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區 電 機 電 子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歡迎參加2019年本會在海外主辦之專業展暨海外活動◎  

A、海外參展團：本會將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款，優渥補助參展廠商                       更新日期：1080417 

√ 項 參 加 海 外 展 覽 名 稱 日   期 、地   點 主    要     展    品 承辦人 

N A1 
美國消費電子展  

International CES 

1月8~11日(4天) 

拉斯維加斯Sands 

影視器材、電腦多媒體、有線無線通訊設備、家庭安全系統、消費及車
用電子、自動控制等。 

謝森岳 

#247 

N A2 
日本國際電子製造關聯展 

Nepcon Japan  

1月16~18日(3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電子製程、檢測設備、IC封裝技術、電子元器件、印刷電路板、穿戴式裝
置科技、精密、微細加工技術等。 

周柏恆 

#245 

N A3 
日本大阪國際醫療設備開發展
MEDIX Osaka 

2月20~22日(3天) 

大阪INTEX展覽館 

醫療用電子元件及光學元件、設計及製造醫療設備之技術以及相關產
品、醫療OEM、醫療CAD/3D列印機、醫療模具製造、加工技術、醫療檢
測/測量設備以及感應器、醫療器械材料等。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N A4 

土耳其國際工業自動化暨電子電
力展 

WIN IAMD Eurasia 2019 & 

Industrial Energy Systems Eurasia 

3月14~17日(4天) 

伊斯坦堡Tüyap展覽會
議中心 

控制系統、工業通訊、量測系統/儀器、電子零組件、光電元件、電子製
造相關服務、精密金屬零組件、電線電纜、馬達、馬達驅動器、電力轉
換系統、變壓器、UPS、蓄電池、能源轉換技術、配電、控制及保護系統、
照明、光學/光學產品、發電機等。 

周東輝

#246 

N A5 

亞洲國際電力輸配電設備與
技術及新能源展覽會 

IEEE PES GTD Exposition 

3月21~23(3天) 

曼谷BITEC展覽館 

輸配電產品及設備：變壓器、電容器、互感器、變電站、穩壓器、自動
化控制、工控、直流電源櫃、高低壓開關設備、電能計量產品、發電設
備、電網自動化技術及設備、絕緣材料、電焊機、配電裝置、安全措施
裝置、高壓開關、高低壓斷路器、太陽能設備、原子核反應爐、蒸氣鍋
爐、各類發電機、電動機、電動工具、能源監控技術、能源測量、動力
及風力裝置、再循環系統、潮能等。 

謝森岳 

#247 

N A6 
印尼國際電子暨零組件展 

INATRONICS 

4月4~6日(3天) 

雅加達展覽館 

JIExpo 

主、被動元件、PCB 製造及組裝設備、電子零件製造材料及設備、電子
元件、電線電纜、CABLE、連接器、電源供應器、各式顯示器、微電子
及封裝、光學及光電元件、嵌入式系統及解決方案、檢查及量測設備、
SMD元件、SMT設備及材料等。 

謝森岳 

#247 

N A7 

印尼國際綠能暨照明LED應用
大展 

INALIGHT 

4月4~6日(3天) 

雅加達展覽館 

JIExpo 

LED半導體照明及應用：LED顯示屏、LED發光字、LED照明、LED燈飾、
LED交通燈、LED背光源、LED汽車用燈、太陽能LED應用、LED控制系
統等、LED元件及材料：LED芯片、外延片、LED螢光粉、有機矽、基板
等、LED製造/檢測設備：點膠機、固晶機、分色/分光機、LED切腳機、
光譜檢測儀、防潮櫃等。居室燈具；道路燈具；工礦燈具；車、船、航
空燈具；醫療燈具；攝影燈具；舞臺燈具；運動場燈具；庭園綠化燈具；
城市景光燈具；碼頭、橋樑、隧道燈具；廣告用燈具；水面水下燈具；
防爆燈具；軍用燈具；應急、指示燈具；節日、裝飾彩燈、LED光電設備
等。 

謝森岳 

#247 

N A8 
俄羅斯國際電子展 

Expo Electronica  

4月15~17日(3天) 

莫斯科Crocus Expo 展覽
館 

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連接器、坎入式系統、 顯示器、感應器、電源供
應器、PCB 板、光電元件、資訊軟硬體、電動工具、電氣配件、LED 相
關元件、自動化生產設備等。 

劉世維 

#249 

N A9 
日本尖端科技展 

Techno-Frontier  

4月17~19日(3天) 

千葉海濱幕張展覽館 

電源供應器、精密馬達、電子工程(Motion Engineering)、電子控制、EMC
全方位技術、次世代給電技術、熱力工程、電機電子零組件暨組件加工
技術、感應器、電池技術等。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A10 

柏林線圈、絕緣材料及電機製造
展 

CWIEME Berlin 

5月21~23日(3天)  

柏林Messe Berlin展覽
中心 

材料類：導磁、導電材料、絕緣漆類、絕緣材料、塑膠及其他絕緣材料、
電碳製品和電工合金等。儀器及設備類：繞線機、穿線機、束線機、拉
線機、層壓、浸漬機、端子機、衝壓、切割、焊接、塗裝設備、電樞檢
測儀、電機綜合性性能測試儀、動平衡機、電量測試儀、測功機、絕緣
性能測試儀、磁測量儀器、線上檢測儀、CAT、機械檢驗設備等生產和檢
測設備。控制系統及裝置類：電機（馬達）；電機控制系統及伺服系統、
線圈繞組、驅動器、調速器、數控裝置、變壓器、變頻器、轉換器、專
用設備、電子原器件及裝置等。其他產品：換向器、軸承、整流子、電
刷、模具、風機、鐵芯、轉軸、沖片、端蓋、熱保護器、導線、工程塑
料、接線盒、接外掛程式。變壓器骨架、電機外殼、電樞、內核、定子、
轉子、精密零件、感測器、開關、電源及相關製品。 

