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國際工業博覽會是亞太地區關於工業4.0的領導展會。該展

匯聚來自跨國企業至中小企業的製造商、政府代理人和商業組織。 

展會的目的在創造一個可以改變產業和由領導專家組成的策略平

台。此展主要服務航太、汽車、生物醫療、化學、消費性產品製造、電

子、海事、離岸、油氣和精密工程等產業。

隨著亞太地區製造商開始了解到現有的商用模

式不再具備永續性，經濟體和企業必須開始進行

轉型之路。不過，每一段過程都是不同的，不同廠商

的適用程度也不同。此展就是設計規劃來幫助亞太

區域廠商開始採用引進工業4.0等相關方案並加以

維持。

由SingEx Exhibitions和Deutsche Messe主

辦，2019的展會也受到新加坡政府機構，像是科學

技術研究機構、新加坡經濟發展委員會、新加坡企

業組織、JTC Corporation和新加坡觀光委員會的

大力支持。展會將於2019年10月22-24日在新加坡

展覽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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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五金展提供外國廠商絕佳機會與台灣擁有特殊精密五金生產

能力的製造商面對面進行洽談。國際買家將可以在此展實際體驗到多

元的採購來源，並能在展後就近參觀潛在合作夥伴的工廠。台灣頂尖五

金、代工製造/代工設計/自有品牌以及國際品牌和供應商持續向來此展

的全球買家展現全新具高競爭力的產品。該展徹底展現台灣在高等級、

高價值、競爭力價格、客製化和符合全世界買家需求的能力。在具備許

多品質優異保證的紀錄下，國際買家可以與在地廠商建立互利互惠商業

關係，在台灣生產自家五金產品。

台灣五金展

新加坡國際
工業博覽會

惠達編輯部 整理
2019/10/17-19

2019/10/22-24

台中國際
展覽館

新加坡展覽中心

邁入第五屆的「台灣金屬材料暨精密加

工設備展，International Metal Technology 

Taiwan(IMT)」為台灣唯一金屬產業國際專業展

會。今年將於11月7日至10日在台中國際展覽館

盛大舉行，歷年策展成績獲得國內外業者高度肯

定，今年展會規模與國際專業買家人數將達到歷

年之最。

台灣金屬產業能量享譽全球，優良且不斷走

在趨勢前端的鑄造、鍛造、模具和表面處理二次

加工技術更是帶動台灣工具機、汽機車零組件、

高爾夫球桿、航太工業和運動醫療器材等金屬應

用產業往高值化發展的幕後推手。IMT展會將完

整呈現台灣金屬產業供應鏈能量，吸引全球專業

買家前來採購，勢必成為業者展示產品技術，擴

大全球業務，進行技術交流以及掌握科技趨勢的

最佳機會。

展前報導

攤位號碼：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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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蘇州緊固件展

