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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種類計畫種類計畫種類計畫種類 受理方式受理方式受理方式受理方式

展覽計畫展覽計畫展覽計畫展覽計畫((((註註註註1)1)1)1) 公告受理公告受理公告受理公告受理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10101010月上旬至月上旬至月上旬至月上旬至11111111月上旬月上旬月上旬月上旬))))

非展覽計畫非展覽計畫非展覽計畫非展覽計畫((((註註註註2)2)2)2) 計畫預定執行計畫預定執行計畫預定執行計畫預定執行1111個月前提出申請個月前提出申請個月前提出申請個月前提出申請；；；；

建置國家形象館計建置國家形象館計建置國家形象館計建置國家形象館計
畫畫畫畫

一年一年一年一年2222次公告受理次公告受理次公告受理次公告受理（（（（上半年展前一年上半年展前一年上半年展前一年上半年展前一年
11111111月月月月；；；；下半年展約當年下半年展約當年下半年展約當年下半年展約當年4444月月月月））））

壹壹壹壹、、、、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註註註註1:1:1:1: 每一公會申請參展補助之廠商家每一公會申請參展補助之廠商家每一公會申請參展補助之廠商家每一公會申請參展補助之廠商家數及攤位數之門檻數及攤位數之門檻數及攤位數之門檻數及攤位數之門檻維持維持維持維持不變不變不變不變。。。。

註註註註2:2:2:2: 非展覽計畫包括籌組拓銷團非展覽計畫包括籌組拓銷團非展覽計畫包括籌組拓銷團非展覽計畫包括籌組拓銷團、、、、參加國際經貿會議參加國際經貿會議參加國際經貿會議參加國際經貿會議、、、、舉辦貿易人才舉辦貿易人才舉辦貿易人才舉辦貿易人才訓練及訓練及訓練及訓練及

編製採購指南等編製採購指南等編製採購指南等編製採購指南等。。。。

各計畫種類及受理方式各計畫種類及受理方式各計畫種類及受理方式各計畫種類及受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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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協會於公協會於公協會於公協會於
公告期間公告期間公告期間公告期間
向管科會向管科會向管科會向管科會
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

(10(10(10(10----11111111月上旬月上旬月上旬月上旬))))

管科會建置管科會建置管科會建置管科會建置
各計畫基本各計畫基本各計畫基本各計畫基本，，，，
並按展覽並按展覽並按展覽並按展覽審核審核審核審核
原則及公協會原則及公協會原則及公協會原則及公協會
年度補助上年度補助上年度補助上年度補助上
限先進行書限先進行書限先進行書限先進行書
面初審面初審面初審面初審

(11(11(11(11月中月中月中月中、、、、下旬下旬下旬下旬))))

提本部推貿基提本部推貿基提本部推貿基提本部推貿基
金審議金審議金審議金審議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12(12(12(12月下旬月下旬月下旬月下旬))))

本局本局本局本局召開召開召開召開評審委評審委評審委評審委
員會議及敘員會議及敘員會議及敘員會議及敘
案提推貿基案提推貿基案提推貿基案提推貿基
金會審議金會審議金會審議金會審議

(12(12(12(12月上月上月上月上、、、、中旬中旬中旬中旬))))

貳貳貳貳、、、、補助流程補助流程補助流程補助流程(1/2)(1/2)(1/2)(1/2)

一一一一、、、、國際展覽國際展覽國際展覽國際展覽

函知函知函知函知各申各申各申各申
請單位計請單位計請單位計請單位計
畫核定補畫核定補畫核定補畫核定補
助金額助金額助金額助金額
(12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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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協會於非展公協會於非展公協會於非展公協會於非展
覽計畫執行覽計畫執行覽計畫執行覽計畫執行
1111個月前向個月前向個月前向個月前向
本局提出申請本局提出申請本局提出申請本局提出申請

申請之計畫申請之計畫申請之計畫申請之計畫
內容洽駐外內容洽駐外內容洽駐外內容洽駐外
機構及本局業機構及本局業機構及本局業機構及本局業
務單位意見務單位意見務單位意見務單位意見

審查計畫內審查計畫內審查計畫內審查計畫內
容容容容、、、、補助科目補助科目補助科目補助科目
、、、、建議補助金建議補助金建議補助金建議補助金
額簽報額簽報額簽報額簽報（（（（註註註註））））

貳貳貳貳、、、、補助流程補助流程補助流程補助流程 (2/2)(2/2)(2/2)(2/2)