謝維倫 

#248 

 A11 

越南國際LED照明暨數位看板
展 

LEDTEC ASIA 

5月23~25(3天) 

胡志明市SECC展覽會
議中心 

LED/OLED室內外照明設備、LED/OLED顯示屏與背光源應用、LED廣告
與標誌、太陽能LED照明、LED交通信號及照明、LED車用燈、LED/OLED
材料零件與模組、LED/OLED製造及測試設備、LED工業裝備等。 

周東輝 

#246 

 A12 
日本無線通信展 

Expo Comm Wireless Japan  

5月29~31日(3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無線LAN/近距離無線、近場通訊(藍芽、NFC、Transter Jet
等)IOT/M2M(IOT/M2M專用系統、大數據專用系統等)、穿戴式裝置(智慧
手機、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移動通信服務(3G/LTE、LTE-Advanced、
5G等)、能量收集應用(振動型能量手機、熱電型、太陽能發電及其他能量
手機發電設備等)。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A13 
菲律賓半導體暨電子展 

PSECE 

5月30~6月1日(3天) 

馬尼拉SMX 

Convention Center 

半導體相關產品、電路板、電子零組件、微控制器、開關、繼電器、電
纜、連接器、電源電子、SMT設備、元件製造設備、EMS、包裝、檢測設
備、模具、耗材、電子顯示器、傳感器、消費性電子產品、通訊產品等。 

劉世維 

#24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785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00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780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780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84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84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2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2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08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08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08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406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784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08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08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59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59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54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729


 A14 
菲律賓國際安全博覽會 

IFSEC Philippines 

6月13~15日(3天) 

馬尼拉SMX 

Convention Centre 

CCTV、數位監控系統(DVR)、監視器材、門禁系統、防盜及警報系統、
汽車防盜、自動化控制、通訊警報系統、人身安全配備、防偽偵查設備、
消防車、中央控制系統、電腦/通訊設備、保安配備、資訊安全、預警系
統等。 

周東輝 

#246 

 
A15 

 

亞洲電信及資訊展  

CommunicAsia 

6月18~20日(3天) 

新加坡 

Marina Bay Sands 

廣播、電線電纜、手機及配件、網際網路服務多媒體、電子商務行動及
無線通訊、衛星通訊電腦軟硬體及週邊設備、電腦零件等。 

謝森岳 

#247 

 A16 

泰國國際電子生產設備暨微電
子展 

NEPCON Thailand 

6月19~22日(4天) 

曼谷BITEC展覽館 

電子零組件及生產設備、主/被動零件、車用電子、量測/檢查設備、微電
子生產設備；SMT設備/組件製造、電機零組件、面板等。 

黃榮耀 

#244 

 A17 
巴西國際電子暨電機電力展 

FIEE/electronicAmericas 

7月23~26日(4天)  

聖保羅EXPO展覽館 

電子零組件及其製造設備、電子連接器、電腦多媒體及相關週邊設備產
品、有線無線通訊設備及零配件、工業電腦、LED、電子安全系統、測量
儀器及設備、資料處理系統、媒體及服務業、自動化(工廠)設備、機器人、
嵌入系統、電工器材、電力配送系統及設備、發電設備及系統、通訊系統
及配備、電絕緣器材、配電盤、智能電網等。 

謝森岳 

#247 

 A18 
印度電機電子暨能源展
ELECXPO 

8月2~4日(3天) 

清奈貿易中心 

電機項目：發電設備、配電設備、電力利用及保護、發電機、交流發電
機、變壓器、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線路斷路器，絶緣體，繼電器，電容
器，配電用變壓器，高壓電塔，電線纜，導電體，繞線機等)、工業控制
設備、記錄儀器、鐵路電氣化、通信系統、電力、電機測試測量設備及
系統。  
電子項目：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連接器、坎入式系統、 顯示器、感應
器、電源供應器、PCB 板、光電元件、資訊軟硬體、電動工具、電氣配
件、LED相關元件、自動化生產設備等。 
能源項目：太陽光電設備及零組件、儲能系統、電池相關成品及原件、 LED
照明及零件。 

劉世維 

#249 

 A19 

柬埔寨國際電機電力設備暨
照明科技展 

Cambodia International 

Electrical, Electric Power 

Equipment and Lighting 

Technology Fair 

8月22~25日(4天)  

金邊鑽石島國際會議
暨展覽中心Diamond 

Island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電子設備與電線電纜、機電設備零元件、智慧型大樓機電設備、中央空
調機電設備、照明及電器類、太陽能，風能和水電技術與產品、LED與光
電類、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等。 

陳書萍 

#243 

 

A20 

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 
IFA/World of Consumer 
Electronics 

9月6~11日(6天) 
柏林Messe Berlin 

消費電子產品及其零組件、資訊產品、通訊產品等。 周東輝 
#246 

 
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新創展區 

IFA-NEXT 

9月6~11日(6天) 

柏林國際展覽中心 

Messe Berlin 

家庭娛樂、個人媒體、通訊、音樂娛樂、公眾媒體、科技及零組件等。 周東輝 

#246 

 

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智慧家庭
展區 

IFA-Smart Home 

9月6~11日(6天) 

柏林國際展覽中心 

Messe Berlin 

智慧家電等產品及系統整合相關廠商等。 周東輝

#246 

 
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 

IFA-Global Market 

9月8~11日(4天) 

柏林車站展覽中心 

Station Berlin 

家庭娛樂、個人媒體、通訊、音樂娛樂、公眾媒體、科技及零組件等。 周東輝 

#246 

 A21 
越南國際電子製造關連展 

Nepcon Vietnam 

9月11~13日(3天) 

