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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前言 

    蔡總統於 2016 年 520 就職演說即宣示推動「新南向政策」，提升臺灣對外經濟的格局及

多元性，重新建構臺灣與亞洲的連結；8 月召開對外經貿戰略會談正式通過「新南向政策綱

領」，將「新南向政策」定位為整體對外經貿戰略的重要一環；行政院依此於 9 月提出「新

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並由經貿談判辦公室負責統籌與協調相關執行工作。 

 

    農委會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成立農業新南向政策工作小組，目標為分散與開發農產品

外銷市場、強化與南向國家之農業合作與交流，期應用我與新南向各國之農業技術合作平

臺，拓展我優良農業資材、技術行銷新南向國家之商機，推動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

多邊或雙邊合作事項。並依據總統指示，擬訂「區域農業發展」旗艦計畫，以「基於雙向互

惠互利，促進我國與新南向國家之區域農業共榮與永續發展，共創雙贏」為願景，積極辦理

各項工作。本會所屬單位與試驗研究機關結合財團法人、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大專院

校、業者、臺(僑)商與國營企業等，以及跨部會政府單位資源，透過雙邊農業交流管道，與

新南向國家深化農業合作與夥伴關係。 

 

    科技處為提供科技農企業與農業從業人員開拓新南向市場所需相關資訊，特彙編「農企

業南向後勤支援資源」手冊一式，內容依「智財管理」、「技術媒合」、「產業情報」、「農企業

投融資」、「海外試驗基地」、「人才諮詢與培訓」、「海外營銷通路」7 個重要的企業國際化經

營主題，分敘載明本會、政府跨部會、與相關法人組織所提供之後勤支援資源；輔以農企業

國際化佈局之應用案例說明。期能協助農企業與農業從業人員有效瞭解與掌握新南向市場的

機會與風險，以為前進發展新南向事業宏圖的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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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南向後援資源分項定義 

一、產業情報 

功能類別 分項資源 內容概述 

產業資訊 

產業分析研究 提供產業分析研究與報告 

產業新聞與研討會

資訊 
提供國內外產業新聞資訊與研討會資訊 

商業資訊 

商情動態 
提供商機商情、交易服務、多維供應商等資料供業者評估參

考 

展覽資訊 提供各大商展參展資訊，提供報名、組團參加等服務 

投資資訊 

市場環境 
提供有興趣朝南向國發展之廠商查詢各個南向目標國之一般

市場情況、競爭對手國在當地之行銷策略及當地政府採購資

訊等訊息。 

投資環境 
提供有興趣朝南向國發展之廠商查詢各個南向目標國之當地

投資條件與給我國業者投資建議等訊息。 

產業概況 

提供有興趣朝南向國發展之廠商查詢各個南向目標國之產業

概況資料如一般產業之興衰情形、整體經濟規模總值、各產

業佔整體經濟分布概況、人均所得、國內生產毛額或產業生

產毛額、企業註冊及資本投入情形、主要貿易夥伴國、進出

口產業項目及其所占比例、當地主要產業之整體發展、法

令、稅法、市場前景、發展瓶頸、消費市場、產品通路、市

場進入建議或拓展建言等訊息。 

投資法規 
提供有興趣朝南向國發展之廠商查詢各個南向目標國之之法

規資訊如食品藥品、醫療器材、美妝等產業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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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企業投融資 

功能類別 分項資源 內容概述 

國內外銀行融

資業務 

共通性融貸服務 
提供短期週轉性貸款、中長期貸款、信用保證融資、各項重

點產業融資業務服務 

資金信用保證 
協助業者透過信用保證制度，分擔銀行承作貸款之信用風

險，提升銀行放貸意願 

政策性貸款 
提供有意前往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東協 10 國、南亞 6 國及

紐澳)投資之業者，透過融資管道取得所需資金 

海外授信業務 
提供遠期信用狀、進出口融資、外幣信用狀開發通知及進、

出口押匯等授信服務 

輸出保險 
提供業者從事輸出貿易時，可能因進口地政治危險或買主信

用危險所造成的損失，提供各類型之保險服務 

政策性投資 

國發基金直接投資 
申請國發基金直接投資，釋出公司股權引進國家資金，協助

業者取得所需營運資金 

政府專案共同投資 
申請國發基金搭配民間專業管理公司(創投/法人投資人)共同

投資，釋出公司股權引進國家資金，取得公司所需營運資金 

其他 

金融政策法規 

提供金融政策法規、商業法令、各金融機構之相關資訊 

提供農業貸款、農業保險等農業金融政策法規、農業金融機

構之相關資訊 

提供財會、審計、稅務等相關法制、各會計師事務所及職業

會計師之資訊 

投資媒合 協助業者與創投業者、金融業者投資媒合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 
提供財會、審計、稅務、企業籌資、組織併購整合、企業價

值評估等顧問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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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營銷通路 

功能類別 分項資源 內容概述 

法規諮詢 

外銷貿易諮詢與障

礙商洽 

有關檢驗檢疫、關稅、進口配額、保護性政策等的貿易障礙

諮詢與解答。 

國際行銷策劃與推

動 

海外業務拓展與海外通路佈局之諮詢。 

動植物防疫檢疫諮

詢 

農產品之進出口品項的檢疫規定與防疫的政策資訊提供。 

通路拓展暨商

機媒合 

海外拓銷 

國際行銷客製化服務 

市場開發專案(收費) 

行銷諮詢服務(免費) 

媒合跨境電商行銷 
引導介紹運用海外當地的電子商務平台推展產品的商務活

動。 

提供海外商務中心 提供使用外貿協會海外商務中心辦公場地及設備。 

出口認證 

原產地及加工證明 標示於本地生產與加工作業的證明文件。 

產品認證  確保產品係依據外銷國家相關食品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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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諮詢與培訓 

功能類別 分項資源 內容概述 

專業人才諮詢 

國際企業管理人才 企業國際化所需經營管理人才的媒合諮詢 

南向國當地人才諮

詢 
印度、越南、馬來西亞當地人才的諮詢 

專案聘任諮詢 

整廠輸出規劃管理 海外生產製造所需高階專案人才的諮詢 

海外銷售通路拓展 國際通路拓展所需專案管理人才的諮詢 

教育訓練課程 

國貿人才養成訓練 農業從業人員之國貿專業培育與輔導課程 

金融人才養成訓練 農業從業人員之國際金融專業培育課程 

 

五、技術媒合服務 

功能類別 分項資源 內容概述 

技術媒合 

農業技術交易 
農業技術技轉公告、農業技術專利、品種權查詢、技術交易

展資訊、提供技術媒合服務與諮詢 

技術成果媒合平台 提供農委會、科技部計畫成果查詢與技術媒合服務 

商品化事業化服務 
提供農業技術套組整合、商品化事業化評估、營運模式規

劃、商機媒合與新事業成立等服務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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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財管理 

功能類別 分項資源 內容概述 

智財管理服務 

企業專屬智財服務 
提供企業客製化教育訓練、智財策略運用、智財維權管理、

智財申請保護等服務 

專利分析與專利佈

局 

協助企業進行技術能量盤點、相關專利檢索、專利分析與佈

局，以確認自身競爭優劣勢，並建立防禦與迴避等策略 

智財維權管理 
客製化智財風險管

理 

為企業檢視海外市場發展的智財權潛在風險，例如「授

權」、「洩密」、「仿冒」等議題，並提供風險對策建議，讓企

業前進海外發展時事先做好萬全準備 

營業秘密管理 
營業秘密輔導諮詢

服務 

提供設定管理政策目標、指定營業秘密並分級、建置管理措

施等服務 

 

七、海外試驗基地 

功能類別 分項資源 內容概述 

駐地技術合作 

駐地協助服務 在海外當地由台灣駐地單位提供相關協助及服務 

國際科研合作 尋求在海外當地進行共同科技合作試驗與研究 

區域試驗推廣 

海外區域試驗 在海外當地尋找適合的試驗生產基地 

產區諮詢推廣 「區域試驗田」推廣之諮詢服務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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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項資源內容說明 

一、產業情報 

(一)產業資訊 

1. 產業分析研究 

(1) IEK產業情報網 

資源名稱 IEK 產業情報網 

資源簡介 
提供各領域產業資訊與趨勢分析服務，以創造企業附加價值，提升產業競爭

力，並提供客戶專業諮詢與顧問服務。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產業焦點 

產業焦點報告內容含括產銷調查/分析/預測、產業動態/發展、市場趨勢、技

術趨勢/應用、廠商競爭分析等深入的剖析。 

2. 產業趨勢 

IEK 產業分析師對外研討會之簡報檔案，依各產業領域分類上載到會員服務

平台。另有產業季報分析，依產業別分類 

3. 產業新聞 

農業相關研討會、說明會、展覽、論壇等活動資訊發布，可依類型、領域

別、功能別、產業別及關鍵字等搜尋感興趣活動。 

4. 研討會 

舉辦各類產業趨勢研討會，另提供過往研討會影音檔供購買。 

收費狀況 

 依客戶需求提供多元服務與選擇: 

I 卡會員: 可瀏覽免費評析、簡報圖表與 IEK 趨勢研討會等重要活動訊息； 

E 卡會員: 客製化會員服務，依所選產業別報價。 

K 金卡會員: 模組套餐選擇，依不同產業領域可觀看深度產業趨勢報告、關

鍵技術、產銷圖表，並提供互動諮詢、到府簡報與研討會服務；依所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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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費約 11~24 萬。 

 平面出版品 

產業年鑑，約 6,000~15,000 元； 

產業總覽工具書，約 1,200~20,000 元；  

簡報書，約 4,000~10,000 元； 

專題報告，450 元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承辦人 張先生 

iekconsult@itri.org.tw 

或點選網站上「聯絡我們」依表單填寫需

求，會有專人回覆 

聯絡電話 03-5912340/ 03-5917707 

相關網站 IEK 產業情報網  http://ieknet.iek.org.tw/ 

(2)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 ATIIP 

資源名稱 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 ATIIP 

資源簡介 
提供國內外產業發展現況與市場趨勢預測、產業新資訊、智財布局研究、創新

農業技術發展資訊、產業議題平溪，及產業研討會資訊等消息。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研究報告 

