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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教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香港國際文具展

2018-01-08

2018-01-11

香港

香港

台灣區玩具暨孕嬰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玩具展

2018-01-08

2018-01-11

香港

香港

台灣區玩具暨孕嬰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嬰兒用品展

2018-01-08

2018-01-11

香港

香港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蘭克福國際家用紡織品展

2018-01-09

2018-01-12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區光學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2018-01-09

2018-01-12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法蘭克福家用紡織品展

2018-01-09

2018-01-12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德國法蘭克福家用紡織品展

2018-01-09

2018-01-12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消費電子展

2018-01-09

2018-01-12

美國

拉斯維加斯

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

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2018-01-09

2018-01-12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

德國漢諾威地毯、板材及地磚大展

2018-01-12

2018-01-15

德國

漢諾威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義大利加達國際鞋業展(春季)

2018-01-13

2018-01-16

義大利

加達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科隆國際家具展

2018-01-15

2018-01-21

德國

科隆

台灣綠色科技產業聯盟

2018年中東國際太陽能光電、LED暨
新能源展

2018-01-15

2018-01-18

阿聯

阿布達比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國際汽車週展

2018-01-17

2018-01-19

日本

東京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國際電子製造關聯展

2018-01-17

2018-01-19

日本

東京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國際汽車零配件暨加工
技術展

2018-01-17

2018-01-19

日本

東京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日本國際照明/LED技術暨應用大展

2018-01-17

2018-01-19

日本

東京

台北市針車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印度新德里國際製衣機械展

2018-01-19

2018-01-22

印度

新德里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 Texworld成衣布料及輔
料展-春季

2018-01-22

2018-01-24

美國

紐約

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3

2018-01-26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德國國際植物花卉園藝技術行銷展

2018-01-23

2018-01-26

德國

埃森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國際化妝品研發、原料
及製造技術展

2018-01-24

2018-01-26

日本

千葉

台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

第29屆東京國際寶飾展

2018-01-24

2018-01-27

日本

東京

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 PGA國際高爾夫球展

2018-01-24

2018-01-26

美國

奧蘭多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國際高爾夫用品展

2018-01-24

2018-01-26

美國

奧蘭多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戶外與滑雪運動用品展

2018-01-25

2018-01-28

美國

丹佛

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1-25

2018-01-28

美國

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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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1-25

2018-01-28

美國

丹佛

台灣區手套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1-25

2018-01-28

美國

丹佛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度國際金屬成型機械展

2018-01-25

2018-01-30

印度

邦加羅爾

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印度國際金屬成型工具機展

2018-01-25

2018-01-30

印度

邦加羅爾

2018-01-27

2018-01-30

德國

法蘭克福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科隆

台灣區教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德國法蘭克福文具紙品與辦公用品
展
2018年德國科隆國際糖果餅乾及休
閒食品展

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德國慕尼黑體育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 Winter ISPO 德國慕尼黑運
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手套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帽子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台北市體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體育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2018-01-28

2018-01-31

德國

慕尼黑

社團法人中華台北著作權人協會

科威特中東國際發明展

2018-01-28

2018-01-31

科威特

科威特

台灣區光學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美西光電展

2018-01-30

2018-02-01

美國

舊金山

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

美國地板及鋪地材料展

2018-01-30

2018-02-0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孟加拉國際塑橡膠、包裝、
印刷工業展

2018-01-31

2018-02-03

孟加拉

達卡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孟加拉橡塑膠展

2018-01-31

2018-02-03

孟加拉

達卡

台灣包裝協會

第13屆孟加拉國際塑橡膠、包裝、
印刷工業展

2018-01-31

2018-02-03

孟加拉

達卡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英國倫敦亞洲博覽會暨亞洲贈品展

2018-02-01

2018-02-03

英國

倫敦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

中國新春購物節暨國際食品與家庭
時尚品交易會

2018-02-05

2018-02-11

中國大陸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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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第10屆印度塑膠工業展

2018-02-07

2018-02-12

印度

古吉拉特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度國際塑膠工業展

2018-02-07

2018-02-12

印度

古吉拉特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度國際塑膠工業展

2018-02-07

2018-02-12

印度

古吉拉特

2018-02-07

2018-02-12

印度

古吉拉特

2018-02-08

2018-02-11

孟加拉

達卡

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第10屆印度國際塑橡膠工業展覽會
及會議
2018年孟加拉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
展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度國際汽車工業展

2018-02-08

2018-02-11

印度

新德里

高雄市汽車裝潢商業同業公會

印度國際汽車工業展

2018-02-08

2018-02-11

印度

新德里

新北市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2018 第14屆印度國際汽車工業展

2018-02-08

2018-02-11

印度

新德里

社團法人彰化縣產業技術合作交流會

印度國際汽車工業展

2018-02-08

2018-02-11

印度

新德里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美國拉斯維加斯春夏國際鞋類、紡
織品展

2018-02-11

2018-02-14

美國

拉斯維加斯

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邁阿密國際遊艇展

2018-02-15

2018-02-19

美國

邁阿密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義大利 Lineapelle 國際皮革展-春
展

2018-02-20

2018-02-22

義大利

米蘭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米蘭鞋機與製革機械展

2018-02-20

2018-02-22

義大利

米蘭

2018-02-20

2018-02-23

日本

東京

2018-02-21

2018-02-23

日本

大阪

2018-02-21

2018-02-23

日本

大阪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日本食品工業相關設備暨旅館酒店
設備、食品外燴展
日本國際醫療照護、醫院設備及醫
療器材設計、製造技術暨製藥設備
展
2018年日本大阪國際醫療設備開發
展

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義大利米蘭國際眼鏡展

2018-02-24

2018-02-26

義大利

米蘭

台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
展

2018-02-27

2018-03-03

香港

香港

社團法人台灣電池協會

日本國際二次電池展

2018-02-28

2018-03-02

日本

東京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28屆中國華東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2018-03-01

2018-03-04

中國大陸

上海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科隆國際五金展

2018-03-04

2018-03-07

德國

科隆

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

2018 英國國際臥室、廚房暨衛浴用
品、五金、裝修設備大展

2018-03-04

2018-03-07

英國

伯明罕

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

科隆五金展

2018-03-04

2018-03-07

德國

科隆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科隆五金展

2018-03-04

2018-03-07

德國

科隆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廣州國際工業自動化技
術及裝備展

2018-03-04

2018-03-06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2018-03-06

2018-03-09

日本

千葉

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2018-03-06

2018-03-09

日本

千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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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2018-03-06

