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台灣數位學習企業海外拓銷團


數位學習企業拓銷團介紹
本拓銷活動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執行，旨在整合
並帶領國內數位學習企業拓銷日韓星馬市場。拓銷團將透過日本、韓國、星馬當
地數位學習產業聯盟之協助，邀請旗下共超過 100 位會員參加商談會，期望促成
台灣企業雙邊國際業務合作，同時也將拜訪日韓星馬重要數位學習企業如 NTT
LS、河合塾、Sigong Media、Dunet、TK Smart school Sdn Bhd、Singtel 及 NCS
Pte Ltd 等單位。另外，日本 EDIX 教育科技展在亞洲區逐漸壯大，於今年開始自
東京書展中獨立出來，擴大營運，亦為本次重要行程之一。由於兩場次拓銷團皆
為 7 天緊湊行程，欲拓展日韓星馬市場之台灣企業務必把握此難得的商機媒合機
會，為公司國際業務開拓更廣大的市場。敬邀各界先進共襄盛舉，行程表將於 3
月底於 www.epark.org.tw 公告，請業者事先填妥本報名調查表並盡快回覆聯絡窗
口，以備後續連繫。



日韓行程介紹
1. 拓銷團活動簡介
根據 100 年數位學習企業海外市場調查指出，日韓市場為國內業者欲開發的
市場之一 ，我國於去年積極與日本簽訂台日投資協定並於今年擬設立台日產業
合作推動辦公室，此舉將有助我國數位學習產業與日商企業建立密切合作關係。
藉由日韓數位學習產業聯盟(eLC、DiTT、KeLIA)之協助，推動國際業務合作，行
程將舉辦商談會邀請會員與台企業進行商機媒合，也將拜訪當地重要數位學習相
關企業。透過參加拓銷團，業者可推廣自家商品，創造接單機會、尋找當地代理
商、進入當地通路或建立與當地企業合作關係，另可了解各國商業運作模式與經
貿文化。參加拓銷團之業者享有以下服務：
(1). 參加當地數位學習產業聯盟舉辦之商談會、拜訪當地重要業者。
(2). 參訪期間將有資策會隨行人員一同前往並協助相關事宜。
(3). 優先享有台北市電腦公會舉辦之東京電子書展台灣館攤位報名。
2. 活動期間：2012 年 05 月 13 日(日)至 05 月 19 日(六)，共計七天六夜。



日韓拓銷團行程(暫訂)
日期
第一天
5/13(日)

活動地點
台灣
日本

第二天
5/14(一)

日本

活動
早上
下午：出發日本東京
早上：台日商談會(日本數位學習產業聯盟會員 eLC)
下午：拜訪 NTT LS、富士通 elearning、富士軟體、
河合塾
1

第三天
5/15(二)

日本

第四天
5/16(三)

日本-韓國

第五天
5/17(四)

韓國

第六天
5/18(五)
第七天
5/19(六)
※
※


韓國
韓國
台灣

早上：台日商談會(日本電子教科書與教學協議會員
DiTT)
下午：拜訪 Digital Communication、DIAMOND、KDDI
早上：參觀 EDIX 教育科技展
下午：出發前往韓國
早上：台韓商談會 (韓國數位學習產業聯盟會員
KeLIA)
下午：拜訪 KPC-app 育成中心
早上：拜訪 Sigong Media、EduIT,Inc.
下午：拜訪 Dunet、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早上：
下午：出發台灣

本單位可代為安排住宿及機票服務
以上名單為暫訂，如欲拜訪其他企業單位，請預先告知。

星馬行程介紹
1. 拓銷團活動簡介
根據 100 年數位學習企業海外市場調查指出，我國業者在東南亞國家銷售
以馬來西亞及泰國市場為主，而多家業者也回覆希望未來能多積極開拓東南亞國
際市場。
東南亞國家積極推動數位學習計畫有成，在新加坡有 iDA(國家資訊發展與
管理局)的推動，在馬來西亞則有 MDEC(國家 ICT 計畫推動單位)。計畫執行至今
已有多家正規教育單位與非正規教育導入數位學習，同時輔導多家數位學習企
業。本次拓銷團在駐外單位及 MDEC 等之協助下，估計吸引至少 50 家以上業者包
含代理商、通路商或製造商等參與商談會。此外，拓銷團也將拜會重點企業如 TK
Smart school Sdn Bhd、ICT Interactive Sdn Bhd、Singtel、NCS Pte Ltd、
Educare 及 ASKnLearn 等多家企業，同時帶領業者拜訪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
會，帶領業者開拓新市場新機會。馬來西亞 MDEC、華校董事聯合會及新加坡駐外
單位歡迎台灣企業前往洽談合作，共同開發國際市場。
2. 活動期間：2012 年 05 月 27 日(日)至 06 月 02 日(六)，共計七天六夜。



