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1、陳和成會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給方君偉顧問

圖2、陳和成會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給張宏誠顧問

圖3、北區專題講座上課實照

圖4、前北區會長 許明杰(左起)、 

        北區會長 陳和成、 

        顧問 黃麗霞(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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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準備了【細說螺紋-實務與演算】及【客訴與談判-經驗

談】，這都是曾經於南區與中區受到熱烈迴響的主題。果然

如同預期，這兩場貌似艱澀嚴肅的話題有了兩位詼諧口吻

的引導，課堂間讚嘆、認同、笑語不斷。

什麼是螺紋？什麼是牙距？什麼是螺紋有效徑？如何

量測公差？「熟讀規範，倒不如讀懂規範」這是一種「盡信

書不如無書」的境界，方君偉指出，很多會員捧著規範、拿

著標準，但有時卻無法盡如其意的打造符合客戶需要的螺

絲扣件，所謂的標準書提供的是一套邏輯，若沒有活用並

用來與客戶討論、確認，層出不窮的客訴還是一直上門。

張宏誠表示尺寸，不良品比例，PPAP製程改變，物理性

質如氫脆、脫碳、延遲焠火，混料，表面處理，交期延誤，報

價，市場因素，其他原因如組裝問題、採購個人因素等等都

是他從業以來所遭遇處理過的客訴案例，也逐一開講分享

給同業。最後，以交易安全做為課程收尾，認為產業彼此互

通有無、適當的資訊交流，例如公布「奧客名單」，杜絕跨

國際的詐騙集團，將能更有效確保綿延永續的商談環境。

全程4個小時的課程，會員獲益良多，兩位講者也歡

迎同業夥伴遇到任何難題都能懂得提出討論，勇於分享，

共同成長！活動最後，在陳會長的安排下，與會嘉賓共進晚

宴，交流情誼，活動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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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展暨機械設備展

展期：10月22~24日
會場：金沙會展中心
         (Sands Expo & Convention Center)

匯達攤位：536

本展目前已售出

754個攤位給571間廠

商，橫跨美國、比利

時、巴西、加拿大、中

國、德國、印度、義大

利、墨西哥、荷蘭、波

蘭、新加坡、西班牙、台灣、土耳其、英國。其中有些廠商是

首次參展，也有部分廠商隔了數年後再度參展。本展的「世

界機械與工模具展區」在過去數年擴增了2千平方英呎，陸

續增加加工機械相關產品。預計此屆8百多個展商攤位將

全數售光。本展展出緊固件、緊固件生產機械與工模具、檢

測/測試/包裝機械、手工具、特殊工具、線材、軟體系統等等

產品。

螺絲世界展前報導
(2014年10月~2015年6月)

台灣參展代理：匯達      整理 / 惠達雜誌社

2014
波蘭扣件製造及應用展

展期：10月14~16日
會場：西里西亞世博展覽中心
         (Expo Silesia Exhibition Centre)

匯達攤位：135

波蘭扣件展商將展出扣件與組裝

用工具，參觀者將會在現場看到扣件相

關機械。原物料、防護產品與防腐蝕塗

層製造商也將在此展陳列旗下產品。此

展的參觀者來自所有產業領域，特別是

汽車、建築、化學與電子工程、天然開採、家具、能源、造船與道路

產業。展期中會舉辦研討會與大型會議研討扣件產業議題。

   展商 主力產品

A-Plus 

巴第公司

不銹鋼螺絲、自鑽螺絲、喇叭頭甲板螺絲、安全螺
絲、U型螺絲、高低螺紋螺絲、PT螺紋螺絲、定製
特殊螺絲

Dragon Iron 
龍昌公司

SDS、SMS、螺栓、屋頂螺絲、建築扣件

Kao Wein 
高源公司

EPDM組合華司(鍍鋅鋼)、EPDM組合華司(A2 S.S.)、
自鑽螺絲、自攻螺絲、壁虎、壁虎螺絲、水泥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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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聖保羅螺絲展

展期：11月11~13日    
會場：聖保羅北方展覽中心(Expo Centre Norte)     