2018-03-09

日本

千葉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2018-03-06

2018-03-09

日本

千葉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2018-03-06

2018-03-09

日本

千葉

台灣區石礦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廈門國際石材展

2018-03-06

2018-03-09

中國大陸

廈門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2018-03-06

2018-03-09

日本

千葉

台灣安全設備與服務產業協會

第26屆日本最大安全器材展

2018-03-06

2018-03-09

日本

東京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馬來西亞國際家具展

2018-03-08

2018-03-11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家具展

2018-03-08

2018-03-11

新加坡

新加坡

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台北國際體育用品展

2018-03-08

2018-03-10

臺灣

臺北

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體育用品展

2018-03-08

2018-03-10

臺灣

臺北

台灣木工機械發展協會

印度國際木工機械展

2018-03-08

2018-03-12

印度

邦加羅爾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2018 台北國際體育用品展

2018-03-08

2018-03-10

臺灣

臺北

社團法人台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

2018 台北國際體育用品展

2018-03-08

2018-03-10

臺灣

臺北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家電博覽會

2018-03-08

2018-03-11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度國際電力電機暨工業電
子展

2018-03-10

2018-03-14

印度

諾伊達

社團法人台灣化妝品良好作業規範(GMP)產
廣東國際美博會(春季)
業發展協會

2018-03-10

2018-03-12

中國大陸

廣州

台北市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

中國廣州國際美博會(春季)

2018-03-10

2018-03-12

中國大陸

廣州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義大利國際冷暖空調、衛浴
五金能源展

2018-03-13

2018-03-16

義大利

米蘭

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科隆過濾展

2018-03-13

2018-03-15

德國

科隆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香港亞太皮革展

2018-03-14

2018-03-16

香港

香港

台灣區光學工業同業公會

2018 慕尼黑上海激光、光電展

2018-03-14

2018-03-16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春
夏)博覽會

2018-03-14

2018-03-16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服裝服飾博覽會

2018-03-14

2018-03-16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

第15屆新加坡亞太海事展

2018-03-14

2018-03-16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慕尼黑上海電子展

2018-03-14

2018-03-16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越南國際花卉園藝展

2018-03-14

2018-03-16

越南

胡志明

台灣電子連接產業協會

慕尼黑上海電子展

2018-03-14

2018-03-16

中國大陸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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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中國國際平面顯示器展

2018-03-14

2018-03-16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2018 慕尼黑上海光博會

2018-03-14

2018-03-16

中國大陸

上海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建材五金暨室內裝
潢展

2018-03-15

2018-03-18

印尼

雅加達

臺灣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

義大利布隆納國際化粧品展

2018-03-15

2018-03-19

義大利

波隆納

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

2018 臺灣國際遊艇展

2018-03-15

2018-03-18

臺灣

高雄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土耳其國際工業自動化暨電子
電力展

2018-03-15

2018-03-18

土耳其

伊斯坦堡

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東部國際眼鏡展

2018-03-16

2018-03-18

美國

紐約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廣州(春)國際民用家具
暨家用飾品展

2018-03-18

2018-03-21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法蘭克福燈光照明暨建築物自動化
展

2018-03-18

2018-03-23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國際地面材料及鋪裝技術展

2018-03-20

2018-03-22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捷克國際電機電子展

2018-03-20

2018-03-23

捷克

布魯諾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德國科隆國際食品機械暨食品
包裝展

2018-03-20

2018-03-23

德國

科隆

中華民國寵物食品及用品商業同業公會

美國GPE奧蘭多寵物展

2018-03-21

2018-03-23

美國

奧蘭多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3-22

2018-03-24

印尼

雅加達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3-22

2018-03-24

印尼

雅加達

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棕櫚灘國際遊艇展

2018-03-22

2018-03-25

美國

棕櫚灘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汽車技術展

2018-03-22

2018-03-24

中國大陸

武漢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3-22

2018-03-24

印尼

雅加達

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

新加坡國際咖啡及茶展、甜食及烘
焙展

2018-03-22

2018-03-24

新加坡

新加坡

台北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 春季全國糖酒商品交易會

2018-03-22

2018-03-24

中國大陸

成都

中華民國攝影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大陸廣州國際婚博會

2018-03-24

2018-03-25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杜拜國際家具燈飾暨裝潢設
計展

2018-03-26

2018-03-29

阿聯

杜拜

台灣肥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

2018 馬來西亞國際商業美容展

2018-03-26

2018-03-29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第13屆上海國際襪業採購交易
會

2018-03-26

2018-03-28

中國大陸

上海

臺北市商業會

上海高端食品與飲料展

2018-03-26

2018-03-29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3-26

2018-03-28

中國大陸

北京

2018-03-28

2018-03-31

中國大陸

廣州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臺灣木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北京)國際智慧農業裝備
與技術博覽會
2018年中國廣州國際家具生產設備
及配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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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上海國際印刷包裝紙業展

2018-03-28

2018-03-31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第29屆韓國國際自動化工業展

2018-03-28

2018-03-30

韓國

首爾

新北市軸承商業同業公會

中國(深圳)國際機械製造工業展

2018-03-29

2018-04-01

中國大陸

深圳

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第69屆北京國際汽保展

2018-04-01

2018-04-04

中國大陸

北京

台灣伊朗經貿協會

2018年杜拜五金暨工具大展

2018-04-02

2018-04-04

阿聯

杜拜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俄羅斯國際建材門窗五金展

2018-04-03

2018-04-06

俄羅斯

莫斯科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韓國首爾國際工具機與製造
技術展

2018-04-03

2018-04-07

韓國

首爾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韓國國際機床展

2018-04-03

2018-04-07

韓國

首爾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馬來西亞清真展

2018-04-04

2018-04-07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展(春展)

2018-04-04

2018-04-06

日本

東京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華南國際口腔展

2018-04-04

2018-04-07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毛衣編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時尚展

2018-04-04

2018-04-06

日本

東京

臺灣縫製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第14屆印尼雅加達國際紡織暨
製衣機械及配件展

2018-04-04

2018-04-07

印尼

雅加達

中華民國攝影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大陸深圳婚博會

2018-04-04

2018-04-06

中國大陸

深圳

台灣製鞋品發展協會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展(春展)