河內ICE展覽館 

各類電阻電容元件、真空電子器；光導纖維、封裝材料、磁性材料、印
刷電路板、PCB 元件、電子保護裝置、LED 元件；各種連接器、接/插件、
開關、按鍵及鍵盤；自動化設備/配件、傳動設備、電動工具、組裝設備
及材料；光電半導體器件、半導體感測器、半導體檢測設備、晶體諧振
器、固態感射器、應用IC；各種電子裝配工/模具、電子測量儀器/設備、
音箱、喇叭；各種電子生產材料和生產設備等；EMS 電子製造服務等。 

黃榮耀 

#244 

 A22 
印尼電力/電子展 

Electric Indonesia 

9月11~14日(4天) 

雅加達展覽館 

JIExpo 

電機電子設備及其零配件、電力生產配送、自動化設備、電源供應器及電
池、發動機、測量儀器及設備、 能源再生利用及安全消防科技等相關產
品。 

謝維倫 

#248 

 A23 
日本名古屋汽車週 

Automotive World Nagoya 

9月18~20日(3天) 

名古屋國際展覽館 

汽車電子零組件、車載系統、半導體、汽車電子專用材料、熱對策零組
件材料、對應EMC相關產品等。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A24 

印度電子零組件暨製造展 

electronica India & 

productronica India 

9月25~27日(3天) 

德里 

半導體、電路板、微控制器、傳感器、開關、繼電器、電纜、連接器、
電源電子、生產設備、SMT設備、焊接材料及工具、檢測設備、耗材等。 

謝森岳 

#247 

 A25 

日本關西國際智慧能源週 

World Smart Energy Week 

Osaka 

9月25~27日(3天) 

大阪INTEX Osaka 

充電電池、模組(Rechargeable Battery Zone)、材料、元件(Material & Component 
Zone)、製造設備(Manufacturing Equipment Zone)、檢查、測試、評估(Inspection 
/ Testing / Evaluation Zone)、功率/電壓調節、變壓器、開關、光電/太陽能/
風力發電系統、燃料電池廢電再生發電系統、恆溫器、智慧電表IC、智慧
家電、顯示器/控制面板、感測器、監控系統、用電資訊服務、省能源空
調、防災設備、防盜保全產品、智慧室內/室外照明產品、智慧燈泡、
BEMS/BAS等。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088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05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07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07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29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42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42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730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730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010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84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85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85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86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80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88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04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34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918


 A26 

緬甸國際電機電子暨電力設備
展 

Myanmar Int’l Electrical, 

Electronics & Electric Power 

Equipment Fair 

9月26~29日(4天) 

仰光 

Yangon Convention 

Center (YCC) 

電子零組件及其製造設備、電腦多媒體及相關週邊設備產品、有線無線
通訊設備及零配件、自動化(工廠)設備、電工器材、電力配送系統及設備、
發電設備及系統、通訊系統及配備、電絕緣器材、配電盤、電子安全系
統、測量儀器及設備、燈飾、資料處理系統等。 

黃榮耀 

#244 

 A27 
杜拜電子展 

GITEX 

10月6~10日(5天) 

杜拜DWTC 

各式消費性電子產品、網路安全產品、IT Solution、辦公自動化產品與相
關供應鏈、Gulfcomms產品等。 

劉世維 

#249 

 A28 

韓國電子展 

Korea Electronics Show 

(KES) 

10月8~11日(4天) 

韓國COEX展覽館 

電子零組(配)件、消費電子、通訊(信)設備器材、電腦週邊產品、個人手
持裝置、工業電子、IT產品、顯示器及零組件、數位家庭等。 

謝維倫 

#248 

 A29 

印尼國際冷凍暨冷暖空調設
備展 

Refrigeration & HVAC 

Indonisia 

10月9~11日(3天) 

雅加達展覽館 

JIExpo 

冷凍設備及組件：冰箱、冷凝機、冷凍器、製冰機、離心泵、螺絲、螺桿
等。空調設備：窗式空調、分離式空調、組合式空調、屋頂式空調、增濕
機、除濕機、冷凝系統等。供暖系統：蒸氣管、熱回收系統、鍋爐、燃燒
器等。通風系統：空氣處理機組，風機盤管機組，薄鋼板管道，隔熱管道，
通風格柵，空氣擴散器，空氣過濾器，減震器，隔熱設備/隔音設備，VAV
系統，風管清潔機等。週邊組件及配件：製冷劑、變頻調速系統，開關儀，
電纜電線，室內空氣淨化器，隔熱隔音產品，防震裝置，清潔電器，壓縮
機及交換器等。 

謝森岳 

#247 

 A30 
美國全球國際博彩展覽會 

G2E 

10月15~17日(3天) 

拉斯維加斯Sands 

博奕機台、液晶螢幕、拉霸機、輪盤、彩票機、投幣/退幣機、博奕機台
週邊零配件、工業用/博奕遊戲機專用晶片組、主機板、儲存設備、零組
件、POS系統、彩票機、條碼掃瞄系統等。 

周東輝 

#246 

 A31 

日本最先端電子資訊高科技綜
合展 

CEATEC JAPAN  

10月15~18日(4天) 

千葉海濱幕張展覽館 

消費電子產品、資訊產品、通訊產品、電子元件、測試儀器、無線電器
材、產業用設備等。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A32 

莫斯科秋季電子零組件暨設
備展 

ChipEXPO 

10月16~18日(3天) 

莫斯科 

EXPOCENTRE展覽館
FORUM PAVILION 

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連接器、坎入式系統、 顯示器、感應器、電源供
應器、PCB 板、光電元件、資訊軟硬體、電動工具、電氣配件、LED 相
關元件、自動化生產設備等。 

