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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滙達全球參展足跡(9-11月)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五金展

第30屆墨西哥五金展於9/6~9/8日於墨西哥商業大城瓜達拉哈拉盛大舉
辦。此展是中南美洲規模最大的綜合五金展，展品種類相當多樣齊全。今年現

場參展攤位超過1200家，展出螺絲、五金、手工具、工業零配件等最新產品服
務。吸引來自拉丁美洲、歐亞地區製造商、經銷商、貿易商和進出口商前來共襄

盛舉。除了攤位展覽以外，主辦單位也舉辦多場研討會，邀請多位業界專業人

士現場演講，並與與會貴賓討論市場最新技術及趨勢。

根據滙達特派記者現場觀察，現場參展商主要來自墨西哥當地，不過也有

來自週邊其他國家甚或台灣廠商(例如:世鎧精密和惠旺)報名參展。買家當中不
乏許多進口商和經銷商到現場採購。三天的展期現場氣氛非常熱絡。有廠商現場向滙達現場人員表示: 「此展是打進中南美
洲市場的重要跳板，對當地廠商來說，也能藉此機會進一步拓銷北美及周邊國家市場，加上墨西哥汽車等製造產業和國外投

資活動相當蓬勃，對於相關產品服務的需求依然龐大。」主辦單位表示，下一屆展會將於2019年09月05~07日在同一地點舉辦。

日本大阪機械要素技術展

關西製造業大展當中同

期開展的第21屆日本大阪機
械要素技術展於10月3日~10
月5日盛大展開。此展是日本
當地最具規模的機械組件展

覽會，是集機械零部件、加

工技術於一身的西日本最大

IT解決方案專業展，同時也
與第一屆製造業AI/IoT展、
第三屆工廠設備備品展聯合

舉辦。展出品除緊固件、緊

固技術之外，還有馬達、加工機等產品參展，囊括範圍可以說是非

常廣泛。吉瞬、神盾、昭興等等台灣扣件供應商也透過滙達報名

參展。其他參展的台灣展商包括全盈、大楊等等。日本當地展商則

包括日東精工、Lobtex、大丸、Adrec等等廠商。另外還設有中國展
商專區。

主辦單位統計，此次關西製造業大展共吸引了1,233家展商和
38,673位參觀者。主辦單位還規劃了「參展技巧說明會」和一系列
由日本大廠主講的講座。

主辦單位表示，第22屆大阪機械要素技術展將於2019年10月
2~4日再次於「INTEX大阪」舉行。

中國上海緊固件與技術展

上海緊固件與技術展2018年9月26~29日於中國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E4號館盛大舉辦。展覽品項多元，包括螺栓、螺帽、
螺釘等標準緊固件和非標件；汽車、建築、航空航天等行業應用緊固件；成型機、打頭

機、攻牙機等緊固件製造技術；以及模具、五金工具、檢測儀器等緊固件相關配套設備。

此次不僅規模更大，同時也與亞洲最大的線纜線材、管材展—第八屆中國國際線纜線材

展覽會（Wire China 2018）、第八屆中國國際管材展覽會（Tube China 2018 ）同期舉辦，
大幅擴大了本次展會的影響力；此外國際化程度更高，約有30%的參展商和參觀商來自
海外。在場三大展會吸引共約1700家參展商，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訪客一起共襄盛舉，現
場眾多國際緊固件廠商的參與，使展會更趨技術化、科技化及國際化。根據滙達特派記

者觀察，本次展館場地廣闊，訪客以尋找緊固件廠商為主，也有訪客詢問網路媒合的部

分，人潮比上屆更多，場面相當熱絡。中國為全球最大緊固件生產國，全球未來緊固件市

場需求大幅看漲的趨勢，亞太地區仍將是最大區域市場，擁有不容小覷的潛力。

文/惠達編輯部

英國考文垂扣件暨手工具五金展

英國考文垂扣件暨手工具五金展於2018年10月
3~4日在英國考文垂舉辦，展示商品包括緊固件、手工
具、加工小型機械及周邊系列產品，參與展商有緊固

件生產商、分銷商、設備製造商、工具生產商及其他相

關企業。該展會首次在考文垂理光競技場舉辦，接近

英國工業區的核心及火車站附近，距英國第二大城伯

明罕車程也很近，地理位置跟交

通相當優越，很適合舉辦展會。

不只新增加一個「創新區」展出

最新產品及特殊產品，同時為期

兩天的活動也舉辦免費研討會，

有請業界專家，進行技術、貿易、

趨勢等方面的學術交流。根據滙

達現場參展人員表示，此展規模

不大，但卻是英國地區唯一針對

扣件和五金手工具的展會，因此

有不少對英國市場有興趣的相關

製造商報名參展，中國扣件知名

大廠海迅公司也到場參展探尋商

機，同時也吸引一些大型英國經銷商或分公司（像是

Fastenal、TR Fastenings）到場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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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五金展

