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越南電商洽商團
2019/7/1（一）~ 7/5（五）原價 NT$38,000
現在報名即享補助價 NT$28,000(含越南簽證費用)
上為雙人房費用，可補差價(NT$7,000)升級單人房
每家業者僅限 1 人享有補助價(補助機票)、第 2 人以上恢復原價
為協助每家業者找到最佳跨境合作夥伴，主辦單位將保有報名審核之權利

最受電商業者好評、行程最充實的經濟部商業司電商洽商團又來啦！依過去舉辦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等電商洽商團經驗，以及所有參加過團員的回
饋，本次越南團 5 天 4 夜行程一定讓你收穫滿滿！除了一次囊括越南 3 大電商平臺、
串接電商物流，直接與越南電商生態系成員面對面交流，更加碼幫你對接近年最熱的
社群電商，與越南微商、網紅做最近距離的接觸！洽商團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一、行程特色與重點
1. 臺越電商交流會
由經濟部商業司、越南電子商務與數位經濟局(iDEA)及越南電子商務協會
(VECOM)共同舉辦，讓你有機會與越南電商生態圈成員互相分享在地情資及
經營跨境電商的經驗。
2. 臺灣電商與越南社群電商媒合會
邀請超過 50 位越南微商及網紅前來媒合、試用你的產品，並即時在社群上分
享，是你測試產品在越南市場是否有潛力的絕佳機會！
3. 至越南 3 大電商平臺進行深度洽商
拜訪越南蝦皮、TIKI、Sendo 等 3 大電商平臺，除了了解他們的服務方案，也
透過這些最熟悉越南電商市場的專家，帶你看越南未來的發展潛力。
4. 參訪越南最大電商物流
本次洽商團將帶你直擊越南最大物流業者 GHN，了解他們針對電商業的需求，
有提供甚麼最佳解決方案。

二、日程活動安排
日期
7/1

行程內容

住宿

✓ 09：20 桃園機場（長榮 BR-391）✈ 11：40 胡志明機場

中央皇宮酒店

星期一

✓ 14：00 至越南蝦皮進行洽商

(預定)

✓ 18：00 與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晚餐

7/2

✓ 10：00 至 Sendo 進行洽商

星期二

✓ 14：00 至 TIKI 進行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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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與越南臺灣代營運業者晚餐

7/3

✓ 09：30 拜訪大 A 跨境加速器

星期三

✓ 14：00 臺灣電商與越南社群電商媒合會
✓ 18：00 與越南臺灣電商晚餐

7/4

✓ 10：00 至 GHN 進行洽商

星期四

✓ 14：00 臺越電商交流會
✓ 18：00 與 iDEA 及 VECOM 晚餐

7/5

✓ 12：50 胡志明機場（長榮 BR-392）✈ 17：15 桃園機場

星期五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三、報名說明
（一）報名資格
1. 目前在東南亞已經有經營跨境電商的業者(優先)
2. 即將在東南亞開站或營運的業者(其次)

（二）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6 月 10 日止。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
2. 回傳報名表、公司中英文簡介（300 字以內）
、目前／即將在東協市場經營的參考
資料（網站／平臺連結，或設立的公司名稱等）
3. 由主辦單位進行報名審核
報名諮詢： 02-7707-4863 張先生

（三）報名費用
費用說明
雙人房 (兩人一室／每人)
單人房 (一人一室／每人)

原價

NT$ 38,000

補助價

NT$ 28,000

原價

NT$ 45,000

補助價

NT$ 35,000

以上費用包含：
1. 上述行程表列中交通、食宿、司機導遊小費及工資。
2. 500 萬＋20 萬意外醫療保險。
備註事項：
1. 每家業者僅一人享有補助(補助機票費用 NT$ 10,000)。
2. 長榮經濟艙限重每人 30 kg。
3. 開票後不得改期、變更行程，亦不得辦理退票。
4. 機位、飯店尚待需求統計中，機位會以國營航空為主，飯店若遇滿房，會以同級飯店代
替。費用多退少補。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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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越南電商洽商團
報名表
A.廠商資料： (開立代收轉付收據)
公司中文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
公司聯絡地址：
發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聯絡電話：
傳 真：
聯絡人：
電話：
email：

B.參團人員中英文姓名及基本資料： (英文名字，請填寫護照上之名字)
NO. 中文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名字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吃素 吸煙 手機
01.

□

□

02.

□

□

email

C.使用之班機行程：
1 .□ 長榮航空經濟艙團體票；與團體同進出。
□ 採用個人票。不隨團進出；請將正確之行程列於下，以便安排訂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機上餐食：
□ 素食
□ 一般
□ 特殊要求________________
＊ 每家廠商補助一人機票費用 NT$ 10,000
D.住宿選擇：
□ 雙人房 (兩人一室，與團員合宿)，指定同宿團員：_________________
□ 指定單人房
＊ 雙人房兩人一室／每人 NT$ 28,000 單人房一人一室／每人 NT$ 35,000
＊ 雙人房如遇到無法安排時，敬請改選擇單人房。
E.備註：
※敬請於 6 月 10 日（一）前，詳細填寫並 mail 或傳真此報名表，我們將盡全力妥善為您安排。
※請準備好您的護照影本及全額團費，後續將有專人與您聯繫，進行代訂機位、旅館及保險等作業。

張先生 ShawnChang@cdri.org.tw
電
傳

話：02 - 7707 - 4863
真：02 - 7713 - 3399
～～～ 感謝您的報名參與 ～～～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下稱本院)受 (經濟部商業司) 委託辦理「2019 越南電商洽商團」，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及本院個人資料保
護相關規章，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前，告知下列事項：一、蒐集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為辦理「2019 越南電商洽商團」活動作業、執行本院章程所定
之業務、基於本院內部管理作業或寄送本院業務活動訊息之蒐集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下列類別之個人資料：姓名、聯絡方式(例如：電話號
碼、職稱、電子郵件信箱、居住地址或工作地址)及等其他得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二、個人資料之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
料僅提供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在不逾越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三、當事人權利，您可就
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行使下列權利：(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
蒐集、處理或利用；(五)、請求刪除。四、蒐集方式，報名系統、紙本蒐集或其他方式(如個人領據)。五、不提供對您權益之影響，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
供您的個人資料，若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不足以確認您身分真實性或不提供等情形，本院將無法提供您與蒐集目的有關之服務。六、聯絡方式，若有任何問
題或權利行使，煩請聯繫本院聯絡人：張先生，電話：02-7707-4863，E-mail：ShawnChang@cdri.org.tw，我們將盡速為您處理，謝謝！

□本人已知悉且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貴院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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