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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螺絲展將再次回到新德里舉辦。

2020年印度的首都將舉辦一場重要的國際性
扣件和緊固元件技術展會。

繼5屆在孟買和2屆在新德里成功舉辦後，
印度螺絲展2020年9月4-5日將再次回到Pragati 
Maidan展覽中心舉辦。展覽提供經銷商、供應商
和工程師等業界人士非常好的交流機會。印度目

前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也是汽車、通信、能源、鐵道、家電和建築產

業等許多扣件主要市場的重鎮。這個經濟成長預估將促進國內外對印度扣件市

場的投資。

德里是印度北部最大的商業中心，且很多跨國中心都有在該區域設點。

該區也是汽車產業的樞紐。很多汽車廠商在該區都設有製造工廠，像是Hero 
MotoCorp、India Yamaha Motor Private Limited和Maruti Suzuki（印度歷史最悠
久的乘用車製造商）。位於新德里的心臟地帶，Pragati Maidan展覽中心是世界級
的展館，時常舉辦各式國內外展覽。

2019年4月25-26日的第7屆印度螺絲展在孟買展覽中心舉行。兩天的展
覽吸引199名展商。主要展商都是印度廠商。不過，也有許多展商來自中國、
台灣、德國、南韓、美國和新加坡。

有多達5,192名訪客齊聚會場觀摩各式工業用扣件和緊固元件、組裝和
安裝系統、倉儲和物流後勤服務、扣件製造技術和建築緊固元件。

這場專業的扣件和緊固元件產業展會吸引來自許多關鍵產業的訪客，

包括機械工程、汽車產業和五金零售業。經銷商、大盤商和零售商也都參

與其中。這些訪客反映出印度當前的趨勢：預測報告顯示，隨著經濟的成

長，印度展現出吸引全球各地企業的潛力。展會的驚人來客數也確保展商

在整個展期間的參展效果。

如同前幾年，2019年印度螺絲展是跟印度板金展同
期舉辦。印度的板金加工展吸引了來自15國159家展商和
5,017名產業訪客。

2 0 2 0年的印度螺絲展目前銷售狀況非常好，預
計可以成為新德里最大的專業扣件盛會。展會經理
MartinClarke表示：「來自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廠商把此展
視為必訪展會。印度蓬勃發展的經濟也反映在展會每一

年的成長上。」

距離開展僅剩不到6個月，現在就是規劃到訪2020印
度螺絲展的最佳時機。立即與展會台灣代理滙達聯繫索

取更多參展觀展資訊。

印度螺絲展2021年4月也將再次回到孟買展覽中心
舉行第6屆。

滙達全球參展計畫滙達全球參展計畫
20202020
整理／惠達編輯部

欲知更多2020-2021展覽訊息，
請洽滙達業務部  06-2954000／
sales@fastener-world.com.tw

印度新德里
螺絲展

09/04-05

展館： 
Pragati Maidan展覽中心
滙達攤位：  A42
台灣總代理：滙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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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全球採購平台！

泰國有優秀的後盾產業、強健的基礎建設和位於東

南亞／中國／印度之間的策略地理位置。泰國是著名的

區域工業製造零件樞紐，吸引投資者和買家前往尋求商

業合作和進行採購。目前，泰國曼谷國際工業零組件展是東盟最具指標性的國際工業零

組件採購和商業媒合展會，服務全球T1／T2的工業零件製造商和買家。

過去13年來，該展已經成為主要零件採購的中心。展會中創造了與400家以上來自
泰國、東盟和日本等國製造商洽商的機會。展會主要服務汽車、電子、機械、航太、醫療

設備、機器人、自動化和數位化等產業領域。2020的展會將同步舉辦產業展示會、研討
會、工作坊和媒合會。此展預計將吸引來自14國超過25,000名買家踴躍參加。

美國夏洛特 
螺絲展

05/19-20

泰國曼谷國際
工業零組件展

05/13-16

展館：

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展館:  
北卡夏洛特會議中心

台灣總代理: 聯德國際  
(06-2930066 / 
sales@united-expos.com)

展會中的商務媒合會是特別為展商和有事先報名的工業

配件買家所舉辦。是唯一一場由泰國投資開發部所規劃的官

方媒合會。這項活動將提供工業配件買家與超過400家優質
工業零件製造商會面的機會。這些產業包括汽車、建築、模

具、機械、電器和蓬勃發展的電子產業。買主可以在展會上找

到金屬、塑膠和橡膠工業零組件。這個活動尤其適合T1／T2
廠商參加，且絕對有助於業務的推展。過去幾年，此平台已經

創造了605億泰銖的商機，超過28,000個商業合作機會。

該展是業內非常特別的展會，為整個產業鏈提供無可比擬的商機以及讓製造商、大盤商、設備製
造商、加工商、包裝廠和末端用戶一起會面、合作和交流的平台。

2020年的展會將移師夏洛特舉辦，預計會是一場匯聚扣件企業策略家和
技術專家的盛會。北卡是航太、汽車和家具製造的重鎮，有許多扣件買家和末
端用戶匯聚在此。 

今年5月18日將有全日的展前研討會，內容全是由展會在美國扣件訓練協會
和美國中西部扣件協會的策略夥伴所精心規劃。

第一場研討會將由工廠自動化專家Georg Frey探討工業4.0的主題。整場會議將分成三個主軸: 

