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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印度「台灣精品盃電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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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定) (未定) (未定)

2

2020年中國大陸超市臺灣食品節(遼寧瀋陽龍之

夢購物中心、豐果滿滿線上家庭購物平台、遼寧

(營口)自由貿易試驗區臺灣館展覽展示區)

0801 083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瀋陽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瑞華 02-27255200 ext.1359 wujh@taitra.org.tw

3 2020年西南非市場貿易布局團(線上拓銷團) 0818 0820 非洲
奈及利亞、迦納、

南非

拉哥斯、阿克拉、約翰

尼斯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曹妤如 02-27255200 ext.1894 yvonnetsao26@taitra.org.tw

4

2020年臺灣食品節通路行銷(成都仁和新城超

市、王府井2家超市、OLE萬象城及綿陽百盛2家

超市)

0821 083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成都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瑞華 02-27255200 ext.1359 wujh@taitra.org.tw

5 馬來西亞電動車及零組件拓銷團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綠貿 工研院 陳秋燕 03-5919289 ida@itri.org.tw

6
2020年臺灣食品節通路行銷(好想你中國城超市1

家店)
中東 阿聯大公國 杜拜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瑞華 02-27255200 ext.1359 wujh@taitra.org.tw

7 菲律賓循環經濟生態圈商機開發團(線上)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綠貿 工研院 陳秋燕 03-5919289 ida@itri.org.tw

8 2020年健康產業中國大陸市場線上推介會 0901 090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香港、廣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潘婉淳 02-27255200 ext.1938 tinapen@taitra.org.tw

9
2020年全美五金展(取消實體展/正在規劃虛擬

展)
0901 0903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華馨 02-27255200 ext.1561 clairechen@taitra.org.tw

10
2020年中國大陸超市臺灣食品節(上海甄會選電

子商務平台)
0901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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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印尼拓銷團(視訊) 0901 0930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 n891@textiles.org.tw

12 越南西貢布料及製衣配件展(線上) 0902 0905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13 2020年「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線上) 0904 0908 歐洲 法國 巴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惠毓 02-27255200 ext.1941 huiyu@taitra.org.tw

14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赴以色列商機開發團 0906 0912 中東 以色列 特拉維夫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 ext.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15 2020年印度一線城市線上拓銷團 0908 0910 南亞 印度、尼泊爾
加爾各答、勒克瑙、加

德滿都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奕霖 02-27255200#1841 ian0216@taitra.org.tw

16
2020年紐澳印尼綜合訪問團(協助女性企業家拓

展貿易)
0908 0919 東協

紐西蘭、澳洲、印

尼

奧克蘭、墨爾本、雅加

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楚揚 02-27255200 ext.1809 florawang@taitra.org.tw

17 2020年拉丁美洲線上貿易暨布局訪問團 0912 0928 中南美
秘魯、阿根廷、巴

西、巴拉圭

利馬、布宜諾斯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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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北歐拓銷團(視訊) 0914 1016 歐洲 瑞典、挪威等 斯德哥爾摩、奧斯陸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 cccheng@textiles.org.tw

19 2020年日本消費產品線上拓銷團 0915 0915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福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小慈 02-27255200 ext.1805 hsiaotzu@taitra.org.tw

20 泰國創新行銷買主活動(線上) 0915 0918 東協 泰國 曼谷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康耕輔 02-77074918 gengfu@cdri.org.tw

21 日本消費產品線上拓銷團 0915 0915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福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小慈 02-27255200 ext.1805 hsiaotzu@taitra.org.tw

22 2020年紐澳線上拓銷團 0915 0915 大洋洲 紐西蘭、澳洲 奧克蘭、墨爾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楚揚 02-27255200 ext.1809 florawang@taitra.org.tw

23 越南臺灣形象展設置臺灣綠色產品專區 0916 0918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綠貿 外貿協會 范怡君 02-27255200 ext.1252 evafan@taitra.org.tw

24 2020年越南臺灣形象展(線上) 0916 0918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楊心如 02-27255200 ext.1516 amyysj@taitra.org.tw

25 越南臺灣形象展設置台灣精品館(線上) 0916 0918 東協 越南 河內 IEP 外貿協會 (未定) (未定) (未定)

26 臺灣形象展-臺灣健康產業形象館(越南)(線上) 0916 0918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 ext.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27
2020年臺灣食品節通路行銷(新加坡Prime

