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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行銷專案處處長   

陳英顯
談  跨出台灣、拓展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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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台灣世曦公司配合交通部及外交部的

政策以及搭配民間投資，遠赴海外、

「跨」越了國界、進行了一些海外業

務的「拓」展，包括鄰近的中國大

陸，東南亞的印尼、越南與馬來西

亞，遠至非洲史瓦濟蘭；想請教處

長，由於在海外的業務拓展難免會面

臨一些不同挑戰，我們需要如何去克

服和拓展海外業務的機會？

答：先循著議題「跨」與「拓」來交換一下意

見。我們國內的工程技術已有許多年的發展歷

史了。首先，我們國內的資訊與通訊科技(ICT)

產業工程技術發展的很不錯，如果再加上結合

營建技術以及ICT在工程上和智慧交通的運用

等，我想對於「跨」這個部分，也將會是台灣

的強項之一。國內有許多年輕的技術人才，語

言能力很好，而我也發現台灣有一個特別的人

力資源–印尼到台灣來的留學生佔外國留台學

生很大的比例；過去十餘年來，台科大所訓練

的印尼留學生高達1700多位，而這些學生畢業

後也陸續地回到他們的國家，擔任重要職務，

對我們來說這些學生是有相當影響力的，亦可

以與他們衍生出許多合作機會。跨領域來說，

因為台灣現在國內市場小，反而海外市場有無

限大的想像空間，只要願意走出去，將會有很

大的商機。

　　但以「拓」來說，是相對比較辛苦的，

壹、前言

　　陳英顯處長 -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下稱貿協)行銷專案處處長，為日本國立京都工業

大學高分子研究所碩士，曾任貿協東京台灣貿易中心主任、行銷專案處代處長、市場拓展處副

處長及福岡辦事處主任，行銷資歷豐富且積極推動台灣文化及科技產業。於民國96年及97年曾

舉辦過外交部「國外綜合商展委辦案」以及於99年舉辦過經濟部「延攬海外科技人才」等重要

計畫。

　　在1960年代台灣經過了蓬勃的經濟成長後，把台灣的封閉經濟帶入比較廣闊的世界經濟

圈，把台灣的製造業、輕重工業推向國際，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接下來有關台灣工程產業國

際化如何養成也是一項重要議題。本期刊很榮幸於民國105年4月1日專訪到陳英顯處長，來為我

們探討台灣工程顧問業如何走向國際化、如何創造另一個工程產業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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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像是在日本，他們有72個城市實施公共自

