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推廣貿易基金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108年1月至108年6月

序
號
1 參與APEC等
國際會議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A. 赴美國亞特蘭大出席 108 (4)開會 密不錄由。
年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第
1次會議

112,783

B.

出席2019年APEC第1次資 (4)開會 密不錄由。
深官員會議
C. 出席2019年APEC第1次貿 (4)開會 密不錄由。
易暨投資委員會暨相關會
議及第1次資深官員會議

766,617

D. 出席2019年APEC第1次貿 (4)開會 密不錄由。
易暨投資委員會
E. 出席2019年APEC第2次資 (4)開會 密不錄由。
深官員會議等

513,170

參與APEC等國際會議合計
2 參加OECD研 A. 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鋼
討會及派員處
鐵委員會第86次例會
理OECD總部
聯繫合作事宜

849,530

2,460,149
(4)開會 為增進本局辦理鋼鐵議題會議能力及參
與國際會議經驗，並掌握各國對全球鋼
鐵市場發展之看法，如鋼鐵產業產能調
整、國際鋼鐵最新議題等資訊。

參加OECD研討會及派員處理OECD總部聯繫合作事宜合計
4 參與WTO相關 A. 赴瑞士日內瓦參加2019年 (4)開會 WTO於1月14日至18日召開漁業補貼談
會議
1月WTO漁業補貼談判會
判會議，討論如何禁止對非法、未報
議
告、不受規範(IUU)漁業之補貼、使過漁
魚群狀態惡化之補貼，以及造成捕撈能
力過高之補貼。期於2019年底完成談
判。
B.

218,049

175,646

175,646
266,266

赴瑞士日內瓦參加2019年 (4)開會 WTO於2月25日至3月1日召開漁業補貼
2月WTO漁業補貼談判會
談判會議，討論如何禁止對非法、未報
議
告、不受規範(IUU)漁業之補貼、使過漁
魚群狀態惡化之補貼，以及造成捕撈能
力過高之補貼。期於2019年底完成談
判。

277,760

C. 赴瑞士日內瓦參加WTO漁 (4)開會 WTO於3月25日至29日召開漁業補貼談
業補貼談判會議
判會議，討論如何禁止對非法、未報
告、不受規範(IUU)漁業之補貼、使過漁
魚群狀態惡化之補貼，以及造成捕撈能
力過高之補貼。期於2019年底完成談
判。

135,084

D. 赴日內瓦參加WTO投資便 (4)開會 本案臨時改為出席4月11日至12日的
捷暨發展之友會議
WTO貨品貿易理事會，該會議除報告例
行業務外，亦針對各國提出之貿易關
切、強化透明化提愛（我國與美日歐共
同連署）與如何改善WTO會議效率進行
討論。

129,250

E.

135,945

赴瑞士日內瓦參加WTO漁 (4)開會 WTO於5月6日至10日召開漁業補貼談
業補貼談判會議
判會議，討論如何禁止對非法、未報
告、不受規範(IUU)漁業之補貼、使過漁
魚群狀態惡化之補貼，以及造成捕撈能
力過高之補貼。期於2019年底完成談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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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推廣貿易基金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108年1月至108年6月

計畫名稱

序
號
F.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赴瑞士日內瓦出席WTO防 (4)開會 WTO防衛.反傾銷.補貼暨平衡措施委員
衛、反傾銷、補貼暨平衡
會於2019年4月29日至5月3日舉行例會
措施等委員會
，檢視各國防衛、反傾銷、平衡稅措施
及補貼通知，並討論調查實務。

