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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服務

壹、產業面

聯絡窗口：產業拓展處諶怡如專員

Email: yiju@taitra.org.tw

TEl:02-27255200#1534

mailto:yij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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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商務互動地圖
網址：https://covid19.taitra.org.tw/

https://covid19.taitra.org.tw/covid19.aspx?n=70&sms=0
https://covid19.taitra.org.tw/


日期：4月20日

主題：居家運動-疫起動起來

成果：22國81位買主參與

一、線上新產品發表會
★打造平台線上行銷不間斷 促成商機線下合作最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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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影音

行銷

預約

洽談

最新

資訊

歷史

資訊

線上

型錄

展團行銷
2.0

• 廠商產
品宣傳
影片

• 歷屆參展
/團廠商
資訊，持
續曝光

• 買主線
上預約
洽談掌
握商機

• 提供展
團相關
資訊

• 產品照片
• 全英文設計

為因應疫情致展覽延期或取消，東京國際禮品展及歐洲福吉沙芬
自行車展將製作「線上參展團」，以協助廠商加強露出及行銷。

二、展團行銷2.0-線上參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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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特色

6

協助台灣廠商對接全球頂尖大型企業

目前有63項潛在案源

動員全球63個駐外單位

洽邀來台採購或進行策略合作

三、龍頭計畫
推貿計畫

潛在
案源



四、協助自行車、運動用品
及紡織產業拓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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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疫情狀況擇期
辦理

10月

10/7-10/9

11/24-11/26

全球零售通路

採購大會
包括：美妝、消費品、運

動用品、紡織、電商買主

德國福吉沙芬自

行車展

(Eurobike)

綠色循環紡織日
辦理循環紡織論壇及

洽談會，將邀請紡織

買主來臺採購

東京國際禮品展

(TIGF)



拓展品牌國際通路

強化國際競爭力

提升國際知名度

持續深耕新南向

日本大型連鎖藥粧通路拓銷團
2020年10月
前往東京、大阪大型藥粧通路總部，安排一對一媒合會

Taiwan Beauty品牌鍛造計畫
2020年10月
甄選培育臺灣美粧品牌, 配合日本大型連鎖藥粧通路拓銷團期間，邀請日
本當地品牌顧問公司傳授品牌行銷策略與方法.

全球零售通路採購大會(美粧)
視疫情狀況辦理
邀請國際買主與臺灣美粧業者進行媒合

美粧產業新南向拓銷團
2020.10月
前往緬甸、越南(河內)、菲律賓等3國，辦理一對一洽談會.

國際媒體採訪團
2020年10月15日至1017日
邀請網紅於上海美容展親訪臺灣美粧品牌業者，實地了解品牌特色,

進而獲刊報導.

五、協助美妝產業拓銷活動



“
創新服務

貳、市場面
市場拓展處服務： 聯絡窗口 Email: 2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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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小型機動團 施懿倫 sandrashih@taitra.or

g.tw

#1856

線上拓銷團 周怡君 ritachou@taitra.org.tw #1830

全球市場趨勢線上報告
會

彭科穎 pengkoying@taitra.or

g.tw

#1812

經貿透視雙周刊數位服
務

陳珞亭 abbychen@taitra.org.t

w

#1863



一、2020年線上小型機動拓銷團

作法 成效
註：截至5月5日統計

◼線上洽談報名件數：314案

◼小型機動拓銷團報名件數：
554案(含視訊及實體洽談)

防疫期間拓銷不停歇

推動線上小型機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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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洽談】
彈性、快速，地點不受限

【優惠價格】
線上洽談每案NT5,000
(同案若需後續安排實體洽談，再收
取NT$5,000。)

【專業安排】
全球超過40個國家60個城市， 由
本會駐外單位提供潛在洽談名單，
每案安排洽談3到5家買主，確認洽
談再付費。

線上報名

新南向市場

25%

歐美日韓及大陸市場

55%

新興市場

20%



突破疫情限制，運用科技，辦理零接觸洽談。

二、線上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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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作法

1. 活動前1周以線上產品發表會暖

身，邀請買主上線觀看。

2. 活動日運用線上會議軟體，建

置虛擬會議大廳及洽談桌，提

供廠商及買主一對一洽談服務，

並安排線上小幫手，協助翻譯

或技術支援。

3. 針對活動建置網站專區，廠商

可在專區放置產品圖片或型錄

供買主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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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office