劉世維 

#249 

 A33 

烏克蘭電子暨電力展 

ELECTRO INSTALL 2019 / 

POWER ENGINEERING 

FOR INDUSTRY 

11月5~7日(3天) 

基輔國際展覽中心
(IEC) 

ELECTRO INSTAL：電路保護產品、開關，接觸器、低壓電力設備、模
塊化DIN導軌組件、低壓開關設備、配電盤儀表、外殼、電纜支持系統、
控制和計量裝置、電線配件、工業插頭和插座、不間斷電源（UPS）、電
池、主被電子元件、功率半導體和模組、集成電路和模組、印刷電路板、
技術設備和材料。 
POWER ENGINEERING FOR INDUSTRY：發電機、變壓器、高壓開關及
保護裝置、配電盤、電力線路、電纜和電線、工業照明、動力設備、工
業鍋爐、電力系統自動化等。 

劉世維 

#249 

 A34 
德國慕尼黑電子生產設備展 

Productronica 

11月12~15日(4天) 

慕尼黑展覽中心 

半導體生產設備與元件，LED&PV生產設備與元件，微奈米技術與材料，
PCB與EMS製程設備與技術，SMT自動化生產與技術，電線、線圈與複
合元件，未來市場需求(Industry 4.0、sensor、電池與能源儲存、3D列印、
有機材料)等。 

謝維倫 

#248 

 A35 
日本新價值創造展 

NAVI 

11月~日(3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工業與科技:加工技術、成型技術、接合技術、表面處理、機械部品、電
機電子機器、光學機器、情報通信機器及零組件、控制元件、汽車電子、
安防設備、感應器、機器人、無人機、OEM接單。 
健康與看護:看護產品及科技、復建產品及科技、看護機器人、遠距醫療
技術及產品、醫瘍材料、醫療用感應品。 
綠色科技/防災科技:環保產品、省能源及資源回收等相關產品、水素/燃料
電池/二次電池、再生能源、智慧能網、高機能建材、高功率建築、防災
技術、防災產品。 

陳書萍 

#243 

 A36 
日本國際廣播電視設備展 

Inter Bee 

11月14~16日(3天) 

千葉幕張展覽館 

專業廣播器材、專業影音播放器材、廣播輸出入器材、電源裝置、3D影
像、IPTV、播放系統等。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A37 

德國國際醫療製造業零配件、
原材料展 

COMPAMED 

11月18~21日(4天) 

杜塞道夫商展中心 

醫療技術零配件、模具、驅動系統、電子儀器、設備通訊、微/奈米技術、
微流體設備、微感應器 、遞藥系統等。系統合作、設計、研發、自動化
及生產技術、質量管理、電腦輔助開發與製造、檢測設備等。 

黃榮耀 

#244 

 A38 
德國國際3D列印展 

FORMNEXT 

11月19~22日(4天) 

法蘭克福展覽中心 

模具製造及加工、3D列印及技術、快速製造、手板製作及快速成型、加
工機械及工具、自動化系統及自動化工程、切削工具及配件、表面處理
技術、材料、配件、廠房設備、設計軟體、生產管理軟體、測試用生產
設備和系統、輔料(潤滑油、電介質等)。 

黃榮耀 

#244 

 A39 
巴西國際雙輪車暨零配件展 

Salão Duas Rodas 

11月19~24日(6天) 

聖保羅展覽館 

摩托車、電動摩托車、動力車、助動車、拖車、邊車、踏板車、摩托車
零配件、輪胎及胎圈、發動機及組件、電動設備、摩托車生產設備、工
具和商店設備、摩托服及用具、防護用品、原材料、半成品、潤滑油和
包裝材料、摩托車旅遊及相關戶外用品等。自行車、越野車、山地車、
運動車、童車、BMX車、賽車、電動自行車、電動三輪車各式機車、各
式自行車、機車零配件、自行車零配件、機車及自行車服裝及用品、輪
胎、頭盔、電子設備、修理維護各式設備、專業刊物及相關服務等。 

劉世維 

#249 

 A40 
泰國國際電子信息暨通訊展 

CEBIT ASEAN Thailand 

11月27~29日(3天) 

曼谷IMPACT會展中心 

雲端&大數據、物聯網&智慧科技、金融科技、解決方案、網路安全、資
通訊科技、人工智慧、IT硬體、軟體、VR/AR/MR等。 

黃榮耀 

#244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80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80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87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815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2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2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98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238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238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737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737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35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79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7074


 A41 
日本工業自動化電機電子綜合展 

IIFES 

11月27~29日(3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工廠自動化控制系統、機器：工廠自動化控制裝置、電腦、製程輸出入裝
置等產品；驅動控制裝置：變頻器、伺服系統(Servo)等各種驅動裝置；電
源裝置、機器：不斷電系統(UPS)、Switching Regulator、電源供應器等產品；
控制元件：控制用繼電器、光電開關、近接開關、操作用開關、檢測開關
等；計測裝置：電子測定器、指示計器、電力供給計量器、放射線計測器；
其他產品：工廠安全/保安機器、監視/保全系統等產品。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B、下列展覽具市場或產品獨特專業性，本會將協助有興趣之廠商向主辦單位報名，如攤位超過十個，則本會將組團

前往並補助廠商： 

√ 項 參加海外展覽名稱 日   期 、地   點 主    要     展    品 承辦人 

N B1 

沙烏地阿拉伯物聯網科技展 

Saudi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 

Conference for Internet of Things 

2月13~15日(3天) 

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
(RICEC) 