2018-04-04

2018-04-06

日本

東京

社團法人台灣生技產業聯盟

馬來西亞國際清真展

2018-04-04

2018-04-07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波蘭國際汽車暨零配件展

2018-04-05

2018-04-08

波蘭

波茲南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4-05

2018-04-08

泰國

曼谷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伊斯坦堡國際汽車零配件、
維修工具及檢測設備展

2018-04-05

2018-04-08

土耳其

伊斯坦堡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4-05

2018-04-08

泰國

曼谷

台灣省商業會

2018 台北食品博覽會

2018-04-05

2018-04-08

臺灣

臺北

2018-04-08

2018-04-10

中國大陸

北京

2018-04-09

2018-04-11

中國大陸

深圳

中華兩岸優良工商經貿發展協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第23屆中國國際健康產業(北
京)博覽會
2018年第91屆中國電子展(深圳電子
展)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第10屆馬來西亞國際水工程大展

2018-04-10

2018-04-12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

2018 歐洲航空內裝展

2018-04-10

2018-04-12

德國

漢堡

臺灣區飲用水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亞洲(馬來西亞)國際水工程大展

2018-04-10

2018-04-12

馬來西亞

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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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南美經貿協會

2018年巴西國際建材五金展

2018-04-10

2018-04-13

巴西

聖保羅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4-11

2018-04-14

臺灣

臺北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健康食品展

2018-04-11

2018-04-13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8第18屆上海國際染料工業暨有
機顏料、紡織化學品展

2018-04-11

2018-04-13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西貢布料及製衣配件展

2018-04-11

2018-04-14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西貢紡織布料及製衣配
件展

2018-04-11

2018-04-14

越南

胡志明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西貢紡織及製衣工業展

2018-04-11

2018-04-14

越南

胡志明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名古屋工藝技術展

2018-04-11

2018-04-13

日本

名古屋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環球資源電子產品展-第一期
(春季)

2018-04-11

2018-04-14

香港

香港

台灣軸承暨傳動件輸出業同業公會

日本國際名古屋機械要素技術展

2018-04-11

2018-04-13

日本

名古屋

社團法人台灣發明協會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2018-04-11

2018-04-15

瑞士

日內瓦

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德國國際專業健身運動器材暨
配件展

2018-04-12

2018-04-15

德國

科隆

台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珠寶首飾展

2018-04-13

2018-04-16

中國大陸

北京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

2018-04-13

2018-04-16

香港

香港

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2018 新加坡國際牙材展

2018-04-13

2018-04-15

新加坡

新加坡

社團法人臺灣音響發展協會

上海國際高級HI-FI演示會

2018-04-13

2018-04-15

中國大陸

上海

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第26屆上海國際高級HI-FI演示會

2018-04-13

2018-04-15

中國大陸

上海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廣州(春季)交易會

2018-04-15

2018-04-19

中國大陸

廣州

2018-04-15

2018-04-19

中國大陸

廣州

2018-04-15

2018-04-19

中國大陸

廣州

2018-04-16

2018-04-20

德國

杜塞道夫

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第123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第一
期(春季廣交會)
2018年第123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
會(春季廣交會)
2018年德國杜塞道夫國際線纜材暨
管材展

臺中市大里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德國杜塞道夫國際線纜材展

2018-04-16

2018-04-20

德國

杜塞道夫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俄羅斯國際電子展

2018-04-17

2018-04-19

俄羅斯

莫斯科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墨西哥國際工業機械展

2018-04-17

2018-04-20

墨西哥

萊昂

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國際空調、暖氣、通
風、冷凍、空氣過濾及淨化展

2018-04-18

2018-04-20

越南

河內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尖端科技展

2018-04-18

2018-04-20

日本

千葉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2018 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2018-04-18

2018-04-22

臺灣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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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玩具暨孕嬰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2018-04-19

2018-04-22

臺灣

臺北

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2018-04-19

2018-04-22

臺灣

臺北

台灣區鐘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2018-04-19

2018-04-22

臺灣

臺北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

2018-04-19

2018-04-22

中國大陸

晉江

台灣區手提包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2018-04-19

2018-04-22

臺灣

臺北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2018-04-19

2018-04-22

臺灣

臺北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

第39屆成都國際美容美髮化妝品博
覽會

2018-04-19

2018-04-21

中國大陸

成都

台灣寢具產業團結聯盟

2018年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2018-04-19

2018-04-22

臺灣

臺北

台灣醫療照護輔具協會

2018年日本大阪國際醫療老人介護
保健器材設備展

2018-04-19

2018-04-21

日本

大阪

台北市百貨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2018-04-19

2018-04-22

臺灣

臺北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國際家庭用品展

2018-04-20

2018-04-23

香港

香港

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家庭用品展

2018-04-20

2018-04-23

香港

香港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家庭用品展

2018-04-20

2018-04-23

香港

香港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37屆廣州家居用品及禮品展(春
季)

2018-04-21

2018-04-27

中國大陸

廣州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上海國際電子展

2018-04-24

2018-04-26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全球海產品展

2018-04-24

2018-04-26

比利時

布魯塞爾

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

第32屆中國國際塑料橡膠工業展

2018-04-24

2018-04-27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亞洲第一國際塑料橡膠展

2018-04-24

2018-04-27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塑料橡膠工業展

2018-04-24

2018-04-27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北歐電子製造週

2018-04-24

2018-04-26

瑞典

斯德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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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米穀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塑料橡膠工業展

2018-04-24

2018-04-27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第21屆新加坡國際食品、飲料、烘
焙設備、食品相關設備暨旅館設備
及科技、供應與服務展覽及研討會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2018-04-24

2018-04-27

新加坡

新加坡

2018-04-24

2018-04-27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4-25

2018-04-28

中國大陸

深圳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第32屆中國國際塑料橡膠工業
展
2018年中國深圳(春季)國際禮品及
家庭用品展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越南國際汽車零配件及售後服務展

2018-04-25

2018-04-27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

北京國際汽車展

2018-04-25

2018-04-29

中國大陸

北京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國際汽車零配件及售後
服務展

2018-04-25

2018-04-27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北京國際汽車工業展

2018-04-25

2018-04-29

中國大陸

北京

台灣朝鮮經貿協會

2018年哈薩克國際安全、消防博覽
會

2018-04-25

2018-04-27

哈薩克

阿拉木圖

高雄市汽車裝潢商業同業公會

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汽車零配件及
售後服務展

2018-04-25

2018-04-27

越南

胡志明

2018-04-25

2018-04-27

越南

胡志明

2018-04-25

2018-04-27

越南

胡志明

2018-04-25

2018-04-27

越南

胡志明

2018-04-26

2018-04-29

中國大陸

上海

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汽車零配件及
售後服務展
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汽車零配件及
社團法人彰化縣產業技術合作交流會
售後服務展
中華民國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汽車零配件及
會
售後服務展
第23屆中國國際遊艇展暨中國國際
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
船艇及其技術設備展
新北市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8 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

