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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管考 

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 

入選廠商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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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選廠商簡介--名單 

(依申請案號排序) 

                

                

                                                

                                                                

                                                  

            

佳和 富泰 宜新 翔定 

集盛 友良 展頌 南緯 

黛莉 
詠祥 

南良 
大統 

崇躍 佳紡 
聚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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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規模 

1.上市公司： 5家 

2.中小企業 ：6家 

3.其他 ：4家 
(非中小企業、亦未上市/櫃
之中大型企業) 

 廠商屬性 

製造商：11家 
貿易商： 4 家 

纖維/紗線廠商：3家 
布料廠商：11家 
成衣廠商：1家 
 
 

一.入選廠商簡介--屬性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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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選廠商簡介--計畫執行 

   執行客製化行銷輔導措施 

   參與本計畫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 

   配合計畫辦公室之管考事項 

入選廠商參與本計畫之執行事項，包括下列三項：  



廠商 計畫名稱 廠商 計畫名稱 

佳和 品牌整合行銷新南向拓展計畫 富泰 
自有品牌建立與創新服務行銷及
南向深化夥伴關係與拓展商機計
畫 

宜新 「魔術絲」品牌國際市場整合
行銷計畫 翔定 「翔」揚國際客製化，「定」出

未來行銷與商機 

集盛 高機能尼龍系列產品國際市場
整合行銷計畫 友良 友良Hyperbreeze創新彈性梭

織布國際行銷計畫 

展頌 自有品牌深化歐美及南向市場
行銷計畫 南緯 ET(ECO-lor®&TCool®)環保加

值紡織品國際市場行銷計畫 

黛莉 「無可取黛、莉求突破」整合
行銷與商機開發計畫 詠祥 詠祥Goodbye Down永續機能

紡織品國際市場開發計畫 

南良 ECoreBond & BIO II創新環保
材料雙品牌國際行銷推廣計畫 大統 運動休閒樂活風之羊毛混紡紡織

品之行銷與拓廣 

崇躍 崇躍全球品牌及新南向伊斯蘭
市場通路布建行銷推廣計畫 佳紡 「佳」績再攀、走「紡」全球－

品牌市場深耕布建計畫 

聚陽 機能性服飾海外商機拓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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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選廠商簡介--客製化行銷輔導措施 

(依申請案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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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管考 

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 

入選廠商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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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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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目標市場 
目標市場 規劃拓銷活動 

北美(美國為主) 於國際展覽進行聯合推廣、買主來臺商洽、海外一
對一商洽 

歐陸(德國為主) 
於國際展覽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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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路布建與市場調研 

新南向國家： 
越南、印尼、 
斯里蘭卡 

於國際展覽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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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路布建與市場調研 

中國大陸 於國際展覽進行聯合推廣、買主來臺商洽 

► 受輔導廠商可優先參與各項活動，若尚有名額，則開放予參與諮詢的業者或其他產品與
市場相符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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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活動項目 

活  動 項 目 內   容 預訂辦理時間 

1.邀請國際品牌商及通路
商來臺採購洽談與企業
參訪 

 

1. 邀請歐陸、北美等重點市場，以
及印尼、越南、斯里蘭卡或中國
大陸等新興市場之買主來臺 

2. 專案執行團隊人員陪同國際買主
赴廠商處所進行洽談 

4-11月 

2.客製化小型拓銷團
door-to-door 拜訪買
主 

 

1. 每團以5-6家廠商為原則 
2. 海外行銷顧問居中規劃買主洽訪
行程 

3. 顧問陪同廠商進行door-to-door
商洽 

越南(暫定7-8月) 

歐洲(暫定9-10月) 

 
3.通路布建與市場調研參
訪團 

 

1. 捷克通路布建參訪團 暫定5-6月 

2. 斯里蘭卡通路布建參訪團 暫定7月 

3. 印尼通路布建參訪團 暫定9-10月 



10 

二.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活動項目 

活  動 項 目 內   容 預訂辦理時間 

4.於海外展覽建立
形象專區進行聯
合推廣 

 

