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規定
廠商參展展出之產品須與公
協會之產業屬性及展覽主題
相符，且為臺灣製產品

展出之產品，如與產業屬性或展覽屬性無
關或非臺灣製產品，除扣減考評分數外，
將核減補助款。倘扣除該參展廠商後，未
達門檻則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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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規定
攤位招牌與受益表之參展廠

商名稱須一致
若放置廠商logo等，應檢附依我國法律註冊之

商標、或事前經貿易局審核認可之其他證明

攤位招牌上如參展廠商中英文名稱應為貿
易局核准登記之出進口廠商中英文名稱或
其他足資識別之相類資訊。
若為未受益之參展廠商不予認列；倘扣除
後該參展廠商後，未達門檻則不予補助。



攤位照片須清楚呈現，如圖：
公司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須與進出口登記一致)

「台灣一等一」EIS標誌

若呈現參展廠商商標，應附相關佐證
資料(如以該廠商依我國法律註冊之商
標呈現、或事前經貿易局審核認可者)

攤位招牌不得出現非本國籍廠商，
否則不得計入申請門檻之參展廠
商家數及攤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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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須完整呈現

實體展覽核銷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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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展覽核銷圖示

須清楚呈現參展產品

照片須完整，同時呈現廠商招
牌、台灣一等一標誌及人員

錯誤範例

參展產品與展
覽屬性相同

正確範例

禮品展

攤位招牌須與參
展廠商一致

錯誤範例

錯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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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展覽核銷圖示：參展廠商攤位圖示

1.參展廠商僅限受補助單位及我國廠商
2.招牌不得出現非我國廠商名稱
3.廠商英文名稱應為貿易局核准登記之出進口
廠商英文名稱

參展廠商LOGO需符合規定
(如以該廠商依我國法律註冊
之商標呈現、或事前經貿易
局審核認可者)

錯誤範例正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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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展覽核銷圖示：「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標誌」放置位置

線上展覽需放置「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
標誌」，可選擇:
1.參展廠商業面首頁處
2.每張展品照片處

✔ 正確範例✔ 正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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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展覽核銷圖示：一對一洽談截圖畫面
錯誤範例

1.應使用主辦單位所建置線上即時洽談功能
2.明確顯示廠商與買主身分
(以企業名稱登入而非個人名稱)
3.有明確買賣洽談業務之事實
4.一對一洽談截圖畫面之佐證圖示須清晰明確

✔ 正確範例
1.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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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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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核銷時出具內簽文件(須檢附理事長簽

核可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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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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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案例: 甲公會參加乙展獲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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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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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項目 採購金額 獲補助款

A
裝潢
公司

場地
佈置費

攤位材料費 90萬元 40萬元

攤位施工費 120萬元 90萬元

★ 總計 210萬元 130萬元

已達採購金額標準，須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案例: 場地佈置費獲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30萬元。



案例 規定

公協會於活動前應主動通知或聯繫
駐外單位

受補助單位在海外「參加國際
展覽」及「組團赴國外拓展貿
易」，應儘早與主動通知經濟
部或外貿協會駐外單位派員前
往考核。未依規定辦理者，應
扣減考評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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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展計畫類型 注意說明

組團赴國外
拓展貿易

1.參團廠商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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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核銷應附洽談會「現場錄影光碟片」。
6.須主動通知外館辦理拓銷團時間、地點及參團廠商名單。

非展計畫類型 注意說明

參加國際經貿
會議

1.與會人員來自4個以上國家或地區，或來自3個以上國家或地區且與
會人數30人以上之會議。
2.同時舉辦實體及線上會議時，並得合併計算實體及線上參加會議人員。
3.線上會議須有明確之會議日期、會議名稱及線上對談等即時互動功能
及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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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帳號申請作業……3

二. 展覽代碼查詢與申請作業……13

三. 申請補助案件作業……17

四. 維護申請案件作業……24

五. 變更取消申請作業……32

六. 預撥申請作業……36

七. 核銷申請作業……39
2



※ 新帳號申請截止日期：11/25(四)，請務必提前作業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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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tpsp.trade.gov.tw/tppo/

※ 新帳號申請截止日期：11/25(四)，請務必提前作業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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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線上帳號申請，依步驟進行線上帳號申請作業
未有帳號密碼且本次欲申請國際展覽者，請於11/25前申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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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一
定要勾選

手機欄位須為
手機號碼才可

email@email.com

確認電子郵
件正確，
以便接收驗
證信函

下載“密碼申請書”，
填寫>用印>掃描再上傳

依序填寫並確認申請資料

確認E-Mail 正
確，才能收到相
關通知及驗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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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email.com

1.新帳號申請作業完成
2.請完成電子郵件驗證作業
3.等待新帳號審核通過
4.審核通過後，方可登入系

統，進行各項功能操作

確認申請資料後送出並完成電子郵件驗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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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連結
2.開啟驗證網頁
3.確認通過電子郵件驗證
4.等待新帳號審核通知信

收到電子驗證信件後點選連結進行驗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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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協會帳號(統編)/
密碼(申請書)登入系統

