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展廠商網路行銷服務

外貿協會 - 網路中心

楊又學

yysund@taitra.org.tw



台灣經貿網

taiwantrade.com.tw

買賣旺 (易成網)

idealez.com

台灣國際專業展

taiwantradeshows.com.tw

外貿協會 網路行銷 - 虛實整合

START



 買主展前關鍵字查詢展品、

交通及住宿等資訊

 多語系、多曝光

 參展廠商免費刊登5項產品

 免費發布新聞稿 150 字元

 發送邀請函，與買主互動

台灣國際專業展
https://www.inventaipei.com.tw

https://www.inventaipei.com.tw/


啟用帳號密碼

有疑問請洽：分機 2985 

exhibitors@taitra.org.tw

mailto:exhibitors@taitra.org.tw


Google、百度關鍵字廣告

社群媒體聯播

eDM、電子報發送

針對買主 多通路精準行銷

請提早優化網站

曝光多、商機更多！

TTS 專業展網站高強度曝光
熱搜關鍵字

coffee、food、can、
seafood、綠豆椪、鳳

梨酥、酒、冷凍

熱門採購品

加味飲料、有機飲料、
特殊乳製品、果汁粉、

果汁、咖啡



買主看到的畫面

差異化 服務請洽：分機 2985

exhibitors@taitra.org.tw

mailto:exhibitors@taitra.org.tw


雙網行銷，網住商機

B2B+C 線上交易商城B2B 貿易總入口

http://www.taiwantrade.com.tw/
http://www.taiwantrade.com.tw/
http://www.idealez.com/
http://www.idealez.com/


與多家業者合作，
提供更多優值服務

強化公司誠信形象

(三) 策略聯盟

整合 金流、物流
、資訊流

能一站式採購

(四) 多元管道

虛擬(網路) +

實體(平面+展會) =

全面推廣

經濟部與貿協超過
120多個駐外單位

聯合拓展、找買主

(二) 全面推廣

全球180多萬國外買主

台灣廠商優先推介

平均每日8.5萬瀏覽人次
80% 為國外訪客

(一) 人潮豐沛

經濟部貿易局委託外貿協會於 2002 年創立
網路貿易推廣及接單中心

國家認證

=

台灣經貿網 www.taiwantrade.com

http://www.taitra.org.tw/
http://www.taitra.org.tw/
http://www.taiwantrade.com.tw/


買賣旺 (易成網)

●目的: 簡化採購流程，提供小額貿易，
透過樣品販售，爭取彼此信任。

●網址 :  www.idealez.com

●語系: 英文、日文、簡中

●線上金流管道:
PayPal、線上刷卡、支付寶、財付通、
銀聯卡…

●行銷資源:

針對買主發送 eDM 、電子報、新聞、
關鍵字廣告、網站 banner 宣傳 …

免開店費、免上架費！



世界第 4

http://www.alexa.com/topsites/category/Business/International_Business_and_Trade/Import_and_Export/Portals
http://www.alexa.com/topsites/category/Business/International_Business_and_Trade/Import_and_Export/Portals


前 10 大買主國

‧ 已開發市場

北美

亞太

歐洲

‧ 新興市場

南亞

中東

http://www.alexa.cn/index.php?url=taiwantrade.com.tw
http://www.alexa.cn/index.php?url=taiwantrade.com.tw


二、廠商 免費服務
http://www.taiwantrade.com

● 贈送 在座廠商

簡稱 EC 會員

● 可免費上傳

10 張型錄及公司資料

至「台灣經貿網」

及「 買賣旺(易成網)」

● 客服專線: 

0800-506-088

台灣經貿網 = 讓買主詢價

http://www.taiwantrade.com.tw/


買賣旺 = 樣品販售 或 線上交易

販售型錄範例

成為會員

申請開店

設定 金流、物流

上傳商品型錄

http://www.idealez.com

http://www.idealez.com/


數據分析

私人展覽室

金流功能

客服專線
0800-506-088

三、升級 台灣經貿網 EP會員 (含買賣旺)

