yenfengl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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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EX:0101) 迄(EX:0105) 執行單位 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城市 計畫別

活動聯絡人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8年度委辦計畫海外拓銷活動一覽表
更新日期:108年2月27日(按活動日期排序)

地區 國家次序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暫訂）

185 德國杜塞道夫橡塑膠展 1016 1023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智機計畫 外貿協會 楊淳荷 02-27255200 ext.1571 Lotus@taitra.org.tw

186
2019年工業產品赴東南

亞布局團
1016 1026 東協 緬甸、柬埔寨、越南

胡志明市、仰光、金

邊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雅鈴 02-27255200 ext.1815 ina@taitra.org.tw

187
印度班加羅爾Smart

Asia展設置台灣精品館
1017 1019 南亞 印度 孟買 IEP 外貿協會

游庭瑋

李政樺

02-27255200 ext.1376

02-27255200 ext.1375

yu5@taitra.org.tw

bryant3323@taitra.org.tw

188 2019年土耳其臺灣週 1022 1024 中東 土耳其 伊斯坦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梁曉文 02-27255200 ext.1260 sveta@taitra.org.tw

189

印尼國際醫療展

(Indonesian Hospital

Expo)辦理台灣精品記者

會

1023 1023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李映萱

歐先矞

02-2725-5200 ext.1347

02-2725-5200 ext.1371

sherry@taitra.org.tw

stanley@taitra.org.tw

190

印尼國際醫療展

(Indonesian Hospital

Expo)

設置台灣精品館

1023 1026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李映萱

歐先矞

02-2725-5200 ext.1347

02-2725-5200 ext.1371

sherry@taitra.org.tw

stanley@taitra.org.tw

191
亞洲連鎖加盟暨授權展

- 臺灣連鎖品牌館
1024 1026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貞雯 02-27255200 ext.1953 salin116@taitra.org.tw

192
北京國際文化創意博覽

會
1024 1027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北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廖玥遐 02-27255200 ext.1949 amanda@taitra.org.tw

193
2019年第十七屆中國國

際公共安全博覽會
1028 103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深圳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賴秀華 02-27255200 ext.1545 slai@taitra.org.tw

194

2019年印尼國際塑橡

膠、包裝、印刷及製藥

設備展

1030 1102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董仁傑 02-27255200 ext.1577 kevintung@taitra.org.tw

195 2019年巴格達國際商展 1101 1110 中東 伊拉克 巴格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承宏 02-27255200 ext.1886 alanhsieh@taitra.org.tw

196
自駕車創新科技商機開

發團
歐洲 德國、英國、法國 柏林、倫敦、巴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愷如 02-27255200 ext.1551 brooke@taitra.org.tw

197
紐約馬拉松辦理台灣精

品消費者體驗活動
北美 美國 紐約/波士頓 IEP 外貿協會

林德曄

班文

02-27255200 ext.1374

02-27255200 ext.1386

teddylin@taitra.org.tw

wendyban@taitra.org.tw

198 巴塞隆納智慧城市展 歐洲 西班牙 巴塞隆納 GP專案 外貿協會 蔡雨潔 02-27255200 ext.1373 jessie@taitra.org.tw

199
2019年美國汽車售後服

務零件展(AAPEX)
1105 1107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嘉宏 02-27255200 ext.1567 kenchang@taitra.org.tw

200

2019美國汽車售後零服

務零件展(AAPEX)設置台

灣精品館

1105 1107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IEP 外貿協會
彭湘尹

楊韶凌

02-27255200 ext.1374

02-27255200 ext.1387

evapeng@taitra.org.tw

Jamesyang@taitra.org.tw

201
2019年菲律賓臺灣形象

展
1108 1109 東協 菲律賓 達沃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書涵 02-27255200 ext.1523 wushuhan@taitra.org.tw

202

2019菲律賓臺灣形象展

設置台灣精品館暨記者

會

1108 1109 東協 菲律賓 達沃 IEP 外貿協會
韓聿

何心儀

02-27255200 ext.1389

02-27255200 ext.1318

lucia@taitra.org.tw

hsinyiho@taitra.org.tw

203
2019菲律賓臺灣形象展

設置臺灣文創主題館
1108 1109 東協 菲律賓 達沃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惠毓 02-27255200 ext.1941 huiyu@taitra.org.tw

204
2019年上海秋季國際食

品展
1111 1113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 ext.1350 manson@taitra.org.tw

205
第21屆中國國際高新技

術成果交易會
1113 1117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廣東深圳 IEP 外貿協會