提供國內外農業科技相關產業政策、發展趨勢、智財資訊、法規分析、市場

情報等資訊分析，可依領域別、功能別、產業別、出版日及關鍵字等搜尋分

析報告。 

2. 產業新聞 

蒐集國內外農業相關新聞資訊，供了解即時、精準的農業科技產業動態。 

3. 綜合訊息 

農業相關研討會、說明會、展覽、論壇等活動資訊發布，可依類型、領域

別、功能別、產業別及關鍵字等搜尋感興趣活動。 

4. 訊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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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電子報，定期提供最新農業科技情報資訊。 

收費狀況 

加入會員可免費瀏覽產業新聞、綜合訊息、研究報告，而研究報告完整內容

下載則依各報告點數需求下載。點數為購買方式取得，可視需求購買。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農業科技研究院 承辦人 張先生/周小姐 

atiip_service@mail.atri.org.tw 聯絡電話 03-5185113/ 03-5185115 

相關網站 ATIIP 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  http://atiip.atri.org.tw/Index/index.aspx 

(3)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資源名稱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資源簡介 提供包含 27 大分類之全部台灣產業之國、內外經濟及產業之研究分析。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研究分析報告資料庫 

系統化分析產業相關資料，預測產業景氣，以產業基本資料、產業報導、年
報、專題及個是圖表來呈現產業最新脈動與景氣。 

2. 產業景氣信號資料庫 

依個別產業需求、原物料投入、成本、售價、經營環境等五大細項指標，經
加權計算轉換成景氣信號提供參考。 

3. 企業資料庫 

以全國上市、櫃及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報數據加值完成，包含經營團隊、股權
分布、轉投資企業、個是財務指標、產品分布等指標數據。 

4. 產銷存統計資料庫 

提供各產業產銷存狀態之消長，作為研判產業發展趨勢及預測未來景氣之重
要依據。 

收費狀況 

需加入會員，依所選產業別與資訊服務內容提供報價。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台灣經濟研究院 承辦人 徐先生 

tie@tier.org.tw  
聯絡電話 02-25860123#466 

mailto:tie@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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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https://tie.tier.org.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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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新聞與研討會資訊 

(1)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 ATIIP 

資源名稱 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 ATIIP 

資源簡介 
提供國內外產業發展現況與市場趨勢預測、產業新資訊、智財布局研究、創新

農業技術發展資訊、產業議題平溪，及產業研討會資訊等消息。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研究報告 

提供國內外農業科技相關產業政策、發展趨勢、智財資訊、法規分析、市場

情報等資訊分析，可依領域別、功能別、產業別、出版日及關鍵字等搜尋分

析報告。 

2. 產業新聞 

蒐集國內外農業相關新聞資訊，供了解即時、精準的農業科技產業動態。 

3. 綜合訊息 

農業相關研討會、說明會、展覽、論壇等活動資訊發布，可依類型、領域

別、功能別、產業別及關鍵字等搜尋感興趣活動。 

4. 訊息報導 

發佈電子報，定期提供最新農業科技情報資訊。 

收費狀況 

加入會員可免費瀏覽產業新聞、綜合訊息、研究報告，而研究報告完整內容

下載則依各報告點數需求下載。點數為購買方式取得，可視需求購買。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農業科技研究院 承辦人 張先生/周小姐 

atiip_service@mail.atri.org.tw 聯絡電話 03-5185113/ 03-5185115 

相關網站 ATIIP 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  http://atiip.atri.org.tw/Index/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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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EK產業情報網 

資源名稱 IEK 產業情報網 

資源簡介 
提供各領域產業資訊與趨勢分析服務，以創造企業附加價值，提升產業競爭

力，並提供客戶專業諮詢與顧問服務。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產業焦點 

產業焦點報告內容含括產銷調查/分析/預測、產業動態/發展、市場趨勢、技
術趨勢/應用、廠商競爭分析等深入的剖析。 

2. 產業趨勢 

IEK 產業分析師對外研討會之簡報檔案，依各產業領域分類上載到會員服務
平台。另有產業季報分析，依產業別分類 

3. 產業新聞 

農業相關研討會、說明會、展覽、論壇等活動資訊發布，可依類型、領域
別、功能別、產業別及關鍵字等搜尋感興趣活動。 

4. 研討會 

舉辦各類產業趨勢研討會，另提供過往研討會影音檔供購買。 

收費狀況 

 依客戶需求提供多元服務與選擇: 

I 卡會員: 可瀏覽免費評析、簡報圖表與 IEK 趨勢研討會等重要活動訊息； 

E 卡會員: 客製化會員服務，依所選產業別報價。 

K 金卡會員: 模組套餐選擇，依不同產業領域可觀看深度產業趨勢報告、關
鍵技術、產銷圖表，並提供互動諮詢、到府簡報與研討會服務；依所選模組
年費約 11~24 萬。 

 平面出版品 

產業年鑑，約 6,000~15,000 元； 

產業總覽工具書，約 1,200~20,000 元；  

簡報書，約 4,000~10,000 元； 

專題報告，450 元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承辦人 張先生 

iekconsult@itri.org.tw 

或點選網站上「聯絡我們」依表單填寫需
求，會有專人回覆 

聯絡電話 03-5912340/ 03-5917707 

相關網站 IEK 產業情報網  http://ieknet.iek.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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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業資訊 

1.商情動態 

(1)台灣經貿網 Taiwantrade 活動匯 

資源名稱 台灣經貿網 Taiwantrade 活動匯 

資源簡介 
提供商機商情、交易服務、多維供應商資料庫等功能，並提供電子型錄管理系

統、商機資料加值服務及客製化線上交易等機制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提供國內外徵展訊息、採購洽談需求、研討會與說明會資訊、貿訪/拓銷團

活動、培訓課程等相關資料平台，可依需求搜尋各產業、各地區活動資訊不

遺漏，線上連結各活動報名。 

收費狀況 

 參展活動依各展覽規範，詳閱各團參加作業規範； 

 培訓課程依各活動公告收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承辦人 陳小姐 

taitra@taitra.org.tw 聯絡電話 02-27255200#1590 

相關網站 台灣經貿網 活動匯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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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MVP plan 

資源名稱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MVP plan 

資源簡介 

為協助業者拓展新興市場消費商機，推動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優化商

情資訊，透過總體基盤研究、市場深度調查、市場商情加值整合資訊，提供業

者評估參考。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商情資訊 

提供商情資料庫，可選擇國家與產業類別，交叉比對商情資料。並提供新興

市場消費者調查，協助業者掌握商機。提供新南向國家之焦點新聞，提供說

明會、交流會、參展資訊、國際論壇等消息發布。另可下載研討會/論壇講

義、ING 新興市場誌。 

2. 商機媒合 

提供國際大型流通網絡媒合平台，掌握國際大型買主需求，透過輔導、合作

提案等方式，帶領業者與買主進行媒合洽談，組成跨國聯盟，開發新興市

場。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所 承辦人 丁小姐 

mvp_plan@cdri.org.tw 
聯絡電話 

02-77133777 

02-77074919 

相關網站 MVP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https://mvp-plan.cdri.org.tw/ 

 

  

mailto:mvp_plan@cd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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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覽資訊 

(1)台灣經貿網 Taiwantrade 活動匯 

資源名稱 台灣經貿網 Taiwantrade 活動匯 

資源簡介 
提供商機商情、交易服務、多維供應商資料庫等功能，並提供電子型錄管理系

統、商機資料加值服務及客製化線上交易等機制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提供國內外徵展訊息、採購洽談需求、研討會與說明會資訊、貿訪/拓銷團

活動、培訓課程等相關資料平台，可依需求搜尋各產業、各地區活動資訊不

遺漏，線上連結各活動報名。 

收費狀況 

 參展活動依各展覽規範，詳閱各團參加作業規範； 

 培訓課程依各活動公告收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承辦人 陳小姐 

taitra@taitra.org.tw 聯絡電話 02-27255200#1590 

相關網站 台灣經貿網 活動匯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index.aspx 

(2)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MVP plan 

資源名稱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MVP plan 

資源簡介 

為協助業者拓展新興市場消費商機，推動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優

化商情資訊，透過總體基盤研究、市場深度調查、市場商情加值整合資

訊，提供業者評估參考。並提供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商情資訊 

提供商情資料庫，可選擇國家與產業類別，交叉比對商情資料。並提供新興

市場消費者調查，協助業者掌握商機。提供新南向國家之焦點新聞，提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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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會、交流會、參展資訊、國際論壇等消息發布。另可下載研討會/論壇講

義、ING 新興市場誌。 

2. 商機媒合 

提供國際大型流通網絡媒合平台，掌握國際大型買主需求，透過輔導、合作

提案等方式，帶領業者與買主進行媒合洽談，組成跨國聯盟，開發新興市

場。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所 承辦人 丁小姐 

mvp_plan@cdri.org.tw 
聯絡電話 

02-77133777 

02-77074919 

相關網站 MVP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https://mvp-plan.cdri.org.tw/ 

(3)貿協全球資訊網 

資源名稱 貿協全球資訊網 

資源簡介 提供亞太、中東、歐洲、非洲、美洲地區之國家總體資料與貿易實務資料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國家總體資料 

基本資料查詢、主要產業概況、與我國經貿關係、市場環境分析、投資

環境分析、拓展建議、總體經濟指標、主要進出口資訊、重要商展等資

訊查詢。 

2. 貿易實務資料 

提供進出口廠商、貿易統計、關稅、動態商情、全球原物料、重要展

覽、主要機場港口、匯率、船期、商旅資訊、重要經貿網站連結等資

訊。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承辦人 蔡小姐/ 陳先生 

library@taitra.org.tw 聯絡電話 
02-27255200#1422 

02-27255200#2263 

mailto:mvp_plan@cd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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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 貿協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traesource.com/ 

