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印尼澳紐Hybrid團
暨印尼臺灣週
活動執行說明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22

印尼澳紐Hybrid團
暨印尼臺灣週
百日視訊洽談 一觸成單在握
Let's get order together.



預定徵集家數：20家。

◆ A類：綠色生活用品、美妝保健、食品
◆ B類：智能應用(含物聯網、AI、智慧

生活用品等)、電子資通訊(含CCTV、
安全監控、電競、3C消費品等)

◆ C類：汽機車零配件、五金手工具

廠商適銷產業



Hybrid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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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服務：商務行星艙
Face to Face接單在握!

10月21至11月19日：專人服務
一日商務泡泡，安排3場免費
（價值新台幣1萬元整）實體海
外洽談。

【溫感行銷】【超效媒合】 【安全無疫】

Hybrid拓銷團_團務行程

澳洲、紐西蘭
視訊媒合洽談會
時間：08:00-15:00 (TPE)

辦理產業交流座談會與視
訊媒合洽談會。

印尼臺灣週
視訊媒合洽談會
時間：10:00-17:30(TPE)

辦理【獨門秘技】產業交
流座談為雙方企業開啟序
幕與視訊媒合洽談。

印尼臺灣週
印尼供應鏈合作論壇
時間：15:00-16:30(TPE)

【臺灣X印尼 決勝智造】
帶來印尼供應鏈的最新趨
勢與解方。

線 上 展 覽 網 站 展 示 期 間



Hybrid貿訪團_澳紐站

◆ 10月19日(星期三)

商務媒合洽談會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臺灣08:00-09:00
澳洲11:00-12:00
紐西蘭13:00-14:00

市場交流座談會
依據本團廠商屬性邀請澳紐企業講師分享產業發
展狀態與需求、經商文化等。

(台貿中心邀請)

臺灣09:00-14:00
澳洲12:00-17:00
紐西蘭14:00-19:00

一對一視訊洽談會
(一場30分鐘，10個場次)

（因時差關係無午休時間，14:00為最後一場）

臺灣14:00~
澳洲17:00~
紐西蘭19:00~

活動結束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去年率
先辦理的市場交流會，邀請澳洲墨
爾本台商會會長、紐西蘭第一大文
具商採購部經理分享道地與實務相
輔的市場趨勢和進入市場注意事項
等關鍵資訊，廠商們響應熱烈，為
視訊洽談大補帖。



Hybrid貿訪團_印尼站

◆ 印尼臺灣週：

獨門秘笈，臺印尼生意這樣做！

邀請印尼相關企業講師(例如:採購主管、企

業顧問等)或工商協會分享該產業發展狀態、

採購需求特點與當地商業文化等內容。所謂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廠商們在進行商務媒

合會前，快速汲取獨門秘技，了解當地經商

習性，增加洽談媒合成功率。

◆ 10月20日(星期四)

印尼臺灣週暨商務媒合會

時間 活動內容

臺灣10:00-11:00
印尼09:00-10:00

獨門秘笈，臺印尼生意這樣做！
依據本團廠商屬性邀請印尼企業講師分享產
業發展狀態與需求、經商文化等。

(台貿中心邀請)

臺灣11:00 ~ 12:00
印尼10:00 ~ 11:00

一對一視訊洽談會
(一場30分鐘，2個場次)

臺灣12:00 ~ 14:00
印尼11:00 ~ 13:00

中午休息時間

臺灣14:00 ~ 17:30
印尼13:00 ~ 16:30

一對一視訊洽談會
(一場30分鐘，7個場次)

臺灣17:30~
印尼16:30~

活動結束我們下次見



Hybrid貿訪團_印尼站

◆ 印尼臺灣週：

印尼供應鏈合作論壇！

透過辦理臺北實體現場研討會搭配線上直播，

供兩國業界人士收看，並邀請雙方經貿與商

工會代表致詞，攜手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

(BKPM)、吉沛港綜合科技工業園區(JIIPE)、

安侯建業(KPMG)以及電子時報(DIGITIMES)

產業研究專家等，為企業帶來印尼供應鏈的

最新趨勢與解方。

◆ 10月21日(星期五)

印尼臺灣週暨印尼供應鏈合作論壇(暫定)
地點：TICC 4樓貴賓廳

時間 活動內容

臺灣15:00-15:05
印尼14:00-14:05

智鏈新南向 服務不間斷
臺灣/印尼長官致詞

臺灣15:05 ~ 15:25
印尼14:05 ~ 14:25 

印尼供應鏈 智造環境趨勢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

臺灣15:25 ~ 15:45
印尼14:25 ~ 14:45

東協新勢力 供應鏈新契機
安侯建業(KPMG) 

臺灣15:45 ~ 16:05
印尼14:45 ~ 15:05

疫情後面向國際競爭的智慧製造基礎
電子時報(DIGITIMES)

臺灣16:05 ~ 16:25
印尼15:05 ~ 15:25

深入其境智造臺灣園區
吉沛港綜合科技工業園區(JIIPE)

臺灣16:25~16:30
印尼16:25~15:30

Q&A與交流



線上展覽專區
範例網站導覽：奈及利亞臺灣週

◆ 本活動網站，架構包含展覽大廳、展

區，並可設定臺灣_印尼雙邊文化及

產業介紹，宣傳我國文化、產業，以

播放影片、網頁連結方式呈現與邀請

印尼方放置印尼觀光、文化以及印尼

方辦理之「臺灣印尼週」等相關影視

等素材。

◆ 參展產品能以文字、圖片型錄、及影

片方式呈現，更能與買主進行文字及

視訊溝通，以期突破空間限制持續拓

銷產品，即時促成臺印尼企業媒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bb7Fs99Hk


電子團冊

目錄頁
1. 依照產業分類
2. 點選公司名即

至公司介紹分
頁。

公司頁
廠商依照左圖提供
相關產品圖片與影
片，後續進行海外

媒體宣傳。



視訊洽談_臺灣端

主辦單位統一寄送登入帳號密碼

• 廠商上線地點：居家上線。

• 視訊會議間：海外買主專屬視訊會議間，台灣廠商上網個別

預約會議時段。

• 洽談日程表：主辦單位將發送會議日程表，廠商們即可依時

間序點擊日程表，進入視訊會議間進行洽談。

• 線上問卷：洽談結束，工作人員將檢視線上問卷是否填畢。



詳細規範，請見「參加作業辦法」

實體洽談_商務行星艙

10月21至11月19日：專人服務一日商務泡泡，安排3場實體海外洽談。

說明事項：

◆ 10月25日前(視訊洽談後三個工作天內)提出欲參訪的日期與買主名單，以利駐

外單位安排拜訪買主行程。

◆ 買主不便接待我商時：我商需提出備取名單或由本會提出建議名單，我商篩選

後，駐外單位依此聯繫洽詢買主行程。

◆ 若有多家團員提出拜訪同一家買主，本會將彙整團員需求，安排同日期前往拜

訪洽談，以利買主有效安排接待的時段。

◆ 有意參加實體洽談活動者，本會將安排3場免費（價值新台幣1萬元整）實體海

外洽談，如排得3場次以上洽談，每加1場收取費用新台幣5千元整。

◆ 參加廠商須至少完成接種2劑COVID-19疫苗方可參加實體拓銷團，並於參團前

提供完整COVID-19疫苗接種證明。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Thanks!

Please, keep this slide for the attribution

Do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Follow 

the project updates 

addyouremail@freepik.com

+91 620 421 838  yourcompany.com

預祝活動
順利圓滿!

活動諮詢：張珮瑩
02-27255200(#1816)

pychang@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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