行車，但是自行車的日周轉率僅0.45次。

　　以市場面來說，像YouBike國際化的經驗

較為不足，所以可以結合土木及交通工程、都

市及景觀規劃、智慧系統及維修服務，整合成

一個團隊，來推廣我們成功的台灣經驗；這樣

的一個行銷熱點，將可以創造出很多後續的商

機，這種成功的案例如能推廣到海外，也對我

們國家的形象有很大的幫助。日本在這方面也

開始向台灣取經，他們自己虛心地探討能夠把

哪些技術或經驗帶回日本；例如我們捷運站的

大部份是需要大家密切合作，在國際上進行團

體賽，如何結合政府跟民間的資源，將會是台

灣業者向外推廣的重要環節。台灣擁有很多

良好的建設實績，水準不亞於先進國家，像我

們的捷運讓我們可以橫跨大台北地區，非常便

利，我們的公共設施也比以往改善許多，讓我

們的工作、生活更加方便；我們的公車到站系

統，只需要下載手機APP便可知道公車到站時

間，而這個例子在台灣運用的很成熟，也是台

灣比國外還要領先的一種智慧運輸技術。但是

很可惜的是，在市場面來說，目前國外對台灣

業者不熟悉，台灣廠商在國外市場的能見度很

低，因此如何與國際接軌，並跟國際保持一種

Public Relations (PR)的關係已成為關鍵。

問：請問處長，我們台灣工程顧問業在國

際上的行銷熱點有哪些？

答：首先，我想要提的是台灣的民眾有很好的

節能減碳觀念，而節能減碳則是現在及未來的

一種必然趨勢，這也說明著裡面藏有商機。舉

例來說，微笑單車(YouBike)可以和台灣世曦搭

配，讓我們的微笑單車在國際上成為很良好的

一個節能減碳的示範。很多亞洲的城市在實施

城市腳踏車，但是普遍不成功；我們的微笑單

車平均日周轉率高達8.5次，領先亞洲其他國

(左1)黃文鑑協理  (左2)苗華明副總經理  (左3)彭景芬工程師                                                                               (右3)葉吉凌組長  (右2)陳英顯處理  (右1)聶怡婷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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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都非常明確，各捷運站出口有哪些公車可

以搭乘的標示，以及路口地標、捷運站、公車

上提供免費Wi-Fi等，都是讓他們覺得值得學

習的地方，讓他們覺得我們的建設是很友善的

(friendly)。只是我們尚未輸出到國際上，這樣

的成功經驗在海外絕對是有商機的，而推到國

際上仍需要一些時間跟整合。

　　對於全球化市場而言，台灣可以比擬為是

亞洲一個很好的測試基地，只要在台灣測試成

功的產品，西進中國大陸一定也成功。以日本

的住友集團為例，和我們台灣的三商集團合作

也是這個道理；把台灣當作一個測試基地，日

本本地在後台做技術的支援，住友集團的目的

在於測試市場，在台灣測試沒問題後則可以再

進軍到亞洲其他國家。工程業界也可以思考怎

麼把台灣當作一個測試市場，例如ETC(遠通電

收)在短短兩年內，在台灣的普及率即達百分

之百，日本推行ETC快二十年了，普及率還是

很低；另外在越南也準備採用遠東電收的ETC

系統，越南考察了所有其他國家的交通建設，

包含歐美、日本，但是相較之下，他們認為台

灣的ETC才是最適合他們的交通建置，相對來

說台灣的ETC建置成本也不會太高。像這種實

(左1)黃文鑑協理  (左2)苗華明副總經理  (左3)彭景芬工程師                                                                               (右3)葉吉凌組長  (右2)陳英顯處理  (右1)聶怡婷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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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遠通電收的實績在海外推廣是非常受歡迎

的。

　　我們需要一個個來發掘在國內成功的案

例，像是微笑單車、公車到站、電子票務的整

合，這些都尚未推廣到國際，一旦推廣成功

後，有機會產生連鎖效應，很快地得到豐收；

像是泰國捷運系統的電子票務，如果能幫他們

整合成功，我相信東協有許多其他國家對我們

台灣的智慧交通建置會更有興趣，因為他們交

通壅塞的太過嚴重。微笑單車和台灣世曦的合

作，倘若能在亞洲國家建置成功，相信也將會

給台灣工程業界帶來更多的國際商機。

問：工程顧問業如何配合貿協策略向海外

市場發展？

答：工程顧問業界可運用貿協的資源、人脈經

營；因為貿協在海外有60個據點，透過這些據

點可以幫助台灣的業者找到海外當地的專業人

員，來協助我們台灣業者熟悉當地法規及產業

環境；透過貿協可以協助推廣並積極舉辦或參

加海內外相關商機會議。我很推薦工程業界多

加利用貿協的服務，比如說競標文件需要當地

特殊語言做翻譯，我們貿協可以來協助推介人

才；亦或是當地政府部門之拜會，貿協很樂意

幫忙「敲門」，但先決條件是業者要有實績、

有實力，如此貿協才容易幫忙引薦。貿協也是

政府資源之一，我們也希望能夠幫助工程業界

來創造出在國外的一些實績。

　　上個月，貿協在泰國曼谷舉辦了一場研

討會。這個研討會是一個向當地政府及業者介

紹台灣廠商的一個推廣平台。我們邀請了國內

有建設實績且願意去國外標案的廠商，把他

們介紹給當地的政府官員(例如捷運局及交通

部官員)及系統整合商。因為他們對台灣不熟

悉，所以借用這個研討會的平台來向這些國外

政府官員一一介紹及解說台灣的實力，這種

苗華明副總經理苗華明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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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可以讓業者帶大筆的資金遠赴海外，我們

