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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9年臺灣食品節」

通路商來臺採購大會
0327 0328 全球 全球 臺中、臺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邱瓊雯 02-27255200 ext.1360 monachiu@taitra.org.tw

2
日本大型賽事創意禮品

商機日
0417 0417 東北亞 日本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蘇軍孝 02-27255200 ext.1539 hsiaosu@taitra.org.tw

3
臺灣文創產業研討會暨

商務洽談媒合會
0418 0419 全球 全球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惠毓

謝易蒼

02-27255200 ext.1941

02-27255200 ext.1948

huiyu@taitra.org.tw

bephoebe@taitra.org.tw

4
2019年國際食品通路商

採購大會
0423 0426 全球 全球 臺北、高雄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戴碧帆 02-27255200 ext.1338 susantai@taitra.org.tw

5
2019年臺南熱帶水果及

其加工品國際採購日
0424 0424 全球 全球 臺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 ext.1350 manson@taitra.org.tw

6

2019年全球供應鏈採購

大會-智慧物聯X永續環

境X智慧城市

0424 0424 全球 全球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廖芝槿

張維茹

詹惟甯

02-27255200 ext.1261

02-25255200 ext.1557

02-27255200 ext.1546

K195@taitra.org.tw

k247@taitra.org.tw

juliacwn@taitra.org.tw

7

2019年中國大陸市場通

路觀測報告及成果發表

列車

0519 092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臺北、臺

中、臺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怡君 02-27255200 ext.1834 cyc417@taitra.org.tw

8
資通訊產業政府採購洽

談會
0528 0528 全球 全球 臺北 GP專案 外貿協會 蔡雨潔 02-27255200 ext.1373 jessie@taitra.org.tw

9
2019年國際食品通路商

採購大會(臺北)
0619 0619 全球 全球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筠嵐 02-27255200 ext.1375 susanwang@taitra.org.tw

10
印度買主來臺境內體驗

與媒合活動
0625 0628 南亞 印度 臺北 創新行銷 商研院 游竹麒 02-77074915 danielyu@cdri.org.tw

11 臺日企業商機媒合大會 0704 0705 東北亞 日本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石丹 02-27255200 ext.1809 seki@taitra.org.tw

12
中部聚落產業採購大會-

機械、手工具、自行車
0717 0717 全球 全球 臺中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沈時芃

董仁傑

02-27255200 ext.1562

02-25255200 ext.1577

garlish@taitra.org.tw

kevintung@taitra.org.tw

13 2019年拉丁美洲商機日 0724 0724 中南美 墨西哥、巴西、邦交國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蘇俊育 02-27255200 ext.1844 sujy@taitra.org.tw

14
2019年東協及紐澳商機

日
0828 0828

東協、大洋

洲

汶萊、緬甸、柬埔寨、印

尼、寮國、馬來西亞、菲

律賓、新加坡、泰國、越

南、澳洲、紐西蘭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于薇 02-27255200 ext.1817 anitaw2302@taitra.org.tw

15
2019年亞西(中東中亞及

土耳其)商機日
0910 0910 中東、中亞

巴林、約旦、哈薩克、科

威特、阿曼、卡達、沙烏

地阿拉伯、土耳其、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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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019年南亞商機日 0917 0917 南亞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斯里蘭卡、尼泊爾、

不丹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承林 02-27255200 ext.1823 aeiou60909@taitra.org.tw

17

全球大型零售通路採購

大會-電商、醫療器材、

時尚生活產品

0920 0920 全球 全球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翊寧

林智偉

02-27255200 ext.1532

02-27255200 ext.1512

yiningchen@taitra.org.tw

light@taitra.org.tw

18
馬來西亞買主來臺境內

體驗與媒合活動
0924 0927 東協 馬來西亞 臺北 創新行銷 商研院 許庭瑄 02-77074912 Hsu.Ting-Hsuan@cdri.org.tw

19

南部聚落產業採購大會-

汽配、扣件、橡塑膠機

械

0926 0926 全球 全球 臺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華馨

黃惠玲

董仁傑

02-27255200 ext.1561

02-25255200 ext.1566

02-25255200 ext.1577

clairechen@taitra.org.tw

huiling@taitra.org.tw

kevintung@taitra.org.tw

20
水資源產業政府採購洽

談會
0927 0927 全球 全球 臺北 GP專案 外貿協會 許尹碩 02-27255200 ext.1315 allen.hsu@taitra.org.tw

21 2019年歐盟商機日 1002 1002 歐洲 歐盟國家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蔡欣育 02-27255200 ext.1858 hytsai@taitra.org.tw

22 2019年美國商機日 1003 1003 北美 美國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阮翊雯 02-27255200 ext.1847 yiwenj@taitra.org.tw

23 全球政府採購洽談會 1016 1016 全球 全球 臺北 GP專案 外貿協會 徐兆佳 02-27255200 ext.1398 helena@taitra.org.tw

24
2019年國際食品通路商

採購大會(高雄)
1024 1024 全球 全球 高雄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金蓮 02-27255200 ext.1353 goldie@taitra.org.tw

25
2019年非洲商機日暨採

購洽談會
1112 1113 非洲

阿爾及利亞、象牙海岸、

埃及、衣索匹亞、肯亞、

奈及利亞、南非共和國、

坦尚尼亞、烏干達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彥駒 02-27255200 ext.1887 yanyu@taitra.org.tw

26 2019年以色列商機日 1113 1113 中東、中亞 以色列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羅子怡 02-27255200 ext.1892 joycelo@taitra.org.tw

27 穆斯林買主來臺洽談會 全球 全球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淑萱 02-27255200 ext.1271 alice.wang@taitra.org.tw

計畫簡稱

推貿工作

GP專案

創新行銷 新南向市場創新行銷開發計畫 商研院

規劃中

備註：(計畫全名及委辦執行單位)

計畫全名 委辦執行單位

推廣貿易工作計畫 外貿協會

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專案 外貿協會

108年度來臺採購活動表
更新日期:108年2月27日(時間排序)

次序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暫訂)

地區 國家 國內城市 計畫別
活動聯絡人

1

mailto:huiyu@taitra.org.tw
mailto:huiyu@taitra.org.tw
mailto:jessie@taitra.org.tw
mailto:goldie@taitra.org.tw
mailto:danielyu@cdri.org.tw
mailto:Hsu.Ting-Hsuan@cd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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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manson@taitr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