156,690

G. 赴瑞士日內瓦參加WTO電 (4)開會 瞭解目前WTO電子商務及投資便捷化討
子商務與投資便捷化共同
論進展與會員看法，俾利能力建構及後
聲明倡議會議
續研商我國立場。

129,835

參與WTO相關會議合計

1,230,830

5 推動我國加入 A. 赴日本東京就CPTPP第1
(4)開會 密不錄由。
區域經濟整合
次執委會情形進行交流案
(4)開會 協助APEC經濟體提升RTAs/FTAs談判期
以加強和全球 B. 赴越南河內出席APEC
RTAs/FTA 談判國內諮詢
間之國內諮詢能力，以強化APEC經濟體
及區域連結，
之能力建構研討會
之區域經濟整合。
參加相關會議
及研討會
C. 參加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 (3)訪問 拜會墨西哥重要工商組織，期透過民間
業公會籌組2019年理監事
力量推動墨政府支持我國加入CPTPP，
美洲經貿考察團
並觀摩臺北市進出口公會與墨西哥重要
工協會建立合作關係。

137,953

D. 赴美國夏威夷參加強化
(4)開會 瞭解APEC會員體之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
APEC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
系問責機構推動情形，俾做為我國重要
系問責機構參與研討會
參考。

148,769

推動我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以加強和全球及區域連結，參加相關會議及研討會合計
6 推動原產地證 A. 赴新加坡與電子產證系統
明書交流合作
開發公司及產證簽發單位
相關會議
進行交流案

B.

赴韓國考察原產地規則並
與海關產證管理機關及簽
發單位進行技術交流

80,563

344,487

711,772

(1)考察 本次考察就新加坡電子產證運用技術、
實地操作情形與推廣經驗，並與當地產
證簽發單位進行產證技術及經驗交流，
有助完善產證系統及增進產證簽發及申
請程序之效率。

194,958

(1)考察 本次考察韓國考察原產地規則，並瞭解
韓國原產地規則及產證相關規定，與產
證系統是否已運用區塊鏈或人工智慧等
技術，有助進一步完善我產證系統及增
進產證簽發及申請程序之效率，與完成
原產地認定與實務研析自行研究案。

135,308

推動原產地證明書交流合作相關會議合計

330,266

8 參加戰略性高 A. 赴泰國曼谷參加戰略性貿
科技貨品貿易
易管理研討會
管制會談或研
討會
B. 出席108年「第26屆亞洲
出口管制研討會」

(4)開會 應邀赴泰國曼谷出席研討會，介紹我國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管理制度，及分
享相關管理經驗。

10,628

(4)開會 針對聯合國及國際出口管制組織之最新
活動、亞太地區之出口管制作業發展、
雲端運算之無形技術管理等議題進行了
解與意見交換。

20,616

C. 赴印尼雅加達參加戰略性
貿易管理研討會

(4)開會 應邀赴印尼雅加達出席研討會，介紹我
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管理制度，及
分享相關管理經驗。

8,710

參加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貿易管制會談或研討會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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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推廣貿易基金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108年1月至108年6月

序
計畫名稱
號
11 赴東南亞、紐 A. 參與農委會組團赴越南進
澳、南亞及中
行香菇採樣工作
東地區舉辦雙
邊經貿技術議
題諮商會議及
訪問、考察
B.

赴土耳其參加伊斯蘭國家
標準及度量衡局清真食品
技術委員會

類別

內容簡述

(1)考察 越南香菇輸臺案為越方及我國菇農業者
長期關切議題，赴越瞭解越方香菇生產
情形及越方關切重點，將有利推動臺越
雙邊經貿關係。為提升原產地鑑定效率
，第一季已派員參加農委會組團赴越南
進行香菇採樣工作。

157,411

(1)考察 出席伊斯蘭標準及度量衡局(SMIIC)相關
會議，了解SMIIC運作機制、SMIIC清真
食品標準、認證及驗證機構制度與法
規、國際清真食品標準發展趨勢等，蒐
集相關國家清真發展經驗，有助完善我
國清真產業發展環境。

219,064

赴東南亞、紐澳、南亞及中東地區舉辦雙邊經貿技術議題諮商會議及訪問、考察合計
12 赴東北亞出席 A. 赴韓國參加第2屆臺韓鋼
臺日、臺韓雙
鐵對話會議
邊經貿諮商相
關會議

B.