企業網站 x 2

型錄無上限

TUV 萊因

國際企業認證

商機配送

買主蒐集

多樣優惠

台灣產品雜誌

半價刊廣告

APP

商機即時通

電子報

升級 EP

TEL：0800-506-088

請洽 : 楊又學 yysund

yysund@taitra.org.tw

http://www.taiwantrade.com.tw/goldenroot/products-category-list/en_US/0/10/1/
mailto:yysund@gmail.com


策略聯盟夥伴
 國際企業認證

 電子商務平台

 金流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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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儀表板

◎ EP 會員專屬服務 ◎

http://www.alexa.cn/index.php?url=taiwantrade.com.tw
http://www.alexa.cn/index.php?url=taiwantrade.com.tw
https://youtu.be/VJvoVepygLg
https://youtu.be/VJvoVepygLg
https://youtu.be/mOAakBS29SQ
https://youtu.be/mOAakBS29SQ
https://youtu.be/cLMlW2yhGCE
https://youtu.be/cLMlW2yhGCE
https://youtu.be/cJUU8OUaA6Q
https://youtu.be/cJUU8OUaA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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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點選 Taiwantrade Logo 連到該廠商在台灣經貿網的企業網

台灣國際專業展 台灣經貿網

線上展覽

http://www.taitronics.tw/zh_TW/exh/info.html?id=54CC9926941C32DDD0636733C6861689
http://www.taitronics.tw/zh_TW/exh/info.html?id=54CC9926941C32DDD0636733C6861689
http://www.taiwantrade.com.tw/kss
http://www.taiwantrade.com.tw/kss
http://www.taiwantrade.com.tw/kss
http://www.taiwantrade.com.tw/kss


請洽 : 楊又學 yysund

yysund@taitra.org.tw

網路

平面展會

EP 優惠刊 台灣產品雜誌 + 電子書、APP

網路線上閱讀 :  www.taiwantrade.com.tw/tp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mailto:yysund@gmail.com
http://publication.taiwantrade.com.tw/tp/


視訊採購洽談會 台灣經貿網爭取商機

isourcing.taiwantrade.com.tw採洽易：

http://isourcing.taiwantrade.com.tw/internet/index.aspx
http://isourcing.taiwantrade.com.tw/


Buyer’s Lounge

買主洽談區、展覽櫥窗

www.taiwantradeshows.com.tw專業展：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shows.com.tw/zh_TW/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shows.com.tw/zh_TW/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shows.com.tw/zh_TW/index.html


iDealEZ 特搜商品看板



外貿協會：楊又學 分機 3941    Line：yysund

台灣經貿網客服：0800-506-088

欲知詳情請至

http://eportal.taiwantrade.com.tw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http://eportal.taiwantrade.com.tw/
http://eportal.taiwantrade.com.tw/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resources/MAIN/TC/S0/member/eportal/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resources/MAIN/TC/S0/member/eportal/index.html
http://www.idealez.com/
http://www.idealez.com/


請掃描
官方 Facebook 業務線上客服

服務介紹網址

http://eportal.taiwantrade.com.tw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resources/MAIN/TC/S3/member/service_special.htm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resources/MAIN/TC/S3/member/service_speci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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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簽單送好禮 <<<

跨境電商教戰手冊隨身碟1個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台灣經貿網入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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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 3年期

NT$ 30,000 NT$ 54,000

台灣經貿網「企業網頁會員」

買賣旺「企業商店會員」

台灣產品雜誌內頁四分之一頁廣告及電子書

經貿透視雙週刊電子版

德國萊因TÜV Rheinland企業認證

平台、物流、金流優惠

Google關鍵字廣告NT$2,000(代操作) Google關鍵字廣告NT$4,000(代操作)

SEO服務(價值NT$35,000，代操作)

台灣經貿網入會方案

新會員專案

請依當季訂購單為準

20.0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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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 3年期

NT$ 16,000 NT$ 45,000

台灣經貿網「企業網頁會員」

買賣旺「企業商店會員」

台灣產品雜誌內頁四分之一頁廣告及電子書

經貿透視雙週刊電子版

德國萊因TÜV Rheinland企業認證

平台、物流、金流優惠

Google關鍵字廣告NT$2,000(代操作) Google關鍵字廣告NT$4,000(代操作)

SEO服務(價值NT$35,000，代操作)

台灣經貿網入會方案

續約會員專案

請依當季訂購單為準

20.07.2016



www.taiwantrade.com

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廣進達三江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