通訊設備、M2M、硬體製造商、自動化生產鏈、醫療照護、交通及供應
鏈、雲端科技、大數據管理、安全科技、系統整合、能源供應、智慧機器
等。 

黃榮耀 

#244 

N B2 
日本國際觀光商用設備暨服務科技展 

HCJ 

2月19~22日(4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POS銷售情報設備、POS銷售情報系統、賓客統計及分析設備、餐廳關聯
系統等產品、數位廣告看板產品、數位廣告看板系統、數位顯示器等產品、
通訊系統、通訊設備、多螢幕顯示系統、多螢幕顯示設備、音響設備、音
響管理設備、燈光設備、燈光管理設備、播放設備、體育賽事用特殊感應
裝置等產品、多人數餐飲設備、多人數餐飲管理系統等產品。 

陳書萍 

#243 

N B3 
日本電子零售技術展 

Retail Tech 

3月5~8日(4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流通情報系統、結算、結帳&卡 周邊設備、Omni channel 全渠道零售、物
流系統與設備、移動式與雲端、AI (人工智慧)& IoT(物聯網)等。 

陳書萍 

#243 

N B4 

日本醫療設備設計、技術、零配
件展暨醫療照護展 

Medtec Japan 

3月18~20日(3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醫療設計與製造、醫療電子、醫療影像與攝影、智能健康、醫療ICT、居
家醫療照護、保健、機器人其機器及設備、檢驗試劑、成品與耗材產品開
發等。 

陳書萍 

#243 

N B5 
東南亞國際安全博覽會  

IFSEC Southeast Asia 

3月19~21日(3天) 

吉隆坡(MITEC) 

CCTV、DVR、門禁系統、防盜及火災警報系統、通訊警報系統、人身安
全配備、防偽偵查設備、消防車、中央控制系統、保安配備、資訊安全、
預警系統等。 

黃榮耀 

#244 

N B6 
捷克國際電機電子展 

AMPER 

3月19~22日(4天) 

布魯諾BVV商展中心 

電機暨產業設備、電子零組件、電力發電設備、儀表、儀器設備、電線
電纜、檢測產品、安全監控器材、網路通訊、無線傳輸科技、電腦、視
聽影音、消費電子、LED燈具、燈飾等。 

謝維倫 

#248 

 B7 
德國紐倫堡電力電子系統及元器件展 

PCIM Europe 

5月7~9日(3天) 

紐倫堡展覽中心 

半導體、被動元件、磁與核心材料、散熱管理、傳感元器件件、裝配和子
系統、伺服技術/執行器、行動智能、電源、電能質量、測試和測量、開發
軟體、整流器、訊息和服務等相關產品。 

謝維倫

#248 

 B8 
墨西哥國際安全博覽會 

EXPO SEGURIDAD Mexico 

5月7~9日(3天) 

墨西哥城Banamex 

Center展覽中心 

CCTV、DVR/NVR、監視器材、門禁系統、家庭保全設備、電子鎖、電
子防盜及警報系統、自動化控制、通訊警報系統、人身安全配備、防偽
偵查設備、中央控制系統、電腦/通訊設備、保安配備及動力設備、資訊
安全、預警系統、探測器及無人機、GPS等。 

周東輝 

#246 

 B9 
德國國際品管測試儀器展 

Control 

5月7~10日(4天) 

德國司圖加New Trade 

Fair Centre 
測量儀器、原料測試、分析儀器、光學電子、品質管理系統等。 周東輝 

#246 

 B10 
南非國際安全博覽會 

Securex South Africa 

5月14~16日(3天) 

約翰尼斯堡 

CCTV、DVR、門禁系統、防盜及火災警報系統、通訊警報系統、人身
安全配備、防偽偵查設備、消防車、中央控制系統、保安配備、資訊安
全、預警系統等。 

周東輝 

#246 

 B11 
全球電力能源科技展 

Global Electric Power Tech 

5月29~31日(3天) 

韓國COEX展覽館 
電力設備、發電技術、智能電網、照明科技等。 

謝森岳 

#247 

 B12 
亞洲國際多媒體廣播科技與設備展覽 

BroadcastAsia 

6月18~20日(3天) 

新加坡新達城國際會議
中心Suntec Singapore 

專業音響、廣播、衛星、微波發射器、電纜設備、耳機、電腦繪圖、雲端
及數位媒體等。 

謝森岳 

#247 

 B13 

日本國際禮贈品及商店促銷零售大展 

MARKETING & SALES 

PROMOTION EXPO 

6月19~21日(3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促銷禮贈品專區:食品包裝、印刷包裝、OEM 委託、禮品區、DM;店鋪
促銷及室內裝潢專區: 店鋪招牌、電子看板、POP、廣告標識、照明
系統、店鋪管理/POS 系統;在庫管理系統;銷售強化及支援專區: 大資
料管理分析、解決方案、銷售自動化系統 SFA/CRM、資料庫統合;廣
告宣傳專區: AR/VR、廣告代理店、廣告宣傳、品牌服務;數位行銷專
區: AI/人工智慧、物聯網、網路/SNS、媒體行銷服務。 

陳書萍 

#243 

 B14 

菲律賓國際電力、電線電纜及設
備材料展 

Wire & Cable Show Philippines 

6月23~25(3天) 

馬尼拉SMX Convention 

Center 

電線電纜：電力電纜、海底電纜、通信電纜、射頻電線電纜、同軸電

線電纜、控制電纜、資料信號電纜、裸電線等、電線電纜配件；

光纖光纜：電力光纜、通信光纜、特種光纖及器件、光纖連接線、

光纖跳線、光纖配線架、光纖收發器、光電轉換器、網路設備、

綜合佈線產品等；電子線材：電源線、連接線、音視頻線、資料

線、線束等；設備材料：各種電線線纜製造設備及材料、檢測儀

器、電力設備相關產品等。 

周東輝 

#246 

 B15 
日本國際禮品及生活用品展 

LIFESTYLE EXPO TOKYO 

6月26~28(3天) 