匯達攤位：A40

前一屆於2012年11月舉辦的巴西聖保羅螺絲展吸引

2,500名來自全球25國的專業觀眾，96%的專業觀眾來自南

美，63%的觀眾屬於決策高層；另有141家來自17國的展商展

出多樣的工業與建築緊固件、組裝產品以及製造技術。2014

年展會的展期將延長一天，與會者可把握更多社交與貿易機

會。此外為響應前一屆的參與盛況，本屆將由巴西商會與南方

共同市場再度舉行為期三天的商業圓桌會。

匯達代理廠商

展商 攤位號碼 主力產品

Action Tools 

磯鑫公司
A43 

衝擊六角扳手、手動六角扳手、鑿
子、工具固定座

Fasten Four 

安榮公司
G35 

扣件模具/設備、工具和產線設備、
扣件(螺絲、螺栓、螺帽)、軸承設計
和製造

Feng Yi 

豐益公司
B40 

鈦螺絲、鈦螺帽、鈦螺栓、鈦扣
件、CHQ鋼線、不銹鋼線 

Filrox 

惠錄公司
A32 

盲拉釘、拉帽、接線柱螺絲、半管
拉釘

Lianyungang 
Xingyi 

連雲港

興怡公司

A64 

DIN 558/601-1983、DIN 931/933-
1983、DIN 912-1983、ANSI/
ASNEB18.3-1998、ISO 4018、 
4016-1992、ISO 4014、4017-
1992、ISO 4762-1997、JIS 1176、
JIS 1180規格產品

Shanghai 
Wisechain 

上海

威創公司

A30 

符合IFI及公制規格螺帽、螺栓、華
司、鈑金螺絲、機械螺絲、螺條、
塑板螺絲及乾牆螺絲、不銹鋼和黃
銅扣件、非標車修件和沖壓件

U-Chance 

詠全公司
B42 

鎂合金扣件、鋁合金扣件、鈦合金
扣件、定製扣件

Wan Cheng 

萬丞公司 
A34 

表面處理設備、滾桶式表面處理設
備、吊掛式表面處理設備、夾桶式
洗色/洗油設備、油壓迴轉手臂式表
面處理設備

Yi Chun 

誼峻公司
G33 

六角頭止付螺絲、沖壓件、鎖緊螺
帽、特殊件

Zonbix 

琮比公司
A62 

T型螺栓、雙頭螺絲、自鑽螺絲、 螺
旋塞、管螺帽、拉帽

※以英文公司名字母順序編排

土耳其伊斯坦堡螺

絲展

展期：11月20~21日
會場：伊斯坦堡IFM國際
展覽中心(IFM – Istanbul 
Expo Centre)

匯達攤位：639

在上一屆135家參展商中，多數的海外廠商主要來自德國、義

大利、法國、台灣、中國、美國，其中高達6成在今年11月將再度前來

參展。今年的攤位已售出73%，顯示首屆的高人氣以及展商對第二

屆的熱烈期待。土耳其伊斯坦堡螺絲展展出種類廣泛的工業與建

築緊固件、組裝產品以及製造技術。在2014年的展會之後，土耳其

螺絲展將採用兩年一度的辦展週期。

匯達代理廠商

展商 攤位號碼 主力產品

Alex Screw 

禾億公司    
633 

自攻螺絲、自鑽螺絲、機械螺
絲、塑板螺絲、乾牆螺絲、螺紋
成形螺絲、不銹鋼螺絲

Changing Sun Metal 

長晉盛公司   
471 

不銹鋼拉帽、鋁拉帽、鋼拉帽、
黃銅拉帽 

Chao Jing 

朝璟公司
572 

螺栓成形機、打頭機、部件成形
機、冷打頭機、滾牙機

Chien Sen 

千森公司
369 

12-點沖棒、六角沖棒、圓銷沖
棒、六瓣沖棒、

特殊沖棒 

Chien Tsai 鍵財公司 630 自動滾牙機

Chii Chyuan 啟銓公司 474 
熱處理爐、線材退火爐、SUS退火
設備 

Dahbin 

達彬公司   
472 

螺帽螺絲沖棒、冷/熱鍛工具、
碳合金模、棘輪、進料滾桶、套
筒、固定座、嵌入件及模具組

Frontal International 

方特公司 
371 可替換式壓製/冷鍛工具

Home Soon 

宏舜公司  
631 

螺絲起子頭、起子頭固定座、鎖
螺帽組、六角起子頭、內六角扳
手、鑽子頭、手工具

KCS 

寶源公司  
475 

組合華司、M型華司、傘型華司、
切削華司(橡膠華司)、橡膠襯墊、
馬鞍華司、橡膠螺帽嵌入件、不
銹鋼螺帽

Lian Teng 

聯騰公司
570 

各式打頭機(YH系列、ZH系列和圓
切割式系列)

Unipack 全立發公司  473 自動包裝機

Wan Iuan 萬淵公司   635 扣件成形工具、沖棒、模具 

Yi Chun 誼峻公司  637 
六角頭止付螺絲、沖壓件、鎖緊
螺帽、特殊件

※以英文公司名字母順序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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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州緊固件專業展   展期：11月24~26日    