的政府仍然很樂意幫台灣的業者去海外拓展業

務。例如，如果業者自己有個比較具體的個案

跟計畫需要融資，可以透過貿協來引介輸出入

銀行之融資服務及向我們政府(例如經濟部、

財政部)溝通及反應、表達業者的需求；政府

也有提供台灣業者相關的備標補助，來幫助民

間去海外拓展業務，我很鼓勵工程業界多多善

用這個補助之資源。

　　過去四、五十年，台灣是靠製造業在國

際闖出名號。所有產業國際化是必然的，國際

化像是一種資源，讓我們豐衣足食的資源，經

濟發展也是要靠國際化，我們是國際化的受惠

者。而國外的一些業者也會透過貿協的外館來

台灣尋找適合的合作對象。我很佩服台灣的工

程技術人員，品質好、選擇又多，可以做出很

多優質的產品；例如有許多人擔心像是德國

IFA展和美國CES展要來亞洲辦展，會不會影

響到我們台北國際電腦展之優勢，我認為是

推廣方式效果不錯；後續再逐一地訪談這些國

外官員，便可清楚地掌握到他們國家的一些計

畫藍圖及第一手資訊。當這些國家知道我們的

實績及「內涵」後，他們會願意透露出當地政

府的相關計畫和商機，則我們就可以開始做準

備。所以貿協這邊可以發揮一種凝聚力、結合

大家的力量，幫台灣的業者做一個曝光、去到

國外做一個「拓」的動作。

　　又例如貿協在這個月份(四月)有率團參與

一個V4(指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等

四個東歐國家)的交通建設高峰論壇。在這個

公開場合裡，貿協帶著台灣業者參展及發表最

新技術，並協助邀請V4國家當地的官員、業者

及潛在客戶前來媒合。所以說如何去拓展海外

市場，彈性很大，工程業界如果有人出來當領

頭羊但團隊資源不夠，貿協在這方面也可以幫

忙溝通，協助團隊的組合。

　　雖然台灣不像中國大陸和日本的大企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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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的認真與熱忱。陳處長在訪談之中，將他

豐富的行銷經驗，以及如何提升台灣在海外的

知名度娓娓道來。

　　擔任貿協行銷專案處的陳處長，更致力於

如何將台灣的產品成功推銷至海外；隨著我們

政府近年來積極於國際經濟體間，簽署各項自

由貿易及經濟合作等協議，如臺紐經濟合作協

定(ANZTEC)、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等等。響應產業全球化，陳處長也非常用心提

倡臺灣工程產業業者團結一心、一同合作、

強化國際競爭力開拓海外市場，把臺灣工程優

良的品質帶到海外，爭取海外無邊際的市場商

機。

不會的，台北國際電腦展有著明確的全球化

的定位，近年又強化了Business Solution 、新

創公司、電競產業等專區，仍然具有很好的競

爭力，很多歐美企業如德國西門子、瑞士ABB

都將台北展作為首選，選擇在此發表Business 

Solution。雖然這是屬於電腦ICT的領域，但是

我們也要善用這個資源來做結合，來擴大工程

業界的領域。國際市場雖然機會很多、希望無

窮，但先要能整合台灣相關的工程產業，才能

把台灣的成功經驗推至海外，成為國際亮點。

後記

　　承蒙陳處長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於訪

談過程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陳處長對於「行

                     (左1)彭景芬工程師  (左2)葉吉凌組長  (左3)陳英顯處長 (右3)苗華明副總經理 (右2)聶怡婷專員  (右1)黃文鑑協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