東京Tokyo Big Sight 

露營用品(圓燈、平板燈、煮爐)、節慶用品、智慧型手機周邊用品  

嬰兒車、電子體溫計、電子蒸氣消毒鍋、空氣清淨機、美容相關儀器、

吹風機、燙髮器、掃地機器人、電風扇、加濕器、照明設備、藍芽產

品、數碼產品、揚聲器、耳機、視聽設備、汽電設備、GPS、電子禮

品、USB、行動電源、電子娛樂產品等。 

陳書萍 

#24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64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804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157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80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88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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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6 
墨西哥汽配展 

INA PAACE Automechanika Mexico 

7月10~12日(3天) 

墨西哥城Centro 

Citibanamex展覽中心 

汽車電子、電動車、未來概念能源、冷熱空調備、引擎零件、汽車
售後服務零配件及各種相關設備、汽車零配件、汽車維修工具、
洗車設備、汽車製造設備與機械及其他相關產品。 

周東輝 

#246 

 B17 

亞洲電子製造展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Expo 

(EMAX) Asia 

7月17~19日(3天) 

馬來西亞檳城 

Setia SPICE Arena 

消費性電子和家用電器製造、電腦及周邊設備製造、航空電子製
造、檢測及監控設備、醫療設備製造、ODM、EMS、PCB 製造、
IC 製造與包裝、觸控面板及 LCD 製造、LED、多媒體及資通訊製
造、車用電子製造等。 

謝維倫 

#248 

 B18 
拉丁美洲寵物科技暨用品展 

Pet South America 

8月21~23日(3天) 

巴西聖保羅São Paulo 

Expo展覽中心 

寵物智慧型穿載裝置、運動追蹤頸圈、智慧貓砂盆、智能寵物循環
活水機、寵物攝影機、寵物智慧餵食器、智能冷暖窩、寵物電子
玩具、寵物醫護電子感測器、GPS 定位器、水族箱通氣設備、加
熱棒、測試設備、噴水設備、包裝材料加工及包裝機械設備、寵
物醫院設備、手術器械、檢測試紙及試劑、電子保護設備、資訊
通信技術、銷售點和庫存控制系統、運輸設備、商務交易系統和
服務。 

周東輝 

#246 

 B19 
亞洲電力工程暨能源展 
Power-Gen Asia 

9月3~5日(3天) 

馬來西亞吉隆坡
MITEC展覽館 

輸變電設備：高、低壓變壓器，儀錶互感器，電力變頻器，電線電纜、電
力電容避雷器，接地電阻，電抗器，電爐和加熱設備，電焊機，絕緣器及
其它；配電裝置和控制設備，開關裝置，高壓開關，高、低壓斷路器，清
潔能源等設備製造。電站設備系統：電力裝置、高壓開關、傳輸、配電網
路、變壓器、電流互感器、電壓互感器、電力電容器、高壓開關、監控器、
電機工程、電力供應和附件、電線電纜、絕緣材料、測量及電子設備系統
等。各類發電設備：風力發電設備，太陽能技術及設備，垃圾處理能源技
術、可再生能源，原子核反應爐，蒸氣鍋爐，蒸氣透平以及其它能源發電
系統；各類電機和發電機（直流發電機，交流發電機，發電機，電動機，
電動工具及其它電機和發電機）。電機和發電機：直流發電機，交流發電
機，發電機，電動機，電動工具及其它電機和發電機；太陽能、風能等相
關專業產品 

劉世維 
#249 

 B20 
芝加哥線圈、絕緣材料及電機製造展 

CWIEME Chicago 

9月16~18日(3天) 

芝加哥史蒂文斯展覽
中心 

材料類：導磁、導電材料、絕緣漆類、絕緣材料、塑膠及其他絕緣材料、
電碳製品和電工合金等。 
儀器及設備類：繞線機、層壓、浸漬機、端子機、電樞檢測儀、電機綜合
性性能測試儀、測功機、絕緣性能測試儀、磁測量儀器、線上檢測儀、CAT、
機械檢驗設備等生產和檢測設備。 
控制系統及裝置類：電機（馬達）；電機控制系統及伺服系統、線圈繞組、
驅動器、調速器、數控裝置、變壓器、變頻器等。 
其他產品：換向器、軸承、整流子、電刷、模具、風機、鐵芯、轉軸、沖
片、端蓋、熱保護器、導線、接線盒、接外掛程式。精密零件、感測器、
開關、電源及相關製品等。 

謝森岳 

#247 

 B21 
印度工業自動化展 

Automation Expo 

9月25~28日(4天) 

孟買Bombay Exhibition 

Centre展覽館 

自動化控制、工廠自動化導入、控制台/室、工業4.0、測試/偵測儀
器、機器人、機械手臂、整廠設備輸出、液壓及氣動裝置、安全
及監控系統、智慧製造方案、環境管理、物料搬運系統等。 

謝森岳 

#247 

 B22 
新加坡建築應用科技展 

Architecture & Building Services 

10月1~3日(3天) 

新加坡濱海灣金沙會展
中心Marina Bay Sands 

電氣和電子技術和解決方案、家庭和辦公室安全和自動化系統、
資訊技術用品和設備、CAD/CAM耗材和設備、建築五金產品與材
料、內部和外部建築裝飾/材料/系統和產品、室內設計/塗料/外牆
飾面等 

謝維倫 

#248 

 B23 
德國紐倫堡資安展 

it-sa 

10月8~10日(3天) 