 

(4)貿協-產業拓展處 全球拓展活動 

資源名稱 貿協-產業拓展處 全球拓展活動 

資源簡介 

進行國外拓展活動，如辦理海外參展團、貿易訪問團，帶領廠商參加海外專業

展覽，拓銷潛力市場；協助外商來台採購服務，創造商機。此網站提供相關活

動報名平台。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海外參展團 

每年評估挑選全球具代表性之大型或重要產業國際專業展，設立台灣國

家館的整體形象展出方式籌組參展團赴海外拓銷。 

2. 海外拓銷團 

每年籌組大型綜合貿易訪問團或中小型之產業專業拓銷團，赴新興市場

或具拓銷潛力之重點市場，以辦理貿易洽談會方式爭取商機並進行相關

產業之國外參訪活動。 

3. 採購洽談會 

洽邀年營業額超過 1 億美元或年採購金額 1000 萬美元以上之大型外商來

台採購，辦理採購政策說明會，並安排與我商進行一對一洽談，以創造

商機。另外針對台灣優勢產業舉辦全球採購夥伴大會及大型商機媒合會

等活動，促成國外買主來台採購，協助中小型企業爭取商機。 

收費狀況 

1. 國外拓展活動依各團作業規範，多為必要分攤費用與保證金。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承辦人 依各活動顯示承辦人 

mdd@taitra.org.tw 聯絡電話 02-27255200 

相關網站 
貿協-產業拓展處 全球拓展活動  http://www.taitraesource.com/ 

外貿協會產業拓展處 FB  https://www.facebook.com/TAITRA.IM/?ref=bookmarks 

http://www.taitraesou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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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資訊 

1. 市場環境 

貿協全球資訊網 

資源名稱 貿協全球資訊網 

資源簡介 

 為協助廠商迅速從浩瀚的網路資訊大海中，擷取所需正確之資訊，以利佈局全球，

拓展對外貿易，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架設貿協全球資訊網提供各個南向目標國

之市場環境分析資料，對有興趣朝南向國發展之廠商查詢使用。市場環境分析資

料包含： 

1. 一般市場情況：提供如當地人口數、人口結構、種族組成、主體文化、宗教

信仰、貿易習慣或市場進入建議等相關訊息。 

2. 競爭對手國在當地之行銷策略：提供如競爭對手國如何利用建立商場並配合

拓銷活動、投資帶動貿易、貿易協定或提供援助建立良好社會形象等策略進

攻目標國市場。  

3. 當地政府採購資訊：針對欲成為當地政府採購之供應商提供網站平台查詢當

地政府相關單位之採購清單。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南向目標國市場環境分析資料可直接上貿協全球資訊網查詢取得。若有進一

步想瞭解之處，可再與外貿協會之駐外單位聯繫以尋求協助。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駐外單位之聯繫窗口： 

孟加拉楊冬松 880-2-9840704/dhaka@taitra.org.tw  

緬甸葉人誠 95-1-8603461/yangon@taitra.org.tw 

泰國陳怡君 66-2-6514470/bangkok@taitra.co.th 

馬來西亞蕭春雁 60-3-20312388/kl@taitra.org.tw 

新加坡張碧容 65-62350369/singapore@taitra.org.tw 

印尼廖俊生 62-21-5741102/jakarta@taitra.org.tw 

越南唐明輝 84-28-39390837/hcmcity@taitra.org.tw 

印度蔡岱峯 91 - 44 - 30063616/chennai@taitra.org.tw 

澳大利亞蘇莉莉 61 - 2 - 92794800/sydney@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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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陳明淵 64-4-4736474/tecowec@taipei.org.nz 

 

收費標準 

免收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駐外單位 

承辦人 依南向目標國而定 聯絡電話 依南向目標國而定 

相關網站 貿協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traesource.com/default.asp 

 

2.投資環境 

貿協全球資訊網 

資源名稱 貿協全球資訊網 

資源簡介 

為協助廠商迅速從浩瀚的網路資訊大海中，擷取所需正確之資訊，以利佈局全

球，拓展對外貿易，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架設貿協全球資訊網提供各個南向

目標國之投資環境分析資料，對有興趣朝南向國發展之廠商查詢使用。投資環

境分析資料包含： 

1. 當地投資條件：提供如整體投資條件（地理位置與條件、國土面積、氣候條

件或投資政策等）、投資環境優劣勢、外商在當地投資狀況（產業投資項

目、投資金額等）、台商在當地經營產業類別及其情況（投資件數、投資金

額、當地台商數、台商投資地點等）等相關訊息。 

2. 給我國業者投資建議：提供如廠商在當地應注意事項、可投資產業型態或產

品項目等相關訊息。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南向目標國投資環境分析資料可直接上貿協全球資訊網查詢取得。若有進一

步想瞭解之處，可再與外貿協會之駐外單位聯繫以尋求協助。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駐外單位之聯繫窗口： 

孟加拉楊冬松 880-2-9840704/dhaka@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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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葉人誠 95-1-8603461/yangon@taitra.org.tw 

泰國陳怡君 66-2-6514470/bangkok@taitra.co.th 

馬來西亞蕭春雁 60-3-20312388/kl@taitra.org.tw 

新加坡張碧容 65-62350369/singapore@taitra.org.tw 

印尼廖俊生 62-21-5741102/jakarta@taitra.org.tw 

越南唐明輝 84-28-39390837/hcmcity@taitra.org.tw 

印度蔡岱峯 91 - 44 - 30063616/chennai@taitra.org.tw 

澳大利亞蘇莉莉 61 - 2 - 92794800/sydney@taitra.org.tw 

菲律賓陳明淵 64-4-4736474/tecowec@taipei.org.nz 

 

收費標準 

免收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駐外單位 

承辦人 依南向目標國而定 聯絡電話 依南向目標國而定 

相關網站 貿協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traesource.com/default.asp 

 

3. 產業概況 

貿協全球資訊網 

資源名稱 貿協全球資訊網 

資源簡介 

為協助廠商迅速從浩瀚的網路資訊大海中，擷取所需正確之資訊，以利佈局全球，
拓展對外貿易，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架設貿協全球資訊網提供各個南向目標國
之產業概況資料，對有興趣朝南向國發展之廠商查詢使用。產業概況資料包含一
般產業之興衰情形、整體經濟規模總值、各產業佔整體經濟分布概況、人均所得、
國內生產毛額或產業生產毛額、企業註冊及資本投入情形、主要貿易夥伴國、進
出口產業項目及其所占比例、當地主要產業之整體發展、法令、稅法、市場前景、
發展瓶頸、消費市場、產品通路、市場進入建議或拓展建言等。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南向目標國產業概況資料可直接上貿協全球資訊網查詢取得。若有進一步想

瞭解之處，可再與外貿協會之駐外單位聯繫以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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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駐外單位之聯繫窗口： 

孟加拉楊冬松 880-2-9840704/dhaka@taitra.org.tw  

緬甸葉人誠 95-1-8603461/yangon@taitra.org.tw 

泰國陳怡君 66-2-6514470/bangkok@taitra.co.th 

馬來西亞蕭春雁 60-3-20312388/kl@taitra.org.tw 

新加坡張碧容 65-62350369/singapore@taitra.org.tw 

印尼廖俊生 62-21-5741102/jakarta@taitra.org.tw 

越南唐明輝 84-28-39390837/hcmcity@taitra.org.tw 

印度蔡岱峯 91 - 44 - 30063616/chennai@taitra.org.tw 

澳大利亞蘇莉莉 61 - 2 - 92794800/sydney@taitra.org.tw 

菲律賓陳明淵 64-4-4736474/tecowec@taipei.org.nz 

收費標準 

免收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駐外單位 

承辦人 依南向目標國而定 聯絡電話 依南向目標國而定 

相關網站 貿協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traesource.com/default.asp 

4. 投資法規 

新南向政策專網 

資源名稱 新南向政策專網 

資源簡介 

為協助廠商迅速從浩瀚的網路資訊大海中，擷取所需正確之資訊，以利佈局全球，

拓展對外貿易，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架設新南向政策專網提供各個南向目標國之法

規資訊，包含食品藥品、醫療器材、美妝等產業相關法規。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南向目標國法規資訊可直接上新南向政策專網查詢取得。若有進一步想瞭解

之處，可再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駐外單位聯繫以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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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駐外單位之聯繫窗口： 

菲律賓王組長耀輝 63-2-8876688/philippines@moea.gov.tw  

緬甸蕭組長俊 002-95-1-527-249/tecoecon.mm@gmail.com 

泰國許組長志明 66-2-6700-200#360/tecoecon.th@gmail.com 

馬來西亞張組長明 60-3-21620021/malaysia@moea.gov.tw 

新加坡陳組長永乾 65-65000100/tpetrade@singnet.com.sg 

印尼蕭組長振寰 62-21-515-3939/ecoidn@mofa.gov.tw 

越南詹組長聯興 84-24-3833-5510 /ecohn@netnam.vn 

印度楊組長宏 91-11-46077777/india@moea.gov.tw 

澳大利亞路組長豐璟 61-2-61202000/australia@moea.gov.t 

紐西蘭楊組長健明 64-4-4736474/tecowec@taipei.org.nz 

 

收費標準 

免收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駐外單位 

承辦人 依南向目標國而定 聯絡電話 依南向目標國而定 

相關網站 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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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企業投融資 