為協助廠商了解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世界經濟影
響，本會將於5月初開始，將舉辦一系列線上說明會，
分享全球各主要市場近況。

北美

中南美

歐盟

中東歐

非洲

中東中亞

東協
南亞

中國大陸

東北亞

三、全球市場趨勢線上報告會

報名網頁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gresearch05/CMS/INDEX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gresearch05/CMS/INDEX


四、經貿透視雙周刊數位服務

疫情期間，商情不漏接，雙周刊提供讀者
多元閱讀管道。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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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經貿透視官網 / 電子雜誌 / 隨身讀App / 臉書粉絲團

背經貿透視雙周刊封面故事報導「全球抗疫臺灣挺你」
並出版防疫專刊英文版景



“
創新服務

叁、行銷面
聯絡窗口：行銷專案處鐘伯甫組長

Email: fred@taitra.org.tw

Tel:02-27255200 #1304

tel:02-27255200


運用國際媒體為產業發聲

國際媒體合作報導

■ CNBC專題報導

推廣運動休閒產業，宏觀
視角向國際推廣產業優勢

每日一篇台灣精品新聞
引起全球熱烈迴響

2月起不間斷國際報導，總露出
1,540篇，觸達13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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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品贊助國際自由車總會(UCI)2.1級「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 2002年起連續9年支持環台賽，提升台灣精品與臺灣自行車產業國際能見度。

台灣精品形象影片、精采賽
事 透 過 歐 洲 體 育 台
Eurosport(同環法賽直播頻
道 ) 、國內緯來體育台、
TVBS及Youtube傳遞全球
60多國2.4億收視戶。

歐洲體育台首度全程直播 自行車產業名人宣傳

參賽車隊美國Elevate及西班
牙Burgos BH代表、UCI榮
譽總會長Pat McQuaid，受
訪時讚揚「臺灣是世界自行
車產業領導者」。

賽事大量曝光台灣精品

透過選手最高榮譽冠軍車衣、
專屬大型氣球、頒獎臺、起終
點拱門、優勝選手媒體訪問背
板、賽道看板等露出台灣精品
標誌。

結合國際賽事，讓世界看見台灣



智慧機械 / 操作畫面截圖

台灣精品運動居家產業數位Workshop

產品線上發表

■ 時間：5月26日、6月11日

■ 辦理方式

■ 邀請獲獎企業發表運動產業最新
趨勢，向國際媒體與買主介紹產
品特色及優勢並分享使用案例

■ 預計參與媒體：邀請包含美國、
德國等重點市場媒體連線 17



跳脫實體及地緣限制，透過360度環物或3D建模，搭配
AR或VR技術，數位展示運動休閒及機能服飾產品。

遠端即能「身臨其境」觀看2020年得獎產品

台灣精品運動休閒數位精品館

雲端產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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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品牌提升網路人氣，運用MR混合實境技術創造話
題，打造一句趣味有梗的專屬中英語錄於社群媒體宣傳

數位創新宣傳 –台灣精品366數位語錄



與運動休閒產業知名品牌合作，透過專欄及多圖形式讓粉絲快速了
解企業精神理念，吸引許多民眾討論及詢問

明安國際
自行車精品專欄

社群專欄推薦

台灣精品數位社群 –品牌合作宣傳



產業宣傳素材

運動休閒及紡織產業影音行銷及宣傳素材

自行車產業影片

邀請國際選手、國際大
廠推薦，搭配生產線及
產品應用等情境拍攝

紡織及防護衣產業影片 健身防疫議題素材

因應疫情，結合健身產
品製作社群宣傳素材

展現台灣紡織業、防護衣
業者合作串連的行動力，
推廣台灣紡織優勢



“
創新服務

肆、展覽面
聯絡窗口：展覽業務處李宜靜組長

Email: rebecca@taitra.org.tw

Tel:02-27255200 #2860

tel:02-27255200


加強提升我國展覽國際競爭力方案協助自行車運動及紡織產業展覽

自行車運動及紡織產業展覽

# 地點 時間 目標產業

1 巴西 第三季-8月 自行車及零配件

2 波蘭 第三季-9月 自行車及零配件

3 德國 第四季-10月 紡織產業

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台北紡織展

海外推廣說明會協助推廣

台北國際體育用品展

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創
展

臺灣國際美容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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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方案協助我國自行車運動及紡織類展覽洽邀國際買主及海內外行