執行數

376,475

(4)開會 為減少鋼鐵貿易摩擦，鞏固臺韓鋼鐵業
者友好關係，強化雙邊經貿關係，鋼鐵
公會和韓國鋼鐵協會於2017年起建立臺
韓鋼鐵對話機制。第2屆會議於2019年1
月14日至16日在韓國首爾舉行，就臺韓
關切鋼鐵品項進行討論。

88,140

赴韓國參加第44屆臺韓經 (4)開會 臺韓經濟聯席會議係臺韓民間企業之重
濟聯席會議
要交流及合作平臺，由我國經協會及韓
國經濟人聯合會（FKI）每年輪流於臺韓
兩地舉行，本年輪由韓方主辦。本年會
議針對「文化觀光(文化/觀光)」、「第
4次工業革命(智慧製造/智慧城市/生技
醫藥)」等議題，邀請業界專家進行專題
演講與討論；訪韓期間亦安排參訪行程
，有助於瞭解臺韓民間交流合作情形。

39,234

赴東北亞出席臺日、臺韓雙邊經貿諮商相關會議合計

127,374

13 赴美加出席會 A. 隨團參加2019美國國際鋼 (3)訪問 密不錄由。
議及活動
鐵工業展

156,981

赴美加出席會議及活動合計
18 歐洲雙邊經濟 A. 出席臺歐盟經貿關係公聽
合作及經貿對
會暨相關拜會行程
B.
赴義大利出席會議暨相關
話會議
拜會
C. 出席土耳其尼龍絲紗防衛
調查案聽證會

156,981
(4)開會 密不錄由。

528,909

(4)開會 密不錄由。

466,367

(4)開會 本局與駐土耳其經濟組及比利時VBB 事
務所律師共同出席土國尼龍絲紗防衛調
查案聽證會，建議土國停止防衛措施調
查或排除土國境內不生產或境內產能不
足產品。

157,633

歐洲雙邊經濟合作及經貿對話會議合計
20 赴東北亞及大 A. 派員陪同訪日交流
洋洲經貿拓銷
B. 赴日拜會外務省及日本國
訪問團
際協力機構
C. 出席馬紹爾群島、諾魯、
吉里巴斯市場調查團

1,152,909

(3)訪問 派員陪同王次長訪日交流。
(9)業務 密不錄由。
洽談
(1)考察 密不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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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赴東北亞及大
洋洲經貿拓銷
訪問團

經濟部推廣貿易基金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108年1月至108年6月

計畫名稱

序
號

D. 赴斐濟楠迪參加亞洲開發
銀行第52屆理事會

類別

內容簡述

(4)開會 本局為協助我國業者爭取亞銀政府採購
標案及發掘商機，特委託外貿協會辦理
「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專案」，並透
過本次參團，深入瞭解亞銀政府採購標
案之運作及案源，並撰擬報告提供業務
單位後續推案參考。

赴東北亞及大洋洲經貿拓銷訪問團合計
21 赴東南亞及南 A. 赴菲律賓推動新南向業務
亞經貿訪問團
B.

參加投資業務處籌組之
2019年印度投資考察團

C. 赴印尼討論臺印尼食品合
作交流

B.

赴南非及史瓦帝尼訪問

143,158

478,494

(1)考察 密不錄由。

51,044

(1)考察 瞭解我商在印度之投資布局規劃、
Taiwan Plus辦公室運作及協助我業者投
資印度等情形。

85,141

(4)開會 密不錄由。

赴東南亞及南亞經貿訪問團合計
22 籌組歐、美、 A. 參加國經協會籌組南非、
非洲經貿訪問
史瓦帝尼、莫三比克經濟
團
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執行數

199,066

335,251
(1)考察 為協助我商布局非洲市場，加強對南
非、史瓦帝尼、莫三比克拓銷及實地瞭
解當地投資環境，深化與此3國產業及
官方合作交流，促進雙邊經貿及投資關
係。

138,071

(3)訪問 本局劉副局長威廉擔任南非GBR論壇講
者，並拜會南非官方及民間單位，及訪
問史瓦帝尼、拜會史國官方單位，加強
與史國經貿高層官員交流。

404,740

C. 參加2019年非洲市場貿易 (3)訪問 本行程因故取消。
暨投資團

44,612

D. 隨團赴美考察美國鋼鐵產
業及電動車供應鏈

(3)訪問 密不錄由。

150,500

E.