2018-04-27

2018-04-30

香港

香港

台灣區鐘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第33屆香港禮品及贈品展

2018-04-27

2018-04-30

香港

香港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禮品、贈品展

2018-04-27

2018-04-30

香港

香港

新北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台北國際酒展純酒展

2018-04-27

2018-04-30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流行顏色協會

2018年巴黎國際發明展/巴黎綜合商
品展

2018-04-27

2018-05-08

法國

巴黎

中華民國酒類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台北國際酒展純酒展

2018-04-27

2018-04-30

臺灣

臺北

社團法人台灣創意事業暨文創產業發展協
第6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
會

2018-04-27

2018-04-29

澳門

澳門

台灣省酒類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2018-04-27

2018-04-30

臺灣

臺北

2018 台北國際酒展。純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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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台北國際酒展(純酒展)

2018-04-27

2018-04-30

臺灣

臺北

台灣醫療照護輔具協會

2018年英國曼徹斯特國際醫療保健
復健展

2018-04-30

2018-05-02

英國

曼徹斯特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5-01

2018-05-03

阿聯

杜拜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首爾國際食品展

2018-05-01

2018-05-04

韓國

首爾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工具及
檢測設備展

2018-05-01

2018-05-03

阿聯

杜拜

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

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5-01

2018-05-03

阿聯

杜拜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暨汽修
展

2018-05-01

2018-05-03

阿聯

杜拜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首爾國際食品展

2018-05-01

2018-05-04

韓國

首爾

2018-05-01

2018-05-03

阿聯

杜拜

2018-05-01

2018-05-03

阿聯

杜拜

2018-05-01

2018-05-03

阿聯

杜拜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伊朗經貿協會
彰化縣工業會

2018年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暨汽修
展
2018年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
工具及檢測設備展
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工具及
檢測設備展

台北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

泰國國際建材及裝潢材料展

2018-05-01

2018-05-06

泰國

曼谷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印尼國際皮革與製鞋工業展

2018-05-03

2018-05-05

印尼

雅加達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電子暨零組件展

2018-05-03

2018-05-05

印尼

雅加達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綠能暨照明 LED應
用大展

2018-05-03

2018-05-05

印尼

雅加達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環保博覽會

2018-05-03

2018-05-05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自行車展

2018-05-06

2018-05-09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佛羅里達塑橡膠工業展

2018-05-07

2018-05-11

美國

奧蘭多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杜拜國際美容展

2018-05-08

2018-05-10

阿聯

杜拜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全美五金展

2018-05-08

2018-05-10

美國

拉斯維加斯

中華民國寵物食品及用品商業同業公會

德國國際寵物、水族暨用品展

2018-05-08

2018-05-11

德國

紐倫堡

彰化縣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

2018年全美五金展

2018-05-08

2018-05-10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全美五金展

2018-05-08

2018-05-10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

香港亞洲國際精品食品展

2018-05-09

2018-05-11

香港

香港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越南河內第25屆國際醫藥製藥暨醫
療器械展

2018-05-09

2018-05-12

越南

河內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第21屆中國國際焙烤展

2018-05-09

2018-05-12

中國大陸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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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重慶立嘉國際智能裝備展

2018-05-09

2018-05-12

中國大陸

重慶

台灣醫療照護輔具協會

2018年越南河內國際醫療製藥暨醫
療器械展

2018-05-09

2018-05-12

越南

河內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重慶立嘉國際智能裝備展

2018-05-09

2018-05-12

中國大陸

重慶

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中國國際花卉園藝展

2018-05-10

2018-05-12

中國大陸

北京

社團法人臺灣音響發展協會

德國慕尼黑 High End 音響展

2018-05-10

2018-05-13

德國

慕尼黑

社團法人台灣化妝品良好作業規範(GMP)產
哈爾濱亞太美容美髮化妝品博覽會
業發展協會

2018-05-10

2018-05-12

中國大陸

哈爾濱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俄羅斯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2018-05-14

2018-05-18

俄羅斯

莫斯科

台灣區光學工業同業公會

2018 法蘭克福光學暨雷射科技展

2018-05-15

2018-05-17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醫療照護輔具協會

2018年德國萊比錫骨科暨復健醫療
用品展

2018-05-15

2018-05-18

德國

萊比錫

台北市生物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歐洲保健食品展覽會暨會議(瑞士)

2018-05-15

2018-05-17

瑞士

日內瓦

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春季上海國際食品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食品飲料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春季上海國際食品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食品和飲料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食品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食品飲料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米穀工業同業公會

上海國際食品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
設備展

2018-05-16

2018-05-19

泰國

曼谷

台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

第16屆中國國際鑄造博覽會

2018-05-16

2018-05-19

中國大陸

北京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泰國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設備展

2018-05-16

2018-05-19

泰國

曼谷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中國國際食品飲料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素食推廣協會

2018年第19屆中國國際食品飲料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食品發展協會

2018 中國上海國際食品飲料展

2018-05-16

2018-05-1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第12屆中國(深圳)國際激光智能製
造博覽會

2018-05-17

2018-05-19

中國大陸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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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博覽會暨海峽
兩岸經貿交易會

2018-05-18

2018-05-22

中國大陸

福州

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成人保健及生殖健康
展

2018-05-21

2018-05-23

中國大陸

上海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美容展

2018-05-22

2018-05-24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

上海國際美容展

2018-05-22

2018-05-24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縫製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美國柔性材料縫製加工展

2018-05-22

2018-05-24

美國

亞特蘭大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

中國(上海)國際美容博覽會

2018-05-22

2018-05-24

中國大陸

上海

社團法人台灣電池協會

中國國際電池技術交流會

2018-05-22

2018-05-24

中國大陸

深圳

台北市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

中國(上海)國際美容博覽會

2018-05-22

2018-05-24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南非國際安全博覽會

2018-05-22

2018-05-24

南非

約翰尼斯堡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無線通信展

2018-05-23

2018-05-25

日本

東京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馬來西亞國際工具機暨金屬
加工設備展

2018-05-23

2018-05-26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馬來西亞工具機暨金屬加工設備展

2018-05-23

2018-05-26

馬來西亞

吉隆坡

中華民國汽車材料保養商業聯合總會

第14屆越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

2018-05-24

2018-05-27

越南

胡志明

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體育用品博覽會

2018-05-25

2018-05-28

中國大陸

上海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國際太陽能光伏展

2018-05-28

2018-05-23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洲世界食品博覽會

2018-05-29

2018-06-02

泰國

曼谷

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食品展

2018-05-29

2018-06-02

泰國

曼谷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洲世界食品博覽會

2018-05-29

2018-06-02

泰國

曼谷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德國科隆輪胎展

2018-05-29

2018-06-01

德國

科隆

台灣區黏性膠帶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義大利米蘭國際包裝展

2018-05-29

2018-06-01

義大利

米蘭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泰國世界食品機械暨包裝機械
工業展

2018-05-29

2018-06-02

泰國

曼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義大利國際塑橡膠機械展

2018-05-29

2018-06-01

義大利

米蘭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洲世界食品博覽會

2018-05-29

2018-06-02

泰國

曼谷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洲世界食品博覽會

2018-05-29

2018-06-02

泰國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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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計