紐倫堡Exhibition 

Centre Nuremberg 

認證雲端計算和安全，隱私權政策，移動安全，社會保障風險網頁應用安
全、大數據、資料庫中心營運和安全、儲存系統、防火牆、認證產品和服
務、不斷電系統(UPS)、散熱系統、IT產品安全與解決方案、備份、資料刪
除與復原、資料管理、電子郵件安全防護、硬體安全、工業 IT系統安全、
社群媒體與網頁2.0、警告系統、電子監控、IT服務、教育與研究等。 

謝維倫 

#248 

 B24 
德國慕尼黑電動車暨車用電子展 

eMove360° Europe 

10月15~17日(3天) 

慕尼黑Messe 

München-東側入口 

電動車及相關零件、能源及車充基礎設備、電池及儲能系統、移動相關服
務應軟硬體(車通訊、車載娛樂)、車聯技術、導航、自動駕駛(自駕系統、
監測系統、安全服務、電子及感應器)、城市暨移動設計規劃、材料及工程、
保養及備品維修等。 

謝維倫 

#248 

 B25 
新加坡漢諾威工業展 

ITAP 

10月22~24日(3天) 

新加坡EXPO展覽中心 

工業自動化：制動器、裝配及搬運系統、自動化系統、電纜及能源載體、

電力傳輸系統、現場匯流排系統、工業影像處理系統、儀器測量及控制等。 

數字化工廠：資產管理系統、大資料管理、雲計算、產品設計及研發、數

字雙胞胎、企業資源規劃、機器學習、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等。 

增材製造：3D列印技術、製造業解決方案、材料及部件、快速成型、研究

與發展技術、培訓與教育。 

智慧物流：自動導引車(AGV系統)、輸送系統、綠色貨盤系統、工業卡車

及叉車、標籤系統及系統識別技術、升降平臺、物流資訊技術、組裝打包

及訂單包裝系統、貨架系統、研究與技術、機器人技術及搬運系統等。 

黃榮耀 

#244 

 B26 

日本大田區研發技術展 

O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air 

10月~日(2天) 

大田區產業Plaza PiO 

加工技術、機械設備、MEMS奈米科技、材料技術、測量檢驗儀器、生化
產品、植物工廠、環保技術、新能源相關技術及產品、醫療產品、航空宇
宙相關技術及產品、電機電子通信相關技術及產品、機器人技術、IT系統
研發等。 

周柏恆 

#245 

陳書萍 

#243 

 B27 
印尼消費性電子展
INDOCOMTECH 

10月30~11月3日(5天) 

印尼Jakarta Convention 

Centre 

消費性電子展品、手機週邊、e-commerce、POS、Gaming、電腦週邊、智
能家居、車用電子、安防產、穿載裝置、影音、通訊、智能手機及平板電
腦配件、藍芽及NFC產品、電腦包、手機外殼、蘋果產品配件、行動電源、
智能手錶、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遊戲周邊產品及配件、網絡產品、數位
相機等。 

黃榮耀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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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8 
埃及國際電力、照明暨太陽能展
Electricx 

11月3~5日(3天) 

開羅國際展覽中心
(EIEC) 

電力、照明、新台源、生產設備、相關零部件、工程及系統、太陽能熱發
電系統區等。 

黃榮耀 

#244 

 B29 
波蘭工業應用展 

Warsaw Industry Week 

11月13~15日(3天) 

波蘭華沙Ptak Warsaw 

Expo展覽館 

機械與工具、焊接用具、鍍膜技術、液壓泵、自動化機械與機器人、焊接、
雷射、3D列印、工業4.0、波蘭研究機構、工業物聯網等。 

謝森岳

#247 

 B30 
印度太陽光電展 

InterSolar India 

11月27~29日(3天) 

班加羅爾國際展覽中
心 (BIEC) 

光伏，光伏生產技術，能源存儲系統，太陽能熱能技術等。 
劉世維 

#249 

C、下列專業展為本會在台獨家代理，不論攤位數為多少，均代廠商向大會報名並協助參展： 

√ 項 主 辦 海 外 展 覽 名 稱 日 期 、地 點 主    要     展    品 承辦人 

N C1 
印度通訊及資訊展 

Convergence India 

1月29~31日(3天) 

新德里Pragati Maidan 

Convergence India & IoT India Expo：寬頻網路、智慧型手機、電子商務、雲
端服務、媒體及娛樂、物聯網、遠端及監控自動化、大數據、電子零組件、
天線、智慧城市、衛星、人工智慧、機器人技術、AR/VR。 
Embedded Tech India Expo：微控制器、感應器、RF、電源供應器、馬達控
制、電子顯示器、電子元件及模組、嵌入式系統等。 

劉世維 

#249 

N C2 
印度智能電網展 

Distribuelec 

2月4~6日(3天) 

孟買展覽中心
(Bombay Exhibition 

Centre) 

發電設備、傳輸、配電設備、電力利用及保護、發電機、變壓器、開關裝
置及控制裝置(線路斷路器、絶緣體、繼電器、電容器、配電用變壓器、高
壓電塔、電線纜、導電體、繞線機等)、工業控制設備、監控、記錄儀器、
通信系統、電力、電機測試測量設備及系統、電信傳輸設備、節能設備、
太陽能設備系統應用等。 

劉世維 

#249 

N C3 
印度國際電子週 

India Electronics Week 

2月26~28日(3天)  

班加羅爾展覽中心 

KTPO 

半導體、電子材料、電路板、電子零組件、3D列印、嵌入式系統、微控
制器、傳感器、IoT、開關、繼電器、電纜、連結器、顯示器、電源、SMT
設備、EMS、焊接材料及工具、檢測設備、模具等。 

謝森岳 

#247 

N C4 
中東資通訊暨電信展 

COMEX 

3月17~19日(3天) 