二二二二、、、、非國際非國際非國際非國際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函函函函知申請知申請知申請知申請
單位計畫單位計畫單位計畫單位計畫
核定補助核定補助核定補助核定補助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註註註註：：：：補助金額若超過補助金額若超過補助金額若超過補助金額若超過50萬元應提推貿基金審議萬元應提推貿基金審議萬元應提推貿基金審議萬元應提推貿基金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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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1/7)(1/7)(1/7)(1/7)

一一一一、、、、會務運作會務運作會務運作會務運作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公協會須會務運作正常公協會須會務運作正常公協會須會務運作正常公協會須會務運作正常 (一)按照內政部規定會務運作不正

常包括下列情形：
1.一年內未至少召開2次理監事會議。
2.一年內未至少召開1次會員大會。
3.連續4年未開會員大會。
4.理事長任期已滿未改選。
(二)需經主管機關核備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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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申請補助總額申請補助總額申請補助總額申請補助總額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申請補助總額大於申請補助總額大於申請補助總額大於申請補助總額大於
前一年核配數前一年核配數前一年核配數前一年核配數

1.本計畫經費來自於本部推貿基金，近
年來該基金收支短絀。
2.申請單位提出之補助總額，遠大於前
一年度之核配數，將造成本局初審核
配之困擾，請核實提出申請補助經費
。

參參參參、、、、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2/7)(2/7)(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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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未核定前未核定前未核定前未核定前，，，，申請之計畫申請之計畫申請之計畫申請之計畫已執行已執行已執行已執行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局未核定補助前本局未核定補助前本局未核定補助前本局未核定補助前，，，，
申請單位應自行評估申請單位應自行評估申請單位應自行評估申請單位應自行評估
及承擔未獲補助所產及承擔未獲補助所產及承擔未獲補助所產及承擔未獲補助所產
生之費用生之費用生之費用生之費用

1.依據補助辦法之規定，本局得依補助
對象之專業能力、經費情況、以往辦
理實績、經驗或績效及其他相關條件，
擇定補助對象。
2.又依該辦法規定，本局需組成評審委
員會，由委員按照計畫內容審查，以
決定補助申請案之准駁及金額。
3.由於僧多粥少，申請單位所提之補助
計畫，並不保證一定獲得補助。

參參參參、、、、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3/7)(3/7)(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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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展覽代碼展覽代碼展覽代碼展覽代碼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申請展項需填列展覽代碼申請展項需填列展覽代碼申請展項需填列展覽代碼申請展項需填列展覽代碼 展覽代碼請至本局經貿網站「補助
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管理系統」
之「展覽代碼查詢」項下查詢並填
列展覽之代碼及中英文展覽名稱申
請書。

參參參參、、、、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4/7)(4/7)(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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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特定拓銷市場特定拓銷市場特定拓銷市場特定拓銷市場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赴中國大陸赴中國大陸赴中國大陸赴中國大陸////北韓北韓北韓北韓////伊伊伊伊
朗之拓銷限制朗之拓銷限制朗之拓銷限制朗之拓銷限制

1.對中國大陸之補助，以不超過補助總
額25%為限。
2.北韓舉辦之國際展覽，不予補助。
3.為避免我商輸銷貨品至伊朗違反國際
相關制裁規定，影響廠商權益，爰赴
伊朗參展不宜補助。

參參參參、、、、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5/7)(5/7)(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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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編製刊物編製刊物編製刊物編製刊物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編製國內外經貿資料編製國內外經貿資料編製國內外經貿資料編製國內外經貿資料 由於經費有限，自108年度起，編製編製編製編製
刊物僅限刊物僅限刊物僅限刊物僅限「「「「展覽型錄展覽型錄展覽型錄展覽型錄」」」」、、、、「「「「採購指南採購指南採購指南採購指南」」」」
及及及及「「「「產業統計產業統計產業統計產業統計」」」」。

參參參參、、、、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6/7)(6/7)(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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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拓銷團拓銷團拓銷團拓銷團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申請拓銷團計畫申請拓銷團計畫申請拓銷團計畫申請拓銷團計畫 應符合下列條件：

1.參團廠商至少需達10家以上。
2.辦理1對1洽談會。
3.差旅費原則上補助1人，但參團廠商12家以
上且參團人員達16人者，最多可補助2人。
4.拓銷團辦理期間不可與展覽或經貿會議期
間重疊，以避免重覆補助。
5.核銷應附洽談會現場錄影光碟片。