(一) 國內外銀行融資業務 

1.共通性融貸服務 

資源名稱 共通性融貸服務 

資源簡介 
提供短期週轉性貸款、中長期貸款、信用保證融資、各項重點產業融資業務服

務 

服務內容 

貸款額度 

視個案情況申請 

貸款年限 

視借款人之信用評等、還款來源、擔保品等因素綜合評估之，請親洽各地承辦

金融機構承辦人。 

利率標準 

視借款人之信用評等、借款期限、還款來源、擔保品等因素綜合評估之，請親

洽各地承辦金融機構承辦人。 

聯絡方式 請洽全國各商業銀行、全國農業金庫(參考附件)、各縣市農漁會 

相關網站 請洽全國各商業銀行、全國農業金庫、各縣市農漁會官方網站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第 26 頁，共 66 頁 

2. 資金信用保證 

(1)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資源名稱 資金信用保證-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資源簡介 
協助業者透過信用保證制度，分擔銀行承做貸款之信用風險，提升銀行放貸意

願 

服務內容 

保證對象 

1. 中小企業：符合行政院核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惟不含金

融及保險業、特殊娛樂業 

2. 創業個人：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為所創或所營中小企業之負

責人或出資人，並符合「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點」規定之創業青年 

3. 其他：經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董事會通過並經經濟部核准之保證對象 

申請方式 

1. 直接保證：直接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出申請 

2. 間接保證：由承貸金融機構提出申請 

保證手續費收費標準 

1. 間接保證之年費率：原則為 0.5%~1.5%(除另有規定外)。  

2. 批次保證之年費率為 0.25%~1.25%。 

3. 直接保證之年費率為 0.5%~3.5%。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連絡電話 

直接保證諮詢專線 0800-

699-588 

企業客服諮詢專線 

0800-089-921 

間接保證 

(02)2321-426 分機 366、

768 

相關網站 http://www.smeg.org.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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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信用保證 

資源名稱 資金信用保證-農業信用保證 

資源簡介 
協助業者透過信用保證制度，分擔銀行承做貸款之信用風險，提升銀行放貸意

願 

服務內容 

保證對象 

農漁友或農漁企業(團體、獨資、合夥、公司、合作組織)，只要信用良好且
「實際」從事下列事項之一者： 

1. 從事農作物栽培、林業生產、漁撈養殖、禽畜飼養者 

2. 從事農林漁牧產品及食品加工、銷售買賣、冷凍、倉儲、餐飲、運輸服務
者 

3. 經營農場、果園、茶園、漁場、禽畜牧場等農林漁牧休閒事業者 

4. 從事農、漁機具、設備、肥料、飼料、農藥、動物用藥品等農林漁牧用資
材製銷者 

5. 育苗、整地、播種、除草、病蟲害防治、醫療配種、乾燥、分級或選洗包
裝等農漁事服務業者 

6. 農業生物科技業者 

申請方式 

與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簽約之金融機構申請直接保證：直接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提出申請 

1. 農業金融機構：農會、漁會、全國農業金庫 

2. 一般金融機構：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
行、第一銀行、台灣企銀、京城銀行、永豐銀行、新光銀行、國泰世華銀
行、台中銀行 

貸款用途 

農業經營所需之週轉金及資本性支出(如購置機械設備)等用途 

保證手續費收費標準 

1. 個人戶：每萬元一年保證手續費約為 10-70元。 

2. 企業戶：每萬元一年保證手續費約為 50-140元。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連絡電話 (02)2311-6216 

相關網站 http://www.acg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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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外信用保證 

資源名稱 資金信用保證-海外信用保證 

資源簡介 
協助業者透過信用保證制度，分擔銀行承做貸款之信用風險，提升銀行放貸意

願 

服務內容 

保證對象 

本基金保證之對象包括僑民、僑營事業及台商事業 

申請方式 

與開辦海外信保業務之金融機構申請 

貸款用途 

用於營運所需之資本支出及營業週轉 

保證手續費收費標準 

1. 保證期間第一至二年，保證手續費年率為 0.625%。  

2. 保證期間超過二至四年部分，保證手續費年率為 0.5%。 

3. 保證期間超過四年部分，保證手續費年率為 0.1%。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連絡電話 (02)2375-2961 

相關網站 http://www.ocgfu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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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性貸款 

資源名稱 新南向政策貸款 

資源簡介 
提供有意前往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東協 10國、南亞 6國及紐澳)投資之業者，

透過融資管道取得所需資金 

服務內容 

保證對象 

1. 申貸企業之本國人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且在國內仍有營業實績及事實 

2. 新南向國家投資計畫經經濟部核准或核備 

3. 申貸企業直接或間接(例如，透過子公司)持有國外投資事業出資額不得低
於百分之二十(含本次對外投資)，且國外投資事業須為申貸企業之從屬公
司或關聯企業(參照公司法或企業會計準則第六號公報) 

申請方式 

與貸款承作金融機構申請 

貸款用途 

1. 借款人支應國外投資事業取得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資產所需資本性支
出。 

2. 以現金匯出，或以購置、產出機器設備、零配件、原料、半成品或成品輸
出作為股本投資。 

3. 以現金匯出從事海外投資事業併購 

貸款額度 

以借款人投資計畫所需總金額之百分之七十為限，且每一申請人申請本項授信
額度最高以新台幣五千萬元為限 

貸款期限 

貸款用途為取得土地、廠房者最長 15年；取得生產機器設備者最長不逾固定資
產耐用年數 

貸款利率收費標準 

視借款人之信用評等、借款期限、還款來源、擔保品等因素綜合評估之，請親
洽各地承辦金融機構承辦人 

聯絡方式 
請洽全國各商業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全國農業金庫(參考附件一)、各縣市農

漁會 

相關網站 
請洽全國各商業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全國農業金庫、各縣市農漁會官方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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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外授信業務 

資源名稱 海外授信服務 

資源簡介 
提供遠期信用狀、進出口融資、外幣信用狀開發通知及進、出口押匯等授信服

務。 

服務內容 

授信對象 

1. 我國境外之法人、政府機關、金融機關 

2.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我國境內法人，個人、政府或金融機 

授信內容 

1. 短、中、長期放款。 

2. 遠期信用狀、D/A、D/P、O/A進口融資 

3. 外幣信用狀開發通知及進、出口押匯 

4. 其他 

申請方式 

請洽全國各商業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申請 

收費標準 

視個案業務及各金融機構手續費收費標準 

聯絡方式 請洽全國各商業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請參考附件) 

相關網站 請洽全國各商業銀行(請洽附件)、中國輸出入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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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出保險 

資源名稱 輸出保險服務 

資源簡介 
協助業者從事輸出貿易時，可能因進口地政治危險或買主信用危險所造成的損

失，提供各類型之保險服務。 

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 

託收方式(D/P、D/A)輸出綜合保險、記帳方式(O/A)輸出綜合保險、中小企業安

心出口保險、全球通帳款保險、信用狀貿易保險、中長期延付輸出綜合保險、

海外投資保險、海外工程保險。 

承保範圍 

1. 政治危險：輸出目的地政府變更法令或發生戰爭、天災等致貨物不能進口

或不能匯兌等，以致貨款不能收回之損失。 

2. 信用危險：進口商不依約付款，不依約承兌或承兌到期不付款等所致損

失。 

申請方式 

請洽詢中國輸出入銀行輸出保險部申請 

收費標準 

1. 國外應收帳款託收手續費：原則上依據出口商業發票金額按千分之一至千

分之三固定比率逐筆計收，每筆最低收費新臺幣壹仟元整。 

2. 信用狀通知手續費：每筆捌百元整。 

3. 輸出保險徵信費用收費：收費標準依買主所在國家不同，請洽承辦窗口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國輸出入銀行 聯絡電話 

(02) 2394-8145 

輸出保險客服專線：

0800-090511 

輸保服務信箱：eximbank@eximbank.com.tw 

相關網站 http://www.exim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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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政策性投資 

1. 國發基金直接投資 

資源名稱 國發基金直接投資 

資源簡介 
申請國發基金直接投資，釋出公司股權引進國家資金，協助業者取得所需營運

資金。 

服務內容 

投資對象 

國內具發展潛力且未上櫃、上市企業 

可申請投資金額 

當次募資金額超過新台幣 5億元 

申請流程 

一般民間申請投資案件，經分析評估後，先提交投資評估審議委員會審查通

過，再經管理委員會審核同意後參加投資 

收費標準 

申請企業無須付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聯絡電話 (02)2389-0633 

國發基金服務信箱：dfservice@df.gov.tw 

相關網站 https://www.df.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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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專案共同投資 

(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加強投資中小企業服務計畫」 

資源名稱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加強投資中小企業服務計畫」 

資源簡介 
申請國發基金搭配民間專業管理公司(創投/法人投資人)共同投資，釋出公司股

權引進國家資金，取得公司所需營運資金。 

服務內容 

計畫金額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匡列新台幣 100億元 

投資對象 

1. 國內具發展潛力且未上櫃、上市之中小企業 

2. 因新投資計劃或國際技術移轉、合作有募資需求，院引進專業管理公司及

政府投資之中小企業 

推動辦公室服務項目 

1. 諮詢服務：設立投資服務專線，提供中小企業投資諮詢服務。 

2. 案源徵求：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可透過政府單位推薦或主動向投資服務

辦公室洽詢。 

3. 個案加值：辦理「企業募資」加值輔導課程。 

4. 媒合服務：辦理投資媒合會協助中小企業與創投資金接軌。 

5. 整合輔導：整合與轉介中小企業相關輔導資源。 

收費標準 

申請企業無須付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投資服務窗

口 
聯絡電話 (02)2368-081#354、342 

服務信箱：smeinvest2@moea.gov.tw、smeinvest@moea.gov.tw 

相關網站 http://investment.sme.gov.tw/index.php 

 

mailto:smeinvest2@mo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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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部工業局「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推動計畫」 