• 扣件101(美國扣件訓練協會主講) 
• Tom Reilly訓練 : 加值化銷售 (美國中西部扣件協會主講)
• 智慧型工廠扣件(主辦單位主講)

2020展會特色
• 來自15國超過400家優質工業零件製造商
• 台灣、韓國、日本和泰國契約外包促進協會主題館
• 東盟最大的指標買主專區
• 鐵道、國防和航太產業技術和創新展示會
• 與來自15國領導型產業買家商業媒合會
• 超過50場以下一世代汽車、醫療設備和航太相關產業   
   知識有關的研討會

此展從5月19展至20日，每日早上10:00點開展，展出各式扣件和緊固元件產品。一場以「工
業4.0對螺絲工廠的影響」為題的研討會也會在早上9:00點展開，由Yannick Shilly主講。 

此展是專為整個扣件產業供應鏈所設計。今年的展會主題「在製造業心臟地帶為產業而
生的展會」反映出大會想要拓展服務至所有與扣件相關產業鏈的目標，同時將他們齊聚在美
國成長最快速的製造區域。 

為期兩天免費的產業教育主題演講將著重這個方向，超過12位講者將針對盲拉釘螺栓、
進出口策略、智慧工具和扣件到3D金屬列印等主題進行演講。 

每一天這個產業教育主題平台還會開設一個開放式主題論壇和針對扣件業最急切的兩
個議題(課稅和勞動力策略)進行問與答。  

另外還會安排扣件企業經理人在場: 5月19日美國工業扣件協會和美國扣件訓練協會將會
有一場「與專家會面」活動，來自各個扣件領域的專家將會回答觀眾的提問。



展前報導

108 Fastener World no.181/2020 

墨西哥墨西
哥市螺絲展
06/24-25

展館：

CnetroCitibanamex展覽中心
滙達攤位：  523
台灣總代理：滙達

拉丁美洲唯一的專業扣件暨緊固元件盛會墨西哥螺絲展將於2020年6月24-25日在墨
西哥市的Citibanamex展覽中心舉辦，展館面積達3,500平方公尺以上。

來自不同國家約100家廠商將參加今年的第6屆墨西哥螺絲展，這些國家包括德國、
比利時、西班牙、美國和來自中國、印度、台灣和土耳其的亞洲展商。

汽車和製造業佔了墨西哥國內生產毛額很大一部分，尤其是中部Bajio區和北部，這
些都有許多相關產業在此投資。

泰國曼谷螺絲展展出各式完整的扣件和緊固元件、工業扣件、建

築扣件、組／安裝系統和扣件製造技術。訪客主要為經銷商、供應

商、工程師和其他產業專家。與「泰國曼谷製造展」同期舉辦，該展將

展出各種規格的創新機械、先進技術和服務，讓該展成為年度東盟

市場知名品牌和優質買家齊聚洽商的盛會。此展也是您掌握商機和

觀摩先進技術的絕佳機會。

該區將匯集一群具決策和採購能力的精
選頂尖買家。菁英俱樂部的貴賓將收到
獨享的待遇、個人化議程、建議和特別
安排活動。

• 自行決定要會見的人: 確保時間有效
不浪費地使用在商業夥伴上，確保未來
成功接單。

• 聯繫您的潛在客戶: 我們會把對您有
興趣的客戶直接帶到面前。

• 最大化投資報酬率: 有效吸引潛在和
新客戶。

在展前和展中為買家和展商進行媒合，確保
他們的時間利用最佳化。
• 增加曝光: 在展前幾週根據訪客意願提供建
議展商名單。
• 創造鏈接機會: 根據每家展商提供的產品類
別提供買家建議。
• 同等機會: 善用機會來讓潛在客戶搜尋到。

知識論壇和空間提供展會參與者更高的
參加品質。
• 重新規劃的空間:更友善和舒適的空
間以改善參與者的體驗。
• 新邀講者：國內外在經濟、外貿和扣
件產業知名的講者。