首 屆 廣 州 扣 件 專 業 展 於

2013年11月12-14日在廣州保利世

貿博覽館成功舉辦，展出面積為

11,300㎡，三天共吸引了180家企

業320個展位，觀展人數為5,625，

其中外國專業觀眾為140人。給行

業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是給行業考察華南地區甚至是東南

亞扣件市場的一個良好機會。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國甚至東

南亞扣件行業供需兩方的市場需求。2014廣州緊固件專業展

獲得香港螺絲業協會、浙江省緊固件行業協會等11家協會支

持與關注。同樣的也有海外支持，包括：韓國FASTENER工業協

2015
德國司徒加特螺絲展

展期：3月10~12日
會場：司徒加特展覽中心

         (Messe Stuttgart)

在展期開始的前幾個月，已

有多數的攤位被註冊，目前七成的

攤位已分配完成。由於展商需求熱烈，主辦單位決定新增C2展

廳以擴大的攤位空間，因此2015年司徒展規模將會比前一屆更

大。前一屆，來自36國的811家展商參展，參觀的買主達10,600人，

來自90國。司徒加特螺絲展的展品涵蓋所有扣件與接合產業，主

要鎖定零售商與製造商。參觀的觀眾主要是批發商、經銷商、供

應商與製造商。

俄羅斯聖彼得堡螺絲

展

展期：3月24~26日   
會場：佛盧姆展覽中心
         (ExpoForum)

除了傳統造船工藝外，聖彼

得堡現在也被視為主要汽車生

產重鎮。許多車廠(像是福特、通用、現代、日產和豐田)也紛紛

至當地設廠生產，預計2018年新車年產量會超越100萬台。正

因如此，對扣件和緊固元件的需求將顯著成長。該展目前將在

俄羅斯舉辦第3屆。今年5月在莫斯科舉辦的展會吸引來自25

國205個城市的經理人、工程師和買家參加。另外也吸引來自19

個國家121家領導廠商參展。

同組合、巴西扣件協會、印度扣件協會等海外協會給予這次的

展會支援。2014預計吸引350家展商、海外採購商800人和國內

專業人士12,000人。展出產品包括標準扣件、工業扣件、沖壓車

床件、材料、模具、設備和相關技術服務。

匯達代理廠商

      展商
攤位

號碼
主力產品

Pin Sen

品盛公司
A066 扣件成形工具、沖棒及模具

中國上海緊固件暨汽車緊固件專業展

展期：6月25~27日     
會場：上海世博展覽館(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2014 年上海緊固件專業展繼續刷新中國國內緊固件展的多項記錄，參展企業數656 家，攤

位數1,610個，展出面積首次突破40,000平方米，參觀人數高達23,484人，海外觀眾達1,842人；韓

國及臺灣三次組團參展，海鹽和嘉善地區也紛紛組團加入，再次證明上海展已經是亞洲緊固件行業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專業展

覽。2015上海展展出面積不變，展商數目預計增至750家。展品範圍包括標準緊固件、行業專用緊固件、沖壓件和車床件、緊固件

材料、緊固件用模具及耗品、緊固件設備及技術、緊固件技術及服務。

2015美國芝加哥螺絲展目前已經正式啟動宣傳，也包括新

規劃的「技術中心」展區，將預留給各式扣件原料、治具和機械

供應商使用。展會將有眾多扣件批發商參與以及用戶導向的展

品呈現。2015年是該展第5次舉辦。號稱是「舉辦於扣件業重鎮

的扣件專業展」，該展將提供展商和買家一次具高價值、成本效

益和可輕鬆參加的盛會，扣件製造商、批發商、用戶和供應商將

因此受益。該展兩年舉辦一次。

日本東京機械要素技

術展

展期：6月24~26日
會場：東京有明國際展覽中心(Tokyo Big Sight)

該展是亞洲針對製造業舉辦的最大貿易展。比2013展出

面積多20%，2014共吸引來自17國2,102名展商和 80,606訪客參

與。該展被視為日本和亞洲地區必看製造展會，多數製造業關

鍵廠商和買家積極穿梭會場找尋商機和合作機會。2014展會

期間邀請全球製造業領導者舉辦超過30場的研討會議。對許

多電子、汽車、重工業等廠商來說，該展絕對是日本最大最重

要的展會。

美國芝加哥螺絲展

展期：6月09~10日
會場：唐納史帝芬會議中心
         (Donald E. Stephens Convention Center)

會場：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                              
(Poly World Trade Expo Center)

欲報名參展歡迎電洽惠達業務部06-29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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