資源名稱 經濟部工業局「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推動計畫」 

資源簡介 
申請國發基金搭配民間專業管理公司(創投/法人投資人)共同投資，釋出公司股

權引進國家資金，取得公司所需營運資金。 

服務內容 

計畫金額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匡列新台幣 100億元 

投資對象 

限國內策略性服務業，即符合兩大兩高(產業關聯大、就業規模大、高產值、高

輸出潛力)且未上櫃或上市之策略性服務業，包括資訊服務業、華文電子商務、

數位內容、雲端運算、會展產業、美食國際化、國際物流、養生照護(健康照

護)、設計服務業等 9項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業 

推動辦公室服務項目 

1. 投資媒合：協助與本方案所遴選之專業管理公司投資媒合，並提供企業相

關策略合作、技術、商機等媒合機會，嘗試推動同業合作或異業結合，以

協助企業擴大商機 

2. 客製化募資輔導：針對募資企業之屬性及條件，提供客製化與深度之募資

輔導，並視需求轉介其他輔導資源或補助計畫，提供所適資源，並輔以預

先媒合，提高媒合效率，降低投資障礙。 

收費標準 

申請企業無須付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經濟部工業局加強投資策略性

服務業推動辦公室  
承辦人 馮小姐 

服務信箱: sandy_feng@mail.tca.org.tw 聯絡電話 (02)2704-1077  

相關網站 www.issi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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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部工業局「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推動計畫」 

資源名稱 經濟部工業局「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推動計畫」 

資源簡介 
申請國發基金搭配民間專業管理公司(創投/法人投資人)共同投資，釋出公司股

權引進國家資金，取得公司所需營運資金。 

服務內容 

計畫金額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匡列新台幣 100億元 

投資對象 

1. 凡屬產業升級轉型方案之短中期重點推動產業之製造業，且符合政策規範

要件之四軸（推高值、補關鍵、展系統、育新興）及三化（智慧化、綠色

化、文創化）之未上市/櫃者。 

2. 其他經工業局經專案認定之其他製造業。 

推動辦公室服務項目 

投資諮詢服務、專業輔導、投資媒合服務 

收費標準 

申請企業無須付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經濟部工業局加強投資策略性

製造業推動辦公室  
承辦人 陳蔡文先生 

服務信箱: tom.chen@tvca.org.tw 聯絡電話 (02)2703-5525#28 

相關網站 www.psis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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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 

1. 金融法規 

(1) 金融政策法規 

資源名稱 金融政策法規 

資源簡介 提供銀行法規及相關金融政策法規之相關資訊。 

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 

1. 提供銀行法令、函釋、金融知識及相關金融活動訊息 

2. 提供銀行業各項監理資訊及金融統計指標 

收費標準 

免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

局 
聯絡電話 

1. (02)8968-9999 

2.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 
2. (02)8596-2229 

相關網站 
https://www.banking.gov.tw/ 

www.ba.org.tw/ 

 

  

https://www.banking.gov.tw/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第 37 頁，共 66 頁 

(2) 農業金融政策法規 

資源名稱 農業金融政策法規 

資源簡介 提供農業金融政策法規、農業保險、政策性農貸之相關資訊。 

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 

1. 提供農業金融法規法令、函釋及相關金融活動訊息 

2. 農業保險、政策性農貸之相關作業規範 

3. 各項農業金融統計數據 

收費標準 

免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金融局 聯絡電話 

(02)2351-6633 

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388599 

相關網站 https://www.boaf.gov.tw/ 

(3) 財會、審計、稅務資訊 

資源名稱 財會、審計、稅務資訊 

資源簡介 提供財會、審計、稅務等相關法制、各會計師事務所及執業會計師之資訊 

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 

1. 提供財會、審計、稅務制度及相關規範資訊 

2. 國內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執業登記查詢 

收費標準 

免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聯合會 聯絡電話 (02)2392-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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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 www.roccpa.org.tw/ 

2. 投資媒合 

資源名稱 資金媒合 

資源簡介 協助業者與創投業者、金融業者投資媒合。 

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 

1. 廠商資金媒合 

2. 創投相關法規諮詢 

收費標準 

免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
會 聯絡電話 (02)2545-0075 

服務信箱: public@tvca.org.tw 

相關網站 http://www.tvca.org.tw/ 

 

3.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 

資源名稱 會計師事務所企業經營管理諮詢服務 

資源簡介 提供財會、審計、稅務、企業籌資、組織併購整合、企業價值評估等顧問諮詢
服務。 

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 

1. 審計服務 

2. 管理顧問諮詢服務 

3. 稅務服務 

4. 財務顧問服務 

5. 法律諮詢服務 

6. 其他 

收費標準 

視個案情形，請洽各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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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參考附件二 

相關網站 請洽詢各會計師事務所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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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營銷通路  

(一)法規諮詢 

1.外銷貿易諮詢與障礙商洽 

 

  

資源名稱 外銷貿易諮詢與障礙商洽 

資源簡介 有關檢驗檢疫、關稅、進口配額、保護性政策等的貿易障礙諮詢與解答 

服務內容 

洽詢內容 

1. 農產品進出口制度、法規與政策之研擬及協調。 

2. 農產品進口管理之協調及聯繫。 

3. 農產（用）品進口關稅修正之策劃、協調及配合。 

4. 農產品貿易問題之研究。 

執行期間 

電話洽詢，即時提供。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農委會國際處 承辦人 劉凱翔 

 聯絡電話 
（ 02 ） 2312-

6965 

相關網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s://www.co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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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植物防疫檢疫諮詢 

 

  

資源名稱 動植物防疫檢疫諮詢 

資源簡介 農產品之進出口品項的檢疫規定與防疫的政策資訊提供 

服務內容 

執行農產品市場准入風險評估，辦理輸出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參與國際多

邊與雙邊諮商會議，協助我國農畜產品突破檢疫障礙拓展外銷市場，確保我國

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安全。 

執行方法 

1. 提升輸出入動植物檢疫效能，強化動植物有害生物監測及診斷鑑定

技術，建立動植物及其產品風險評估體系。 

2. 加強動植物檢疫法規與國際規範接軌，嚴格執行檢疫工作，防杜重

大疫病蟲害入侵。 

3. 積極參與國際諮商，並落實執行兩岸農產品防疫檢疫合作協議，突

破檢疫障礙，協助具外銷潛力農產品及農 業生技產品拓展國際市

場。 

執行期間 

無期限 

收費標準 

無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承辦人 王麗雯技士 

wanglw@mail.baphiq.gov.tw 聯絡電話 
（02）2343-

1476 

相關網站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https://www.baphiq.gov.tw/ 

mailto:iounainai@mail.baphiq.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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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認證諮詢 

資源名稱 產品認證諮詢 

資源簡介  確保產品係依據外銷國家相關食品規範 

服務內容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外貿協會）為執行經濟部委託辦理臺灣
清真推廣中心，為鼓勵國內廠商取得國內外清真 Halal產品認證，拓展海外市
場，針對廠商辦理清真產品認證及海外推廣具清真認證產品，得向外貿協會提
出相關費用分攤。 

申請資格 

1. 申請清真產品認證及海外推廣費用分攤者，須為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向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 (以下簡稱貿易局 )登記之公司或商號， 且取得清真
(Halal)認證之產品須為臺灣製 。 

2. 國內登記立案之認證單位申請國際認證單位認證費用分攤者 ，須 具備認證
之國際認可效力及穆斯林查驗人員，並須檢附具國內清真寺簽發證書之能力
相關證明。 

分攤項目及額度 

1. 清真產品認證費用:廠商申請清真產品認證並取得單位之清真認證費用 
(會員費、年費等其他與認證無關之費用不在此分攤項目)，得就當年度每
一產品之認證費用申請 5成分攤款，每一產品之分攤款上限為新臺幣(以
下同 )3 萬元整。 

2. 海內外推廣活動費用:產品已取得國內外清真認證之廠商，參加外貿協會
辦理拓銷穆斯林市場(東南亞、中東及南亞地區)之參展團、拓銷團或國內
清真專業展等活動，得就當年度每一活動之費用申請 1 萬 5千元 之分攤
款。 

3. 廠商合併使用上述二項措施之分攤款上限:廠商得綜合運用上述 (1)、(2)
項措施 ，同時申請上述二項費用之分攤款，總計不得超過 10 萬元。  

4. 國際認證單位認證費用分攤:國內清真認證單位首次向國際清真認證單位
(亦即世界清真食品理事會會員 Member of World Halal Food Council)
申請並成功獲認證者，得就當年度取得認證之費用申請分攤款， 每家認
證單位限申請 1次並以 30 萬元為上限。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外貿協會臺灣清真推廣中心 承辦人 樓翠婷小姐 

 聯絡電話 (02)2725-5200分
機 1271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台灣清真產品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承辦人 專人服務 

thida.info@gmail.com    聯絡電話 02-23675231 

相關網站 https://thpc.taiwantrade.com/Cer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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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產地及加工證明諮詢 

 

  

資源名稱 原產地及加工證明諮詢 

資源簡介 標示於本地生產與加工作業的證明文件 

服務內容 

原產地證明書簡稱 C/O，為證明貨物產地或製造地的文件。由於進口國會對某

些特定的國家所製造的產品，課以優惠性的關稅，或為了限制或禁止某些國家

的某種貨物進口等目的，而要求進口商於進口報關時，應提供原產地證明書以

為憑證。 

執行方法 

國貿局 產證線上作業系統(https://cocp.trade.gov.tw/tbmc/)申請，取件方

式可至台灣省商業會簽證處繳費及取件或透過國貿局產證系統線上繳費及自國

貿局產證系統列以彩色雷射印表機自行印出。 

收費標準 

請將線上申請並自國貿局產證系統列印出之 C/O及留底文件備齊並附上規費 

每件新台幣 2 5 0 元及回郵信封寄至本會簽證處辦理。 

規費也可選擇以匯款方式處理,並請匯入以下帳號。 

 戶名：台灣省商業會 

 銀行：台灣中小企銀松江分行 

 銀行代號：050 帳號：04061079209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台灣省商業會簽證處 承辦人 戴組長 

cert@tcoc.org.tw 聯絡電話 
02-2581-2832

分機 117 

相關網站 台灣省商業會 http://www.taiwanorigin.org.tw 

https://cocp.trade.gov.tw/tb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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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路拓展暨商機媒合 