Supermarket & Mahota Outlets 25家分店)
0917 1016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瑞華 02-27255200 ext.1359 wujh@taitra.org.tw

28 波蘭拓銷團(視訊) 0921 0925 歐洲 波蘭 華沙、克拉科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 n891@textiles.org.tw

29 臺灣健康產業赴緬甸拓銷團 0921 0927 東協 緬甸 仰光、曼德勒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驄慧 02-27255200 ext.1932 songhoey@taitra.org.tw

30
泰國GATES資通訊通路暨零售商峰會設置台灣精

品專區暨洽談會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未定) (未定) (未定)

31 綠營建與綠建材拓銷團(線上) 東協 馬來西亞、新加坡 吉隆坡、新加坡 綠貿 工研院 陳秋燕 03-5919289 ida@itri.org.tw

32 2020年泰國、馬來西亞智慧城市商機開發團 東協 泰國、馬來西亞 曼谷、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永寧 02-27255200 ext.1549 stanwang@taitra.org.tw

33 美國亞特蘭大北美Techtextil產業用紡織品展 1001 1003 北美 美國 亞特蘭大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 n891@textiles.org.tw

34 美國加州自行車展設置台灣精品體驗區 1001 1004 北美 美國 加州蒙特雷 IEP 外貿協會
李映萱

歐先矞

02-27255200 ext.1340

02-27255200 ext.1371

sherry@taitra.org.tw

stanley@taitra.org.tw

35
臺灣健康產業赴中國大陸拓銷團(一)(澳門、廣

州)
1001 103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澳門、廣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潘婉淳 02-27255200 ext.1938 tinapen@taitra.org.tw

36 2020年東南亞線上清真拓銷團 1001 1031 東南亞 馬來西亞、印尼 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之華 02-27255200 ext.1272 clairezhang@taitra.org.tw

37 2020年臺灣食品節通路行銷(越南AEON超市) 1001 1031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瑞華 02-27255200 ext.1359 wujh@taitra.org.tw

38 越南拓銷團(視訊) 1001 1031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39 北歐拓銷團(視訊) 1001 1031 歐洲 瑞典、挪威等 斯德哥爾摩、奧斯陸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 cccheng@textiles.org.tw

40 泰國拓銷團(視訊) 1001 1031 東協 泰國 曼谷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41 法國巴黎國際特許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1004 1007 歐洲 法國 巴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欣宜 02-27255200 ext.1951 hsinyi@taitra.org.tw

42 日本Meet the CVC 新創參訪交流會 1004 101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程鈺茹 02-27255200 ext.1555 iris@taitra.org.tw

43 2020年中東市場貿易布局團(二) 1005 1016 中東
沙烏地阿拉伯、土

耳其
利雅德、吉達、麥納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政得 02-27255200 ext.1893 abraham@taitra.org.tw

44 2020年美西國際安全科技展 1006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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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020年東京國際禮品展 1007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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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印度綠建築買主媒合會 1010 1015 南亞 印度 海德拉巴 創新行銷 商研院 李東樺 02-7707-4923 c108017@cdri.org.tw

47 2020年印尼臺灣形象展 1014 1016 東協 印尼 萬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潔胤 02-27255200 ext.1485 jeanchen925@taitra.org.tw

48 臺灣形象展-臺灣健康產業形象館(印尼) 1014 1016 東協 印尼 萬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宗君 02-27255200 ext.1933 julie@taitra.org.tw

49 2020年印尼臺灣形象展- 智慧生活親子館 1014 1016 東協 印尼 萬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雅梅 02-27255200 ext.1528 yamei@taitra.org.tw

50 於2020年印尼臺灣形象展設置台灣精品館 1014 1016 東協 印尼 萬隆 IEP 外貿協會
王淑萱

黃苡羚

02-27255200 ext.1394

02-27255200 ext.1311

alice@taitra.org.tw

dorah@taitra.org.tw

51 越南醫療保健買主媒合會 1015 1018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創新行銷 商研院 鄧凱元 02-7707-4971 kaiteng@cdri.org.tw

52 第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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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君 02-27255200 ext.1834 cyc417@taitra.org.tw

53 印度創新行銷買主活動 1015 1020 南亞 印度 新德里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康耕輔 02-77074918 gengfu@cdri.org.tw

54 泰國HORECA買主媒合會 1015 1020 東協 泰國 曼谷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張裕傑 02-7707-4916 ujzhang@cdri.org.tw