星馬拓銷團行程(暫訂)
日期
第一天
5/27(日)
第二天
5/28(一)

活動地點
台灣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活動
早上：出發馬來西亞
下午：
早上：台馬商談會 (MDEC)
下午：拜訪多家數位內容製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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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拜訪 TK Smart School Inc.、ICT Interactive
馬來西亞
Sdn Bhd、IKCM.com
下午：拜訪華校董事聯合會
第四天 馬來西亞-新 早上：出發新加坡
5/30(三)
加坡
下午：拜訪 iDA、COTF(未來教室)
第五天
早上：台星商談會
新加坡
5/31(四)
下午：拜訪 NCS、Singtel
第六天
早上：拜訪 Educare、AsknLearn
新加坡
6/1(五)
下午：拜訪 Litespeed、HeuLab
第七天
新加坡
早上：
6/2(六)
台灣
下午：出發台灣
第三天
5/29(二)

※
※


本單位可代為安排住宿及機票服務
以上名單為暫訂，如欲拜訪其他企業單位，請預先告知。

建議參加對象 (請預先報名)
1. 對日韓市場有興趣之業者。
2. 已與日韓單位有接洽合作之業者。
3. 對日韓市場有興趣之業者。
4. 對活動有興趣者。




活動費用與行程(3 月底公告)
活動諮詢/連絡人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教育研究所
蔡富珉 先生
電話：(02)6631-6724
e-mail：cctsai@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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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台灣數位學習企業海外拓銷團
報名調查表
中文
姓名

公司

單位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傳真

地址
□ 日韓數位學習企業拓銷團 (5/13~5/19)
參加拓銷團
□ 星馬數位學習企業拓銷團 (5/27~6/2)
調查
□ 東京書展參展 (7/4~7/6)
希望拜訪國家/企業

欲拜訪單位

請簡述 貴 公司希望進行的合作模式 (代理/專案委製/其他)
國際合作模
式說明

說明

請於 03 月 15 日以前填妥本回函傳真(傳真號碼：(02)6631-6724)
或以 email 寄送 cctsai@iii.org.tw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蔡富珉先生
收到通之後我們將盡速與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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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單(暫訂)
 NTT LS：(NTT 集團轉投資公司)集合內容、電影、互聯網、通訊等專
長，提供網路協同合作、視訊、數位學習網及各式教育方案的全方位
解決辦法給企業及學校。更專注在電子書、行動終端內容方面提供方
案。
 河合塾：(伊藤忠轉投資)提供各類教育之情報、數位內容(大學、中學、
小學、補習班等教育訓練補習班，有 52 間學校提供線上綜合服務網)
 Fujitsu：提供企業教育訓練與系統服務需求，有 LMS 雲端平台、及數
位內容客製開發服務
 DIAMOND：提供電子出版、數位內容、行動終端 AP 開發應用
 KDDI：日本 3 大通信業之一，最近專注在電子書及行動終端之數位內
容、音樂開發
 Sigong Media：提供韓國 90%以上國中小學數位學習系統軟硬服務及
內容
 Dunet：提供數位學習顧問服務、系統服務、內容服務、軟體服務
 eLC：日本數位學習產業聯盟，旗下約有 70 家企業會員
 DiTT：日本電子教科書及教材協議會，旗下約有 128 家企業會員
 KeLIA：韓國數位學習產業聯盟，旗下約有 70 家企業會員
 KPC：韓國中小企業廳指定之 APP 育成中心，於 2011 年舉辦第一屆 APP
論壇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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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tel：新加坡電信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教育
 NCS：新加坡教育部 8 年支援 8 億元給該公司推行數位學習計畫，該公
司為大型系統整合及開發商
 Educare：新加坡科技教育教師培訓公司，提供培訓及數位學習方案
 ICT Interactive：以線上教學為主，推動各類型教學課程
 Litespeed：提供教育系統、軟體及內容服務之公司，同時代理其他學
習商品
 iDA：新加坡國家資訊發展與管理局，推動國家數位學習計畫
 COTF：新加坡未來教室，設立於南洋理工學院教育學院管理，邀請多
家業者參與參示產品
 MDEC：馬來西亞多媒體發展公司，推動國家 MSC 多媒體超級走廊 ICT
計畫，其中涵蓋數位學習計畫推動。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旗下有 60 間學校，遍佈各州，主要以華文
教學為主，唯一獨立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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