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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3年日本國際穿戴式裝置科技展 實體+線上 0125 0127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徐夢蔭 02-2725-5200 #1552 meganhsu@taitra.org.tw

2 2023年全美五金展 實體 0131 0202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范怡君 02-2725-5200 #1541 evafan@taitra.org.tw

3 2023年紐倫堡玩具展 實體 0201 0205 歐洲 德國 紐倫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翊寧 02-2725-5200 #1535 yiningchen@taitra.org.tw

4 2023年波灣國際食品展 實體 0220 0224 中東 阿聯大公國 杜拜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侑庭 02-2725-5200 #1273 yoting@taitra.org.tw

5 德國紐倫堡國際狩獵暨戶外用品展 實體 0302 0305 歐洲 德國 紐倫堡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2315 n891@textiles.org.tw

6 2023年東京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實體 0307 0309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唐宗瑜 02-2725-5200 #1572 tangty@taitra.org.tw

7 2023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實體 0307 031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馨儀 02-2725-5200 #1310 sophiah@taitra.org.tw

8
美國骨科醫學會年會暨博覽會(AAOS

Expo)台灣精品館
實體 0308 0310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IEP 外貿協會 林德曄 02-2725-5200#1341 teddylin@taitra.org.tw

9 2023年中南美洲拓銷團 實體 0311 0327 中南美

墨西哥、秘魯、

瓜地馬拉、厄瓜

多

墨西哥城、利

馬、瓜地馬拉

市、基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許皓勛 02-2725-5200 #1837 k702@taitra.org.tw

10
德國嵌入式電子與工業電腦應用展台灣

精品館及產品發表會
實體 0314 0316 歐洲 德國 紐倫堡 IEP 外貿協會 洪于珊 02-2725-5200#1378 yushan@taitra.org.tw

11 2023年德國科隆國際牙材展參展團 實體 0314 0318 歐洲 德國 科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俞婷 02-2725-5200 #1511 tinawang@taitra.org.tw

12 法國巴黎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實體 0319 0322 歐洲 法國 巴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閉達玉 02-2725-5200 #1959 yolandapi@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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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遊戲商務媒合大會 實體 0320 0321 北美 美國 舊金山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念萱 02-2725-5200 #1945 xtine@taitra.org.tw

14
臺灣生技中醫藥赴東南亞拓銷團(泰國、

越南)
實體 0320 0325 東協 泰國、越南 曼谷、河內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驄慧 02-2725-5200 #1932 songhoey@taitra.org.tw

15 印度拓銷團 實體 0326 0331 南亞 印度 清奈、班加羅爾 紡織計畫 紡拓會 王朝正 02-2341-7251#2329 andrew@textiles.org.tw

16 2023年巴拿馬國際商展 實體 0328 0330 中南美 巴拿馬 巴拿馬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賴鈴琍 02-2725-5200 #1846 lilylai@taitra.org.tw

17 2023年美西國際安全科技展參展團 實體 0329 0331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賴秀華 02-2725-5200 #1545 slai@taitra.org.tw

18 2023年印尼紡織及製衣機械展 實體 0329 0331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琳雅 02-2725-5200#1578 liz@taitra.org.tw

19 越南智慧交通商機開發團 實體 東協 越南 河內、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瑋 02-2725-5200 #1396 sandychen@taitra.org.tw

20
越南胡志明市Saigontex紡織及製衣工業

展覽會暨新產品新技術發表會
實體 0405 0408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吳怡慧 02-2341-7251#2328 winnie_wu@textiles.org.tw

21
德國國際健身與康體博覽會（FIBO）台

灣精品館
實體 0413 0416 歐洲 德國 科隆 IEP 外貿協會

楊雅雯

朱思怡

02-2725-5200#1320

02-2725-5200#1345

angelala@taitra.org.tw

janine@taitra.org.tw

22
波蘭臺灣週暨2023年中東歐投資布局拓

銷團
實體 0415 0430 歐洲

匈牙利、波蘭、

羅馬尼亞、保加

利亞

布達佩斯、華

沙、布加列斯

特、索菲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施懿恬 02-2725-5200 #1856 shihyitien@taitra.org.tw