55 2020中東歐市場拓銷團(秋季團)(線上) 1017 1101 歐洲
波蘭、立陶宛、俄

羅斯

波蘭、烏克蘭、俄羅

斯、立陶宛、保加利

亞、羅馬尼亞、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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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臺灣健康產業赴中國大陸拓銷團(一)(香港、廣

州)
1018 1024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香港、廣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潘婉淳 02-27255200 ext.1938 tinapen@taitra.org.tw

57 泰國拓銷團(視訊) 1019 1120 東協 泰國 曼谷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 debbielin@textiles.org.tw

58 越南國際包裝及印刷工業展 1020 1023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智機計畫 外貿協會 王琳雅 02-27255200 ext.1578 liz@taitra.org.tw

59 澳洲國際綠能展 1021 1022 大洋洲 澳洲 墨爾本 綠貿 外貿協會 林國華 02-27255200 ext.1518 kennylin@taitra.org.tw

60 美國國際太陽能展 1021 1022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綠貿 外貿協會 范怡君 02-27255200 ext.1511 evafan@taitra.org.tw

61 東京內容產業展 1021 1023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廖玥遐 02-27255200 ext.1949 amanda@taitra.org.tw

62 澳洲國際綠能展加值活動-產業高峰論壇 1023 1023 大洋洲 澳洲 墨爾本 綠貿 外貿協會 林國華 02-27255200 ext.1518 kennylin@taitra.org.tw

63
2020年智慧方案, 汽車零配件及資通訊產業中東

線上拓銷團
1027 1028 中東 科威特、巴林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政得 02-27255200 ext.1893 abraham@taitra.org.tw

64 2020年日本AI人工智慧應用展 1028 103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惟甯 02-27255200 ext.1546 juliacwn@taitra.org.tw

65 2020年日本通信放送週參展團 1028 103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愷如 02-27255200 ext.1551 brooke@taitra.org.tw

66 2020年汽車零組件暨維修工具東歐商機拓銷團 歐洲 俄羅斯、波蘭 聖彼得堡、華沙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沈時芃 02-27255200 ext.1562 garlish@taitra.org.tw

67 臺灣健康產業赴中東拓銷團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科威特
杜拜、科威特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秉潔 02-27255200 ext.1936 chloelin@taitra.org.tw

68 2020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件展 1103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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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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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 1105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IEP 外貿協會 資有餘 02-27255200 ext.1368 anat2u@taitra.org.tw

70 波蘭國際工具機展 1103 1106 歐洲 波蘭 波茲南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周裕宏 02-23911368 ext.8602 c0602@csd.org.tw

71 2020年泰國臺灣形象展 1104 1106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楊心如 02-27255200 ext.1516 amyysj@taitra.org.tw

72 泰國臺灣形象展設置臺灣綠色產品專區 1104 1106 東協 泰國 曼谷 綠貿 外貿協會 黃美菱 02-27255200 ext.1514 meiling@taitra.org.tw

73 2020年越南胡志明市工具機展 1104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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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胡志明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設備展 1104 1107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智機計畫
中衛中心

外貿協會

白心瀞

呂彥鋒

02-23911368 ext.1472

02-27255200 ext.1582

c1472@csd.org.tw

yenfengl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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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越南國際零售技術和特許經營展 - 臺灣連鎖品

牌館
1105 1107 東南亞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76 2020年日本DIY展 1105 1107 東北亞 日本 千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沈時芃 02-27255200 ext.1562 garlish@taitra.org.tw

77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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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廣怡 02-27255200 ext.1884 kuangyi@taitra.org.tw

78 2020年工業扣件業赴日拓銷團 1108 1114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名古屋、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華馨 02-27255200 ext.1561 clairechen@taitra.org.tw

79 2020年精密零組件赴日拓銷團 1109 1113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朱湘綺 02-27255200 ext.1579 lilychu@taitra.org.tw

80 2020年越南印尼冷鏈物流拓銷團 1109 1114 東協 越南、印尼 胡志明市、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俐穎 02-27255200 ext.1958 lydiachen@taitra.org.tw

81 2020年慕尼黑電子展 1110 1113 歐洲 德國 慕尼黑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賴秀華 02-27255200 ext.1545 slai@taitra.org.tw

82 墨西哥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110 1113 中南美 墨西哥 墨西哥市 智機計畫 外貿協會 呂彥鋒 02-27255200 ext.1582 yenfenglu@taitra.org.tw