莫斯科國際五金工具展 2019/11/05-08

2019/10/23-25

蘇州國際展覽中心

Expocentre Fairgrounds

作為全球專業扣件展會之一，第19屆蘇州緊固件展致力於把扣件產業

上下游串連起來。專注在服務末端用戶和打造全球扣件貿易平台是此展

的重點。

蘇州是長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也是江蘇最發達現代化的城市。此

外，蘇州也有便利的交通，距離上海80公里，200公里內可到嘉興、無錫、

寧波、杭州等扣件製造重鎮。因此，蘇州展不只可以幫助訪客與中國多數

扣件製造商搭上線，也是就近參訪扣件廠的好機會。

近幾年蘇州展已經拓展成2個展館，分別是扣件館和設備館，總展覽

面積為12,000平方公尺。此展將吸引全球超過400家扣件和協力製造廠

前來。該展也提供專業買家絕佳的一站式扣件、生產設備、配套產品和原

料採購機會。根據上屆統計，共有來自40個國家區域的買家前來。預計今

年會超過12,000家海內外買家前來。

莫斯科國際五金工具展提供全球領導五金

和工具產業廠商絕佳的平台來向全俄羅斯和前

蘇聯國協國家展示自家的創新產品。

多年來莫斯科國際五金工具展有許多不同

子展區，包括3D智能展、清潔展、扣件展、園藝

展、量測展、烤漆展、倉儲服務展和焊接展。

在展會中，您可以進一步了解國內外製造商

的全新專業工具和設備，並相互比較。

您也可以這麼說，MITEX助您在新市場中

繼續成長。

台灣金屬材料暨精密加工設備展
2019/11/07-10台中國際展覽館

邁入第五屆的「台灣金屬材料暨精密加工設備展，International 

Metal Technology Taiwan(IMT)」為台灣唯一金屬產業國際專業展

會。今年將於11月7日至10日在台中國際展覽館盛大舉行，歷年策展成

績獲得國內外業者高度肯定，今年展會規模與國際專業買家人數將達

到歷年之最。

台灣金屬產業能量享譽全球，優良且不斷走在趨勢前端的

鑄造、鍛造、模具和表面處理二次加工技術更是帶動台灣工具

機、汽機車零組件、高爾夫球桿、航太工業和運動醫療器材等金

屬應用產業往高值化發展的幕後推手。IMT展會將完整呈現台

灣金屬產業供應鏈能量，吸引全球專業買家前來採購，勢必成為

業者展示產品技術，擴大全球業務，進行技術交流以及掌握科

技趨勢的最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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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3-16

2019/11/14-17

沙迦展覽中心將再次於2020年1月13-16日舉行SteelFab展。

如同前幾屆一樣，即將到來的第16屆SteelFab展預計有250家以上

展商展出800個品牌。展出商品包括焊接與切割、機工具、大小管

材加工機、研磨與切削、表面處理和拋光、工具和配件。而第5屆針

對扣件和緊固元件產業所舉辦的中東沙迦國際扣件展也將與2020 

SteelFab同期舉辦。

埃及無庸置疑是中東北非地區最重要的金屬加

工機械和工業用工具產業發展重心之一，市場規模約

20億美元。由於相關產業發展日益茁壯，埃及的金屬

加工和工業用工具進口預計會大幅提升，年複合成長

率接近15%。此展將於2019年11月14-17日在埃及國

際展覽中心舉辦，展出各式金屬加工、CNC機械工業

工具和焊接切削設備等，並可提高產業對目前埃及市

場產業趨勢的關注。同時匯聚許多在金屬加工、CNC

機械工業工具、焊接切割設備有專攻的專業人士到

場，為市場注入更新更具影響力的觀點。此展是目前

中東沙迦國際扣件展

埃及開羅國際工具機械設備暨手工具展

沙迦展覽中心

2019/12/04-08

印度工業扣件市場可以分為高強

度扣件和軟鋼扣件。成長中的汽車和

汽車配件產業、基礎建設和建築活動

和發展中重型精密產業是促進印度工

業扣件市場的關鍵要素。隨著國防和

汽車領域製造活動的增長市場充滿龐大商機。伴隨印度穩定的經濟成長，印度工業扣件市場在接下來幾年將會持續

成長。

過去幾年，此展一直是機工具產業發展的主要貢獻者之一，讓參與者和訪客獲取最新的先進技術知識。此展不只

是貿易展會，更是看見、了解和知悉產業未來走向的平台。同時也是激發新想法/產品/服務的媒介，促進合資機會、合

作並提供理想產品解決方案的開放市場。

印度國際機械工程技術及機床展覽會(扣件專區)

古吉拉特邦
Gandhinagar 
展覽中心

埃及國際展覽中心

埃及最專業的貿易展會，服務數千位活躍積極想要採購最

先進機械設備的業界人士。舉辦18屆以來，此展展現吸引

數千名專業買家的實力，2019年預計將吸引18,000名訪

客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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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義大利、德國和台灣館外，SteelFab也獲得許多產業領導協會的支持。英國館也將是第二次參加該展。沙迦