阿曼馬斯喀特，阿曼展
覽中心 

智慧城市、電子元件/零組件、大數據&物聯網、電腦&周邊設備、零售&
行動支付、智慧製造、AR、VR、3D列印、資通訊設備&零件、智慧家庭、
人工智慧、網路安全設備&系統、區塊鏈、AI機器人、自動駕駛&聲音辨
識等。 

黃榮耀 

#244 

N C5 
俄羅斯莫斯科電力電子展
ELEKTRO 

4月15~18日(4天) 

莫斯科 

EXPOCENTRE展覽館 

發電設備、變電設備、輸電設備、測試設備、壓電器、電機、焊接焊割機、
工業電爐、加熱器、電動工具、繼電器、感測器、變頻器、整流器、接觸
器、熔斷器、半導體器件、各式斷路器、互感器、時控開關、電池、電源、
不斷電供應系統、防爆電器、接線端子、暗裝插座、小型配電箱、漏電保
護器、電氣開關、電動機保護開關、組合插座箱、工業連接器、接插裝置、
資料線插座、電器接線盒、導軌電氣元件、保護控制器、數位儀錶板、電
壓電流監示器、配電系統、配電元件、電容器、各式電阻器、電子控制系
統、佈線管槽、電纜接線盒、電氣絕緣材料、漆包線、電磁線圈、電纜及
附件、介面技術、佈線系統、戶外箱體、儀器儀錶、建築電器、牆壁開關、
照明設備、太陽能及其它新能源產品、電子元器件設備及產品等。 

劉世維 

#249 

 C6 
俄羅斯電信及資訊展 

SVIAZ 

4月23~26日(4天) 

莫斯科 

Expocentre Fairgrounds 

寬頻網路、智慧型手機、電子商務、雲端服務、媒體及娛樂、物聯網、遠
端及監控自動化、大數據、4G/LTE、電子零組件、天線、智慧城市、衛星
等。 

劉世維 

#249 

 C7 
印度國際安全及消防設備與應用
展覽會 
Secutech India 

4月25~27日(3天) 

孟買展覽中心 

CCTV、DVR、門禁系統、防盜及火災警報系統、通訊警報系統、人身安全

配備、防偽偵查設備、消防車、中央控制系統、保安配備、資訊安全、預

警系統等。 

劉世維 

#249 

 C8 
韓國國際電子製造關連展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Korea 

5月15~17日(3天) 

韓國COEX展覽館 

電子零組件、電子零組件製造設備及材料、SMT製造設備及材料、PCB製
造設備及材料、自動化設備及組件、LED封裝製造設備及材料、光學元件/
材料、雷射光源、雷射(應用)設備、LCD/PDP製造設備及材料、測試檢查
設備、檢測及自動控制專用光板及模組、微電子及封裝、薄膜形成、製造
設備、薄膜檢測設備及系統、光學膜、智慧機械、PE材料、裝置與應用、
機器人傳感器及應用、工業機器人及無塵室等。 

謝維倫

#248 

 C9 
韓國國際電力能源展 

SIEF & PGK 

10月16~18日(3天) 

首爾COEX館 

重電機暨產業設備、電子元件/零組件、電力發電設備、電線電纜、儀表儀
器設備、電源供應配電器材、連接器及線材、檢測產品、電子系統、自動
化裝置、能源管理與儲存技術、電池、通訊系統、LED照明設備技術、再
生能源設備等。 

黃榮耀 

#244 

D、 本會主辦或協辦參加之海外拓銷、考察、貿訪團、洽談會活動： 

√ 項 活動名稱 日   期 、地   點 活  動  方  式 承辦人 

N D1 
德國漢諾威工業展暨工廠考
察團 

3月31~4月7日(8天) 
德國漢諾威 

為因應中美貿易戰，本會將協助我廠商佈局新商機、新市場，找尋新技術，

特籌組「2019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暨工廠考察團」，且因「漢諾威電腦展

(CEBIT)」停辦，相關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智慧機械等主題將併

入「2019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該展將於4月1日至5日假漢諾威展覽館

舉辦。觀展後，考察奧迪汽車工廠、自動化廠商ABB工廠等 

劉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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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2 印度投資考察團 
4月7~14日(8天) 
印度新德里、班加羅爾 

為協助臺商考察印度地區之投資環境，規劃籌組「2019 年印度投資

考察團」，將邀集電子零組件相關產業及對布局印度有興趣之業者

實地考察，將透過考察北、南印度等地工業區、拜會印度商工部及

當地工業區管理局、辦理印度臺商投資實務研討會等方式，協助臺

商導入跨國佈局新思維，成功拓展印度市場。 

劉世維 

#24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744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744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3738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988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672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665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318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318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4779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79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79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5853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7441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404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404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6772


 D3 印度電子產業對接貿洽團 
9月23~28日(6天) 
新德里 

透過我駐外單位、台貿中心、當地相關單位及本會姐妹會等單位協助，

舉辦媒合參訪活動，與印度當地相關廠商實際接觸，介紹台灣廠商相關

產品趨勢，藉此展現台灣電子製造優勢，增加產品拓銷至印度市場之機

會。 

劉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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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 新價值創造展商談會 11月~東京 將在展覽期間進行商談媒合會，協助中小企業找尋技術合作對象。 
陳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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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                 分機          
E-Mail： 

傳真：(     )          

1. A項海外參展：本會將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款，優渥補助參展廠商， 
如有興趣者請打√，並傳真至：(02)8792-6141 索取詳細資料。 

2.本會聯絡人：國際業務室 郭淑貞小姐， 
  電話：(02) 8792-6666分機 242，E-Mail：mimi@teema.org.tw 
3.本表隨時更新，歡迎至本會主網站查詢 
  http://www.teema.org.tw/exhibition-detail.aspx?infoid=2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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