第十八屆中國國際五金展於2018年10月10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盛大開幕。此展被業界公認為是
全球第二、亞太第一大五金專業展覽會。本次展會展覽面積達160,000平方公尺，展商攤位6,500個，透
過國際化行業貿易交流平臺，可以讓3,300多家的行業同台展出，主辦單位估計吸引超過50,000觀眾參
與，包括工具製造商、服務供應商、採購商、鎖具等業者參加，不只吸引到為數眾多的中國一線製造商，

也吸引許多國際領導品牌同台大放異彩。根據滙達特派專員現場觀察，有許多貿易商前來詢問五金類

及螺絲相關產品。做為打開中國扣件內需市場的跳板，特派專員前往展會現場發送最新刊物和蒐集市

場情資，透過現場操作滙達官網獨家的線上產品搜尋平臺，為當地的線材、建築、汽車和扣件業者推薦

到合適的供應商。他們也對惠達雜誌刊載的眾多供應商資訊和市場情資表達濃厚的興趣。

越南胡志明市工具機展

第12屆越南胡志明市工具機展今年10月11~13日在西貢展覽會
議中心舉辦。18,848名熱情的製造產業人士和先驅品牌大廠的參加
盛況提供製造產業更多發展動力。在今年的越南工具機展，來訪買

家可以藉此機會與來自全球約500個以上品牌代表會面和交流。

今年展會由五個展區組成，包括Metalex、Nepcon、Industrial 
Components & Subcontracting、 Supporting Industry Show、“RO-
BOT X HCMC”，匯集來自25國500個品牌的技術提供商代表，以
及中國館、德國館、日本館、新加坡館和台灣館，展出各式機工具產

品和解決方案，包括加工機台、EDM機台、板金加工、焊接技術、
度量衡等。 

展商對在展會上能達到品牌知名度宣傳和增加銷售地位普遍

感到滿意。來訪買家也能看到適合他們的技術和解決方案，並透過

參與可以協助為未來商機

鋪路的研討會獲得一些全

新知識。

下一屆越南工具機展

將於2019年10月10至12日
在胡志明市西貢展覽暨會

議中心舉辦。 

台灣五金展  

第18屆台灣五金展今年
10月17~19日在台中國際展
覽館展開。台中身為五金重

鎮及位居交通樞紐的優勢，

成功吸引國內外廠商和買

家前往共襄盛舉。延續去年

氣勢，今年規模再創新高。

今年的展覽除了台灣廠商之

外，也有日本展商到場參展。

參展者身分多為貿易商、製

造商、經銷商與批發商。

根據滙達特派記者的觀察，今年外國訪客數佔整

體3成，其中以日本為最多，其次為東南亞國家如印度、
馬來西亞和泰國。另外還有些許來自香港、大陸、澳洲、

韓國、俄羅斯、土耳其甚至立陶宛的訪客。今年展會規

劃成八大展區：工具暨配件、鎖類、緊固系統暨扣件類、

建材五金、園藝暨戶外休閒用品、汽車修護用品暨車用

配件、五金機械暨廠房設備、安全防護等。此外，今年

主辦單位還設立了產業論壇與新品發表兩個活動，藉此

吸引大家的目光。主辦單位表示下一屆台灣五金展將在

2019年10月17~19日舉辦。

上海緊固件工業博覽會 

2018上海緊固件工業博覽會在10月21~23日於上海世博展覽館
展開。上海由於地理位置的優勢，加上是中國最大工業基地和外貿

港口，成功吸引超過40國展商和訪客前來參與。今年的展區面積
有34,000平方公尺，展商有700多家，標準攤
位超過1,700個且預計會有25,000位觀眾。參
訪者的身分多為貿易商和製造商。今年分為

兩個展覽館，二號館以設備、線材、模具和

耗品為主。展品包含緊固件製造設備、製造

輔助設備、檢測設備及測量儀器、裝配安裝

測量及維修、模具及耗品和緊固件技術與服

務。三號館展出緊固件成品，包括緊固件、

汽車緊固件、航空航天及鐵路緊固件、建築

緊固件及連接件和其他行業專用緊固件。

根據滙達特派記者現場觀察，展商除台

灣和韓國，其他皆以中國廠商為主或是在中

國設廠的外國公司。今年的外國訪客主要為

美國、歐洲、烏克蘭、馬來西亞和韓國為大

宗。台灣廠商麗錡、創維、宏盈、奇貿、鋒泉和鑫廣也都有到場參

展。主辦單位表示下一屆上海緊固件工業博覽會將於2019年的6月
11~13日舉辦。

韓國金屬週

一年一度的韓國金屬週今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於首
爾高陽市的Kintex國際展覽中心如火如荼舉行。吸引國
內外大約469家廠商報名參展，其中以韓國展商為大宗，
其次為中國、日本和印度等亞洲展商，也有少數幾家歐美

