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經貿網您的拓銷好夥伴】

全球防疫期 加入跨境電商好時機

外貿協會數位商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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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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對象

在2萬元輔導額度內，可選擇下
列服務：

 產品素材(專業拍照、翻譯、
360度產品及AI影片製作等)

 數位廣告(關鍵字廣告、社群
曝光、影音行銷、國際新聞
曝光等)

 跨境電商平台上架

措施內容

即日起至110年3
月31日止，以線上
申請

申請期間

每案提供2萬元等值
服務，超額部分需另
付費。名額有限，額
滿截止。

輔導經費

提供服務
選擇輔導

服務內容
註冊成為台灣經貿網

免費或付費會員

聯繫窗口：台灣經貿網免費客服專線0800-506-088 網址：digitalcommerce.taiwantrade.com

限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登記之出進口廠商

數位貿易輔導方案



數位貿易學苑

攜手數位巨擘，辦理4大類數位課程

強化數位貿易及電子商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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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限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登記之出進口廠商

設立數位貿易學苑

 4類課程：跨境電商、數位轉
型、數位行銷、數位商務

 課程合作夥伴：Google、
Facebook 、 LinkedIn 、
Amazon、DHL等

措施內容

 109年4月20日起
開設實體課程 (含
線上直播)

 109年5月起開設
線上學習課程

另有體驗課程，至
多每家提供 6000
元廣告體驗金。

申請期間

廠商無須付費

輔導經費

聯繫窗口：台灣經貿網免費客服專線0800-506-088 網址：digitalcommerce.taiwantrade.com

線上課程：登入線上教室振興措施網站

查看課程資訊 實體及操作體驗課程：線上報名

開始上課

依時程上課

數位貿易學苑



活動網頁
QR CODE

實體(含直播)課程陸續開課中



活動網頁
QR CODE

網址：digitalcommerce.taiwantrade.com

https://digitalcommerce.taiwantr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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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打造最佳數位實力

• 兩大線上防疫專區

• 數位科技打造線上虛擬展館

• 影音行銷助攻強力曝光

• 視訊採洽抗疫情



防疫專區宅經濟專區

包含「傷口照護、敷料及急救用品」、 「康健用品」、 「醫
療耗材」、「手術及臨床治療」、「診斷及監測」、「醫院
及照護設備」及「藥品及健康補給品」等

七大產業、逾1萬項產品

包含「居家用品」、「廚房家電」、「方便食品」 、「視聽
器材」 、「遊戲娛樂」 、「視訊產品」、「健身器材」、
「電腦周邊與手機平版」及「桌遊手工藝」等

八大產業、逾1萬項產品

Stay at Home Economy

因應疫期需求品項，設立專區助攻防疫受惠產業，買主一站式網羅

兩大線上防疫專區 –助攻受惠產業

https://stayathome.taiwantrade.com/ https://anti-epidemic.taiwantrade.com/

https://stayathome.taiwantrade.com/
https://anti-epidemic.taiwantr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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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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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上線虛擬展館

杜塞道夫醫療器材展

泰國國際工業展

日本東京時尚匯集展

漢諾威工業展

越南、泰國、印尼臺灣形象展

巴黎眼鏡展

馬來西亞銀髮健康照護展

自行車展&體育用品展

台灣精品館

https://hosiery.taiwantrade.com/ https://www.taiwantrade.com/mp/idtaiwanexpo

數位科技打造線上虛擬展館

展品將以360度環景呈現

https://hosiery.taiwantrade.com/
https://www.taiwantrade.com/mp/idtaiwanexpo


影音行銷助攻強力曝光

Taiwan 
Global 
Brands

台灣經貿網外語網首頁設置產品影片專區，提升廠商產品能見度。

布建
YouTube專
屬播放清單，
產品資訊全
都露



今年截至5/15為止，共服務379位買主、
媒合1211家次廠商

共服務879位買主、媒合2,441家次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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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蘭卡KIK LANKA (PVT) LTD
線上採購會議上擬採購車床、銑
床、沖壓連續模具等 14

菲律賓 J.C. Domingo 
Enterprises Corporation線上擬
採購包裝機械(罐頭或紙箱)、魚
肉處理機器等

數位貿易力抗景氣-視訊採洽接棒

參與相關國際買主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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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 台灣供應商

>66萬張產品型錄

每日85,000瀏覽人次

每年3250萬瀏覽人次

在地化語系 AI, Cloud, RWD, Big Data

台灣企業專屬的國際電商平台

專業、信賴、優質MIT的企業形象

客製化買主採購服務



台灣經貿網服務生態圈



FINAL

STEP 4

STEP 3

STEP 2

STEP 1
打造專屬的企業網
台灣經貿網、買賣旺、圖文服務、
翻譯、產品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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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潛力市場02
全球貿易大數據平台itrade

針對目標市場行銷03
全球知名跨境電商平台合作、
海外展團數位行銷包

配合O2O活動落實數位成果04
全年逾30個海外展及台灣形象展，成立台
灣經貿網專屬樣品館，O2O全方面推廣

持續曝光 提高網路聲量
05 影音行銷、海外新聞中心、買主電子報

強力曝光

台灣經貿網可以為中小企業做到甚麼?



屬於每家公司的專屬網址

打造專屬的企業網

★ 響應式設計(RWD)，買主瀏覽最方便

★ 亞馬遜AWS雲端技術，買主開啟網站快速又安全

★ 最大空間，產品無限上刊型錄

★ 13種語言接地氣 (NEW法文語系將登場)



★ 企業認證紙本證書

★ 企業認證報告PDF檔

★ 企業認證電子標章及認證檔

企業網About Us
自動展示電子標章

國際第三方企業認證
鄧白氏企業認證，讓買主安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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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服務-掌握行動智慧商機

串接Messenger買主快速上手
結合常用通訊軟體，報價回覆不漏接

整合商機回覆
助攻商務人士運籌帷幄

提供買主輪廓
提供買主在外貿協會的使用頻率、商機互動
狀況、產業偏好，更瞭解買主樣貌!



OPTION 

04
產業電子報
(Newsletter 
Marketing)

跨境電商平台
(Ecommerce 
Marketplace)

OPTION 

05

OPTION 

02 OPTION 

03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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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行銷
(Social Media 
Marketing)

新聞行銷
(Global 
News 
Channels)

影音行銷
(Video 
Marketing)

輔導中小企業運用數位行銷布局海外拓銷



台灣經貿網粉絲團

台灣經貿網

客服信箱：member@taiwantrade.com

免費諮詢：0800-506-088

www.taiwantrade.com

台灣經貿網YouTube

Thank you

官方帳號：@taiwantrade

強化數位貿易及
電子商務措施

mailto:member@taiwantra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