收到審核通過E-MAIL後即可登入系統



點選「公協會基本資料維護」
並依序填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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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至公協會基本資料維護填寫資料



點選「會員資料維護」
並依序填寫完成

逐一每筆新
增會員資料

使用EXCEL檔
整批匯入會員資料

2. 請至會員資料維護填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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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資料維護(方法1)-新增會員(逐筆新增)

新增一筆資料後，點選繼續
新增即可繼續新增會員資料

新增結果顯示，若需修改或刪除，
點選操作【修改】和【刪除】會
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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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上傳檔案，選擇
填寫完成 EXCEL 檔案

下載「會員統一編號匯入檔
範本」(EXCEL 檔)，再使
用範本檔案填寫會員資料
(注意統一編號格式)

(1)

(2)

(3)

查看匯入結果

點選匯入

(4)

會員資料維護(方法2)-整份匯入會員(使用EXCEL檔新增)

若結果顯示失敗，請依執行結果修正並重新上傳檔案。
若結果顯示成功，即完成會員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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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詳閱注意
事項後勾選，再
點選「確認」。

填寫申請展覽資料

資料填寫完畢並確認資料無誤，
點選「下一步」提交申請

申請新展覽代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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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展覽代碼須提供
「該展覽參與國家不含
主辦國達6國以上或國
外直接參展廠商達10%
以上」的佐證資料。
若有具體網址證明，可
填寫於此。

申請新展覽代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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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覽代碼審核通過後，會收到E-mail通知

2.登入補助系統申請[新增補助計畫]或是[變
更/取消/新增]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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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補助公協會參加國際展覽管理系統

如聯絡人及公協會基本資料有
異動，請先更新帳號(聯絡人)密
碼及公協會基本資料。

網址：https://tpsp.trade.gov.tw/tppo/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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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逐筆新增(可單筆
更新現有會員資料)

閱讀注意事項後，請勾選
「我已詳細閱讀完「線上申
請帳號注意事項」」並點選
【確認】

更新確認會員資料
(2)使用EXCEL檔整批匯入會員資料

(3)可先將現有會員資料匯出再更新

補助案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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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填寫申請資料
請務必確定會務運作是否正常，
若申請當日會務仍未正常，
務必於截止日前完成會務運作正常程
序

選取欲參加實體或線上展覽
(虛實展，請勾選實體)
(1)

※注意：
若展覽查詢不到，或是該展覽沒有實
體展(或線上展)需先至首頁/展覽
資訊/申請新展覽代碼，申請新展覽
代碼或申請該展覽實體展(或線上展)，
並經展覽代碼審核通過之後，才能選
擇【新增補助計畫】(詳如p.13-16)

(2)

如有異動會員資料請記得
點選「重新計算會員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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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展請填展覽館地點，線上展請填展覽城市
• 若參加線上展，則不需輸入攤位面積

若參加虛實展，請於「計畫目的」欄位註明虛
實展覽，並說明:
1.實體展之參展廠商家數、攤位面積(攤位數)
2.線上展之參展廠商家數

依序撰寫計畫書

預算表：
實體展與線上展之
補助項目不同執行進度請填列清楚，如徵展作業、

展覽及撤展期間等作業規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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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時須於“預算金額計算方式” 欄位填寫計算方法
• 單位為新台幣(仟元) ，不可輸入小數點位數
• 申請補助金額不可超過每項目之補助上限，如印刷費5

萬元、參展攤位面積不足90平方公尺則不予補助差旅
費等

• 填寫各項展覽類型補助項目
(實虛展覽可同時點選不同科目)

撰寫預算表及調整補助順位

※請使用拖拉的方式調整
欲申請計畫的優先補助順序



下載補助案件申請書草稿，
確認申請內容正確後按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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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申請案件處理狀態
• 可【下載】申請案件資料

完成申請補助案件與維護申請案件作業

完成送出申請後會顯示案件編號(申請成功)

查看是否完成申請補助送出畫面





申請案件

兩種狀態

已送件 公協會可自行【抽回修正】，修改後

將案件送出，並重新取得新案件編號

已收件 通知專案辦公室 ，由專案辦公室【退

回補正】，才可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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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有誤，需修改申請案件內容，請至維護申請案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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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送件】狀態-公協會抽回修正

申請案件狀態變成
“取回修正中”

公協會自行【抽回修正】
之後，申請案件編號會
標示為“已失效” ※注意：

• 抽回修正後，須申請截止日前
(11/26前)再送出，才算完成補助申
請，否則不算申請成功!!

• 重新送出申請案件後，會顯示新
「案件編號」(舊案件編號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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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件】狀態-由專案辦公室【退回補正】

2.專案辦公室退回補正公協會申請案件

1.公協會發現申請有誤，請專案辦公室協助退回補正

※常見補正情形：
 資格補正
 部分計畫補正
 全部計畫補正

(公協會收到退回補正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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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補正】作業-資格補正

依備註欄位之補件
內容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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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退回補正的內容，顯示
公協會可操作補正欄位

 【退回補正】作業-部分計畫補正

依備註欄位之補件內容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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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下一步，依步
驟順序重新補正計

畫書及預算表

※注意：
依序完成7個步驟後，務

必送出申請案件!!

