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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年臺日企業商機媒合大會 實體+線上 0708 0708 東北亞 日本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曾湘羚 02-2725-5200#1820 k376@taitra.org.tw

2 南部產業聚落採購大會 線上 0708 0708 全球 全球 臺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沈時芃 02-27255200#1562 garlish@taitra.org.tw

3 越南工具機展商機日 線上 0818 0818 東協 越南 臺北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陳琬儒 02-2725-5200#1577 wjchen5@taitra.org.tw

4 2021年南亞商機日 實體+線上 0825 0825 南亞
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巴基斯

坦、尼泊爾、不丹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李士勛 02-27255200#1841 mrchrisli@taitra.org.tw

5 印尼泰國馬來西亞食品包裝機商機日 線上 0830 0830 東協 印尼、泰國、馬來西亞 臺北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董仁傑 02-2725-5200#1579 kevintung@taitra.org.tw

6 阿曼商機日-汽配；ICT、醫材、食品加工 實體+線上 0901 0901 中東 阿曼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政得 02-27255200#1893 abraham@taitra.org.tw

7 波蘭工具機展商機日 線上 0902 0902 歐洲 波蘭 臺北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呂彥鋒 02-2725-5200#1582 yenfenflu@taitra.org.tw

8 2021年中國大陸商機日(二) 實體+線上 0903 0903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柯至嫺 02-2725-5200#1896 ivyko@taitra.org.tw

9 2021年拉丁美洲商機日 線上 0909 0909 中南美
墨西哥、巴西、加拿大、智利、哥倫

比亞、邦交國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盧立欣 02-2725-5200#1844 sofialu@taitra.org.tw

10 視訊採購大會-綠色科技 線上 0909 0909 全球 全球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王世輝 02-27255200#1511 shwang@taitra.org.tw

11 東歐木工機商機日 線上 0916 0916 歐洲 歐洲 臺北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林乃雯 02-2725-5200#1584 ellielin@taitra.org.tw

12 馬來西亞買主來臺境內體驗與媒合活動 線上 0922 0924 東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周毓敦 02-7707-4908 davidchou@cdri.org.tw

13 2021年歐洲商機日 實體+線上 0928 0928 歐洲

保加利亞、法國、德國、匈牙利、義

大利、荷蘭、波蘭、羅馬尼亞、西班

牙、英國、俄羅斯、烏克蘭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黃國泰 02-2725-5200#1852 cathay@taitra.org.tw

14 2021年美國商機日 實體＋線上 1005 1005 北美 美國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楊昕穆 02-2725-5200#1838 timothyyang@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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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興市場紡織機械商機日 線上 1006 1006 新興國家 新興國家 臺北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董仁傑 02-2725-5200#1579 kevinyung@taitra.org.tw

16 印度買主來臺境內體驗與媒合活動 線上 1018 1020 南亞 印度 新德里 創新行銷 商研院 周毓敦 02-7707-4908 davidchou@cdri.org.tw

17 非洲機械商機日 線上 1027 1027 非洲 非洲 臺北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廖芝槿 02-2725-5200#1586 k195@taitra.org.tw

18 全球零售通路採購大會 線上 1102 1102 全球 全球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陳翊寧 02-27255200#1539 yiningchen@taitra.org.tw

19 2021年亞西(中東中亞及土耳其)商機日 線上 1102 1102 中東及中亞

巴林、約旦、哈薩克、科威特、阿

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

阿聯大公園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林政得 02-2725-5200#1893 abraham@taitra.org.tw

20 拉丁美洲智慧機械商機日 線上 1109 1109
拉丁

美洲
拉丁美洲 臺北 智慧機械 外貿協會 鐘方廷 02-2725-5200#1581 hazelchung@taitra.org.tw

21 2021年非洲商機日暨台非企業論壇 實體+線上 1122 1123 非洲

奈及利亞、南非、埃及、阿爾及利

亞、肯亞、史瓦帝尼、衣索比亞、坦

尚尼亞、迦納、象牙海岸、烏干達、

盧安達等

臺北 推貿工作 外貿協會 劉千翡 02-2725-5200#1895 meganliu@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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