展覽中心執行長Saif Al Midfa 表示: 「這對該展是非常正面的發展，且也將匯聚一系列英國製鋼技術和關鍵解決

方案供應者。」

展會也安排一系列主題研討會。Saif Al Midfa 接

著表示: 「我們注意到區域內的聽眾對自動化和相關整

合的主題感到興趣，這也會反映在展會的研討主題。上一

屆展會曾經講過工業4.0、遠端操作的網路應用和自主機

器。」

區域內的製鋼和金屬加工產業改變做生意的方式也

已經過了16年。16年前SteelFab首次開展。從那時起很

多事情都有了改變，展會也將持續扮演協助產業度過經

濟和市場上下起伏的角色。

過去幾年，展會持續與產業一起成長，並擴大其影響

範圍。

每一屆的SteelFab都充分展現其為該區域提供最新技術和產業

竅門的領導地位。2020的SteelFab預期將可吸引更多訪客前來。

日本東京機械要素技術展 日本千葉幕張展覽中心
2020/02/26-28

東京機械要素及技術展[M-Tech]是世界

領先的工業分包和傳動技術展覽會，展品彙

集各種機械零件的展覽，如軸承，緊固件，機

械彈簧，金屬和塑膠加工技術。 M-Tech每年

都會吸引大量的專業人士，包括設計，開發，

製造，生產工程，採購和品質控制部門到場，

與參展商進行熱烈的商業洽談。2020年展會

預計將有2,300 家參展商和80,000名專業

觀眾齊聚一堂！

中國國際廣州五金博覽會 廣州琶洲國際採購中心

2020/04/13-15
為促進五金應用市場的巨大需求，積極回應國家提出

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說明中國製造企業實現轉型升

級，提高企業競爭力，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

的需求。在各級主管部門的領導下，廣州中汽展覽有限公司

聯合行業權威機構定于2020年4月13-15日在廣州琶洲國

際採購中心舉辦“2020中國廣州國際五金展覽會”(CIHE 

2020)。主辦方將利用地緣優勢，助力企業一方面更有效地

拓展出口管道，一方面著眼于數萬億的內需大市場，必將帶

來出口、內銷兩旺。以全新的理念為廣大中外參展商提供一

個拓展業務、技術交流、展示實力、獲取資訊、結交客戶、推

廣新產品、尋找合作夥伴的國際商貿平臺。為全球五金行業

提供更多的合作機會，有力推動中國五金產品全面進入全

球採購體系，與世界各國五金產業協調合作、互利共贏、共

同發展進步。

※ 展品範圍- 建築五金、緊固件、DIY：裝飾五金，傢

俱五金，門窗五金，緊固件，絲釘網，管道連接件，緊固件

製作設備，建築材料及配件等；鎖具、安防產品及配件：

鎖、鑰匙，保險箱(櫃)，安防設備與系統，防盜裝置與報警

系統等；機械、機電設備：焊接設備，小型機械，泵類、閥

類，電工電器，相關部、配件等；加工製造設備：金屬加工

設備，電機生產設備，檢測設備，表面處理設備，熱處理

設備，包裝、物流設備等；工具：手動工具，電動工具，氣

動工具，汽保工具，磨料磨具，刃具，勞保用品，相關附件

與設備，園藝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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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機械要素及技術展是亞洲最大規模的來