畫

名

稱

展期起日

展期迄日

地區

城市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亞洲世界食品博覽會

2018-05-29

2018-06-02

泰國

曼谷

社團法人台灣非洲經貿協會

南非約翰尼斯堡第8屆國際醫院設備
藥品牙醫設備暨復健保健展

2018-05-29

2018-05-31

南非

約翰尼斯堡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廣州國際鞋類/皮革及工業設備展

2018-05-30

2018-06-01

中國大陸

廣州

2018-05-30

2018-06-01

中國大陸

廣州

2018-05-31

2018-06-02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5-31

2018-06-02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5-31

2018-06-02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飲用水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中華流體動力協會
台灣機能水協會

2018年廣州國際鞋類、皮革及工業
設備展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中國
展(上海)
第11屆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
展中國展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中國
展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波蘭國際工業展

2018-06-03

2018-06-08

波蘭

波茲南

嘉義縣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 第2屆中國中部國際酒業博覽
會

2018-06-03

2018-06-05

中國大陸

武漢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模具技術和設備展

2018-06-05

2018-06-09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6-05

2018-06-07

英國

伯明罕

2018-06-06

2018-06-08

墨西哥

墨西哥市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伯明罕汽車零配件、維修工
具及檢測設備展
墨西哥國際醫療用品展+國際論壇會
議

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東京亞洲世界不織布展

2018-06-06

2018-06-08

日本

東京

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協泰國國際農業機械博覽
會

2018-06-06

2018-06-08

泰國

曼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南美經貿協會

2018墨西哥醫療用品展

2018-06-06

2018-06-08

墨西哥

墨西哥市

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寮國國際建材及營建設備展

2018-06-07

2018-06-09

寮國

永珍

高雄市聯合貿易促進會

中國國際日用消費品博覽會

2018-06-07

2018-06-10

中國大陸

寧波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西安國際茶業博覽會

2018-06-08

2018-06-11

中國大陸

西安

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華中國際視聽展

2018-06-08

2018-06-10

中國大陸

武漢

台灣口腔生物科技暨醫療器材產業發展促 第23屆中國國際口腔設備材料展覽
進協會
會暨技術交流會

2018-06-08

2018-06-12

中國大陸

北京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

2018-06-09

2018-06-12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第26屆泰國國際包裝科技暨食品加
工展

2018-06-13

2018-06-16

泰國

曼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菲律賓半導體暨電子展

2018-06-13

2018-06-15

菲律賓

馬尼拉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洲消費電子展

2018-06-13

2018-06-15

中國大陸

上海

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第26屆泰國國際包裝科技暨食品處
理展

2018-06-13

2018-06-16

泰國

曼谷

台灣包裝協會

泰國國際包裝科技暨食品處理展

2018-06-13

2018-06-16

泰國

曼谷

高雄市聯合貿易促進會

越南湄公國際專業美容展

2018-06-14

2018-06-16

越南

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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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協

會

名

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青年創業總會
臺中市直轄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計

畫

名

稱

第29屆中國哈爾濱國際經濟貿易洽
談會
中國俄羅斯博覽會暨中國哈爾濱國
際經濟貿易洽談會

展期起日

展期迄日

地區

城市

2018-06-15

2018-06-19

中國大陸

哈爾濱

2018-06-15

2018-06-19

中國大陸

哈爾濱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6-17

2018-06-20

德國

腓特烈港

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6-17

2018-06-20

德國

腓特烈港

台灣安全設備與服務產業協會

2018 英國國際保全系統展

2018-06-19

2018-06-21

英國

倫敦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06-20

2018-06-23

泰國

曼谷

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曼谷國際眼鏡展

2018-06-20

2018-06-22

泰國

曼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06-20

2018-06-23

泰國

曼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電子生產設備暨微
電子展

2018-06-20

2018-06-23

泰國

曼谷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國際機械要素技術展

2018-06-20

2018-06-22

日本

東京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模具及設備展

2018-06-20

2018-06-23

泰國

曼谷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06-20

2018-06-23

泰國

曼谷

台灣軸承暨傳動件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22屆日本國際機械要素技術展

2018-06-20

2018-06-22

日本

東京

社團法人台灣生技產業聯盟

中國國際健康產品展覽會-亞洲天然
及營養保健品展

2018-06-20

2018-06-22

中國大陸

上海

新北市軸承商業同業公會

第19屆泰國國際組裝與自動化機械
零組件展

2018-06-20

2018-06-23

泰國

曼谷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灣國際醫療展

2018-06-21

2018-06-24

臺灣

臺北

台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6月香港珠寶首飾展

2018-06-21

2018-06-24

香港

香港

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灣國際醫療展

2018-06-21

2018-06-24

臺灣

臺北

台灣區鐘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第29屆深圳國際鐘錶展

2018-06-21

2018-06-24

中國大陸

深圳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2018 台灣國際醫療展

2018-06-21

2018-06-24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寶石協會

香港珠寶首飾展

2018-06-21

2018-06-24

香港

香港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世界茶葉大展

2018-06-22

2018-06-25

中國大陸

北京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洲電信及資訊展

2018-06-26

2018-06-28

新加坡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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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

2018-06-26

2018-06-30

中國大陸

北京

財團法人工具機發展基金會

2018年伊朗國際金屬加工展

2018-06-26

2018-06-29

伊朗

德黑蘭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華南國際工業自動化展

2018-06-27

2018-06-29

中國大陸

深圳

台灣區米穀工業同業公會

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2018 第28屆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素食推廣協會

2018 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台灣深層海水發展協會

2018年馬來西亞國際食品飲料展

2018-06-27

2018-06-29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灣食品發展協會

2018 台北國際食品展

2018-06-27

2018-06-30

臺灣

臺北

臺灣區飲用水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印尼國際水工程大展

2018-06-28

2018-06-30

印尼

泗水

台北市生物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中國健康創新原料及供應商展

2018-06-28

2018-06-30

中國大陸

廣州

中華兩岸優良工商經貿發展協會

2018第27屆中國(廣州)國際大健康
產業博覽會

2018-06-28

2018-06-30

中國大陸

廣州

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

紐約國際食品展

2018-06-30

2018-07-02

美國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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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會

