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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海外初選選拔須知(草案)第六場馬來西亞說明會
• 地點:Google Meet線上會議
• 日期:110年06月10日 (四)
• 時間:下午14:00~下午15:00

時間 議程內容/說明者

14:00~14:05 長官致詞/僑委會張淑燕處長

14:05~14:25 計畫說明與報名系統操作/周韶珍研究員

14:25~14:55 綜合討論/執行單位與海外承辦單位

14:55~15:00 總結/執行單位與指導單位

15:00 散會

會議議程



計畫緣起

僑務委員會(簡稱僑委會)為輔導海外臺商事業發展、鏈結臺灣優勢、協助海外臺商產
品品牌推廣，110年規劃辦理「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期以共同通路整
體行銷概念，帶動海外臺商產業品牌發展、降低品牌行銷成本並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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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共分二階段:
第一階段（海外初選）由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所屬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轄下之
日本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印尼臺灣工商聯誼總會、越南臺
灣商會聯合總會、緬甸臺商總會、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菲律賓臺商總會(簡
稱海外初選承辦單位)辦理，自所有報名產品中選出入圍之「海外臺商精品」，每件
產品均頒發證書乙紙
第二階段（臺灣決選）由執行單位自入圍之「海外臺商精品」中再選出「海外臺商
精品金質獎」及「海外臺商精品銀質獎」，每件產品均頒發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
成為象徵臺灣之海外臺商優質產品代表，並於海外市場進行品牌行銷推廣。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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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日本、泰國、印尼、越南、緬甸、馬來西亞及菲律賓七國。

海外臺商企業:
1. 報名公司之製造單位設於海外，且我國僑(國)民或公司直接及間接持股或出資合計超

過全部股份或資本額百分之五十之事業；但當地法令限制外資持股比例，其已達上限，
且能證明對該事業具實質控制權，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經僑委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2. 報名公司需依產品製造國設立登記，且其所生產之產品須於產品製造國取得生產製造
登記、須正常營運、信用良好、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且為獲利企業(若因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者不受此限)。

3. 僑民之資格認定，參考「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4條得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之相關規定
辦理。

海外臺商精品:
1. 企業產品為上市之量產消費產品，且已申請或已取得產品製造國之國家標準、認(驗)

證或同等級國際認(驗)證標準。
2. 企業所擁有之品牌已依產品製造國商標法取得商標權，或正在申請商標之文件證明。
3. 產品類別分為「電子、電器、通訊產品及零組件」與「時尚、生活及文化創意產品」

共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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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與分類代碼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8 月 15 日(日)止。

✓ 報名費用:每件最多以100美元為限，折合當地貨幣繳付。

✓ 報名方式:進入海外臺商精品選拔線上報名系統 (www.taiwanprime.org) ，請先
註冊報名公司資訊後再登錄，並新增報名產品資料及上傳書面資料。(以線上為主
，亦得採紙本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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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註冊報名公司資訊 新增報名產品資料 上傳書面資料

✓ 勾選相關申請資格自評
✓ 選擇「參賽國家」
✓ 填寫相關公司基本資料
✓ 設定帳號與密碼及點選

註冊完成。

✓ 選擇「產品類別」
✓ 填寫產品相關資訊及

上傳產品圖片
✓ 點選「新增」

✓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 產品選拔項目內容
說明表單

✓ 認證、專利、得獎
證明

✓ 合作意願書、切結
書、資料檢核清單

http://www.taiwanpri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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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系統操作

STEP 1

登入註冊

STEP 2

✓ 勾選相關申請資格自評
✓ 選擇「參賽國家」
✓ 填寫相關公司基本資料
✓ 設定帳號與密碼及點選註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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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 檢視產品圖片及資料上傳狀態
✓ 點選”上傳書面資料”

報名系統操作

STEP 3

✓ 選擇「產品類別」
✓ 填寫產品相關資訊及
上傳產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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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上傳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上傳產品選拔項目內容說明表單
✓上傳認證、專利、得獎、證明
✓上傳合作意願書、切結書、資料檢核清單

報名系統操作



海外初選選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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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資料審查
針對報名公司所提交之產品選拔項目內容說明表單及產品相關證明文件，由海外初
選審查委員會依「研發」、「設計」、「品質」、「行銷」四項選拔項目進行審查
並予以評分，「臺灣鏈結」則為加分項目。

產品評鑑
由海外初選承辦單位通知報名公司於指定時間內，將報名產品送到指定地點接受
評鑑。海外初選審查委員於必要時得請公司實地操作示範，或提出簡報說明。所
有報名產品皆須送實品參與評鑑，惟特殊情形者（如受新冠肺炎影響等不可抗力
因素）或底面積超過 200 公分 x 150 公分之各類產品，經海外初選承辦單位同意
後，得以視訊或其他替代方式展現。



海外初選選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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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選配分
書面資料審查佔85%，其中選拔項目中的「研發」佔25%、「設計」佔25%、「品
質」佔20%、「行銷」佔15%，另「台灣鏈結」加分至多為5分，產品評鑑佔15%。

審查委員會
由海外初選承辦單位廣納當地各類商會代表，並邀集駐外館處經濟組、僑務組、
外貿協會駐外人員、學者專家組成9人以上之海外初選審查委員會。海外初選
審查委員會原則邀請當地駐外館處代表(或處長)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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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作業日程表