參參參參、、、、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申請作業應注意事項(7/7)(7/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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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申請門檻申請門檻申請門檻申請門檻----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參展廠商家家家家
數數數數及攤位數攤位數攤位數攤位數，
不符申請門
檻

公告規定，每一展覽之申請門檻:：不同意核銷。
會員數 參展廠商家數 攤位數

1-50 至少2家(含)以上 至少2個(含)以上

51-100 至少3家(含)以上 至少3個(含)以上

101-200 至少4家(含)以上 至少4個(含)以上

201以上 至少5家(含)以上 至少5個(含)以上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1/12)(1/12)(1/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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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申請門檻申請門檻申請門檻申請門檻----形象館形象館形象館形象館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參展廠商
攤位數攤位數攤位數攤位數及
攤位集中攤位集中攤位集中攤位集中
度及會員度及會員度及會員度及會員
數數數數，不符
申請門檻

公告規定，每一展覽之申請門檻 不同意

核銷。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2/12)(2/12)(2/12)(2/12)

地區 攤位數 攤位集中度 會員家數及攤
位數 

中國大
陸地區 

50 個
（含）
以上。  

攤位需集中於同一區。 1.可邀集個別
參展廠商加
入。 

2.會員廠商之
家數及攤位
數需各達總
家數及總攤
位數 7 成
(含)以上。 

中國大
陸以外
地區 

25 個
（含）
以上。 

攤位需集中於同一區。 
其中一個展區攤位數達
20 個以上；其餘攤位數
需集中在其他同一展
區。 
其中二個展區攤位數均
達 10 個以上；其餘攤
位數需集中在其他同一
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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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回饋款回饋款回饋款回饋款----不包括團體或個別廠商不包括團體或個別廠商不包括團體或個別廠商不包括團體或個別廠商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

參展廠商回饋
款不包括其他
團體或個別廠
商已獲海外參
展補助者

1.補助辦法第8條第2項
規定，五成以上補助
款回饋予無欠繳推廣
貿易服務費之參展廠參展廠參展廠參展廠
商商商商。
2.補助辦法第8條第3項
規定，受補助單位參
加貿易局委託或補助
團體組團之國際展覽，
不得再享有其他補助
款或優惠措施。

1.未獲取補助款回饋
之參展廠商不得計
入參展家數及攤位
數。
2.其他團體或個別廠
商已獲海外參展補
助者不予核銷；倘
扣除後未達門檻，
則不予補助。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3/13)(3/13)(3/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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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4444/12)/12)/12)/12)

四四四四、、、、回饋款回饋款回饋款回饋款----欠繳欠繳欠繳欠繳服務費服務費服務費服務費、、、、歇業歇業歇業歇業、、、、解散解散解散解散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參展廠商參展廠商參展廠商參展廠商是否
已繳清繳清繳清繳清推廣貿
易服務費或有
歇業、解散等
情形

1.參展廠商如有欠繳
情形，請補繳並將
繳款證明(匯款單或
收據)影本送管科會
憑辦，否則不予補
助。

2.參展廠商有歇業或
解散之情形不予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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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回饋款回饋款回饋款回饋款----外國分公司外國分公司外國分公司外國分公司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

外國在臺分公
司參展可否獲
得補助回饋款

確為貿易局登記之出
進口廠商，並具出進
口實績且無欠繳推廣
貿易服務費之情形者，
得予補助。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5/12)(5/12)(5/12)(5/12)



18

六六六六、、、、展出展出展出展出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廠商參展展出之
產品需與公協會
之產業屬性有關。

「展覽補助核銷案件
應注意事項」規定，
展出之產品，如與產
業屬性無關，除扣減
考評分數外，將核減
補助款。

1.該參展廠商不予補
助。
2.公協會扣減考評分
數並核減補助款。
3.倘扣除該參展廠商
後，未達門檻則不予
補助。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6/12)(6/12)(6/1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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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攤位招牌攤位招牌攤位招牌攤位招牌----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攤位招牌未標
示我國出進口
廠商登記之英
文名稱或其他
足資識別之相
類資訊

「展覽補助核銷案件
應注意事項」規定，
應標示我國出進口廠
商登記之英文名稱或
其他足資識別之相類
資訊。

1.如確未標示清楚，
則依情節輕重，不予
補助或要求改善。
2.標示其他足資識別
之相類資訊，應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
3.倘扣除該參展廠商
後，未達門檻則不予
補助。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7/12)(7/12)(7/1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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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攤位攤位攤位攤位招牌招牌招牌招牌----海外分公司海外分公司海外分公司海外分公司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攤位招牌不得標
示臺商在海外登
記之分公司