名

稱

社團法人台灣發明協會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軸承暨傳動件輸出業同業公會

計

畫

名

稱

美國矽谷國際發明展
越南胡志明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
設備展
第16屆MTA胡志明市工具機暨金屬加
工設備展

展期起日

展期迄日

地區

城市

2018-07-02

2018-07-04

美國

聖塔克拉拉

2018-07-03

2018-07-06

越南

胡志明

2018-07-03

2018-07-06

越南

胡志明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國際家用品展

2018-07-04

2018-07-06

日本

東京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第29屆國際文具及辦公用品展

2018-07-04

2018-07-06

日本

東京

台灣區教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日本東京國際辦公文具展

2018-07-04

2018-07-06

日本

東京

台灣區漁網具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第13屆印尼國際漁業博覽會暨論壇

2018-07-04

2018-07-06

印尼

雅加達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2018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

2018-07-04

2018-07-07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7-04

2018-07-07

馬來西亞

吉隆坡

2018-07-06

2018-07-09

印度

新德里

社團法人彰化縣產業技術合作交流會
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2018馬來西亞國際建築、室內設計
及建材展
2018 印度國際工具機暨自動化設備
展

台中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台中國際酒展

2018-07-06

2018-07-09

臺灣

臺中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國秋季內衣泳裝布輔料展

2018-07-07

2018-07-09

法國

巴黎

社團法人台灣優質內衣聯盟

2018年法國秋季內衣泳裝布輔料展

2018-07-07

2018-07-09

法國

巴黎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福吉沙芬國際自行車展

2018-07-08

2018-07-10

德國

福吉沙芬

中華流體動力協會

2018年新加坡國際水資源週

2018-07-09

2018-07-11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電子展

2018-07-10

2018-07-12

中國大陸

成都

中華民國寶石協會

中國昆明泛亞石博覽會

2018-07-10

2018-07-17

中國大陸

昆明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越南國際鞋類/皮革及工業設備展

2018-07-11

2018-07-13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

墨西哥汽車零配件展

2018-07-11

2018-07-13

墨西哥

墨西哥市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墨西哥國際汽車零配件、維
修工具及檢測設備展

2018-07-11

2018-07-13

墨西哥

墨西哥市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2018泰國國際加盟暨商業機會展

2018-07-12

2018-07-15

泰國

曼谷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菲律賓國際汽機車零配件暨
維修工具展

2018-07-13

2018-07-15

菲律賓

馬尼拉

台灣毛衣編織工業同業公會

紐約紗線展

2018-07-17

2018-07-19

美國

紐約

2018-07-17

2018-07-19

美國

奧蘭多

2018-07-18

2018-07-21

印尼

泗水

2018-07-18

2018-07-20

印尼

雅加達

2018-07-19

2018-07-22

臺灣

臺北

台灣醫療照護輔具協會
台北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奧蘭多醫療儀器設備暨
復健保健展
第14屆印尼泗水國際工具機暨金屬
加工設備展
印尼國際食品、飲料、烘焙設備、
食品工業相關設備暨旅館酒店設備
展
2018年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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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第29屆馬來西亞國際塑橡膠工
業展

2018-07-19

2018-07-22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7-23

2018-07-26

美國

丹佛

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7-23

2018-07-26

美國

丹佛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7-23

2018-07-26

美國

丹佛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7-23

2018-07-26

美國

丹佛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7-23

2018-07-26

美國

丹佛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7-23

2018-07-26

美國

丹佛

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7-23

2018-07-26

美國

丹佛

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07-23

2018-07-26

美國

丹佛

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 日本運動器材展

2018-07-25

2018-07-27

日本

東京

台灣區玩具暨孕嬰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上海國際兒童、嬰兒、孕婦
產品博覽會

2018-07-25

2018-07-27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手套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 CBME 孕嬰童展

2018-07-25

2018-07-27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印尼國際農業技術及設備展

2018-07-25

2018-07-27

印尼

雅加達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拉丁美洲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7-25

2018-07-27

巴拿馬

巴拿馬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

2018-07-26

2018-07-28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中國(五台山)國際佛事用品博
覽會

2018-07-26

2018-07-30

中國大陸

忻州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印度醫療器材展

2018-07-27

2018-07-29

印度

清奈

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馬來西亞最大型國際食品消費
展(6月)

2018-07-27

2018-07-29

馬來西亞

吉隆坡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第21屆青島國際機床展

2018-08-02

2018-08-06

中國大陸

青島

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年澳洲雪梨國際遊艇展

2018-08-02

2018-08-06

澳洲

雪梨

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

第22屆越南國際食品飲料展

2018-08-08

2018-08-11

越南

胡志明

2018-08-08

2018-08-10

越南

河內

2018-08-08

2018-08-11

越南

胡志明

2018-08-10

2018-08-12

香港

香港

2018-08-12

2018-08-15

美國

拉斯維加斯

2018-08-13

2018-08-15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8-16

2018-08-18

菲律賓

馬尼拉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中華演藝設備與數位通訊技術協會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2018年越南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
展
第22屆越南國際食品飲料加工暨包
裝設備展
2018 香港高級視聽展
美國拉斯維加斯秋冬國際鞋類、紡
織品展
2018 中國國際植物工廠及農業照明
博覽會

中華民國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2018 菲律賓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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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 香港國際茶展

2018-08-16

2018-08-18

香港

香港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特蘭大國際木工機械暨家
具材料展

2018-08-22

2018-08-25

美國

亞特蘭大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國際家用紡織品及輔料博覽會

2018-08-22

2018-08-25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木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特蘭大國際木工機械暨家
具材料展

2018-08-22

2018-08-25

美國

亞特蘭大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菲律賓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2018-08-22

2018-08-25

菲律賓

馬尼拉

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亞洲國際花卉園藝展

2018-08-22

2018-08-24

泰國

曼谷

台北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

菲律賓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2018-08-22

2018-08-25

菲律賓

馬尼拉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皮革鞋材鞋機展

2018-08-24

2018-08-26

中國大陸

溫州

新北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台北精緻酒展

2018-08-24

2018-08-27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酒類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台北精緻酒展

