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函
機關地址：11012臺北市基隆路1段333號6樓
傳真：02-2757-6653
承辦人：行銷專案處  蔡詠晴
電子郵件：josefine@taitra.org.tw
聯絡電話：02-2725-5200 分機：1415

　
　

受文者：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外專字第107230295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27屆台灣精品選拔報名簡介

主旨：請鼓勵貴屬會員廠商踴躍報名參加「第27屆台灣精品選拔」，
請查照。

說明：
一、本會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辦理台灣精品選拔，第27屆將自

本(107)年6月1日起至29日受理報名，預定10月公告獲獎產品。
二、為協助廠商更深入了解選拔作業，俾有效準備參選資料，特於臺

北(本年5月2日)、桃園(本年5月16日)、臺中(本年5月8日)、新
竹(本年5月10日)、臺南(本年5月15日)、高雄(本年5月4日)巡
迴舉辦說明會。

三、台灣精品選拔以產品為參選單位，選拔項目聚焦「研發」、「設
計」、「品質」及「行銷」四大面向，上屆吸引1209件產品競
逐殊榮，選拔出503件結合技術、智慧與工藝，具創新價值之台
灣精品。企業參選除可藉由專家精闢設計之評選機制檢視自我
體質以追求成長，得獎後，也有機會參加每年約100場台灣精品
國際市場推廣活動。

四、承蒙貴會長期鼎力支持「台灣精品選拔」，促成會員廠商踴躍報
名參選，爭取品牌國際曝光與開發國際市場機會，特此致謝；
檢附「第27屆台灣精品選拔」簡介，請轉發貴屬會員廠商以鼓
勵報名。

正本：第27屆台灣精品選拔敬邀名單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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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台灣精品選拔簡介 

「台灣精品獎」是臺灣產業的最高榮譽；是經濟部為向國際宣揚我國產業形象所設

置的獎項，每年經由專業評審從研發、設計、品質、行銷四個方向，評選出具「創

新價值」的優質產品給予獎勵。獲獎產品除了能夠使用「台灣精品標誌」彰顯榮耀、

自我宣傳外，還有機會參加貿協團隊在國際目標市場進行的各項推廣活動。 

台灣精品行銷目標跨及企業與民眾，方式多元，涵蓋展覽行銷、運動行銷、品牌體

驗、數位互動、媒體廣宣與協助廠商布建通路等形式。每年在國際辦理超過100場活

動、國內外台灣精品相關報導至少5,000篇，觸達超過10億人次，能提升獲獎的臺灣

品牌能見度並協助品牌廠商國際拓銷，成效廣受台灣精品廠商肯定，每年報名參選

十分踴躍。 

台灣精品選拔邁入第27屆，誠摯邀請貴公司報名，一同將台灣精品推廣到世界各地。 

 報名時間：107年6月1日至6月29日 

 報名網址：https://apply.taiwanexcellence.org/  

 報名資格 

台灣品牌企業參與台灣精品選拔之資格條件如下： 

（一）依法設立登記之台灣企業 (非外國公司之子公司)，且所擁有之品牌已依

我國商標法取得商標權。  

（二）企業製造或研發單位設於國內。  

（三）企業之產品為上市未滿三年之量產工業產品，且已取得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認(驗)證或同等級國際認(驗)證。 

 選拔說明會 

1. 臺北場：5月2日 14:00-16:00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101會議室) 

2. 高雄場：5月4日 14:00-16:00 (貿協高雄辦事處502會議室) 

3. 臺中場：5月8日 14:00-16:00 (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台中市西屯區

天保街60號301會議室) 

4. 新竹場：5月10日 14:00-16:00 (貿協新竹辦事處會議室602) 

5. 臺南場：5月15日 14:00-16:00 (貿協臺南辦事處會議室三) 

6. 桃園場：5月16日 14:00-16:00 (桃園工業會-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10號9

樓901會議室) 

說明會報名網址：https://www.taiwanexcellence.org/tw/award/selection 

 

https://apply.taiwanexcellence.org/
https://www.taiwanexcellence.org/tw/award/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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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產業類別 不包含食品及食用藥品 