「展覽補助核銷案件應
注意事項」規定，攤位
招牌不得出現中國大陸
分公司或非我國公司名
稱。

1.標示非我國登記之
公司名稱，不予補
助。
2.倘扣除該參展廠商
後，未達門檻不予
補助。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8/12)(8/12)(8/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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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原始憑證原始憑證原始憑證原始憑證----跨年度跨年度跨年度跨年度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支出原始憑證
(或匯款水單)非
當年度開立

依原始憑證審核作
業規定，應核對確
為當年度或次年截
止日前開立者。

應補正說明非當年度
開立之原因，並加蓋
大小章。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9/12)(9/12)(9/1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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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原始憑證原始憑證原始憑證原始憑證----抬頭抬頭抬頭抬頭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支出原始憑證
（ 含 發 票 、
invoice、收據
及匯款水單等）
抬頭應為受補助
之公協會

依「受補助單位辦
理推廣貿易業務核
銷應行注意事項暨
附表」規定，檢附
具受補助單位抬頭
之支出原始單據。

除情況特殊經貿易局
專案核者外，抬頭非
受補助之公協會之支
出原始單據，不予補
助。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10/12)(10/12)(10/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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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申請核銷科目達
公告採購金額
（100萬元）以
上者，且佔該項
目實支數50%者
，應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辦理

補助辦法第7條3項
規定，如涉及採購
事項，其補助金額
占採購金額半數以
上，且補助金額在
政府採購法所定之
公告金額以上，應
依該法之相關規定
辦理。

應依照政府採購法辦
理，惟場地租金如符
合限制性招標（獨家
供應），可依政府採
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
款之規定辦理，並出
具內簽文件。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11/12)(11/12)(11/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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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肆肆肆肆、、、、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12/12)(12/12)(12/12)(12/12)

支出項目
採購金額

(C=A+B)

自籌配合款

A

獲補助款

B
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

場地租金 70萬元 20萬元 50萬元

該項補助金額為50萬元，未達
100萬元以上，可不適用政府
採購法。

場地佈置費
210萬元 80萬元 130萬元

如向同一家廠商採購金額210
萬元，因本局補助金額為130
萬元，已達100萬元以上，且
占其採購金額210萬元之半數
以上，需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

購。

文宣廣告費 2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該項補助金額為20萬元，未達
100萬元以上，可不適用政府
採購法。

總計 300萬元 110萬元 190萬元

案例: 甲公會參加乙展獲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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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通知外館考評通知外館考評通知外館考評通知外館考評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未於活動前主動
通知駐外單位，
或於通知後攤位
規模有異動情形，
未再通知

補助辦法第27條第4項
規定，受補助單位參加
海外展覽及籌組拓銷團
，應主動通知本部或外主動通知本部或外主動通知本部或外主動通知本部或外
貿協會駐外單位貿協會駐外單位貿協會駐外單位貿協會駐外單位派員前
往考核。

1.為利駐外單位有
作業時間，至遲
於活動前前前前3333日日日日通
知駐外單位展覽
之時間及攤位位
置。
2.通知後該計畫仍
有異動情形再主
動通知。
3.未依規定辦理者
，應扣減考評分
數。

伍伍伍伍、、、、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1/5)(1/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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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際展覽國際展覽國際展覽國際展覽」」」」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參加在臺之國
際展覽，應於
展前確認符合
「國際展覽」
之定義

補助辦法第3條第1項規
定，國際展覽係指國外
直接參展廠商數達百分
之10以上或來自6個以
上國家或地區之商展。

展前應主動與展覽公司
（代理商）確認該展是
否符合；倘發現該展非
國際展覽，應於展覽結
束前立即來函申請變更
計畫。

伍伍伍伍、、、、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2/5)(2/5)(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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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變更或取消變更或取消變更或取消變更或取消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未於未於未於未於規定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內辦理補助計
畫之變更變更變更變更(展名、
日期、地點…)
或取消

補助辦法第12條規定，
經核定之補助計畫如須
變更或取消計畫內容，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預
定執行15日前，向本局
申請同意後始得辦理。

扣減考評分數，並請公
協會嗣後注意改善。

伍伍伍伍、、、、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3/5)(3/5)(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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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展項變更展項變更展項變更展項變更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核定之展項變
更