23 2023年歐洲電動車商機訪問團 實體 0416 0423 歐洲 德國
斯圖加特、慕尼

黑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郭璨宇 02-2725-5200 #1561 tsanyukuo@taitra.org.tw

24 2023年漢諾威工業展 實體 0417 0421 歐洲 德國 漢諾威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惟甯 02-2725-5200 #1587 juliacwn@taitra.org.tw

25 臺灣健康產業赴中東歐商機交流團 實體 0422 0430 中東歐 波蘭、匈牙利 華沙、布達佩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鄧詠軒 02-2725-5200 #1965 martinteng@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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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23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實體 0425 0428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勉修 02-2725-5200 #1350 manson@taitra.org.t

27 北歐小型拓銷團 實體 歐洲 瑞典
斯德哥爾摩、哥

德堡等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2323 cccheng@textiles.org.tw

28 菲律賓台灣精品歌喉賽3.0暨媒體記者會 線上+實體 0501 0930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IEP 外貿協會
林德曄

石堯安

02-2725-5200#1341

02-2725-5200#1316

teddylin@taitra.org.tw

andrewshih@taitra.org.tw

29 菲律賓印尼冷鏈物流 實體 0508 0513 東協 菲律賓、印尼 馬尼拉、雅加達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貞雯 02-2725-5200 #1953 salin116@taitra.org.tw

30 臺灣智慧生醫產業赴越南拓銷團 實體 0508 0514 東協 越南 河內、胡志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秉潔 02-2725-5200 #1936 chloelin@taitra.org.tw

31 2023年加拿大國際食品飲料展 實體+線上 0509 0511 北美 加拿大 多倫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苡羚 02-2725-5200 #1353 dorah@taitra.org.tw

32 北美亞特蘭大Techtextil產業用紡織品展 實體 0510 0512 北美 美國 亞特蘭大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汪書緯 02-2341-7251#2342 swmike@textiles.org.tw

33 臺灣生醫產業赴泰國緬甸拓銷團 實體 0514 0520 東協 泰國、緬甸 曼谷、仰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楊嘉平 02-2725-5200 #1937 jeanchen@taitra.org.tw

34 2023年日本東京美容展 實體 0515 0517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潔胤 02-2725-5200 #1513 jeanchen925@taitra.org.tw

35 2023年德國漢諾威木工機械展 實體 0515 0519 歐洲 德國 漢諾威 智慧機械 精機中心 楊欣瑜 04-23599009-522 e11107@mail.pmc.org.tw

36 2023年星澳綜合訪問團 實體 0518 0525
東協、大

洋洲

新加坡、澳洲、

紐西蘭

新加坡、雪梨、

奧克蘭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毛爵偉 02-2725-5200 #1814 delvin@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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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東藍海旗艦貿訪團 實體 0521 0528 中東 沙烏地阿拉伯
利雅德、伊斯坦

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梁勝威 02-2725-5200 #1897 sliang2@taitra.org.tw

38 2023年南亞國家線上新產品發表會 線上 0522 0531 南亞 印度、孟加拉 南亞國家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余廣怡 02-2725-5200 #1884 kuangyi@taitra.org.tw

39 印尼國際汽車零配件展（INAPA） 實體 0524 0526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溫舜博

邱任妤

02-2725-5200#1342

02-2725-5200#1391

carloswen@taitra.org.tw

chloechiu@taitra.org.tw

40 越南台灣精品音樂會 實體 0527 0528 東協 越南 河內 IEP 外貿協會 黃鏸萱 02-2725-5200#1324 zoehuang@taitra.org.tw