1.國際行銷策劃與推動 

 

資源名稱 國際行銷策劃與推動 

資源簡介 海外業務拓展與海外通路佈局之諮詢 

服務內容 

105 年起於公務預算中編列農產品國際行銷預算，以「建構貿易環
境，推動外銷型農業」、「建立農產品國際形象，拓展國際行銷通路」
及「協助農產品出口及提高農民收益」為目標，逐年推動農產品國際
行銷政策，協助拓展農產品海外市場。  

執行方法 

1. 建立優質形象，深耕全球市場提供有效買主攻業者直接洽商(亦可利
用視訊安排洽商) 
 組團參加重要國內外重要綜合食品展及專業展，並於展期中安

排貿易座談。 
 建立臺灣農產品海外推廣視覺形象系統，輔導產業公協會推廣

運用。  
 於目標市場進行臺灣農產品優質形象之平面或電子媒體廣宣。  

2. 建構海外穩定行銷通路 
 建置海外長期展售據點  : 於日本、香港市場，設置長期展售

據點，持續展售臺灣優質農產品。 
 辦理農產品國外通路拓銷活動  : 配合農產品產期，於日本、

中國大陸等主要目標市場，與通路業者合作辦理臺灣蔬果節活
動，除行銷臺灣農產品外，並提供縣市政府海外拓銷之平臺，
提升出口實績。 

執行期間 

依年度公務預算執行辦理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農委會國際處 承辦人 蔡淳瑩技正 

maggie88@mail.coa.gov.tw 聯絡電話 
（02）2312-

4030 

相關網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s://www.co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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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外拓銷 

 

資源名稱 海外拓銷 

資源簡介 

國際行銷客製化服務-市場開發專案(收費) 

 為協助廠商拓銷國外市場，特別針對個別廠商需要，推出「國際市場開發專

案 Plus (IMD Plus)」。本專案由貿協國際行銷諮詢中心顧問及駐外單位進

行市場開發可行性評估，提供拓銷建議、當地市場資訊及潛在買主名單；廠

商如有進一步需要，則可透過駐外單位安排媒洽，或利用視訊安排洽商，必

要時亦可陪同委辦廠商拜會買主。 

 對有意赴海外投資業者可另安排拜會駐地主管經貿或投資之政府部門及潛在

合作對象，提供陪伴式、客製化加值服務。 

服務內容 

市場開發專案(收費) 

執行方法 

1. 代業者連繫、拜會潛在買主，篩檢有效買主 

2. 提供有效買主攻業者直接洽商(亦可利用視訊安排洽商) 

3. 陪同拜會有效買主 

執行期間 

諮詢評估：約 1個月 

委辦執行：3個月 

收費標準 

諮詢評估：新台幣 1萬元 

委辦執行：新台幣 5萬元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承辦人 盧慧芯 

artimis197@taitra.org.tw 聯絡電話 
02-27255200 

分機：1236 

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http://www.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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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合跨境電商行銷 

 

資源名稱 媒合跨境電商行銷 

資源簡介 引導介紹運用海外當地的電子商務平台推展產品的商務活動 

服務內容 

面對瞬息萬變的電子商務生態，台灣面臨更多跨國市場的挑戰與競爭，為協助

國內中小企業有效拓展海外通路，強化跨國電子商務能量，增強中小企業續航

力，本計畫依據中小企業個別需求進行專家顧問診斷輔導，協助中小企業發展

網實整合行銷模式，輔導其運用跨國電子商務平台強化能量，站在巨人肩膀開

拓新市場，帶領中小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網羅海外商機，讓小企業也能征服大

世界。 

執行方法 

 輔導中小企業籌組群聚，進行品牌共同行銷，發展新產品及適地化商業模

式，並介接當地合作機構，建立中小企業新南向市場合作網絡。 

 帶領群聚赴東協國家拓展市場商機及辦理商機通路媒合交流會，協助業者

媒合在地合作夥伴及商業資源。 

 針對國內欲擴展海外拓銷版圖或提升國際行銷能力之中小企業，本計畫亦

提供「中小企業診斷輔導服務」，針對中小企業需求，指派顧問師到企業實

地診斷中小企業行銷經營問題，並提出行銷改善建議方案，依業者行銷需

求，進行個別輔導，提升企業外銷能量。 

執行期間 

諮詢診斷服務：至 107年 9月 30日(或額滿)截止收件。 

跨境電商通路商機媒合會：依年度計畫辦理。 

收費標準 

諮詢診斷服務：不收費(經審核通過)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承辦人 廖惠美小姐 

huimei@mail.cisanet.org.tw 聯絡電話 
02-2553-3988

分機 626 

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http://www.cisanet.org.tw/ 

mailto:huimei@mail.cisan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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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海外商務中心 

 

 

資源名稱 提供海外商務中心 

資源簡介 提供使用外貿協會海外商務中心辦公場地及設備 

服務內容 

為協助廠商接近新興市場，於 26國 30個城市規劃「海外商務中心」，方便廠商
得以最優惠價格，使用辦公設施，建立橋頭堡，進行行銷布局 

海外商務中心據點 

亞洲：日本（大阪）、菲律賓（馬尼拉）、緬甸（仰光）、印度（孟買）、印度
（清奈）、印度（加爾各答）、哈薩克（阿拉木圖）、伊朗（德黑蘭）、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杜拜）、科威特（科威特市）、越南（胡志明市）、孟加拉（達卡） 

大洋洲：澳大利亞（雪梨） 

歐洲：土耳其（伊斯坦堡）、俄羅斯（聖彼得堡） 

非洲：埃及（開羅）、肯亞（奈洛比） 

美洲：巴西（聖保羅）、墨西哥（墨西哥市） 

執行方法 

辦公室出租方式： 

1. 商務辦公桌 
2. 獨立辦公桌 
提供廠商使用一周內免費(日本除外)，一周以上則以優惠價格租用。 

執行期間 

無期限 

收費標準 

依據網站公告價格( https://info.taiwantrade.com/subject/obc)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承辦人 范羽明 小姐 

Lina0827@taitra.org.tw 聯絡電話 02-2725-5200
分機 1857 

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http://www.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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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諮詢與培訓  

(一)專業人才諮詢 

1.南向國企業管理人才- 廠商求才媒合服務 

資源名稱 南向國企業管理人才- 廠商求才媒合服務(免費) 

資源簡介 

 為因應產業界對外貿人才的殷切需求，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提供

求才企業與各期專業訓練之結業學員的諮詢與媒合服務。 

 服務內容包含每年多場人才媒合會、企業徵才說明會之舉辦，徵才訊息代

轉、企業海外建教合作等，並設有 ITI 人力銀行提供廠商求才的查詢與媒合

服務。   

服務內容 

廠商求才媒合服務(免費) 

執行方法 

3. ITI 人力銀行提供廠商刊登職缺、人才快速搜尋、面試通知等功能服務，求

職人才亦可在系統內查詢廠商與主動應徵 

4. 業者可洽詢參加培訓中心當年度舉辦之人才媒合會、企業徵才說明會 

3. 依業者個別需求，培訓中心協助代轉徵才訊息，或洽談辦理企業海外建教

合作等專案 

執行期間 

全年服務 

收費標準 

免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承辦人 江慧娟 

queeny-chiang@taitra.org.tw 聯絡電話 03-5715182 分機：553 

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http://www.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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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向國當地人才諮詢 - 經濟部全球競才方案-Contact TAIWAN (免

費、收費) 

資源名稱 南向國當地人才諮詢 - 經濟部全球競才方案-Contact TAIWAN (免費、收費) 

資源簡介 

1. Contact TAIWAN 是由經濟部建立的國家網絡平台。主要是與國際人才建立

聯繫，並且協助他們到台灣工作、生活和投資。 Contact TAIWAN 積極為台

灣廠商和專業人士搭橋媒合，為留住人才提供服務。 

2. 服務內容除了互動式的轉介登錄免費人才媒合網站；針對特定專業對象，

結合外交部外館系統、外貿協會及民間人力資源機構等資源，建立人才供

需轉介機制。 

服務內容 

經濟部全球競才方案-Contact TAIWAN (免費、收費) 

執行方法 

1. Contact TAIWAN 人才資料庫目前擁有新南向國家人才資料逾三千筆，業者

可依「地區」、「國家」、「職稱」、「語言能力」篩選所需人才 

2. 業者可登記註冊會員，刊登「職缺新訊」，提供人才主動應徵管道 

3. 介接外交部外館系統，在新南向國家計 11 個代表處與辦事處設立之海外攬

才服務窗口，協助企業延攬海外產業專業人才 

4. 業者也可參加「國外攬才團」，在海外當地舉辦的媒合會與人才交流會面 

執行期間 

全年服務 

收費標準 

網站與諮詢服務皆為免費 

國外攬才團不定期舉辦，費用依參訪國家與行程內容而定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經濟部招商投資業務處   承辦人 網路客服 

recruit@moea.gov.tw 聯絡電話 02-23112031 

相關網站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Contact Taiwan 網站 

https://www.contacttaiwan.tw/main/index.aspx?l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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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聘任諮詢 

1.整廠輸出規劃管理-人力資源查詢(免費) 

資源名稱 整廠輸出規劃管理-人力資源查詢(免費) 

資源簡介 

 「中華整廠發展協會」於民國 85 年在經濟部轄下多個單位及外貿協會、中

國輸出入銀行、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支持協助下成立，以推動整廠

業者強化產銷體系、提昇供應能力、蒐集資訊、開拓市場、取得融資、培

訓人才以促進整廠產業健全發展為宗旨，協助中小企業升級及轉型並能合

法爭取更多的國際商機及政府單位輔導資源。 

 提供整廠相關規劃設計、製造、供應及銷售能力之提升顧問諮詢事項，舉

辦整廠相關研討講習及人才培訓，並提供人力資源的查詢服務。 

服務內容 

人力資源查詢(免費) 