圖來樣機械加工展會之一，舉辦於日本製造業的中

心—名古屋。同時，名古屋也是日本工廠最多的地區，

航空、汽車、機床等重工業也在這裡蓬勃發展，眾多

世界著名的日本企業總部也設立於此。

在名古屋工業展，您能看到許多“日本製造”的

精密產品和加工技術，有很多是在其他國家展會無法

看到的。誠邀參與展會，瞭解製造業最新發展趨勢，

收集最前沿工業資訊，近距離接觸日本尖端產品技

術！

展品範圍: 軸承，鏈條｜齒輪，皮帶｜馬達，電機

及功能元件｜直線運動導軌及配件｜聯軸器，摩擦材

料｜加工技術（切割，衝壓等）｜標準及非標工業零部

件｜標準及非標工業五金件｜氣動/液壓技術及元件｜

密封件及相關技術｜加工機械，工具｜潤滑劑，耐磨材

料｜清洗機，清洗劑｜去毛刺技術｜金屬，樹脂材料｜

測量設備，感測器等。

2020/04/13-15

2020/04/15-17

中國廣州國際緊固件展覽會

日本名古屋機械要素技術展

廣州琶洲國際採購中心

Portmesse國際展覽中心

CIFE 2020舉辦時間正值“廣交會”期間，享有“中

國第一展”美譽的“廣交會”，每年參加的採購商大約20

多萬，來自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我們將通過一系列途徑

充分借助“廣交會”全球買家的巨大資源，並通過組委會

客戶關係邀請系統向國內外三十多萬採購商發出邀請，

與“廣交會”採購商進行互動，借勢興展，同時彌補“廣

交會”內銷的不足，形成“一內一外、相輔相成”的作用。

以“廣交會”龐大的客流量為依託，中外數十萬採購商雲

集，內銷出口兩旺，商機無限，市場潛力不可估量，巨大

商機全面彰顯，是開拓國內外市場的重要平臺！

展品範圍:緊固件、汽車緊固件、航空航太及

鐵路緊固件、建築緊固件及連接件、其他行業專用

緊固件、緊固件製造設備、緊固件製造輔助設備、

緊固件檢測設備及測量儀器、裝配、安裝、測量及

維修、緊固件模具及耗品、緊固件用原材料、緊固

件技術與服務。

== 同期舉辦展會==

第5屆 名古屋設計工程及製造解決方案展 [DMS Nagoya]

第4屆 名古屋工廠用品及設備展 [FacTex Nagoya]

第4届 名古屋國際航空・航天材料及技術展 [Aero Tech]

第2屆 名古屋次世代3D列印展

第1屆 名古屋工業AI/IoT展



對相關展會有興趣的廠商  
歡迎聯繫匯達業務部

sales@fastener-world.com.tw
Tel: +886-295 4000

www.fastener-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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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十一屆上海緊固件專業展深耕行業十

載，始終秉著專業、高效、開放、創新的宗旨不斷發展

壯大，堪稱全球緊固件行業的標杆盛會。展會彙聚國

內外知名緊固件生產商，同時展出緊固件配套設備、

模具、線材等產品，為緊固件行業人士提供一站式採

購平臺。展會同期還將舉辦一系列精彩紛呈的會議

活動，是一個集商貿、交流和學習為一體的年度行業

高端盛會！2020第十一屆上海緊固件專業展將深耕

緊固件終端市場，大力拓展「汽車及高強度緊固件」、

「建築緊固件」、「工業機械」等行業的終端觀眾，

2020展會現場預計增長47%的終端觀眾，主辦方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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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海緊固件專業
展暨汽車緊固件展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運用十年的行業積累和成功辦展經驗為緊固件終端採購商打造一站式

採購商貿平臺。

預計展會規模- 參展商：800+、專業觀眾：42,000+、展覽面積：

50,000平方米。

展品範圍- 緊固件生產設備、緊固件材料、緊固件用模具和耗品、

檢測儀器、包裝設備、其它相關生產技術和設備、標準緊固件、非標緊

固件、汽車及高強度緊固件展區、建築緊固件展區、衝壓件和車床件、

各專業應用領域緊固件產品等。

展品範圍: 軸承，鏈條｜齒

輪，皮帶｜馬達，電機及功能元

件｜直線運動導軌及配件｜聯軸

器，摩擦材料｜加工技術（切割，

衝壓等）｜標準及非標工業零部

件｜標準及非標工業五金件｜氣

動/液壓技術及元件｜密封件及

相關技術｜加工機械，工具｜潤

滑劑，耐磨材料｜清洗機，清洗

劑｜去毛刺技術｜金屬，樹脂材

料｜測量設備，感測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