41
非洲市場-2023年西北非市場貿易布局團

(一)
實體 0528 0601 非洲

奈及利亞、象牙

海岸、摩洛哥、

突尼西亞

拉哥斯、阿比

尚、卡薩布蘭

加、突尼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方昭翔 02-2725-5200 #1886 gregf@taitra.org.tw

42 2023年首爾國際食品展 實體 0530 0602 東北亞 韓國 首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邱瓊雯 02-2725-5200 #1360 monachiu@taitra.org.tw

43
2023年馬來西亞國際工具機金屬加工設

備展
實體 0531 0603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智慧機械 精機中心 謝叔娉 04-23599009-382 e10303@mail.pmc.org.tw

44 印尼拓銷團 實體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2315 n891@textiles.org.tw

45
2023年美國紐約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

牌館
實體 0601 0603 北美 美國 紐約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莊瑜芳 02-2725-5200 #1957 jennifer@taitra.org.tw

46 2023年越南母嬰用品展 實體 0602 0605 東協 越南 胡志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乃雯 02-2725-5200 #1584 ellielin@taitra.org.tw

47 2023年環孟加拉灣韌性供應鏈布局團 實體 0604 0614 南亞 印度、孟加拉
清奈、加爾各

答、達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承林 02-2725-5200 #1836 aeiou60909@taitra.org.tw

48 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 實體 0605 0608 北美 美國 波士頓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馮文萱 02-2725-5200 #1931 amberfeng@taitra.org.tw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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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亞洲科技展覽會（Asia Tech X Singapore,

AT X SG）
實體 0607 0609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IEP 外貿協會

王仁佑

張竣昱

02-2725-5200#1364

02-2725-5200#1386

jenyow@taitra.org.tw

adley450@taitra.org.tw

50 美墨商機開發旗艦團 實體 0611 0625 北美 美國
亞利桑那州、德

克薩斯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曾湘羚 02-2725-5200 #1848 evatzeng@taitra.org.tw

51 印尼新都商機開發團 實體 0613 0617 東協 印尼
雅加達、努山塔

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呂季芳 02-2725-5200 #1362 kellylu@taitra.org.tw

52 2023年德國太陽光電展 實體 0614 0616 歐洲 德國 慕尼黑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狄婷 02-2725-5200 #1518 nanadi@taitra.org.tw

53 台灣精品時尚文青快閃店及記者會 實體 0615 0629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盧玟妏 02-27255200 #1394 jennfr@taitra.org.tw

54
美國鹽湖城Outdoor Retailer夏季戶外活

動用品展
實體 0619 0621 北美 美國 鹽湖城 紡織計畫 紡拓會 王朝正 02-2341-7251#2329 andrew@textiles.org.tw

55
2023年美國邁阿密醫療儀器設備暨復健

保健展覽會
實體 0621 0623 北美 美國 邁阿密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智偉 02-2725-5200 #1572 light@taitra.org.tw

56
泰國工業製造展台灣精品館暨產品發表

會
實體 0621 0624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鍾國平

陳芊羽

02-2725-5200 #1376

02-2725-5200 #1312

kokuhei@taitra.org.tw

demhaeid@taitra.org.tw

57 2023年德國歐洲自行車展 實體 0621 0625 歐洲 德國 法蘭克福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郭璨宇 02-2725-5200 #1561 tsanyukuo@taitra.org.tw

58 德國法蘭克福Eurobike歐洲自行車展 實體 0621 0625 歐洲 德國 法蘭克福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廖雅惠 02-2341-7251#2315 n891@textiles.org.tw

59 泰國台灣精品體驗行銷活動 實體 0623 0625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周映汝

謝馥全

02-2725-5200 #1397

02-2725-5200 #1385

chou@taitra.org.tw

anna314@taitra.org.tw

60 Taiwan in Design新南向文創設計拓銷團 實體 0625 0701 東協
新加坡、馬來西

亞
新加坡、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梁書瑜 02-2725-5200 #1943 shuyu1112@taitra.org.tw