A 電子、電器、通訊產品及零組件 

AA 消費性電子及電器產品 

AB 網路/通訊產品 

AC 電子零組件 

B 資訊軟體 

BA 資訊軟體 

C 電腦硬體及周邊設備 

CA 電腦硬體及周邊設備 

D 時尚、生活及文化創意產品 

DA 時尚、生活及文化創意產品 

E 休閒、育樂及運動用品 

EA 休閒、育樂及運動用品 

F 家用設備及建材、安全、五金、手工具 

FA 家具、廚具、衛浴及家用品 

FB 建材、消防及安全防護產品 

FC 五金、手工具 

 

 

G 精密儀器及醫療健康器材 

GA 精密儀器及醫療健康器材 

H 化工製品、紡織及包裝 

HA 化工製品、紡織及包裝 

I  交通器材 

IA 自行車及零配件 

IB 汽機車、航太、船舶及零配件 

J  機械及零組件 

JA 機械 

JB 電力電機設備 

JC 機械及電機零組件 

K 綠能設備及零組件 

KA 綠能設備 

KB 綠能設備零組件 

L 國防航太：航太、船艦、資安 

   LA 國防航太：航太、船艦、資安 

Z 其他

 報名費用及繳交資料 

（一）每件產品新台幣4,000元整(含稅)，系列產品可計算為一件產品，實際依審查作

業為準。  

（二）繳交資料 (必備資料) 

1. 報名費支票正本或匯款單影本 

2. 報名產品型錄 正本(1份)  

3. 公司設立或登記證明 影本 ( 可至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 列印) 

4. 品牌商標登記證書 影本 (可至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 列印) 

5. 產品認(驗)證證明 影本 

6. 公司聲明書 (報名系統列印，需蓋公司大小章) 

7. 台灣精品選拔個資蒐集、處理與利用同意書正本 (報名系統列印) 

8. 製造/研發在臺證明(二擇一，依符合之條件，檢附證明) 

 台灣產製：製造工廠之工廠登記證 (可至商業司 工廠登記查詢 列印) 

 非台灣產製：研發單位在臺聲明書 (報名系統列印) 

9. 相關證明文件 (補充資料)：專利證明、得獎證明、產品經海關簽署之出口國

貨證明文件、原產地為我國之「原產地證明書」、「MIT微笑標章」、衛生

主管機關之網路廣告核准函 

（三）書面資料及費用繳交期限：107年7月2日前 (以郵戳為憑) 

 

http://gcis.nat.gov.tw/main/classAction.do?method=list&pkGcisClas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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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拔程序 

（一）資格審查：7月2日至7月31日 

（二）初選 — 選出「台灣精品獎」產品 

作業項目 日期 備註 

評審書面審查 8月8日至9月13日  

廠商產品送件 9月13日 請依通知之時間將報名產品送

往指定地點 

評審產品評鑑 9月14日至9月17日 如需廠商現場解說，將另通知 

廠商產品退件 9月17日 請依通知時間領回產品 

公布名單 10月底 公布台灣精品獎名單及入圍金

銀質獎名單 

（三）決選 — 選出「台灣精品金質獎」及「台灣精品銀質獎」產品 

作業項目 日期 備註 

廠商產品送件 11月4日 請依通知之時間將報名產品送

往指定地點 

產品評鑑及英文

簡報 

11月5日至11月8日 請於排定時間進行英文簡報及

詢答，並於簡報當日繳交英文

書面資料「創新價值運作實務

表」 

廠商產品退件 11月9日 請依通知時間領回產品 

公布名單 11月 於頒獎典禮公布金、銀質獎名

單 

 獎額及獎勵 

台灣精品金/銀質獎：金銀質獎合計總數以 30 件為上限，金質獎總數以 10 件為上限，

金質獎並頒發獎金新臺幣 50 萬元。獲獎產品將刊登在台灣精品網站

http://www.taiwanexcellence.org，向國內外廣為推廣。並可參加經濟部「臺灣產業

形象廣宣計畫」各項國內外推廣宣傳活動，並以派員出席活動之品牌企業優先參加。 

 辦理單位 

主辦：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洽詢：行銷專案處 形象推廣3組 電話：(02)2725-5200  

分機：1366、1384、1316、1415、1397、1341、1394、1382 

傳真：(02)2757-7229 

 

台灣精品選拔須知及相關資訊依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http://www.taiwanexcellence.org/ 

                         主辦單位：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http://www.taiwanexcelle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