馬麗

班文

02-27255200 ext.1327

02-27255200 ext.1323

mali@taitra.org.tw

sandyliao@taitra.org.tw

206 印尼國際塑料橡膠展 1114 1117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朱紅溱 02-23911368 ext.1362 c1362@csd.org.tw

207
2019年精密零組件赴日

拓銷團
1117 1123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朱湘綺 02-27255200 ext.1576 lilychu@taitra.org.tw

208
2019年杜塞道夫醫療器

材展
1118 1121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俞婷 02-27255200 ext.1513 tinawang@taitra.org.tw

209

德國國際醫療器材展

(Medica)設置台灣精品

館暨記者會

1118 1121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IEP 外貿協會
王淑娟

傅幼玲

02-27255200 ext.1314

02-27255200 ext.1388

elsawang@taitra.org.tw

emmafu@taitra.org.tw

210
泰國國際金屬加工設備

展
1120 1123 東協 泰國 曼谷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周裕宏 02-23911368 ext.8602 c8602@csd.org.tw

211
斯里蘭卡可倫坡Intex紡

織展
1121 1123 南亞 斯里蘭卡 可倫坡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潘睿航 02-23417251 ray@textiles.org.tw

212
斯里蘭卡通路布建參訪

團
1121 1123 南亞 斯里蘭卡 (未定)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213
2019年日本顯示器製造

展及高機能材料展
1204 1206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幕張)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沛晴 02-27255200 ext.1547 K004@taitra.org.tw

214 印尼綜合製造展 1204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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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911368 ext.8602

02-27255200 ext.1588

c0602@csd.org.tw

zoeyeh@taitra.org.tw

215

越南GATES資通訊通路商

峰會設置台灣精品專區

暨洽談會

1211 1213 東協 越南 峴港 IEP 外貿協會 李建緯 02-27255200 ext.1378 jameslee@taitra.org.tw

216
2019年中國大陸超市臺

灣食品節(上海)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上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邱瓊雯 02-27255200 ext.1360 monachiu@taitra.org.tw

217
2019年中國大陸超市臺

灣食品節(武漢)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武漢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邱瓊雯 02-27255200 ext.1360 monachiu@taitra.org.tw

218
2019年中國大陸超市臺

灣食品節(杭州)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杭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邱瓊雯 02-27255200 ext.1360 monachiu@taitra.org.tw

219
2019年臺灣食品節通路

行銷(香港)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香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善宜 02-27255200 ext.1351 nancyhsu@taitra.org.tw

220
2019年臺灣食品節通路

行銷(香港)2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香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善宜 02-27255200 ext.1351 nancyhsu@taitra.org.tw

221
2019年臺灣食品節通路

行銷(美國)
北美 美國 全美(東西岸)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善宜 02-27255200 ext.1351 nancyhsu@taitra.org.tw

222
2019年臺灣食品節通路

行銷(新加坡)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邱瓊雯 02-27255200 ext.1360 monachiu@taitra.org.tw

223
2019年臺灣食品節通路

行銷(新加坡)2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邱瓊雯 02-27255200 ext.1360 monachiu@taitra.org.tw

計畫簡稱

推貿工作

綠貿

紡織計畫

GP專案

智機計畫

IEP

規劃中

規劃中

規劃中

暫訂11月

暫訂11月

計畫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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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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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機械海外推廣計畫 中衛中心、外貿協會

備註：(計畫全名及委辦執行單位)

規劃中

規劃中

規劃中

規劃中

規劃中

暫訂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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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sveta@taitra.org.tw
mailto:teddylin@taitra.org.tw
mailto:teddylin@taitra.org.tw
mailto:jessie@taitra.org.tw
mailto:evapeng@taitra.org.tw
mailto:evapeng@taitra.org.tw
mailto:mali@taitra.org.tw
mailto:mali@taitra.org.tw
mailto:c8602@csd.org.tw
mailto:monachiu@taitra.org.tw
mailto:monachiu@taitra.org.tw
mailto:monachiu@taitra.org.tw
mailto:nancyhsu@taitra.org.tw
mailto:nancyhsu@taitra.org.tw
mailto:nancyhsu@taitra.org.tw
mailto:nancyhsu@taitra.org.tw
mailto:nancyhs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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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聯絡人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8年度委辦計畫海外拓銷活動一覽表
更新日期:108年2月27日(按活動日期排序)

地區 國家次序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暫訂）

創新行銷 新南向市場創新行銷開發計畫 商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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