61 東京內容產業展 實體 0628 063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廖玥遐 02-2725-5200 #1949 amanda@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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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23年日本通信放送週 實體 0628 0630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愷如 02-2725-5200 #1551 brooke@taitra.org.tw

63
非洲市場-2023年東南非市場貿易布局團

(二)
實體 非洲

衣索匹亞、安哥

拉、莫三比克、

盧安達

阿迪斯阿貝巴、

魯安達、馬布

多、吉佳利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國揚 02-2725-5200 #1876 leenicolas@taitra.org.tw

64 2023年東協國家線上新產品發表會 線上 東協
印尼、馬來西

亞、泰國
東協國家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怡君 02-2725-5200 #1834 mtiffany@taitra.org.tw

65 臺灣健康產業赴印尼商機交流團 實體 0702 0707 東協 印尼 雅加達、泗水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鄭丞恩 02-2725-5200 #1934 jamescheng@taitra.org.tw

66 2023年越南胡志明市工具機展 實體 0704 0707 東協 越南 胡志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琬儒 02-2725-5200 #1577 wjchen5@taitra.org.tw

67 2023年越南胡志明市工具機展 實體 0704 0707 東協 越南 胡志明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吳佳穎 02-27255200 #1586 janicewu@taitra.org.tw

68
2023年新南向市場電動車及車用智慧產

品線上拓銷團
線上 0705 0705

東協、南

亞、大洋

洲

澳大利亞、紐西

蘭、印尼、馬來

西亞、新加坡、

泰國、越南、柬

埔寨、印度、斯

里蘭卡、菲律

賓、孟加拉、汶

萊、緬甸、寮

國、尼泊爾、不

丹

新南向國家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元翔 02-2725-5200 #1564 alexchen@taitra.org.tw

69 日本國際醫藥研發與製藥技術展 實體 0705 0707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鄧詠軒 02-2725-5200 #1933 martinteng@taitra.org.tw

70
馬來西亞國際連鎖加盟展(MIRF)-臺灣連

鎖品牌館
實體 0706 0708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閉達玉 02-2725-5200 #1959 yolandapi@taitra.org.tw

71 台灣精品印尼愛心公益路跑 實體+線上 0708 0709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王心辰

蕭苡紋

02-2725-5200#1382

02-2725-5200#1384

bioskop@taitra.org.tw 

K573@taitra.org.tw

72 2023年日本電動車商機訪問團 實體 0710 0714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心怡 02-2725-5200 #1566 sinny@taitra.org.tw

73 Taiwan in Design 日本文創設計拓銷團 實體+線上 0713 0719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惠毓 02-2725-5200 #1941 huiyu@taitra.org.tw

74
美國紐約功能性紡織品展一對一貿易洽

談
實體 0718 0719 北美 美國 紐約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2323 cccheng@textiles.org.tw

75 2023年泰國臺灣形象展 實體 0720 0722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致緯 02-2725-5200 #1484 wesleylin@taitra.org.tw

76 2023年泰國臺灣形象展-Mobility館 實體 0720 0722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郭璨宇 02-2725-5200 #1561 tsanyukuo@taitra.org.tw

7月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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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泰國臺灣形象展台灣精品館暨發表會 實體 0720 0722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何承遠

周映汝

02-2725-5200 #1374

02-2725-5200 #1397

alvinhe@taitra.org.tw

chou@taitra.org.tw

78
馬來西亞國際建築室內設計及建材展台

灣精品館暨產業發表會
實體 0726 0729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黃國泰

黃姿茄

02-2725-5200 #1318

02-2725-5200 #1377

cathay@taitra.org.tw

elitahuang@taitra.org.tw

79 越南拓銷團 實體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2313 debbielin@textiles.org.tw

80 北美小型拓銷團 實體 北美 美國、加拿大
舊金山、溫哥華

等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汪書緯 02-2341-7251#2342 swmike@textiles.org.tw