1.印尼雅加達INATEX展(含1對1商洽) 3/28-3/30 

2.越南胡志明市SAIGONTEX展(含1對1商洽) 4/10-4/13 

3.美國丹佛OR展 (含1對1商洽) 6/18-6/20 

4.中國大陸上海Intertextile展 9/25-9/27 

5.斯里蘭卡可倫坡Intex展 11/13-11/15 

5.提升國際競爭力
研討會 

 

因應產業鏈重新整合、新商業模式及平臺運
用、新經濟體崛起等，辦理提升業者國際市場
競爭力之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進行演講，協
助業者瞭解行銷實務、創新營運模式、電商平
臺或市場趨勢等內容 

4-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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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活動項目 

活  動 項 目 內   容 預訂辦理時間 

 
6.行銷數據分析成果應用
分享會 

 

全球市場進入數位化，企業運用系統
性數據分析，協助進行商業決策，創
作物貼近市場價值。本計畫擬針對買
主數據資料統計分析與商洽質化分析
等資訊，辦理成果應用分享會 

暫訂11月 

 
7. Facebook紡織品網路
社群推廣 

 

1. 聚焦台灣創新紡織產品及技術，
帶動國際買主認知 

2. 發布創新產品、海外活動、參賽
得獎等訊息 

 即日起至11/30 

 
8.國際行銷諮詢與服務 
 

提供國際展會行銷、市場商情、拓銷
活動、貿易規範等諮詢服務  即日起至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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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管考 

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活動 

入選廠商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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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管考--管考流程 
簽約及執行 1. 結案及發表 3. 撥款及管考 2. 

工作項目 
月份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管 
 
 
考 

 

(1)評選受輔導廠商 (1) 

(2)調整計畫書/簽約  (2) 

(3)繳交期中報告 (3) 

(4)實地訪視/期中審查 (4) 

(5)帳務查核 (5) 

(6)繳交結案報告 (6) 

(7)成果發表 (7) 

經 
 
費 

(8)撥款(第1期50%)  (8) 

(9)撥款(第2期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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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 

 108年3月5日至11月30日 

1.依核定之計畫內容執行各項
工作 

2.參與紡拓會規劃之整合行銷
與商機開發活動 

3.計畫辦公室依工作進度辦理
管考並追蹤輔導成效，確保
依核定內容執行，俾計畫順
利結案 

4.各項經費之運用與核銷應符
合政府會計科目原則，並依
政府預算法及貿易局相關作
業規定辦理 

 簽訂合約 
1.調整計畫書 
依核定之政府輔導款、評審
委員意見及計畫辦公室審查
結果修正計畫書 

2.簽約 
    ■ 於規定期限內，簽訂合約 

(附件1) 
■ 立約人 

►自行提案： 
紡拓會、受輔導廠商 

►結合輔導單位共同提案： 
紡拓會、受輔導廠商、 
輔導單位 

三.計畫管考--簽約及執行 



 自行提案 

15 

結合輔導單位提案 

三.計畫管考--撥款 

政府輔導款(分2期)撥付受輔導廠商，
由廠商搭配自籌款運用 
(1)第1期款(50%)：完成簽約後 

 
 
 

 

(2)第2期款(50%)：完成計畫各項工
作且驗收通過後 

受輔導 
廠商 

計畫 
辦公室 

開立憑證 

撥付輔導款 

受輔導 
廠商 

計畫 
辦公室 

開立憑證、檢附結案報告、
執行進度確認書、會計報表 

審核通過後撥付輔導款 

(委託匯款同意書如附件2) 

政府輔導款及廠商自籌款(分2期)均
由輔導單位依計畫內容統籌運用 
(1)第1期款(50%)：完成簽約後 

 
 
 
 
 
 

(2)第2期款(50%)：完成計畫各項工
作且驗收通過後 

撥款流程同上，惟受輔導廠商須檢附
結案報告、執行進度確認書及會計報
表，經審核通過後，始撥付輔導款 

計畫辦
公室 

輔導 
單位 

受輔導
廠商 

開立憑證、 
檢送收款憑證 

撥付自籌款 

⑤轉撥輔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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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管考--工作及經費管考 

