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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外貿協會簡介

成立日期: 民國59年7月1日(政府與民間業者共同捐助

成立)

任務功能 協助我國廠商拓展對外貿易任務功能: 協助我國廠商拓展對外貿易

性質: (一)國家級執行外貿推廣的執行機構

(二)提供跨產業的整合國際行銷服務(二)提供跨產業的整合國際行銷服務

(三)受政府督導的公益性、非營利性民間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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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定位與策略外貿協會定位與策略

定位︰我政府貿易政策執行單位、我業者拓銷夥伴及
外商採購顧問。外商採購顧問

策略︰

–整合行銷、品牌輔導、貿易人才培訓。–整合行銷、品牌輔導、貿易人才培訓。

–透過網路服務彙整國內外資訊，即時提供國際動態
商情及商機。商情及商機

–海外56個辦事處就近協助廠商拓展國際市場。

–營運台北世貿中心展覽館、南港展覽館及台北國際營運台北世貿中心展覽館 南港展覽館及台北國際
會議中心，配合政府發展我國會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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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貿協會的整合服務貳 外貿協會的整合服務

一.新鄭和計畫

二.客製化專案拓銷
七.駐外辦事處諮詢

貿協專業服務

六.運用網路行銷 三.參加國內外展覽

四 國際經貿資訊蒐集五 培訓國際貿易人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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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經貿資訊蒐集五.培訓國際貿易人才

一、新鄭和計畫

由於國外市場需求遠大於國內市場，基於「國內有限、

國外無限 且對外貿易一向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國外無限」，且對外貿易一向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

動力，為克服金融海嘯之衝擊，我國政府特別規劃擬

定「新鄭和計畫 即希望效法鄭和精神 從「完善定「新鄭和計畫」，即希望效法鄭和精神，從「完善

貿易金融環境」、「強力拓展大陸及新興市場」、

「擴大行銷策略 及「開創採購新領域 等面向 全「擴大行銷策略」及「開創採購新領域」等面向，全

力協助廠商衝刺外銷。

「新鄭和計畫」係針對最具潛力及出口商機的新興市

場強力拓銷，5項計畫中，外貿協會參與其中的「鯨

貿計畫 「逐陸專案 「GPA專案 及「服務業貿計畫」、「逐陸專案」、「GPA專案」及「服務業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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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架構
優惠出口貸款、輸出保險
費折扣、轉融資促進出口

加強出口融資及加強出口融資及
輸出保險優惠

新
鄭

鎖定東歐、中南美洲、南亞強力拓展新

鄭
和
計

中東及非洲等區域市場、東協、中東及非洲等區域市場

爭取大陸內需市場商機強力拓展中

興市場

計
畫

爭取大陸內需市場商機、
加強台灣食品拓銷大陸

強力拓展中

國大陸市場

協助廠商參與政府採購機會
2008 9 採購商機(GPA)

爭取全球政府

採購商機(GPA)

協助具競爭力之服務業拓展國際市場

2008.9
I

2012

採購商機(GPA)採購商機(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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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具競爭力之服務業拓展國際市場服務業專案

(一)強力拓展新興市場(鯨貿計畫)
四項工作內容

2. 海外業務尖兵種子育成
針對高潛力且使用特殊語言的市場
(如東歐 拉丁美洲 中東及亞洲等

1. 新興市場採購夥伴大會

針對電子資通訊、五金、機械、
汽機車零組件與食品等優勢產 (如東歐、拉丁美洲、中東及亞洲等

地區) ，推動計畫。
建立人才資料庫、徵集國內廠商參
加本計畫 辦理企業種子人才媒合

汽機車零組件與食品等優勢產
業，以及具前瞻性產業加強邀

約海外買主來台採購。
加本計畫、辦理企業種子人才媒合

說明會或洽談會。
依據買主需求安排採購洽談及
參訪活動。

協助廠商爭取商機

4. 個別市場拓銷活動3.廣邀新興市場買主來台採購
加強邀請巴西 俄羅斯 中東 籌組貿易訪問團

參加重要專業展

國際市場開發專案

加強邀請巴西、俄羅斯、中東、
馬來西亞、印尼、越南、印度中
東、東協、中南美、南亞及歐非
地區等市場買主擴大來台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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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開發專案地區等市場買主擴大來台採購



(二)強力拓展大陸市場(逐陸專案)(二)強力拓展大陸市場(逐陸專案)

