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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紡織產業概況 計畫緣起 

一.背景說明 

►紡織業為我國經濟發展
支柱型產業，目前為第
四大創匯產業，亦為高
度出口導向產業，近3
年出口依存度均超過
80%。 

►國內以上中游紡織業為
主力，下游業者多於海
外生產，扮演上中游產
業發展之驅動力角色；
2017年產值為新台幣
3,849億元。 

►因歐美市場景氣復甦緩
慢，中國大陸經濟成長
趨緩，以及韓國與歐
盟、美國及中國大陸之
FTA陸續實施，均對我
紡織品出口造成衝擊。 

►貿易局為協助紡織業提
升國際行銷能力，自
106年起推動為期三年
之「紡織品整合行銷與
商機開發計畫」，以持
續促進我國優勢紡織品
在國際市場之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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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發展臺灣成為亞太地區高附加價值紡織品採購中心 

深化成熟市場夥伴關係  +  引導開拓新南向市場 

機能結合流行紡織品  +  環保永續紡織品 

形象提升  +  精準媒合  +  虛實整合  +  客製化輔導 

深化夥伴關係 
•加強展覽形象與廣宣之整合行銷以提升形象識別度 

•深化臺灣紡織業與新南向市場買主之合作夥伴關係 

•精進數位行銷與數據分析並即時擴散成果 

二.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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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市場拓銷活動 

二.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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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市場 規劃拓銷活動 

北美 
(美國為主) 國際展覽聯合推廣、買主來臺商洽、海外一對一商洽 

歐陸 
(德國為主) 

國際展覽聯合推廣及新產品發表會、買主來臺商洽、海
外一對一商洽、小型拓銷團買主拜訪、通路布建及市場
調研 

新南向國家： 
越南、印尼、 
斯里蘭卡                                                                                                                                                                           

國際展覽聯合推廣及新產品發表會、買主來臺商洽、海
外一對一商洽、小型拓銷團買主拜訪、通路布建及市場
調研 

中國大陸 國際展覽聯合推廣、買主來臺商洽 

► 通過甄選的受輔導廠商優先參與各項活動，若尚有名額，則開放予參與諮詢的業者或其他
產品及市場相符的廠商 



二.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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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式廣宣與參展聯合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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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聯合推廣及新產品發表會 2.紡織品優質形象國際廣宣 

►於6項國際紡織展辦理聯合推廣 
►於2項國際紡織展辦理產品發表會 

►利用線上展覽平臺持續推廣 
►延伸展覽主視覺結合媒體廣宣 

►採一致性展覽主視
覺形象設計，建立
臺灣館形象區 

►運用數位行銷工具
記錄買主需求 

►專人引導買主到廠
商攤位洽談 

►以「永續‧智慧」為
發表會主題 

►邀請國際媒體及買
主參加 

►展前向買主推廣形象
區產品 

►展中提供買主online
及offline蒐尋 

►展後即時分享買主採
購數據分析 

►實體廣宣：展覽現場
看板、名錄廣告及專
業雜誌等 

►網路廣宣：專業網路
媒體、facebook及
LinkedIn等 



二.精準行銷商機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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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業者行銷諮詢與輔導 
 
 

2.利用數據分析洽邀買主來臺 
 
►擴充國際買主資料庫並進行分析 

►邀歐美12家及新興市場6家買主來臺 

►建立國際組織及行銷顧問網絡 

►接受業者國際行銷諮詢64家次 

4.新興市場通路布建參訪團 

 
 
 

3.協助業者於海外貿易洽談 
 
►歐美及新興市場貿易洽談各2場 

►歐美及新興市場小型拓銷團各1團 

►新興市場參訪及市場調研團3團 
►輔導廠商參加參訪團10家次 



二.精準行銷商機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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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行銷諮詢服務流程 



二.精準行銷商機媒合 

國際行銷諮詢服務申請表 

公司基本資料 

諮詢問題 

申請人簽名 
專案人員將與
貴公司聯繫 

新興市場拓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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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準行銷商機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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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團：印尼 

►人口全球第四大，GDP
超過東協一半，近十年
平均經濟成長率達6%。 

►紡織業為第一大出口產
業，成衣業轉型中高價
產品，帶動機能性紡織
品進口需求。 

►中產階級帶動內需市場
成長，自主接單比例增
高，採購潛力增加。 

 

