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正取及備取補助廠商名單暨每案補助金額
正取名單
序
號

編號

企業

計畫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1 108A01046 可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陸市場品牌拓展計畫

$3,400,000

2 108A01047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和集團深耕亞洲市場行銷推廣計
畫

$2,230,000

3 108A01160 盟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非洲地工市場開拓計畫

$4,137,000

4 108A01314 吉尼寶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KUKU 酷咕鴨「KOL 虛實整合再進
化」通路拓展行銷計畫

$4,400,000

5 108A02078 岱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岱稜科技「高質化燙印薄膜」市占躍
昇計畫

$2,560,000

6 108A02147 花仙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花仙子泰國市場深耕計畫

$3,660,000

7 108A02169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樹德品牌全通路消費體驗計畫

$4,525,000

8 108A03054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晶碩光學深耕香港計畫

$4,000,000

United 品牌國際市場整合行銷計畫─
9 108A03174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針對東南亞已開發市場：菲律賓、印
尼、馬來西亞之市場深耕計畫
10 108A03196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1 108A03309 國强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順天堂精品中藥-拓展日本暨深耕美
國整合多元行銷計畫
國强生技 Kingirls 面膜保養品 瑞
士、奧地利及土耳其國際市場開發計

$3,800,000

$4,165,315

$3,852,000

畫
12 108A04064 維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維田深耕歐美工業智慧製造整合行
銷計畫

$3,500,000

13 108A04119 威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霸布局全球市場，建置越南行銷據
點專案

$3,400,000

14 108A04129 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圓剛 AVerMedia 搶攻歐洲第一市占率
之深耕電競市場行銷計畫

$3,800,000

15 108A04317 晶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6 108A05068 映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LITEMAX 20 週年高階國際市場創新
互動式行銷拓展
avin 品牌深耕亞洲前進北美行銷拓展
計畫

$3,060,000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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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8A05131 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得高效率 EMC Total Solution 亞
洲新興市場推廣計畫

$1,000,000

18 108A05199 飛鳥車用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ASUKA 品牌於泰國印尼市場虛實整
合行銷暨通路布建計畫

$3,000,000

19 108A06053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DIZO 台灣精品高值碳纖維自行車亞
太行銷計畫

$3,300,000

20 108A06077 德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PERO 工具品牌多元通路拓展東協
中高階市場

$2,800,000

21 108A06110 勝泰衛材股份有限公司

印度暨孟加拉市場旗艦店設立計畫

$2,960,000

22 108A07015 凱柏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融合智慧虛實服務之拓展美國市場
計畫

$3,800,000

23 108A07024 流亞科技有限公司

越南大躍進─LA 品牌推廣暨服務中
心布建計畫

$4,250,000

24 108A07055 奕達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YDPM 奕馬奔騰 2019 國際市場拓銷
計畫

$4,000,000

25 108A07066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優化顧客服務體驗旅程深耕歐洲行
銷計畫

$4,050,000

26 108A07141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AI、3D Vision、Robotics 全球市場躍
升計畫

$4,370,000

27 108A07180 高聖精密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IoT 智慧加工磨耗感測 COSEN 品牌
推廣計畫

$3,500,000

28 108A08101 聯合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Taiwan 美日市場國際拓銷
計畫

$2,800,000

29 108A08108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端監控整合系統南向在地深耕計
畫

$2,900,000

用珍奶讓世界看見臺灣，日出茶太雙
30 108A08130 六角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路模式拓展澳洲與菲律賓市場計
畫

$3,600,000

31 108A08185 耐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OPPING99 台灣女性產品拓展東
南亞市場加速器行銷計畫

$3,000,000

32 108A08311 勝利體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VICTOR 品牌深耕印度市場通路- 在
地化體驗整合行銷計畫

$4,000,000

33 108C01109 承恩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珍珠奶茶中國與東南亞拓展計畫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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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08C01327 欣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洲市場產地直購之在地行銷整合
計畫

$1,661,119

35 108C02017 睿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romate 「根留台灣、突破新南向」
拓展通路暨整合行銷計畫

$1,751,000

36 108C03113 博鑫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乒乓擴散式行銷─醫療工業 4.0 檢驗
自動化國際品牌導入計畫

$1,300,000

37 108C03318 華新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罩得住」MOTEX 拓展日本市
場通路布建計畫

$1,800,000

38 108C03319 英維酵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IDA 英維酵素深耕印尼市場計畫

$1,700,000

39 108C04060 英霸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ROUND 音訊品牌產品日本市場深
耕及亞洲新興市場開發計畫

$1,470,000

40 108C04321 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方位智能零售服務系統泰馬市場
拓展計畫

$1,400,000

41 108C05145 陸豪科技有限公司

陸豪共享經濟娃娃機佈建計畫

$1,700,000

42 108C06106 瑞麗刀剪股份有限公司

一把有溫度的剪刀-瑞麗剪出不一樣
的人生推廣計畫

$1,620,000

43 108C06203 達理精控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美洲、南歐營業拓展計畫

$1,690,000

44 108C07022 峰安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Noporvis 日本改裝車用渦輪增壓器市
場拓展行銷計劃

$1,800,000

45 108C07148 達佛羅企業有限公司

高階產品「拓展馬來西亞市場及深耕
克羅埃西亞、俄羅斯市場」行銷計畫

$1,555,000

46 108C07188 銳欣國際有限公司

深耕美國、泰國多元拓展新興市場品
牌行銷推廣計畫

$2,000,000

47 108C07210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 環境監測微振動系列產品
全球市場行銷拓展計劃

$1,800,000

48 108C07320 明暐紙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明暐印度通路市場深耕行銷拓展計
畫

$1,700,000

49 108C08012 亞思納國際有限公司

GUEE 品牌歐洲在地化跨境經營計畫

$1,400,000

50 108C08202 童顏有機股份有限公司

童顏有機 MIT 天然有機保養品之美
加與星馬地區新市場拓展計畫

$1,400,000

合計$140,316,434 元整
*按計畫編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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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C04136 天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KYMAKER」創客教材海外市場
體驗通路拓展計畫

$1,300,000

2 108A07198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GMT 品牌歐亞市場拓銷計畫

$3,000,000

編號

企業

合計$4,300,000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