 【退回補正】作業-全部計畫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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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送出申請案件，後來不想申請，可點選【全案撤案】
若只想取消申請單一展覽，可點選【單展撤案】
※注意：
撤案後案件將消失，若想再申請計畫，則須於截止日前
(11/26前)重新申請並送出申請案件！！

維護申請案件作業



依規定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預定執行15日前，
向貿易局申請同意後始得辦理!



點選【修改】功能，
進行受補助之展覽
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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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計畫展覽【變
更】或【取消】作業

(2) 必須要輸入變更的理由內容

(3) 若有證明文件需要上傳，可選擇上傳
檔案(EX：延期但展期未定、展覽取消等）

(4) 修改「計畫書」和
『預算表』的資料內容

展覽資料修改情形:
• 確認展覽資料 (如：展覽名稱、城市、

期間、網址等)是否正確，若不需修
改，則進行欲變更項目(如參展家數
或攤位面積)後，按儲存，再進行預
算表修改

• 若展覽資料不正確，請先至全球展
覽資料庫申請展覽代碼變更後，才
可再回到計畫書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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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取消申請作業完成後，取得「變更案件編
號」，且案件處理狀態為『已送件』的狀態

• 完成變更取消申請作業後，可以下載：
1.變更取消申請案件的申請表
2.下載補助計畫申請書內容(計畫書 & 預算表)

如點選撤案，須重
新申請作業

維護變更案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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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注意：
1.預撥申請是以公協會郵寄之郵戳日期作為預撥
之申請日期，請特別必須注意時效。
2.若案件為變更申請中則無法進行預撥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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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協會送出預撥申請案件後，須將
【申請書】、【承諾書】、【領據】
等書面資料下載列印並用印完成，
再寄至專案辦公室，才算完成預撥
作業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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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點選【申請核銷】，
輸入該展覽核銷資料

請確認申請核銷計
畫展覽年度
(可用搜尋條件查詢)

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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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後上傳受益表
點選【匯入受益表】功能開始作業

1.先下載【受益表範本】 EXCEL 檔案
(在 EXCEL 檔案完成填寫廠商受益表的內容)
2.再進行【匯入受益表】作業

請注意：
1. 匯入受益表作業，會先

清空所有的受益表資料，
然後再將匯入EXCEL受
益表檔案的內容，一筆
一筆的資料匯入資料庫
之中。

2. 非受益廠商、公協會攤
位請勿填入。

3. 若已完成匯入受益表，
需 再 修 改 ， 則 可 以 先
【匯出受益表】，修改
匯出的 EXCEL 檔案內容，
再進行匯入受益表作業。

(1) (2) (3)

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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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寫各項「實際收入數」金額

步驟3
請注意：
填寫完 (1).「全部支出數」和(2). 「實
際收入數」之後，
請記得 (3). 下載收支明細表及(4). 下載
文件 -- 2份黏貼憑證

(1)
(3)

(4)
填寫各項支出項目的
「全部實支數」金額



填寫各項「成果統計」資料
(紅色 * 欄位為必填欄位)

若是線上展，請輸入「主辦
單位每家收費標準」 44

步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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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紙本文件，
並依單據格式加
蓋公協會大小章

步驟5、6

請確實勾選核銷申請所需要的資料項目

(紅色*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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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7

申請核銷完成，請將相關文件親送或郵寄
到「補助公協會專案辦公室」

(10093 臺北市羅斯福路 1 段 73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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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 狀態
可修改和刪除

• 查看已送出核銷案件資
料內容

• 若【撤案】則不可再送
出該展覽的核銷申請

1.已完成核銷作業，專案辦公室若有退回
補正，將有系統及email通知，若公協會
收到通知，請至維護核銷案件作業，點選
【修改補正】並依審核結果說明，進行相
關之補正作業。
2.補正完後記得送出案件，才算完成補正。

查看已送出核銷資料內容



1. 系統登入連線時間為 30 分鐘 (5 分鐘前提醒，可點選【延長時間】繼續延長 30 分鐘)，如果沒

有延長時間，時間一到系統就會自動登出。

2. 離開系統時，請記得一定要點選【登出】，否則需要等到連線時限 30 分鐘到才可以再次登入。

(切記，請不要直接關閉瀏覽器，記得要登出 ! )

3. 系統同一個時間，同帳號，只允許一個登入的連線，一個帳號無法同時多個登入。

4. 操作系統畫面，有點選【下一步】的動作時，該資料就會儲存在資料庫中。

5. 公告截止當日，建議於當日下午 6:00 前完成送件，以免登打有問題時，無專人服務。

6. 申請新的展覽代碼，最遲需於公告截止日前2天申請，以免影響申請補助權限。

7. 申請新的帳號密碼，公告截止日前1天停止申請，請務必提前作業以免影響權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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