執行方法 

1. 協會網站提供人力資源查詢功能，業者可依「專家領域」初步篩選所需顧問

專家人選 

2. 農企業所需特殊領域、技能背景之顧問專家人才，可與協會人員詢問接洽。 

執行期間 

全年服務 

收費標準 

免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承辦人 李先生 

public@tpcc.org.tw 聯絡電話 02-2383 1832 分機：17 

相關網站 財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http://www.tpcc.org.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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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外銷售通路拓展-iBANK 產學合作及貿易人才庫(免費) 

資源名稱 海外銷售通路拓展-iBANK 產學合作及貿易人才庫(免費) 

資源簡介 

1. 為協助國際貿易業者能辨識與聘用合宜之國際貿易人才，台北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等四大進出口公會與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在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指導下，於民國 95 年起辦理「國際貿易大會考」，開啟國

際貿易業人才認證制度迄今。 

2. 「ibank 產學合作及貿易人才庫」作為廠商求才與國際貿易大會考合格

人求職媒合平台。105 年起更加強產學合作，媒合國貿科系學校與用

人單位，提供眾多企業實習及產學合作機會。 

3. 貿易相關會員廠商家數超過 1 萬家，國際貿易大會考合格人才逾 1 萬

6 千位，人才庫資源豐富多元 

服務內容 

iBANK 產學合作及貿易人才庫(免費) 

執行方法 

1. 業者需申請註冊企業帳號，依專案人力需求設定篩選，搜尋適合之國際貿易 

2. 已註冊業者亦可在人才庫刊登職缺、工讀、與實習工作機會。 

3. 不定期舉辦國際貿易人才就業暨產學媒合會，提供求才業者與求職、實習人

才的交流機會 

執行期間 

全年服務 

收費標準 

免費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承辦人 林小姐 

itc@ieatpe.org.tw 聯絡電話 02-25421977 分機：431  

相關網站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http://www.ieatpe.org.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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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訓練課程 

1.國貿人才養成訓練-各式教育訓練課程(收費) 

資源名稱 國貿人才養成訓練-各式教育訓練課程(收費) 

資源簡介 

1. 為經濟部委託外貿協會培訓中心辦理之國際企業人才培訓班，開辦至

今，培訓成效卓著。培訓種類分為「專業訓練」及「在職訓練」兩大

類。 

2. 與農企業拓展新南向國家市場相關的教育訓練資源，在短期與在職訓

練方面，計有「短期經貿暨語言專題班」，上課時間從 6 至 36 小時不

等，課程可分為「國際貿易」、「行銷企劃」、「企業經營」、「特殊語

言」等四大項；「新南向人才儲備專班」供企業派訓或在職人士進修，

分為 90 小時的長期班及 24 小時特訓班，課程規劃包括國際貿易實

務、行銷及業務技巧、電子商務、新南向市場在地文化及英文、越

南、印尼、泰國等語言課程。 

3. 在長期專業訓練方面，「國際企業經營班」分為二年期及一年期兩種學

制：二年期有英、日、歐(德、西、葡)語及東南亞(越南、印尼、泰國)

語組；一年期有英語組及經貿組。 

服務內容 

各式教育訓練課程(收費) 

執行方法 

1. 特殊外語班(泰語、越南語、印尼語)，不定期開班 

2. 新南向人才儲備專班(涵蓋印尼、越南、緬甸等東協市場)，不定期開班 

3. 國際企業經營班(二年期歐亞語班、一年期經貿與越南班)，採甄試入學，定

期開班 

執行期間 

特殊外語班(泰、越、印)：計有 36、45 或 72 小時課程 

新南向人才儲備專班：計有 24 小時特訓班、90 小時長期班 

國際企業經營班：全年分為 4 學期，每學期 12 週，2 學期間學期假 1 週，      

2 學年間學年假 2 週，全年上課週數為 47 週，採用住校

供膳方式訓練 

收費標準 

特殊外語班：36 小時課程，學費新台幣 5 千 5 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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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才儲備專班：24 小時課程，學費新台幣 6 千元 

國際企業經營班：第一學年學費 21 萬 3 千 5 百元，第二年學費依海外派訓 

國家個別制定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承辦人 
謝小姐 (台北)        

林先生 (新竹) 

cmc@taitra.org.tw 

iti3@taitra.org.tw 
聯絡電話 

02-2725 5200 分機：2576   

03-5712571 分機：205 

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培訓中心 http://edu.iti.org.tw/Index.aspx 

2.金融人才養成訓練-講座與訓練課程(免費、收費) 

資源名稱 金融人才養成訓練-講座與訓練課程(免費、收費) 

資源簡介 

 台灣金融研訓院於為金管會監督管理之財團法人，成立宗旨為提升金融人
力素質，將金融理論與金融實務相結合。  

 伴隨台灣經濟轉型，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方針，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
等國創造新合作模式。依據產業需求與趨勢，不定期辦理新南向學堂相關
金融講座與教育訓練課程。  

服務內容 

講座與教育訓練課程(免費、收費) 

執行方法 

【深耕新南向，產業金融創新】前瞻論壇 

【擁抱數位新時代－亞太新金融人才發展】國際論壇 

其它講座、課程 

收費標準 

講座、課程費用，依開課公告為定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承辦人 鄒小姐 

tr_service@tabf.org.tw 聯絡電話 02-33653618 

相關網站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http://www.tabf.org.tw/Tabf/default.aspx 

mailto:cmc@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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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術媒合服務 

(一)農業技術交易 

TATM 農業技術交易網 

資源名稱 TATM 農業技術交易網 

資源簡介 

 整合農業公部門試驗研究單位之研發成果，提供農業技術交易媒合平台，提

供產業界有關技術移轉之資訊及新技術需求之反應管道，加速促成技術供需

雙方媒合。 

 包含專利、商標、品種、技轉公告、技術交易展資訊與技術媒合平台與諮

詢。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技術媒合 

 技轉公告:提供當期及歷史技術移轉公告，對已過期之非專屬授權技術

有需求者，仍可提供協助。 

 專屬授權預告 

 技轉商品:已技轉且商品化之成果展現與搜尋。 

 TATM 影音:提供歷年參加技術交易展-農業館之技術簡介 

 農業技術交易展: 提供交易展資訊與參展技術介紹，並提供與有興趣

技術方 1 對 1 商談安排。 

 客詢技術:業者若有技術研發之需求與建議，專人協助轉知所屬機關修

正與參考研發方向。 

2. 研發成果: 提供下述研發成果供查詢 

 技術 

 專利 

 商標 

 植物品種 

 植物品系 

3. 訊息報導 

 電子報: 每月發送電子報，包含技轉公告、活動訊息及農業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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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報導、技術發展、商情訊息、焦點訊息)，提供最即時之農

業研發成果及技轉公告。 

 技術快訊: 已可行銷之技術進行專題報導不定期發行，提供相關研發

方向及成果、產業趨勢、技術移轉等相關議題。 

 活動訊息: 不定期提供即時、動態的農業科技最新熱門訊息。提供農

業相關商談會、展覽會、成果推廣、研討會等資訊。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農業科技研究院 承辦人 安淑梅 小姐 

tatm@mail.atri.org.tw 聯絡電話 03-5185076 

相關網站 TATM 農業技術交易展 https://tatm.coa.gov.tw/index.aspx 

 

(二)技術成果媒合平台 

1. TATM農業技術交易網 

資源名稱 TATM 農業技術交易網 

資源簡介 

1. 整合農業公部門試驗研究單位之研發成果，提供農業技術交易媒合平台，提

供產業界有關技術移轉之資訊及新技術需求之反應管道，加速促成技術供需

雙方媒合。 

2. 包含專利、商標、品種、技轉公告、技術交易展資訊與技術媒合平台與諮

詢。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技術媒合 

 技轉公告:提供當期及歷史技術移轉公告，對已過期之非專屬授權技術

有需求者，仍可提供協助。 

 專屬授權預告 

 技轉商品:已技轉且商品化之成果展現與搜尋。 

 TATM 影音:提供歷年參加技術交易展-農業館之技術簡介 

 農業技術交易展: 提供交易展資訊與參展技術介紹，並提供與有興趣

技術方 1 對 1 商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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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詢技術:業者若有技術研發之需求與建議，專人協助轉知所屬機關修

正與參考研發方向。 

2. 研發成果: 提供下述研發成果供查詢 

 技術 

 專利 

 商標 

 植物品種 

 植物品系 

3. 訊息報導 

 電子報: 每月發送電子報，包含技轉公告、活動訊息及農業相關新聞

(研發成果報導、技術發展、商情訊息、焦點訊息)，提供最即時之農

業研發成果及技轉公告。 

 技術快訊: 已可行銷之技術進行專題報導不定期發行，提供相關研發

方向及成果、產業趨勢、技術移轉等相關議題。 

 活動訊息: 不定期提供即時、動態的農業科技最新熱門訊息。提供農

業相關商談會、展覽會、成果推廣、研討會等資訊。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農業科技研究院 承辦人 安淑梅 小姐 

tatm@mail.atri.org.tw 聯絡電話 03-5185076 

相關網站 TATM 農業技術交易展 https://tatm.coa.gov.tw/index.aspx 

2. 鏈結產學媒合平台 IACE 

資源名稱 鏈結產學媒合平台 IACE 

資源簡介 

1. 整合科技部研發成果，提供平台供查詢相關研發成果、研究人才、專利成果

等資訊，加速推動學界研發成果產業化。 

2. 加強產學鏈結，縮短產學落差。提供產學媒合諮詢服務，提供諮詢、轉介、

資源引介與輔導等服務。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i. 1.研發成果整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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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科技部計畫之成果查詢、所屬專利資料、產學人才、產學合作案例、