83

緬甸國際汽機車暨零配件展(AMPA MYANMAR)及電

機電子暨電力設備展雙聯展設置台灣精品館並辦

理記者會

1112 1115 東協 緬甸 仰光 IEP 外貿協會 資有餘 02-27255200 ext.1340 anat2u@taitra.org.tw

84 Smart Logistics深耕越南拓銷團 1115 1120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貞雯 02-27255200 ext.1953 salin116@taitra.org.tw

85 2020年杜塞道夫醫療器材展 1116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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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杜塞道夫國際醫療展(MEDICA)設置台灣精品館及

辦理臺灣產業形象記者會
1116 1119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IEP 外貿協會

黃苡羚

黃浩容

02-27255200 ext.1311

02-27255200 ext.1384

dorah@taitra.org.tw

hjhuang@taitra.org.tw

87 亞洲連鎖加盟暨授權展-臺灣智慧零售品牌館 1118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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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斯里蘭卡可倫坡Intex紡織展 1118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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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設置台灣精品館 1118 1120 東協 馬來西亞 檳城 IEP 外貿協會 廖姚晴 02-27255200 ext.1323 sandyliao@taitra.org.tw

90 2020年德國福吉沙芬歐洲自行車展 1124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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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歐洲福吉沙芬自行車展(Eurobike)辦理產業形象

記者會
1124 1126 歐洲 德國 福吉沙芬 IEP 外貿協會 何心儀 02-27255200 ext.1321 hsinyiho@taitra.org.tw

92 2020年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 1125 112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慧婷 02-27255200 ext.1527 huiting@taitra.org.tw

93 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設置臺灣綠色產品專區 1125 112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綠貿 外貿協會 陳宛頤 02-27255200 ext.1517 wychen@taitra.org.tw

94
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台灣精品館及產業形象記者

會
1125 1127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黃苡羚

王心辰

02-27255200 ext.1311

02-27255200 ext.1382

dorah@taitra.org.tw

bioskop@taitra.org.tw

95 亞洲國際娛樂展 1201 1203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澳門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政緯 02-27255200 ext.1942 georgechou@taitra.org.tw

96 2020年日本顯示器製造展及高機能材料展 1202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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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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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心瀞

葉青蓉

02-23911368 ext.1472

02-27255200 ext.1588

c1472@csd.org.tw

zoeyeh@taitra.org.tw

98
美國臨床生化學會年會暨國際臨床實驗室設備展

覽會(AACC)設置台灣精品館
1213 1217 北美 美國 芝加哥 IEP 外貿協會

林德曄

鍾雨蓁

02-27255200 ext.1341

02-27255200 ext.1415

 teddylin@taitra.org.tw

towerrain@taitra.org.tw

99
印度GATES資通訊通路暨零售商峰會設置台灣精

品專區暨洽談會
1215 1217 南亞 印度 Goa邦 IEP 外貿協會 (未定) (未定) (未定)

100 臺灣形象展-臺灣健康產業形象館(印度) 1216 1218 南亞 印度 孟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丞恩 02-27255200 ext.1934 jamescheng@taitra.org.tw

101 2020年印度臺灣形象展 1216 1218 南亞 印度 孟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奕霖 02-27255200 ext.1841 ian0216@taitra.org.tw

102 印度臺灣形象展設置臺灣綠色產品專區 1216 1218 南亞 印度 孟買 綠貿 外貿協會 唐宗瑜 02-27255200 ext.1513 tangty@taitra.org.tw

103 清真通路布建(馬來西亞台灣清真食品節) 0101 1231 東協 馬來西亞 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翁培芳 02-27255200 ext.1271 teresaweng@taitra.org.tw

104
2020年醫療器材及健康照護產業生態系國際行銷

計畫－醫療器材東歐商機開發團
待定 待定 歐洲

波蘭、羅馬尼亞、

匈牙利

華沙、布加列斯特、布

達佩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蕭喆謙 02-27255200 ext.1514 jeffhsiao@taitra.org.tw

105 2020年太平洋邦交國貿易訪問團 大洋洲
帛琉、馬紹爾群

島、諾魯
科羅、馬酒羅、諾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雅鈴 02-27255200 ext.1815 ina@taitra.org.tw

106 2020年美粧產業新南向拓銷團 東協 新加坡、越南 新加坡、(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嚴麗婷 02-27255200 ext.1511 liting@taitra.org.tw延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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