1.爭取大陸內需市場商機1.爭取大陸內需市場商機 2 加強台灣食品拓銷大陸2 加強台灣食品拓銷大陸2.加強台灣食品拓銷大陸2.加強台灣食品拓銷大陸

(1)市場調查與商情提供
(2)市場行銷
(3)網路推廣

(1)市場調查與商情提供
(2)市場行銷
(3)網路推廣

(1)籌組拓銷團
(2)參加重要國際食品展
(3)布建行銷通路

(1)籌組拓銷團
(2)參加重要國際食品展
(3)布建行銷通路

(3)網路推廣

(4)品牌輔導
(5)兩岸經貿交流

(3)網路推廣

(4)品牌輔導
(5)兩岸經貿交流

( )布建行銷通路
(4).洽邀買主來台採購
(5)台灣食品行銷競爭力計畫

( )布建行銷通路
(4).洽邀買主來台採購
(5)台灣食品行銷競爭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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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

10執行績效

1.強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網站功
能及資訊

至5月底已刊登商機1,456則。
本會計有29個駐外單位提供841則
商機；經濟部計32單位提供504則
商機。另設立「2012倫敦奧運」
、「美軍關島移防」商機專區。

2.編印「爭取GPA商機教戰手冊」 已完成GPA日文版說帖2,000冊，並
寄送本會日本辦事處及駐日本經濟
組。

3.舉辦GPA商機研討會 已在台北、高雄、新竹、台南、台
中完成5場GPA商機研討會，計132中完成5場GPA商機研討會 計132
家廠商參加。

10
10



二、參加國內外展覽二、參加國內外展覽

◎本會自辦專業展近年辦理展數日益擴增，2009年達25展
◎今年籌組之海外參展團拓銷地區均是最適合我商拓銷之

主要或新興潛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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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經貿資訊蒐集

實體資料館 vs. 虛擬全球資訊實體資料館 vs. 虛擬全球資訊
www.taitraesou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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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訓國際貿易人才四 培訓國際貿易人才

目標：培養能於海外獨立作業之國際貿易行銷人才目標 培養能於海外獨立作業之國際貿易行銷人才
語言：英、日、德、法、西、俄、葡、阿、韓語

金融/貿易推廣

228人 8%

非貿易相關機構

 302人,10%

 228人,8%

政府機構

高科技行銷業務

 42人,1%

高科技行銷業務

 1653人,55%
其他產業行銷業務

 763人,26%

13
13歷年來國企班校友就業之產業分布比例(統計至2009.10.31)歷年來國企班校友就業之產業分布比例(統計至2009.10.31)

五、運用網路行銷五、運用網路行銷

駐外單位蒐集商機

台灣經貿網會員廠商海外貿訪團商機 台灣經貿網會員廠商

自動配送

海外貿訪團商機

資料庫
自動配送

海外專業展商機

台灣經貿網八萬餘家國
外買主會員

台灣經貿網四萬餘國內會員廠商
我國二十三萬餘家進出口廠商

外買主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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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專業展買主

來台採購買主



六、駐外辦事處諮詢六 駐外辦事處諮詢

外貿協會依市場商機、發展潛力、台商服務需求數、
中長期策略目標等在全球重要市場設立駐外單位，
目前在38個國家計設有46個辦事處，另在中國大陸
則設有10個駐留據點，總計在全球設有56個駐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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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協海外行銷服務據點貿協海外行銷服務據點

綿密的海外網絡（全球46辦事處 大陸10駐點）綿密的海外網絡（全球46辦事處，大陸10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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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協助中小企業成功案例參、協助中小企業成功案例參 協助中小企業成功案例參 協助中小企業成功案例

外貿協會99年第1及2季累計服務17,380家外貿協會99年第1及2季累計服務17,380家
次廠商，剔除重複後，計服務7,585家廠
商，以八成計，其中約13 904家次、商，以八成計，其中約13,904家次、
6,068家為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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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路邊攤….賣到全世界從路邊攤 賣到全世界

得意中華創業成功故事得意中華創業成功故事

-- 2007年參加改善品牌形象及包裝設計輔導案
完成「頑皮」系列產品包裝設計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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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年 2010年積極參加外貿協會所籌組之國內外2008年-2010年積極參加外貿協會所籌組之國內外
展覽及拓銷團，產品已外銷至美國、日本、東南
亞及中國大陸等國家亞及中國大陸等國家。

產品取得HACCP、ISO22000、GMP、HALAL、FDA、產品取得HACCP ISO22000 GMP HALAL FDA

FCE/SID等認證。

由於業績迅速成長 第二廠區刻正擴建中 預計由於業績迅速成長，第二廠區刻正擴建中，預計
今年底完工。

目前「國境之南」產品系列，正參加2010年改善
品牌形象及包裝設計輔導案。品牌形象及包裝設計輔導案

自2007年參加外貿協會各項活動，每年營業額呈
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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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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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中華公司「2008年東京國際食品展」展出情形



得意中華參加「2009年台灣

優質食品赴華東拓銷團」優質食品赴華東拓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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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中華公司參加「2010年東莞台灣名品交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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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5月獲頒企業創造就業貢獻獎與總統合影

報 告 完 畢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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