根據墨西哥市場的屬性，展會將展出以下產品: 
• 工業用扣件和緊固元件     • 建築緊固元件       • 組裝和安裝系統     

• 扣件製造技術      • 倉儲、經銷和工廠設備       • 相關其他服務

為了透過第6屆展會改善現有B2B商務平台，主辦單
位也新闢3個專區提供更好的參展體驗。

菁英俱樂部專區  媒合專區  會議專區

泰國曼谷
螺絲展

06/24-27

展館:  
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台灣總代理：滙達

您扣件業務的最速解決方案

作為2020泰國曼谷製造展的一部分，成為展商將可以讓您獲取與100,000家以上廠商成為貿易夥伴的機會。

緊固元件和扣件的需求持續走強，而泰國也是該區域最大的出口國，預計需求在2015-2025年間會成長37%。

泰國曼谷螺絲展展品項目主要包括工業扣件和緊固元件、建築緊固件、組裝和安裝系統、扣件製造技術、倉儲、經

銷、航太／航太／電子／建築／工程／HVAC／空調／能源／發電／金屬產品／家具製造／衛浴木工／安裝設備等。

這絕對是您爭取業績的大好機會，千萬別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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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克拉科夫
螺絲展

11/24-25

越南河內國際工業
製造技術設備展

08/12-14

展館： 
克拉科夫國際展覽會議中心

台灣總代理：滙達

展館：河內I.C.E.展覽館

全球第三大、亞洲第二大的「第6屆台灣國際扣件展（FastenerTaiwan2020）」規模再創新
高，目前已徵集超過420家廠商使用近1,200個攤位，除將展區延伸至3樓會議室及廊道外，將
首次規劃戶外展區，展出各式扣件、螺絲螺帽、生產設備、扣件工具、模具、檢測儀器、線材原

料等相關產品及服務。

上屆吸引來自73國2,193名國際買主觀展採購，較前屆成長10%，國內外參觀人數超過3萬
人次。本屆更有來自德國、比利時、西班牙、新加坡及香港等扣件業者報名參展，國際化程度

大增。

除了展覽交流外，全球扣件高峰會亦是與會業者重要交流平台，本屆將聚焦扣件產品開

拓與創新，探討扣件於汽車、航太與醫療產業上的應用，邀請全球產業領袖來臺交流，促進

產業升級；此外，展覽期間將舉辦1對1採購洽談會及海外人才媒合會，強化合作商機及媒合
產業人才，讓台灣扣件產業永續深耕，更具全球競爭力。

專為扣件和緊固元件技術舉辦的波蘭克拉科

夫螺絲展將於11月24~25日在克拉科夫國際展覽會
議中心舉辦。展商和訪客將有機會可以展出自家產

品、鎖定潛在合作夥伴、開啟跨界合作大門和建立

長期合作管道。展會中還會舉辦許多令人感興趣的研討會、工作坊和會議（包括扣件

論壇⋯等）。

此展每年皆吸引很多廠商的目光。上一屆有43%的海外訪客前來克拉科夫尋找新
供應商。這樣龐大的潛在動能也越來越受國內展商的認可。光是2018年，波蘭國內的
緊固產品出口就增加了19%來到約4.554億美元的水準，是8年來最高的成長率。

為期兩天的展會，210家的展商展出他們優秀的產品。更重要的是，多達71%的廠
商來自奧地利、中國、捷克、法國、西班牙、荷蘭、日本、斯洛維尼

亞、瑞典、台灣、土耳其、美國、英國和義大利等海外國家。項目

經理Beata Ło 表示：「市場競爭相當激烈，且廠商也深知找尋新
客戶是不變的趨勢。波蘭克拉科夫螺絲展吸引了4,000名產業人
士，這代表4,000個商機!」。

主辦單位也表示第四屆的展會規模將更盛大。11月20日前
皆可以進行線上登錄註冊獲得免費入場門票。更多資訊請上 
www.fastenerpoland.pl查詢。

台灣國際
扣件展

10/14-16

展館：高雄展覽館

滙達攤位：N1307a

迫不及待想要成為未來工廠經營的市場領導者嗎？2020越南河內國際工業製造
技術設備展將為您打開通往越南最大機械和相關產業盛會的大門，展會中將包括許
多行銷宣傳、商業媒合服務和交流論壇等活動。

立刻參加今年8月12-14日在I.C.E.舉辦的越南河內國
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以行動改善您的銷售現況。

崛起的5G製造和相關產業 
隨著5G技術的發展，智慧製造的主題不只廣泛受到

業界專業人士的歡迎，也同樣獲得欲使用資源商界領導者的青睞。在互聯網促進設備
間有效的鏈接時，生產線將變得更易從遠端掌控。

想要探索最新的機械工具、自動化技術、工業機器人的話，參加2020的VME展會
一起感受自動化互聯網的概念準沒錯。

第一個未來4.0工廠展示場
越南國際工廠物流和倉儲技術展FACTORY LOGISTIX 2020預計會展出可以提

升工廠至全球標準和滿足智慧工廠需求的技術和工具產品（包括組裝自動化、幫浦和
閥、原料處理、電子和照明、環境管理、工廠保全和人工智慧和建築保養解決方案）。

倉儲技術會談將是萬中選一提供越南製造商緊抓潛在商機4.0技術的平台。與
2020越南河內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同期舉辦，FACTORY LOGISTIX 2020將為廠
商和企業負責人展出現代製造和未來工廠的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