2018-08-24

2018-08-27

臺灣

臺北

台灣省商業會

2018 第6屆台灣國際美食暨伴手禮
展

2018-08-24

2018-08-27

臺灣

臺北

台北市百貨商業同業公會

2018 第6屆台灣國際旅遊展-秋季旅
展

2018-08-24

2018-08-27

臺灣

臺北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俄羅斯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08-27

2018-08-30

俄羅斯

莫斯科

2018-08-27

2018-08-30

俄羅斯

莫斯科

2018-08-27

2018-08-30

俄羅斯

莫斯科

2018-08-27

2018-08-30

俄羅斯

莫斯科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中歐東歐暨獨立國協經貿協會

2018年莫斯科國際汽車零配件、維
修工具及檢測設備展
2018年莫斯科國際汽車零配件暨維
修工具展
2018年莫斯科國際汽車零配件、維
修工具及檢測設備展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深圳國際電子展

2018-08-28

2018-08-30

中國大陸

深圳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上海中國國際皮革展

2018-08-29

2018-08-31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黏性膠帶工業同業公會

第18屆越南胡志明市國際印刷及包
裝工業展

2018-08-29

2018-09-01

越南

胡志明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新加坡國際醫療器材展

2018-08-29

2018-08-31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度孟買自動化控制展

2018-08-29

2018-09-01

印度

孟買

世界台商皮革業協會

中國國際皮革展

2018-08-29

2018-08-31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8-29

2018-08-31

臺灣

臺北

2018-08-29

2018-08-31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台灣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產業
2018 智慧顯示與觸控展
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平面顯示器材料與元件產業
2018智慧顯示與觸控展
協會
台灣LED照明產業聯盟

2018 台北國際光電大展

2018-08-29

2018-08-31

臺灣

臺北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

2018-08-31

2018-09-05

德國

柏林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科隆國際園藝五金展

2018-09-02

2018-09-04

德國

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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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科隆國際戶外休閒家具
展

2018-09-02

2018-09-04

德國

科隆

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2018 IFA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

2018-09-02

2018-09-05

德國

柏林

2018-09-03

2018-09-05

中國大陸

廣州

2018-09-04

2018-09-06

中國大陸

上海

社團法人台灣化妝品良好作業規範(GMP)產
廣東國際美博會(秋季)
業發展協會
2018年中國產業用紡織品暨非織造
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材料展
台灣區鐘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鐘錶展

2018-09-04

2018-09-08

香港

香港

台灣區漁網具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亞洲海產展

2018-09-04

2018-09-06

香港

香港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餐飲展

2018-09-04

2018-09-06

香港

香港

社團法人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2018年中國國際產業用紡織品及非
織造布展

2018-09-04

2018-09-06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菲律賓國際醫療展

2018-09-04

2018-09-06

菲律賓

馬尼拉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洲綠色環保暨精品建材展

2018-09-05

2018-09-07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區光學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光電博覽會

2018-09-05

2018-09-08

中國大陸

深圳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韓國國際紡織展

2018-09-05

2018-09-07

韓國

首爾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名古屋汽車週

2018-09-05

2018-09-07

日本

名古屋

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亞洲國際蔬果運銷展

2018-09-05

2018-09-07

香港

香港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2018 日本名古屋智慧工廠展

2018-09-05

2018-09-07

日本

名古屋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墨西哥國際五金暨螺絲螺帽
展

2018-09-06

2018-09-08

墨西哥

瓜達拉哈拉

台灣朝鮮經貿協會

2018年烏蘭巴托國際秋季友誼展

2018-09-06

2018-09-09

蒙古

烏蘭托比

台灣鍛造協會

2018年德國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08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家具博覽會

2018-09-10

2018-09-13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芝加哥國際製造技術展

2018-09-10

2018-09-15

美國

芝加哥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澳洲國際食品展

2018-09-10

2018-09-13

澳洲

墨爾本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芝加哥自動化與傳動控
制展

2018-09-10

2018-09-15

美國

芝加哥

台灣軸承暨傳動件輸出業同業公會

美國芝加哥工業展

2018-09-10

2018-09-15

美國

芝加哥

台灣木工機械發展協會

中國(上海)國際家具生產設備及木
工機械展

2018-09-10

2018-09-13

中國大陸

上海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11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11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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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11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11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

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11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中華民國南台灣汽機車研發暨策略聯盟

2018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11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台北市生物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亞洲保健食品展覽會暨會議(新加
坡)

2018-09-11

2018-09-12

新加坡

新加坡

彰化縣工業會

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11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2018-09-11

2018-09-15

德國

法蘭克福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柬埔寨國際建材及營建設備
展

2018-09-12

2018-09-14

柬埔寨

金邊

台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9月香港珠寶首飾展

2018-09-12

2018-09-18

香港

香港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國際電氣、電力工程展

2018-09-12

2018-09-14

越南

胡志明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包裝工業展

2018-09-12

2018-09-15

菲律賓

馬尼拉

台灣肥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印尼國際專業美容展

2018-09-13

2018-09-15

印尼

雅加達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波蘭凱爾采國際自行車展

2018-09-13

2018-09-15

波蘭

凱爾采

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第5屆緬甸國際包裝科技暨食品、飲
料加工機械展

2018-09-13

2018-09-15

緬甸

仰光

社團法人臺灣音響發展協會

廣州音響唱片展

2018-09-14

2018-09-16

中國大陸

廣州

臺中市直轄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黑龍江國際綠色有機食品產業博覽
會暨哈爾濱世界農業博覽會

2018-09-14

2018-09-18

中國大陸

哈爾濱

臺中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廣州國際音響唱片展

2018-09-14

2018-09-16

中國大陸

廣州

中華民國寶石協會

香港珠寶首飾展

2018-09-14

2018-09-18

香港

香港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國 Texworld 秋季布料展

2018-09-17

2018-09-20

法國

巴黎

社團法人中華智慧運輸協會

2018年丹麥哥本哈根第25屆智慧運
輸世界大會

2018-09-17

2018-09-21

丹麥

哥本哈根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德國斯圖加特金屬加工展

2018-09-18

2018-09-22

德國

斯圖加特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國際自行車展

2018-09-18

2018-09-20

美國

雷諾

社團法人台灣非洲經貿協會

2018 奈及利亞包裝展

2018-09-18

2018-09-20

奈及利亞

拉哥斯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國際橡膠技術展

2018-09-19

2018-09-21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重慶國際塑料工業展

2018-09-19

2018-09-21

中國大陸

重慶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機
械展(9月)

2018-09-19

2018-09-22

印尼

雅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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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數控機床與金屬加
工展