廠商。展覽主要分成13大主題區: 扣件和金屬線材、鑄造
和壓鑄、汽車和機械零件、壓製和鍛造、大小管件、金屬

表面處理和塗漆、3D技術、鋁、雷射和焊接、基礎製造技
術、泵浦技術、手工具和複合材料。

根據滙達現場參展人員實地觀察:「佔地利之便，來
訪買家主要來自韓國本地，少部分來自周邊亞洲國家買

家。另外，韓國有活躍的汽車、3C電子和相關輕重機械
工業發展，因此有龐大的扣件和五

金工業零配件需求，且由於當地製

造產業也相當發達，對於相關加工

機械的需求近幾年也有成長趨勢。

同步帶動今年展會觀展人潮。滙達

更是少數幾家特別遠道而來為台灣

產業加強東北亞市場拓展宣傳的展

商，吸引不少買家駐足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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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克拉科夫螺絲展 

第二屆波蘭國際扣件展於2018年10月16~18日在克拉
科夫國際展覽中心舉行。這是第一個在中、東歐舉行的扣

件展，且上一屆的成果相當成功，所以這次展區規模比去

年大了93%。另外，克拉科夫也是波蘭最工業化的城市。今
年的展商高達數百位，匯集了來自15個國家的展商(包含
比利時、台灣、捷克、丹麥、法國、德國、英國、印度、義大

利、波蘭、西班牙、南韓、土耳其、美國和中國)。今年展區
分為七大主題: 工業扣件和固定元件、建築裝修、裝配和
安裝系統、扣件製造技術、倉儲/批發和工廠設備、服務和資訊等相關服務。

根據滙達特派記者現場觀察: 「波蘭是歐洲龍頭之一的扣件製造國，同時對汽車產業產品的需求也極高，為了把握這個
難得的機會且幫台灣相關扣件廠商做宣傳，抓住進入東歐扣件供應鏈的龐大商機，滙達今年帶領了吉立登、合利、吉瞬、德

興宏、淼森、福敦、宏舜、占賀、台灣螺絲公會、金瑞盛、東鈁、達固、瑞滬、方特、國翔、宗揚、曜維、南宇、葦在、貿詮、僑佳、

金同利、尚睦、錡瑞、茂異、穩得、尚余、鑫星、恆昭和久可共32家台灣廠商前往參展。」

主辦單位表示下一屆波蘭克拉科夫螺絲展將於2019年10月8~9日展開。

JI LI DENG吉立登HOPLITE合利 BI-MIRTH吉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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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 

2018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美國拉斯展在新場地曼德
勒海灣展覽中心盛大展開。縱使今年全球的貿易局勢出

現較大的波動，這個全美首屈一指的扣件和機械大展仍

延續規模擴大的氣勢，吸引超過30國850家展商和5,000
多名訪客，包括來自扣件、精密成形零件、扣件機械/治具
以及相關產品的製造商和一級經銷商。

做為全球扣件產銷推廣的要角，滙達也帶領近百家台

灣廠商前往參展，並提供強力平台接軌北美和世界扣件

貿易。據現場專員回報，今年國貿氣氛轉趨緊繃，但展會

的展商數量仍有少量增加，人潮和交易熱絡程度維持一定

水準，整體而言拉斯展的規模是繼續成長。此外，今年的

參展商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其次是台灣，與美國當地展商

建構出台、美、中三大扣件重鎮在美國齊聚會師的態勢。

滙達攤位更強力發送最新刊物，吸引眾多訪客與當地展

商，並向他們介紹與媒合亞洲與國際扣件的供應商。

2019年度的展會將在9月17日至19日再度召開。

香港螺絲業協會首次海外組團參展 首站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

做為替香港螺絲產業在國內外市場爭取權益並替會員朋友發聲的唯一協會，2018年
透過香港螺絲業協會主辦，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執行，率領國泰螺絲廠、利達五金、協興螺

絲、俊成行(香港)、利豐五金、素素有限公司、事必達精密、誠發螺絲、東之澤、永星化工、
鉅源螺絲、華泰金屬、東誠螺絲、跨標不銹鋼、恒宇五金、國際化工、高科技螺絲工業(香
港)和三井機械共18家香港螺絲企業參加2018年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吸
引來自美國當地和周邊國家市場採購買家的目光。

協會表示，今年協會成功取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

基金」撥款資助，特別選定在10月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和明年3月德國司徒
加特螺絲展設立「香港館」，主動出擊向歐盟/美國市場的螺絲及緊固件行業宣傳香港中
小企業強大的技術能力和專業水平，透過展覽和商業網絡活動，協助香港螺絲和緊固件