81 日本台灣精品概念店體驗活動 實體 0801 0831 東北亞 日本 大阪 IEP 外貿協會 朱思怡 02-2725-5200#1345 janine@taitra.org.tw

82 越南台灣精品體驗行銷活動 實體 0801 0831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IEP 外貿協會 黃鏸萱 02-2725-5200#1324 zoehuang@taitra.org.tw

83 美國台灣精品永續月 線上+實體 0801 0831 北美 美國 西雅圖 IEP 外貿協會 李宜霖 02-2725-5200#1399 jocelynlee@taitra.org.tw

84 運用台灣精品盃電競賽推宣台灣精品 實體+線上 0801 1130 南亞 印度 孟買 IEP 外貿協會 張竣昱 02-2725-5200#1386 adley450@taitra.org.tw

85 Taiwan In Design澳洲設計週 實體 0803 0806 大洋洲 澳洲 雪梨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易蒼 02-2725-5200 #1948 bephoebe@taitra.org.tw

91 台灣精品印尼愛心公益路跑 實體+線上 0805 0806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IEP 外貿協會
王心辰

蕭苡紋

02-2725-5200#1382

02-2725-5200#1384

bioskop@taitra.org.tw 

K573@taitra.org.tw

87 2023年印巴貿易訪問團 實體 0806 0816 南亞 印度、巴基斯坦
新德里、孟買、

拉合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士勛 02-2725-5200 #1840 mrchrisli@taitra.org.tw

88 2023年越南國際食品展 實體 0810 0812 東協 越南 胡志明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戴碧帆 02-2725-5200 #1338 susantai@taitra.org.tw

89
澳洲雪梨國際連鎖品牌展-臺灣連鎖品牌

館
實體 0811 0812 大洋洲 澳洲 雪梨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莊瑜芳 02-2725-5200 #1957 jennifer@taitra.org.tw

90
新加坡亞洲連鎖加盟暨授權展-臺灣智慧

連鎖形象館
實體 0817 0819 東協 新加坡 新加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閉達玉 02-2725-5200 #1959 yolandapi@taitra.org.tw

91
印度自動化工業展台灣精品館暨產品發

表會
實體 0823 0826 南亞 印度 孟買 IEP 外貿協會

鍾國平

謝馥全

02-2725-5200 #1376

02-2725-5200 #1385

kokuhei@taitra.org.tw 

anna314@taitra.org.tw

8月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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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台灣精品館暨發表

會
實體 0824 0826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IEP 外貿協會 蕭苡紋 02-2725-5200#1384 K573@taitra.org.tw

93 2023年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 實體 0824 0826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致緯 02-2725-5200 #1484 wesleylin@taitra.org.tw

94
2023年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潔淨技術形

象館
實體 0824 0826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國華 02-2725-5200 #1518 kennylin@taitra.org.tw

95
臺灣形象展-臺灣健康產業形象館(馬來

西亞、印度）
實體 0824 0826

東協、南

亞
馬來西亞、印度 吉隆坡、孟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尚子雅 02-2725-5200 #1938 amyshang@taitra.org.tw

96 2023年日本消費產品大型拓銷團 實體 0827 0831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福

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何明貞 02-2725-5200 #1815 mingchen@taitra.org.tw

97 2023年日本DIY展 實體 0830 0901 東北亞 日本 千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范怡君 02-2725-5200 #1541 evafan@taitra.org.tw

98 2023年泰國曼谷國際再生能源週 實體 0830 0901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國華 02-2725-5200 #1518 kennylin@taitra.org.tw

99 臺灣生醫產業赴新加坡、菲律賓拓銷團 實體 東協 新加坡、菲律賓 新加坡、馬尼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張驄慧 02-2725-5200 #1932 songhoey@taitra.org.tw

100 印度智慧城市商機開發團 實體 南亞 印度
新德里、班加羅

爾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梁皓雲 02-2725-5200 #1373 haoyun@taitra.org.tw