第2團：斯里蘭卡 

►紡織是最大出口產業，
有高素質勞工，中國大
陸生產成本增加，訂單
持續流向斯里蘭卡。 

►歐美品牌在當地多有代
工廠，當地成衣廠主要
是高單價產品代工。 

►布、副料等紡織品多仰
賴進口，對臺灣優質紡
織品接受度高。 

 

第3團：捷克 

►位居中東歐核心地帶，
為連接西方已開發國家
與中東歐國家的橋樑。 

►主要生產高品質成衣，
出口至其他歐盟國家。
運動品專賣店成長快。 

► GDP持續成長，貨幣克
朗匯率緩步升值，有助
當地品牌增加投資，帶
動布、副料需求。 
 
 
 

新興市場參訪及市場調研規劃 



三.紡織數位行銷與數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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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位行銷平臺連結與推廣 
 

2.買主採購與產品趨勢數據整合 

►線上展覽平臺運用
數位行銷，搭配響
應式網站設計，提
升推廣效益 

►協助業者打進網路
平臺供應商(如美國
Everlane或英國
Wiggle等) 

►運用數位行銷提升線上展覽平臺流量 
►透過網路社群強化數位行銷之效益 
►與國際電子商務平臺合作推廣 

►協助廠商打進國際網路業者供應商 
►辦理提升國際競爭力研討會 
►辦理行銷數據分析成果應用分享會 

►透過B2B商業社群
LinkedIn及facebook
進行推廣 

►與電商平臺Global 
Sources合作，將
形象區產品上架 

►為利業者提升競爭
力，辦理新商機開
發與經貿研討會 

►數據分析與質化分
析之成果，辦理應
用分享會 



四.客製化輔導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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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製化行銷輔導 

►客製化輔導措施規劃 
依與貿易局討論擬定之評
選機制，評選符合本計畫
之提案；可自行提案，亦
可結合輔導單位提案 

►辦推廣說明會及受理申請 
 
 
 

►評選受輔導廠商 
組評選委員會，綜合考量
提案業者執行能力與效益 

►廠商及輔導單位管考 
辦理計畫執行說明會及簽
約、撥款與進度管考等 

2.計畫執行與協調 3.成果推廣與擴散 

►工作管考 
以本會執行政府計畫的豐
富經驗及嚴謹的會計制度
，管理各工作的執行；亦
將配合貿易局政策及業務
需求，協助辦理相關作業 

►強化及維護網站 
各項資訊即時上載本計畫
網站，並由專人負責維護 

►成果發表會 
 
 
 
 
 

►執行成果彙編 
 
 
 
 
 

►媒體刊登成果 



客製化行銷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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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及整體規劃 

14 



執行方式 

為協助紡織業者開發市場商機及促進出口，受理廠商依據本身
國際行銷需求，提出開發商機之客製化行銷輔導方案 

經由評選委員會選出符合本計畫推動目標之廠商接受輔導 

暫訂評選至少12家 (其中至少有6家前一年度未受輔導) 

入選者可獲得政府輔導經費，每案以新台幣100萬元為上限，
廠商並應搭配政府輔導經費50%以上之自籌款 

預期目標 

透過受輔導廠商群聚效應，嘉惠200家以上之供應鏈廠商，持續
促進我國優勢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之佔有率 

一.客製化輔導措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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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下列資格之紡織相關出進口廠商，均可提出申請： 

1)依公司法及貿易法辦妥登記者； 

2)無未了結之貿易糾紛(含仿冒案件)或其他如仿冒等不
良紀錄 

2.以「可帶動我紡織品出口成長」之廠商為優先， 

例如：在臺設有工廠之製造商；或 

搭配有協力工廠或配合工廠之貿易商 

3.計畫申請內容已獲其他政府補助計畫者，不得申請 

4.為使更多廠商受惠，累計獲2次輔導者，需間隔5年始能
再提出申請，前述累計輔導次數之起始年為105年度。 

二.申請資格及條件 

16 



 申請方式 
廠商可就下列方式擇一提出申請  
1. 自行提案 
2. 結合輔導單位共同提案 

提案內容 
應符合本計畫推動目標，並以「開發商機及促進出口」為主 
例如：設立海外行銷據點、增加海外代理或經銷商、新產品發

表會、網路行銷、深化品牌合作關係，或其他有助出口
提升之措施 

輔導單位 
法人單位、創意設計、企管顧問、資服業者、學術單位...等具輔
導能量者(可參閱本計畫網站) 