作業項目 日期 備註

線上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8 月 15 日(日) 8 月 15 日報名系統截止註冊。

書面資料缺件補正日期 8 月 16 日(一)至 8 月 20 日(五)
8 月 20 日報名系統關閉(郵寄
以郵戳為憑)。

海
外
初
選

書面審查

8 月 31 日(二)前

產品評鑑

A. 產品送件

B. 產品評鑑

海外臺商精品入圍名單公布 9 月 7 日(二)
入圍名單經審查委員會審定及
僑委會核定後公布。



海外初選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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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報名資料繳交

海外初選承辦單位
資格審查

海外初選審查委員會
書面審查

海外初選審查委員會
產品評鑑

海外臺商精品獎名單
入圍決選名單

符合

否

通知公司補件
(接到通知2天後)

通知廠
商送件

公司送件

✓ 未檢附必要文件(通知廠商補件)
✓ 資格不符(不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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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將辦理公開頒獎活動，頒發證書、獎座及獎狀，並於僑委會官網首頁設立專區 ，運
用臉書(Facebook)、僑務電子報、Youtube 及各項活動等資源，協助播放各獲獎產品 影
片，向海內外廣為推介。各獲獎產品除可能獲得友我華文媒體報導刊登相關訊息外，另 有
機會獲得本案後續各項輔導推介服務：

(一)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專案提供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所需經費貸款保證，最高
為推廣計畫所需經費之 70％，以每案 200 萬美元為上限，並依個案核定保證成數(5 至 8
成)。

(二) 臺灣知名會計師事務所提供審計、稅務、財務等相關諮詢服務，金質獎獲獎者計 5 小
時，銀質獎獲獎者計 2 小時。

(三) 外貿協會提供獲獎企業得以自費方式參加「臺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行銷推廣活動並
設置展示專區。

輔導推介規劃



海外臺商精品
(金質獎10名、銀質獎20名)

創新樂活

智慧科技

#電子資通訊、
家用商用電
器、電器產
品零組件

#健康生活
文化創意

客製化圖文製作 數位社群行銷

#引導流量串聯：連結
商用通路買主群聚資訊
平台，透過流量風口進
行引流

#精準數位行銷：鎖定
目標市場慣用社群精準
投放數位廣告

線上數位策展

#數位策展：依照廠商
特質，透過主題式內容
與潛在客戶深度溝通

#圖文製作：透過產品介
紹之圖文素材，以英文
或當地語言，提供完整
產品簡介與採購資訊

創新推介規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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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推介

數位社群行銷之
目標市場選項為
日本、泰國、印
尼、越南、緬甸、
馬來西亞及菲律
賓

獲選金質獎之臺
商可從目標市場
指定2國
獲選銀質獎之臺
商可從目標市場
指定1國

說明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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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不在「海外臺商精品獎」指定辦理的7個國家，是否可以報名?
A: 由於為第一屆辦理，考量需有多方支援協輔海外臺商，並使選拔協輔機制順暢，故辦理區域需具備駐外館處經

濟組、僑務組、台貿中心、商會組織等單位，若您的海外企業不屬於日本、泰國、印尼、越南、緬甸、馬來西
亞及菲律賓任一個國家，今年將無法報名參加，未來僑委會將視情擴大辦理範圍。

Q:所屬地區要提出華僑身分證有困難，是否有彈性做法?
A: 如有其他佐證資料可提出。

Q:「海外臺商精品獎」為何選這2大類產品的原因?
A: 於活動辦理前期，僑委會已藉由電子問卷調查海外台商對於活動辦理品項建議，調查結果為電子、電器、通訊

產品及零組件及時尚、生活及文化創意產品為希望擇定的產品類別，並於兩大類產品中將研發、設計、品質、
行銷、台灣鏈結項目作為評分要素。

Q:請問此次為何沒有食品類別?
A: 食品有保存期限及檢疫的問題，考量首次試辦，希望審查作業順利，故今年暫無規劃加工產品與食品類別，未

來將視辦理需求與成效，考慮將其納入選拔類別。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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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若是公司以代工為主，是否可報名參加?
A: 海外臺商若只是純代工，將無法申請；若公司雖有從事代工，但也有自有品牌及量產計畫，只要提供品牌建立

相關佐證文件，即可進行申請。

Q:若當地法規限制海外臺商企業持股股份，是否可報名參加?
A: 若當地法令限制外資持股比例，且企業能證明對該事業具實質控制權與指揮權，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經僑委會同

意者，即可報名參加。

Q:報名系統是否有操作手冊可參考?
A: 將以簡報輪播方式提供給大家，若還有操作上的疑問，可直接來電+886.2.77074882或LINE: @taiwanprime詢問。

Q:審查委員會如何組成?
A: 審查委員會由海外初選承辦單位廣納當地各類商會代表，並邀集駐外館處經濟組、僑務組、外貿協會駐外人員、

學者專家組成9人以上之海外初選審查委員會。海外初選審查委員會原則邀請當地駐外館處代表(或處長)擔任主
席。

Q:想請問得獎企業的輔導行銷內容?
A: 得獎企業將可獲得輔導與推介獎勵，針對企業得獎產品，製作圖文拍攝放在官方策展網頁進行行銷，並利用關

鍵字行銷等手法，使其產品有更多曝光機會，以及電商服務等行銷內容，如上架、代理等。



綜合討論



謝謝參與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