育成中心資源查詢。 

ii. 2.產學合作計畫 

針對學界研發成果進行產業潛力評估、專利盤點、產學合作能量盤點，進

行案源輔導與技術加值，促成產學合作與商品化。 

iii. 3.活動/人培 

舉行產學合作成果展，進行一對一商機媒合會，不定期舉辦課程活動，如

專利申請、加值行銷與發展新事業培訓班(對象以學界研發團隊為主) 

iv. 4.情報訊息 

提供大學專利授權公告，國內外研發趨勢與焦點新聞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IACE 鏈結產學媒合平台 

(科技部) 
承辦人 王小姐 

點選網站上的「我要諮詢」，系統會依資詢

問題由專門團隊回覆 
聯絡電話 

02-27377373 

0800035869 

相關網站 鏈結產學媒合平台 IACE  https://iace.org.tw/f2/home/init.action 

 

(三)商品化事業化服務 

農科新事業開發與服務 

資源名稱 農科新事業開發與服務 

資源簡介 
針對農委會所屬研發成果，提供農業技術套組整合、商品化事業化評估、營運

模式規劃、商機媒合與新事業成立等服務與諮詢。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農業科技整合服務 

提供技術需求/供給表，以技術價值鏈/事業價值鏈進行盤點，以事業化角度

全面評估事業發展可行性，包含技術成熟度、技術缺口、市場規模等，從完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第 58 頁，共 66 頁 

整商品概念或足以支撐一個企業營運的角度出發，篩選並評估具發展潛力的

整合行技術套組。 

2. 商品化事業化評估 

藉由營運模式規劃、智權組合分析、法規及市場分析、商品化可行性分析、

技術可行性分析、關鍵因素分析及五年財務評估；以營運規畫書提供技術方

與投資方有關事業經營與發展的完整評估資訊，讓雙方盡速決策程序並縮短

決策時間。 

3. 新事業投資機會 

公開發表評估案件吸引投資者，並提供後續媒合促案服務。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農業科技研究院 承辦人 鄭小姐 

yen.cheng@mail.atri.org.tw 

或填寫網站聯繫表單 
聯絡電話 03-5185039 

相關網站 農科新事業開發與服務  http://abds.atri.org.tw/ 

 

 

 

  

mailto:yen.cheng@mail.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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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財管理 

(一)智財管理服務 

1.企業專屬智財服務 

資源名稱 企業專屬智財服務 

資源簡介 

1. 客製化教育訓練： 

 商標基礎概念課程 

 商標實務操作課程 

 專利基礎概念課程 

 專利實務操作課程 

 著作權基礎概念課程 

 著作權實務操作課程 

 營業秘密基礎概念課程 

 營業秘密實務操作課程 

2. 智財策略運用： 

 設計專利國際佈局 

 商標國際佈局 

 商標使用指引規範 

3. 智財維權管理： 

 契約擬定 

 商標盤點管理 

 營業秘密管理 

4. 智財申請保護： 

 專利諮詢 

 專利檢索 

 專利申請 

 商標諮詢 

 商標檢索 

 商標申請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及服務內容 

1. 輔導：針對特定品牌智財問題深入實作輔導。 

2. 布局管理：針對品牌企業智財需求，進行智財認知、保護、管理及運用分

析。 

3. 預警分析評估：針對品牌企業發展現況，進行智財風險預警。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第 60 頁，共 66 頁 

4. 診斷：針對品牌企業特定智財問題，提供建議。 

 

執行期間及收費標準 

諮詢評估：可提供初期免費諮詢 

委辦執行：依廠商需求及評估項目客製化規劃與報價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創意智財中心 

承辦人 
施品安 組長 

呂佳芸 專案經理  
聯絡電話 

02-6631-1107 

02-6631-1094 

相關網站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https://www.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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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利分析與專利佈局 

資源名稱 專利分析與專利佈局 

資源簡介 
協助企業進行技術能量盤點、相關專利檢索、專利分析與佈局，以確認自身競

爭優劣勢，並建立防禦與迴避等策略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1. 專利檢索：1)檢索策略擬定、2)專利分類、3)專利資料篩選。 

2. 專利管理圖：1)專利數量/專利趨勢分析、2)競爭國家與公司分析、3)專利

權人/發明人分析、4)技術生命週期分析。 

3. 專利技術圖：1)專利分析摘要表、2)技術功效矩陣圖。 

4. 布局策略建議：1)提供專利申請的策略建議、2)提供防禦及迴避策略方

向、3)提供智財管理的策略方向。 

執行期間及收費標準 

諮詢評估：可提供初期免費諮詢 

委辦執行：依廠商需求及評估項目客製化規劃與報價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產業發展中心 

承辦人 林恒生 組長 聯絡電話 03-5185036 

相關網站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https://www.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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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財維權管理服務 

客製化智財風險管理 

資源名稱 客製化智財風險管理 

資源簡介 

海外市場在智慧財產權的規範與司法行政體系皆與台灣大不相同，致使台商在

前進海外發展時，經常發生仿冒、營業祕密外洩，及授權合約糾紛等問題。 

資策會科法所推出客製化智財風險輔導服務，為企業檢視海外市場發展的智財

權潛在風險，例如「授權」、「洩密」、「仿冒」等議題，並提供風險對策建議，

讓企業前進海外發展時事先做好萬全準備! 

服務內容 

以實地訪談為企業客製化評估智財風險，並根據風險評估結果，配合企業在海

外市場的營運發展模式，提供智財風險因應對策。 

執行方法 

1. 事前調查 

2. 實地訪談 

3. 風險檢視 

4. 協同評估 

5. 海外市場智財風險因應對策 

執行期間及收費標準 

諮詢評估：可提供初期免費諮詢 

委辦執行：依廠商需求及評估項目客製化規劃與報價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創意智財中心 

承辦人 
施品安 組長 

陶法律研究員 
聯絡電話 

02-6631-1107 

02-6631-1090 

相關網站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https://www.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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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秘密管理 

營業秘密輔導諮詢服務 

資源名稱 營業秘密輔導諮詢服務 

輔導對象/ 

資源簡介 

1. 無營業秘密管理機制之企業： 

[協助企業從無到有逐步建立] 建立重要的、必要的小成本營業秘密管理機

制，後續依照企業發展逐步建立相關制度。 

2. 有零散管理規定之企業： 

[協助企業零散規定到完整整合] 協助完善整體機制規定，完整建置營業秘

密管理機制。 

3. 已有營業秘密管理機制之企業： 

[協助企業檢視落實程度補強機制] 提供檢視服務，協助企業發覺制度運作

弱點，並補強營業秘密管理機制。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1. 設定管理政策目標：1)確認管理目的、2)使員工了解管理目標及重要性、3)

作為管理制度建置的依準。 

2. 指定營業秘密並分級：1)盤點公司營業秘密、2)確認保護管理的程度、3)跨

部門橫向溝通/凝聚共識。 

3. 建置管理措施：1)確保營業秘密受到完善保護管理、2)使員工得以依循、3)

符合法律要件。 

4. 定期檢視稽核：1)確認管理政策目標是否調整、2)確認管理機制是否落實、

3)確認管理機制是否缺失並修正。 

執行期間及收費標準 

諮詢評估：可提供初期免費諮詢 

委辦執行：依廠商需求及評估項目客製化規劃與報價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創意智財中心 

承辦人 施品安 組長 聯絡電話 02-6631-1107 

相關網站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https://www.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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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外試驗基地  

(一)駐地技術合作  

國際科研合作 

資源名稱 國際科研合作 

資源簡介 

 協助欲至國外拓展生產業務之農企業者，尋求在海外當地進行共同科技合

作試驗與研究。 

 媒合並引介海外科研技術單位，與欲至國外拓展生產業務之農企業者進行

洽談，並促成科研合作。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1.確認農企業者欲於海外合作之科研技術 

2.於亞蔬自有之「東協合作網」找尋合宜之海外技術提供單位 

3.協助前述農企業者與海外技術提供單位進行合作 

執行期間 

諮詢評估：視個案內容而定 

委辦執行：視個案內容而定 

收費標準 

諮詢評估：視個案內容而定 

委辦執行：視個案內容而定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承辦人 洪鶯桂 小姐 

Kitty.hong@worldveg.org 聯絡電話 06-5837801 分機：124 

相關網站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http://avr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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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試驗推廣 

1.海外區域試驗 

資源名稱 海外區域試驗 

資源簡介 協助欲至國外拓展生產業務之農企業者，在海外當地尋找適合的試驗生產基地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1. 確認農企業者欲至海外生產之品項 

2. 於亞蔬中心於海外設置之研究站，找尋合宜試種地點 

3. 完備所有事前程序後，進行試種 

執行期間 

諮詢評估：視個案內容而定 

委辦執行：視個案內容而定 

收費標準 

諮詢評估：視個案內容而定 

委辦執行：視個案內容而定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承辦人 洪鶯桂 小姐 

Kitty.hong@worldveg.org 聯絡電話 06-5837801 分機：124 

相關網站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http://avr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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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區諮詢推廣 

資源名稱 產區諮詢推廣 

資源簡介 
提供並推廣海外的「區域試驗田」的相關資訊予農企業者。讓農企業者參酌可

行海外栽種的相關資訊，用以決策海外栽種的具體作法。 

服務內容 

執行方法 

1. 亞蔬自有之「東協合作網」已羅列南向國家相關試驗田的資訊 

2. 上述資訊可提供給具需求之農企業者檢索與搜尋 

3. 亞蔬亦可協助洽談與媒合赴相關試驗田進行栽種之事宜 

執行期間 

諮詢評估：視個案內容而定 

委辦執行：視個案內容而定 

收費標準 

諮詢評估：視個案內容而定 

委辦執行：視個案內容而定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承辦人 洪鶯桂 小姐 

Kitty.hong@worldveg.org 聯絡電話 06-5837801 分機：124 

相關網站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http://avrd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