101
非洲市場-2023年東北非市場貿易布局團

(三)
實體 非洲

阿爾及利亞、埃

及、坦尚尼亞、

烏干達

阿爾及爾、開

羅、三蘭港、康

培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梁勝威 02-2725-5200 #1897 	sliang2@taitra.org.tw

102 美國小型拓銷團 實體 北美 美國 丹佛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2313 debbielin@textiles.org.tw

103 印度台灣精品體驗行銷活動 實體 0901 0930 南亞 印度 加爾各答(暫定) IEP 外貿協會 王仁佑 02-2725-5200#1364 jenyow@taitra.org.tw

104 2023年東京國際禮品展 實體 0906 0908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伊娟 02-2725-5200 #1536 evachen@taitra.org.tw

105 2023年澳洲國際食品展 實體 0911 0914 大洋洲 澳洲 雪梨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馨儀 02-2725-5200 #1310 sophiah@taitra.org.tw

9月

9月

9月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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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023年新南向消費電子線上拓銷團 線上 0911 0915
東協、南

亞、紐澳

澳大利亞、紐西

蘭、印尼、馬來

西亞、新加坡、

泰國、越南、柬

埔寨、印度、斯

里蘭卡、菲律

賓、孟加拉、汶

萊、緬甸、寮

國、尼泊爾、不

丹

新南向國家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朱湘綺 02-2725-5200 #1550 lilychu@taitra.org.tw

107 日本東京電玩展 實體 0911 0924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念萱 02-2725-5200 #1945 xtine@taitra.org.tw

108 2023年亞洲醫療展(泰國) 實體 0913 0915 東協 泰國 曼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俞婷 02-2725-5200 #1511 tinawang@taitra.org.tw

109
 泰國曼谷國際醫療展（MEDICAL FAIR

THAILAND）台灣精品館及產業發表會
實體 0913 0915 東協 泰國 曼谷 IEP 外貿協會 王心辰 02-27255200#1382 bioskop@taitra.org.tw

110 韓國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展 實體 0914 0917 東北亞 韓國 光州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政緯 02-2725-5200 #1942 georgechou@taitra.org.tw

111
與中華文化總會合作Taiwan Plus 推廣台

灣精品
實體 0916 0917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IEP 外貿協會 何心儀 02-2725-5200#1321 hsinyiho@taitra.org.tw

112 歐洲工具機展 EMO 實體 0918 0923 歐洲 德國 漢諾威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陳琬儒

鐘方廷

02-27255200 #1577

02-27255200 #1581

wjchen5@taitra.org.tw

hazelchung@taitra.org.tw

113 2023年拉丁美洲拓銷團 實體 0918 0929 中南美

哥倫比亞、智

利、巴西、阿根

廷(暫定)

波哥大、聖地牙

哥、聖保羅、布

宜諾斯艾利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怡先 02-2725-5200 #1845 yhchen@taitra.org.tw

114 2023年馬來西亞國家智慧展 實體 0919 0921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智慧機械 精機中心 楊欣瑜 04-23599009-522 e11107@mail.pmc.org.tw

115 2023年馬來西亞國際食品展 實體 0919 0922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沛婕 02-27255200 #1358 pclin@taitra.org.tw

116

德國柏林馬拉松博覽會台灣精品館及記

者會及運用德國柏林馬拉松推廣台灣精

品

實體 0921 0924 歐洲 德國 柏林 IEP 外貿協會
王淑娟

何承遠

02-2725-5200#1349

02-2725-5200#1347

elsawang@taitra.org.tw 

alvinhe@taitra.org.tw

117 精密零組件赴日本拓銷團 實體 0925 0929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呂彥鋒 02-2725-5200 #1582 yenfunglu@taitra.org.tw

118 2023年馬來西亞智慧國家展 實體 0926 0929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秉毅 02-2725-5200 #1546 williamlin@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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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2023年汽車零配件、資通訊及綠能產業