隨團至美國德州考察鋼鋁
業商機

(3)訪問 密不錄由。

97,664

F.

辨理農委會防檢局及衛福
部食藥署派員赴史瓦帝尼
執行牛肉實地查核經費

(1)考察 赴史瓦帝尼執行牛肉實地查核

G. 參加2019年企業領袖訪美 (3)訪問 出席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Select USA)
團
及相關拜會活動

籌組歐、美、非洲經貿訪問團合計

730,255

1,780,268

23 考察本局委辦 A. 赴日本參加2019年東京國 (1)考察 該活動有我國5縣市正副首長出席，且
計畫組團赴海
際食品展
臺灣館參展廠商超過142家，為增進與
外參展拓銷之
地方政府交流農產品推廣事宜，並多方
活動
蒐集瞭解我商拓展日本市場需求，以及
考察本局委辦貿協活動辦理之情形，爰
派員出國參加。
B.

214,426

赴馬來西亞參加「第10屆 (1)考察 本行程因故取消。
清真認證機構大會暨第3
屆國際清真技術發展計
畫」以及考察外貿協會組
團參加「馬來西亞國際清
真展(MIHAS)」

第 4 頁，共 5 頁

59,597

3,900

備註

經濟部推廣貿易基金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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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序
號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C. 赴菲律賓馬尼拉參加第10 (1)考察 開拓亞銀商機為「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
屆亞銀商機博覽會
機專案」項下的工作計畫之一，且亞銀
近來為監察院關切之案件，為了解亞銀
相關事項，派員參加亞銀商機博覽會蒐
集亞銀採購程序並拜會亞銀人員，俾協
助我國廠商爭取亞銀受援國商機。

53,326

D. 赴印度新德里考察2019年 (1)考察 本展為本(108)年度第一個辦理之臺灣形
印度臺灣形象展
象展，繼去年首次於印度成功展出後，
本年續委託外貿協會徵集130家參展廠
商參展，為增進與參展廠商交流，並加
強與印方合作交流、多方蒐集瞭解我商
拓展印度市場需求，以及考察形象展活
動辦理之情形，爰派員出國參加。

281,772

E.

109,491

赴莫斯科考察2019年俄羅 (1)考察 1.俄羅斯金屬加工展為我工具機進軍俄
斯國際金屬加工展設置臺
國市場橋頭堡，今年展出面積4萬 平方
灣產業形象館
公尺，33 國、1000 多家公司參展，每
年皆由機械公會組團參展，加上獨自或
透過代理商展出約40家。
2.本計畫已連續5年於本展辦理臺灣工具
機及智慧機械產業形象館等整合行銷活
動，爰派員參與了解。

考察本局委辦計畫組團赴海外參展拓銷之活動合計
24 協助國際商展 A. 赴美國拉斯維加斯考察
等主要貿易推
2019全美五金展
廣活動

(1)考察 該展為全美規模最大之五金手工具專業
展，為我五金手工具業者拓展美洲市場
重要之展覽，目前有4家公協會申請參
展(60個攤位)，為掌握公協會參展情形
，擬擇定本展進行考察、拜訪廠商並與
廠商交流互動。。

協助國際商展等主要貿易推廣活動合計
26 推動深化我國 A. 出席臺歐盟產業聚落交流
與歐洲各國經
活動暨相關拜會
貿合作

508,086
112,441

112,441

(4)開會 密不錄由。

推動深化我國與歐洲各國經貿合作合計

654,593

654,593

10,631,489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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