核定函規定，新南向市
場展項僅限變更至新南
向市場展項。

新南向市場展項可互
換，非新南向市場展
項則可選擇變更至非
新南向市場或新南向
市場展項。

伍伍伍伍、、、、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4/5)(4/5)(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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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攤位數規模縮小攤位數規模縮小攤位數規模縮小攤位數規模縮小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

實際參展攤位
數較核定攤位
數減少超過40%
（含）以上

「展覽補助核銷案件應
注意事項」規定，如實
際參展攤位數較核定補
助攤位數達40%（含）
以上，除不可歸責於申
請補助單位之因素外，
將扣減考評分數。

1.重新核算補助金額。
2.除不可歸責於申請補
助單位之因素外，將
扣減考評分數。

伍伍伍伍、、、、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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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科會及本局之分工管科會及本局之分工管科會及本局之分工管科會及本局之分工

管科會成立專管科會成立專管科會成立專管科會成立專

案辦公室案辦公室案辦公室案辦公室

1.1.1.1.代管本局補助公協會辦理展覽及非展覽計畫之預撥代管本局補助公協會辦理展覽及非展覽計畫之預撥代管本局補助公協會辦理展覽及非展覽計畫之預撥代管本局補助公協會辦理展覽及非展覽計畫之預撥、、、、
核銷及撥款等專款事宜核銷及撥款等專款事宜核銷及撥款等專款事宜核銷及撥款等專款事宜。。。。

2.2.2.2.受理公協會申請補助展覽受理公協會申請補助展覽受理公協會申請補助展覽受理公協會申請補助展覽、、、、初審作業初審作業初審作業初審作業。。。。
3.3.3.3.登錄核定展覽及非展覽計畫之變更及取消事宜登錄核定展覽及非展覽計畫之變更及取消事宜登錄核定展覽及非展覽計畫之變更及取消事宜登錄核定展覽及非展覽計畫之變更及取消事宜。。。。
4.4.4.4.政策廣宣及舉辦說明會政策廣宣及舉辦說明會政策廣宣及舉辦說明會政策廣宣及舉辦說明會。。。。
5.5.5.5.參展統計參展統計參展統計參展統計、、、、大數據分析大數據分析大數據分析大數據分析、、、、辦理補助機制檢討辦理補助機制檢討辦理補助機制檢討辦理補助機制檢討。。。。
6.6.6.6.控管國內專業展是否為國際展控管國內專業展是否為國際展控管國內專業展是否為國際展控管國內專業展是否為國際展，，，，並派員實地考評並派員實地考評並派員實地考評並派員實地考評。。。。
7.7.7.7.提供參展補助諮詢服務提供參展補助諮詢服務提供參展補助諮詢服務提供參展補助諮詢服務，，，，並以電話或派員親自拜會公並以電話或派員親自拜會公並以電話或派員親自拜會公並以電話或派員親自拜會公

協會進行效益之問卷調查協會進行效益之問卷調查協會進行效益之問卷調查協會進行效益之問卷調查。。。。

本局本局本局本局
向本局申請項目向本局申請項目向本局申請項目向本局申請項目
1.1.1.1.「「「「非展覽非展覽非展覽非展覽」」」」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計畫申請。。。。
2.2.2.2.申請各項計畫變更申請各項計畫變更申請各項計畫變更申請各項計畫變更、、、、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3.3.3.3.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核定各項計畫補助金額核定各項計畫補助金額核定各項計畫補助金額核定各項計畫補助金額。。。。

聯絡窗口聯絡窗口聯絡窗口聯絡窗口

管科會管科會管科會管科會((((專案辦公室專案辦公室專案辦公室專案辦公室))))：：：：陳媁玲陳媁玲陳媁玲陳媁玲((((02)334302)334302)334302)3343----1185118511851185、、、、高維廷高維廷高維廷高維廷(02)3343(02)3343(02)3343(02)3343----1138113811381138、、、、鄭捷予鄭捷予鄭捷予鄭捷予(02)3343(02)3343(02)3343(02)3343----5412541254125412

本局本局本局本局：：：：王小慈王小慈王小慈王小慈(02)2397(02)2397(02)2397(02)2397----7317731773177317、、、、林瑞瑛林瑞瑛林瑞瑛林瑞瑛(02)2397(02)2397(02)2397(02)2397----730473047304730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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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址:
www.trade.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