行業的中小企業進入到歐盟/美國高附加價值市場，為螺絲和緊固件行業的香港中小企
業提供機會，把握歐盟/美國高附加值市場的新商機。

成立於2003年的香港螺絲業協會目前有200多家扣件製造商、扣件機械供應商、扣
件生產材料提供商和扣件相關諮詢服務廠商會員，致力於支持香港扣件製造商和貿易商

的發展以促進共同交流合作，同時強化產業公平貿易競爭。

拉斯扣件大廠參訪: 大型扣件經銷商Fasco公司 + 高端扣件製造商VFM公司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大展之餘，展覽的主辦單位特別精心規劃了當地兩家扣件大廠的參訪行程。惠達雜誌社長廖英武先生與

台灣螺絲貿易協會理事長張益在先生，以及香港螺絲業協會主席胡惠儀女士，偕同其他扣件業界人士榮幸受邀前往參訪。

Fasco公司    

Fasco是拉斯維加斯當地第一大的扣件經銷商。
該公司以進口貨居多，向台灣、中國、韓國等多國進

口，也從美國的大進口商採購大批量的扣件。該公

司的扣件主要供應給建築市

場、家用市場和當地飯店。參

訪時，一行人在公司的廠外合

影留念。

VFM (Vegas Fastener Manufacturing)公司

VFM公司是全美的主要高端扣件製造商之一，供應產品給全美和
歐洲。該公司的扣件是先經過熱打後，再透過廠內的沖壓車床和CNC
車床做加工，精密度相當高。它的產品都是100%美國製，供應給航空、
軍用、太陽能、石油等等高端產業。下圖是該公司的廠房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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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 

2018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美國拉斯展在新場地曼德
勒海灣展覽中心盛大展開。縱使今年全球的貿易局勢出

現較大的波動，這個全美首屈一指的扣件和機械大展仍

延續規模擴大的氣勢，吸引超過30國850家展商和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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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全球扣件產銷推廣的要角，滙達也帶領近百家台

灣廠商前往參展，並提供強力平台接軌北美和世界扣件

貿易。據現場專員回報，今年國貿氣氛轉趨緊繃，但展會

的展商數量仍有少量增加，人潮和交易熱絡程度維持一定

水準，整體而言拉斯展的規模是繼續成長。此外，今年的

參展商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其次是台灣，與美國當地展商

建構出台、美、中三大扣件重鎮在美國齊聚會師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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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螺絲業協會首次海外組團參展 首站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

做為替香港螺絲產業在國內外市場爭取權益並替會員朋友發聲的唯一協會，2018年透過香港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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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東誠螺絲、跨標不銹鋼、恒宇五金、國際化工、高科技螺絲工業(香港)和三井機
械共18家香港螺絲企業參加2018年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吸引來自美
國當地和周邊國家市場採購買家的目光。

協會表示，今年協會成功取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

支援基金」撥款資助，特別選定在10月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和明年3月
德國司徒加特螺絲展設立「香港館」，主動出擊向歐盟/美國市場的螺絲及緊固件行
業宣傳香港中小企業強大的技術能力和專業水平，透過展覽和商業網絡活動，協助

香港螺絲和緊固件行業的中小企業進入到歐盟/美國高附加價值市場，為螺絲和緊
固件行業的香港中小企業提供機會，把握歐盟/美國高附加值市場的新商機。

成立於2003年的香港螺絲業協會目前有200多家扣件製造商、扣件機械供應商、
扣件生產材料提供商和扣件相關諮詢服務廠商會員，致力於支持香港扣件製造商和貿易商的發展

以促進共同交流合作，同時強化產業公平貿易競爭。

拉斯扣件大廠參訪: 大型扣件經銷商Fasco公司 + 高端扣件製造商VFM公司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大展之餘，展覽的主辦單位特別精心規劃了當地兩家扣件大廠的參訪行程。惠達雜誌社長廖英武先生與

台灣螺絲貿易協會理事長張益在先生，以及香港螺絲業協會主席胡惠儀女士，偕同其他扣件業界人士榮幸受邀前往參訪。

Fasco公司    

Fasco是拉斯維加斯當地第一大的扣件經銷商。
該公司以進口貨居多，向台灣、中國、韓國等多國進

口，也從美國的大進口商採購大批量的扣件。該公

司的扣件主要供應給建築市

場、家用市場和當地飯店。參

訪時，一行人在公司的廠外合

影留念。

VFM (Vegas Fastener Manufacturing)公司

VFM公司是全美的主要高端扣件製造商之一，供應產品給全美和
歐洲。該公司的扣件是先經過熱打後，再透過廠內的沖壓車床和CNC
車床做加工，精密度相當高。它的產品都是100%美國製，供應給航空、
軍用、太陽能、石油等等高端產業。下圖是該公司的廠房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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