三.提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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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108年1月28日(週一)止 
向計畫辦公室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應備文件 

1.「客製化行銷輔導措施」申請表 1份  
2.「客製化行銷輔導措施」計畫書一式 12份(先提供2份) 

    (詳申請須知附件二、三) 
 
申請須知及申請文件可至本計畫網站「文件下載」專區下載使用 
(網址 http://export.textiles.org.tw) 

四.申請期間及應備文件 

18 



輔導經費 
1.政府輔導款：以新台幣100萬元為上限，並以評選委員會審議結果，
經由貿易局核定者為準 

2.廠商自籌款：政府輔導經費之50%以上，不得大於公司實收資本額 

經費撥付 
1.自行提案：政府輔導款撥付予受輔導廠商，由廠商搭配自籌款自行運用 
2.結合輔導單位共同提案：輔導款撥付予受輔導廠商，廠商應將輔導款及
自籌款撥付予輔導單位，由輔導單位依計畫內容統籌運用 

經費限制 
1.政府輔導款及廠商自籌款均列入查核範圍 
2.不得編列參展之場地租借費、交際費、列為資本門之設備等 
3.場地佈置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40% 
4.國內、外差旅費及車資必須列為廠商之自籌款 
5.自行提案者，不得編列人事費、管理費；委託勞務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
費之40% 

五.輔導經費 

19 



資格文件審查  
1.申請資格及申請文件是否齊備 
2.提案內容及經費編列是否具合
理性及完整性 

評選會議 
1.暫訂2月下旬 
2.提案廠商逐一進行簡報(約10分
鐘)及回應委員意見(約5分鐘) 

六.資格審查及評選 

評審委員審查項目 權重 

1.本計畫執行可
行性及預期成
效 

A.符合本計畫推廣之目標市場及產品 
B.輔導措施可行性，經費編列合理性 
C.商機開發及帶動國內產業供應鏈發展效益之能力 
D.受輔導廠商歷年執行績效 
E.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拓銷新南向國家市場 

40% 

2.市場開發能力
及預估出口拓
銷成效 

A.創新研發及開發利基產品能力 
B.拓展海外市場及專職行銷人員配置，國外客戸及重要策略合作夥
伴關係等 

C.近年貿易額及成長率、預估本年度出口金額及出口單價成長率 

30% 

3.企業經營能力 

A.資本額、營業額暨成長率 
B.發展自有品牌、OEM及ODM 
C.獲得國內外相關認證或獎項(如Bluesign或中堅企業等) 
D.其他(促進就業人數、企業e化程度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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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廠商核定 

1. 計畫辦公室彙整評審委員之評比及審查意見  
2. 評選委員會建議入選廠商名單及輔導經費 
3. 暫訂評選至少12家，其中至少有6家前一年度未受輔導 
4. 入選名單呈報貿易局核定後公告 (暫訂2月底) 

簽約 

「受輔導廠商」應與「紡拓會」及「 輔導單位」簽訂合約 

執行期間 
入選廠商公告次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 

七.核定及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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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 
1.依計畫內容及排定之工作進度執行客製化輔導工作  
2.參與紡拓會提供之各項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 
3.結合輔導單位共同提案申請者，應依規定將政府輔導款及廠商自
籌款分2期撥付予輔導單位 

 管考作業 

1.指派專人負責計畫執行與管控，並與計畫辦公室人員協調聯繫 
2.依規定繳交期中報告(7月)、期末結案報告(11月)及會計報表 
3.計畫辦公室擇期召開審查會議，或安排專家實地訪視(8-9月) 
4.配合就計畫之活動成果及經費運用情形，接受查證作業(9-10月) 
5.配合提供接單或出口相關資訊，以利追蹤輔導成果與效益 
6.配合本計畫成果發表及展示宣導等活動，提供輔導成果、創造外
銷值等計畫成效資料 

八.受輔導廠商執行計畫 

22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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