中東及土耳其拓銷團
實體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科威特、沙

烏地阿拉伯、伊

拉克

杜拜、科威特、

吉達、利雅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君翰 02-2725-5200 #1889 vincentlin@taitra.org.tw

120 美國基礎建設相關商機開發團 實體 北美 美國 奧蘭多、芝加哥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蔡瑋婷 02-2725-5200 #1335 kellytsai@taitra.org.tw

121 2023年臺灣農產食品東協拓銷團 實體 東協 菲律賓、越南
馬尼拉、胡志明

市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未定) (未定) (未定)

122 前進中東醫療市場商機開發團 實體 中東

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

杜拜、利雅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秉潔 02-2725-5200 #1936 chloelin@taitra.org.tw

123 2023年東南亞疫後內需拓銷團 實體 東協
馬來西亞、越

南、菲律賓

吉隆坡、胡志明

市、馬尼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吳兆玲 02-2725-5200 #1822 chaolin,wu@taitra.org.tw

124
德國Performance Days功能性紡織品展一

對一貿易洽談
實體 1004 1005 歐洲 德國 慕尼黑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2323 cccheng@textiles.org.tw

125
印度臺灣形象展台灣精品館及產品發表

會
實體 1005 1007 南亞 印度 孟買 IEP 外貿協會 王仁佑 02-2725-5200#1364 jenyow@taitra.org.tw

126 2023年日本國際福祉機器展 實體 1005 1007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沙文娛 02-2725-5200 #1537 alicesha@taitra.org.tw

127 2023年印度臺灣形象展 實體 1005 1007 南亞 印度 孟買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士勛 02-2725-5200 #1840 mrchrisli@taitra.org.tw

128
日本東京Fashion World Tokyo時尚產業

展
實體 1010 1012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紡織計畫 紡拓會 林靜賢 02-2341-7251#2313 debbielin@textiles.org.tw

129
捷克布爾諾工業展台灣精品展示專區及

產品發表會
實體 1010 1013 歐洲 捷克 布爾諾 IEP 外貿協會

鍾國平

陳芊羽

02-2725-5200 #1376

02-2725-5200 #1312

kokuhei@taitra.org.tw 

demhaeid@taitra.org.tw

130
捷克布魯諾工業展台灣精品展示專區及

產品發表會
實體 1010 1013 歐洲 捷克 布魯諾 IEP 外貿協會

鍾國平

陳芊羽

02-2725-5200 #1376

02-2725-5200 #1312

kokuhei@taitra.org.tw 

demhaeid@taitra.org.tw

131 2023年日本國際醫療產業展 實體 1011 1013 東北亞 日本 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蕭喆謙 02-2725-5200 #1514 jeffhsiao@taitra.org.tw

132
巴西電競展(BGC)台灣精品館及產業發

表會
實體 1011 1015 中南美 巴西 聖保羅 IEP 外貿協會 王仁佑 02-2725-5200#1364 jenyow@taitra.org.tw

133 馬來西亞冷鏈物流商機拓銷團 實體 1012 1014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貞雯 02-2725-5200 #1953 salin116@taitra.org.tw

134
2023年馬來西亞國際綠色科技及生態產

品展
實體 1012 1014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凌繹堯 02-2725-5200 #1519 philipling@taitra.org.tw

135
2023年德國慕尼黑電動車展-電動車解決

方案主題館
實體 1017 1019 歐洲 德國 慕尼黑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永寧 02-2725-5200 #1563 stanwang@taitra.org.tw

10月

10月

10月

10月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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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日本大阪新產品新技術發表會 實體 1025 1026 東北亞 日本 大阪 紡織計畫 紡拓會 吳怡慧 02-2341-7251#2328 winnie_wu@textiles.org.tw

137 東京元宇宙產業展-臺灣未來館 實體 1025 1027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謝易蒼 1948 bephoebe@taitra.org.tw

138 2023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配件展 實體 1031 1102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彭皓治 02-2725-5200 #1571 alexpen@taitra.org.tw