銷，作法如下：

競爭力
方案

海外推廣說明會

洽邀買
主

數位行
銷

加強提升我國展覽國際競爭力方案協助自行車運動及紡織產業展覽



2D /VR線上展
為報名原5月展覽商建置
2D 線上專區，另針對自
行車展及體育用品展創新
設計得獎廠商，建置VR 
線上展。

線上國際研討會

線上採購洽談會

洽邀國際產業專家進行線上論
壇，以在地的角度分析受疫情
影響下，該產業在目標市場所
受之衝擊及機會。

透過63個駐點持續洽邀全
球買主參與視訊洽談，精
準媒合參展廠商洽談。

線上專業展系列報導

2020 Taipei Cycle & TaiSPO 整合式線上服務

鎖定自行車、資通訊、汽車
零配件、機械及醫療等5大
產業，邀請產業專家分析產
業最新動態及台灣在此波疫
情中的挑戰與機會。

針對延期展覽，邀集參展廠
商進行新產品發表，並發送
予國外買主及媒體，協助參
展廠商宣傳不中斷。

線上新產品發表會

5/15上線

5/14上線

6/30上線

5/18上線

5/22上線

整合式
線上服
務

請持續鎖定展覽官網及掌握第一手消息
www.TaipeiCycle.com.tw

www.TaiSPO.com.tw
taiwantradeshows.com.tw

http://www.taipeicycle.com.tw/
http://www.taiwantradeshows.com.tw/


“
創新服務

伍、數位商務面
聯絡窗口：數位商務處鄭凱岳組長

Email: kycheng@taitra.org.tw

Tel:02-27255200 #3930

tel:02-272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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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數位貿易及電子商務措施

數位貿易輔導方案

9大輔導方案， 2萬元輔導額度

活動網頁
QR CODE

https://digitalcommerce.taiwantrade.com/

https://digitalcommerce.taiwantrade.com/


展品將以360度環景呈現

虛擬展館外觀

實體展覽數位化，以線上虛擬展館呈現，暢通數位貿易管道

數位科技打造線上虛擬展館

織襪眼鏡時尚虛擬展館: https://hosiery.taiwantrade.com/

印尼形象展: https://www.taiwantrade.com/mp/idtaiwanexpo

https://hosiery.taiwantrade.com/
https://www.taiwantrade.com/mp/idtaiwanexpo
https://www.taiwantrade.com/product/sportswear-jnice-short-sleeve-jt-871-pk-1784954.html


線上運動、織襪產業專區，精準數位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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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運動、紡織相關產業買主，精準投放數位廣告，加強全球曝光
及宣傳力道。
•爭取專業買主具體採購商機，嘉惠會員廠商。

線上運動專區

線上運動專區線上運動專區

線上織襪專區

線上織襪專區
線上織襪專區
線上織襪專區

收錄六大類產品，包含體適能及
健身器材、運動用品、自行車、
運動配件、運動服飾及運動包、
水上運動用具等2,000家廠商、
25,000件產品。

https://hosiery.taiwantrade.com/ https://sports.taiwantrade.com/

收錄四大類產品，包含襪類、環
保布料、機能性布料、運動配件、
運動服飾及運動包等1,000家廠
商、11,300件產品。

https://hosiery.taiwantrade.com/
https://sports.taiwantrade.com/


108年

109年 截至4/17為止，共服務194位買主、
媒合357家廠商

共服務500位買主、媒合1,230家廠商

具代表性買主包含

拓銷不中斷、日日有洽談

Cloud Meeting
行動化 x  數據科技

*實際洽談螢幕畫面截圖

因應行動化浪潮，依當地買主慣用行動
裝置提供視訊採購洽談服務，擴大開發
買主採購商機。

數位貿易力抗景氣-視訊採洽接棒

3/30 韓國買主VOLVIK採購羽毛球、羽
毛球拍、羽毛球鞋、羽毛球包包、羽毛
球服裝

3/31巴西買主Nomad Sports Ltda採購
自行車工具、自行車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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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合作版圖橫跨四大洲，目標累計

28.5萬項商品上架銷售

印度

越南

泰國

澳洲

印尼

賣向國際跨境電商平臺

歐洲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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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樂天台灣館

歐洲6站(英、德、法、義、西、荷)

新南向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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