工作進度及經費管考 

受輔導廠商及輔導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計畫之執行與管控，並與
計畫辦公室協調聯繫 

1. 繳交報告及會計報表(附件3) 
■期中報告：108年  7月 

    ■結案報告：108年11月上旬 

2. 學者專家實地訪視或期中審查：108年9月 

3. 帳務查核：108年10月 
各項費用收支事項，應加以帳務紀錄；並備妥本計畫之相關文
件、經費動支明細、原始憑證(附成品之樣張或照片)及帳冊，
供計畫辦公室查核 

4. 計畫變更 
    須於預定工作項目執行前提出書面申請，經審核同意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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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管考--經費運用及核銷 
 經費運用及限制 

1.不得用於參展之場地租借、資本門
之設備及其他經貿易局認定不予補
助之項目(例如交際費等) 

*資本門之設備：使用年限2年以上且金額
1萬元以上(含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2.場地佈置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
40%，如有參展項目，相同展項
不得再申請貿易局推貿基金之補助 

3.自行提案者，不得用於人事費及管理
費；委託勞務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
費之40% 

*委託勞務費：計畫內相關行銷活動委外執
行、專業諮詢服務等費用，計畫辦公室得
依其執行內容要求廠商於帳務查核時或期
中/結案報告中檢附委託合約書供查核 

4.國內、外差旅費及短程車資必須以
廠商之自籌款支應 

核銷規定 
1.差旅費報支對象應為計畫執行團隊
人員，並依主計總處之國內、外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經費核銷 
(不得報支交際費、停車費、機場來回計
程車資等；出差人次不得超出預算編列
人次、出差地點僅限計畫書所列範圍) 

2.文宣推廣品相關費用(如印刷費、場
地佈置費、文宣廣告費等)，須於文
宣推廣品上標示「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廣告」或「Ad. by Bureau of 
Foreign Trade」字樣，並不得以置
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3.各項費用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及相關稅法規定辦理。憑證日期
應以計畫執行期間內為限，相關原
始憑證並應保存5年備查 

  (核銷相關規定詳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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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管考--實地訪視/期中審查 

計畫辦公室 學者專家 貿易局代表 

安排學者專家赴廠商公司進行實地訪視或召開審查會議 

► 廠商就計畫執行情形進行簡報 
► 學者專家進行瞭解及指導，並提出改善建議 

廠商回應學者專家意見 

► 依學者專家意見修訂調整計畫執行方式 
► 回應結果納入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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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管考--結案驗收 
結案驗收 

► 受輔導廠商及輔導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提出計畫結
案報告、經費動支會計報表及執行進度確認書(如附件5) 

► 計畫辦公室審查結案報告及會計報表，評估輔導績效 

► 計畫結案報告經審查有修改之必要者，受輔導廠商及輔導
單位應配合辦理 

► 經計畫辦公室審核驗收通過後結案 

預期目標 

受輔導廠商出口金額平均成長 5%，並透過群聚效應，嘉惠 200
家以上之供應鏈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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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管考--成果發表及擴散 

成果發表及擴散 

1. 配合計畫辦公室相關成果發表及廣宣，擴散計畫成效 

►計畫執行成果彙編(下半年) 
接受委製單位訪問，並提供相關資料(例：公司簡介、經營理念
、執行成效、產品特色及圖片等) 

►計畫成果發表會(11月) 
參與成果發表會並提供成果展示品(例：樣布冊、文宣品、型錄
及照片等)、分享成功拓展國外市場案例 

2. 配合政府政策及展示宣導等相關活動，提供本計畫輔導成果 

►提供接單、創造外銷值或出口相關資訊等成效資料 
►提供執行成果亮點、展示品等計畫輔導成果，供政府相關宣導
活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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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管考--計畫網站 
網站功能 

隨時公布最新活動訊息 

提供計畫各項活動簡介 

提供受輔導廠商公司網站
及影片連結 

提供拓銷活動執行成果 

提供紡織商情資訊 

提供文件下載服務 

► 網址：http://export.textiles.org.tw/ 

TEL：02-2341 7251  
江逸燕   分機2962 
謝淑如   分機2966 

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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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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