139 美國汽車零配件展(AAPEX)-台灣精品館 實體 1031 1102 北美 美國 拉斯維加斯 IEP 外貿協會 趙允麒 02-2725-5200#1389 yunchi84115@taitra.org.tw

140 2023年東南亞供應鏈重組商機團 實體 東協
越南、泰國、緬

甸

河內、曼谷、仰

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周映君 02-2725-5200 #1817 bobochou@taitra.org.tw

141 2023年非洲國家線上新產品發表會 線上 非洲 非洲國家 非洲國家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怡君 02-2725-5200 #1834 mtiffany@taitra.org.tw

142
美國波特蘭功能性紡織品展一對一貿易

洽談
實體 1102 1103 北美 美國 波特蘭 紡織計畫 紡拓會 鄭嘉琪 02-2341-7251#2323 cccheng@textiles.org.tw

143 2023年西歐貿易暨布局考察團 實體 1104 1112 歐洲 法國、德國
巴黎、慕尼黑、

杜塞道夫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蔡欣育 02-2725-5200 #1850 hytsai@taitra.org.tw

144 2023年越南國際包裝及食品加工展 實體 1108 1111 東協 越南 胡志明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董仁傑 02-2725-5200 #1579 kevintung@taitra.org.tw

145 2023年日本臺灣形象展 實體 1109 1111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嚴麗婷 02-2725-5200 #1820 liting@taitra.org.tw

146
日本臺灣形象展台灣精品館及產品發表

會
實體 1109 1111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IEP 外貿協會 汪庭妤 02-2725-5200#1346 gloria@taitra.org.tw

147 2023年扣件業赴中南美洲拓銷團 實體 1110 1112 中南美
巴西、墨西哥、

智利
(未定)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諶怡如 02-2725-5200 #1536 yiju@taitra.org.tw

148
德國杜塞道夫國際醫療展(MEDICA)台灣

精品館暨新產品發表記者會
實體 1113 1116 歐洲 德國 杜塞道夫 IEP 外貿協會 林德曄 02-2725-5200#1341 teddylin@taitra.org.tw

149
杜拜國際水資源、電力、能源科技及環

保展(WETEX)台灣精品館及產業發表會
實體 1115 1117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
杜拜 IEP 外貿協會 鍾國平 02-2725-5200 #1376 kokuhei@taitra.org.tw

11月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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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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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25-5200 #1514 jeffhsiao@taitra.org.tw

151 澳洲國際採購展一對一貿易洽談 實體 1121 1123 大洋洲 澳洲 墨爾本 紡織計畫 紡拓會 王朝正 02-2341-7251#2329 andrew@textiles.org.tw

152 2023年五金產業赴日拓銷團 實體 1127 1202 東北亞 日本 東京、大阪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乃雯 02-2725-5200 #1584 ellielin@taitra.org.tw

153 2023年日本國際橡塑膠展 實體 1128 1202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惟甯 02-2725-5200 #1587 juliacwn@taitra.org.tw

154 2023年日本國際橡塑膠展 實體 1128 1202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詹惟甯 02-2725-5200 #1587 juliacwn@taitra.org.tw

155 2023年日本東京國際機器人展覽會 實體 1129 1202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智慧機械 精機中心 楊欣瑜 04-2359-9009-522 e11107@mail.pmc.org.tw

156
2023年日本顯示器製造展及高機能材料

展
實體 1206 1208 東北亞 日本 東京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詹宗憲 02-2725-5200 #1549 simonjan@taitra.org.tw

157 印尼國際製造暨金屬加工設備展 實體 1206 1209 東協 印尼 雅加達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葉青蓉 02-2725-5200 #1588 zoeyeh@taitra.org.tw

158 菲律賓智慧城市商機開發團 實體 東協 菲律賓 馬尼拉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簡秀珊 02-2725-5200 #1343 lucyjian@taitra.org.tw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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