2018-09-19

2018-09-23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2018-09-19

2018-09-23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國際循環經濟展

2018-09-19

2018-09-21

臺灣

臺北

台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第21屆中國國際膠粘劑及密
封劑展

2018-09-19

2018-09-21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軸承暨傳動件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軸承及其專用裝備展

2018-09-19

2018-09-22

中國大陸

上海

中華液壓氣動協會

第20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2018-09-19

2018-09-23

中國大陸

上海

新北市針車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河內紡織及製衣機械展

2018-09-19

2018-09-21

越南

河內

台灣區玩具暨孕嬰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科隆國際嬰幼兒用品家
具展

2018-09-20

2018-09-23

德國

科隆

台北市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

泰國曼谷國際美容展

2018-09-20

2018-09-22

泰國

曼谷

中華兩岸農漁牧經貿暨科技文化發展促進
第17屆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
會

2018-09-20

2018-09-24

中國大陸

成都

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德國埃森安全器材展

2018-09-25

2018-09-28

德國

埃森

台灣區石礦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義大利國際石材展

2018-09-26

2018-09-29

義大利

維洛納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上海國際內衣泳裝原輔料展

2018-09-26

2018-09-27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度電子零組件暨製造展

2018-09-26

2018-09-28

印度

邦加羅爾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關西國際智慧能源週

2018-09-26

2018-09-28

日本

大阪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科隆世界影像博覽會

2018-09-26

2018-09-29

德國

科隆

臺灣木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家具製造零配件展

2018-09-26

2018-09-29

印尼

雅加達

社團法人台灣優質內衣聯盟

2018年上海國際內衣泳裝原輔料展

2018-09-26

2018-09-27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9-27

2018-09-29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9-27

2018-09-29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9-27

2018-09-29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9-27

2018-09-29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9-27

2018-09-29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09-27

2018-09-29

馬來西亞

沙亞南

2018-09-27

2018-09-30

緬甸

仰光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上海國際紡織面料暨輔
料秋冬博覽會
2018年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秋
冬)博覽會
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
2018年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
覽會
2018年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
覽會
2018年馬來西亞國際農業工藝展(
AGMY )
2018年緬甸國際電機電子暨電力設
備展

台灣發明商品促進協會

2018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2018-09-27

2018-09-29

臺灣

臺北

高雄市汽車裝潢商業同業公會

緬甸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

2018-09-27

2018-09-30

緬甸

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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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2018 緬甸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

2018-09-27

2018-09-30

緬甸

仰光

社團法人彰化縣產業技術合作交流會

緬甸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

2018-09-27

2018-09-30

緬甸

仰光

新北市軸承商業同業公會

2018 緬甸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

2018-09-27

2018-09-30

緬甸

仰光

2018-09-27

2018-09-30

緬甸

仰光

2018-09-27

2018-09-29

印度

孟買

中華民國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2018 緬甸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
會
2018年印度國際食品暨食品機械/包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裝機械展
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國巴黎國際眼鏡展

2018-09-28

2018-10-01

法國

巴黎

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秋
冬)博覽會

2018-10-00

2018-10-00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韓國電子展

2018-10-00

2018-10-00

韓國

首爾

中華民國中歐東歐暨獨立國協經貿協會

第13屆中東國際燈飾/LED照明/技術
及應用大展

2018-10-00

2018-10-00

阿聯

杜拜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土耳其國際工具機暨自動化
機械展

2018-10-02

2018-10-07

土耳其

伊斯坦堡

台灣包裝協會

東京國際包裝展

2018-10-02

2018-10-05

日本

東京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科隆國際摩托車展

2018-10-03

2018-10-07

德國

科隆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國際摩托車暨零配件展

2018-10-03

2018-10-07

德國

科隆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機械要素技術展

2018-10-03

2018-10-05

日本

大阪

台灣軸承暨傳動件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21屆日本國際機械要素技術展

2018-10-03

2018-10-05

日本

大阪

2018-10-03

2018-10-05

日本

大阪

2018-10-04

2018-10-07

越南

胡志明

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第21屆日本國際機械要素技術展(關
西)
2018 第18屆越南胡志明市國際塑橡
膠工業展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10-04

2018-10-07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胡志明市國際塑橡膠工
業展

2018-10-04

2018-10-07

越南

胡志明

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2018年印度瓦楞紙展

2018-10-04

2018-10-06

印度

孟買

社團法人彰化縣產業技術合作交流會

2018緬甸國際建材與室內裝飾展

2018-10-04

2018-10-06

緬甸

仰光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馬來西亞國際美容展

2018-10-05

2018-10-08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

2018-10-09

2018-10-12

臺灣

臺北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國際鋁工業暨金屬加
工、裁切、焊接展

2018-10-09

2018-10-11

德國

杜塞道夫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全球國際博彩展

2018-10-09

2018-10-1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五金展

2018-10-10

2018-10-12

中國大陸

上海

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Tool Japan 第8屆東京國際五金工
具展

2018-10-10

2018-10-12

日本

千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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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五金展

2018-10-10

2018-10-12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

2018 日本國際園藝五金工具展

2018-10-10

2018-10-12

日本

千葉

中華兩岸農漁牧經貿暨科技文化發展促進
2018 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博覽會
會

2018-10-10

2018-10-13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第22屆菲律賓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10-11

2018-10-13

菲律賓

馬尼拉

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上
海 Intertextile展)(秋季)博覽會

2018-10-11

2018-10-13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2018-10-11

2018-10-13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環球資源電子產品展-第一期
(秋季)

2018-10-11

2018-10-14

香港

香港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菲律賓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10-11

2018-10-13

菲律賓

馬尼拉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緬甸國際製造工業展

2018-10-11

2018-10-13

緬甸

仰光

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美國國際機車展

2018-10-11

2018-10-14

美國

拉斯維加斯

社團法人台灣創意事業暨文創產業發展協 第八屆中國(無錫)國際文化藝術產
會
業博覽交易會

2018-10-11

2018-10-15

中國大陸

無錫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國際電子製造關連展

2018-10-11

2018-10-13

越南

河內

社團法人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

鄭州全國商品交易會

2018-10-12

2018-10-15

中國大陸

鄭州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伊朗國際工業展

2018-10-13

2018-10-16

伊朗

德黑蘭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
術展

2018-10-13

2018-10-16

香港

香港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

2018-10-13

2018-10-16

香港

香港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

2018-10-13

2018-10-16

香港

香港

2018-10-14

2018-10-18

阿聯

杜拜

2018-10-15

2018-10-19

中國大陸

廣州

2018-10-15

2018-10-19

中國大陸

廣州

2018-10-15

2018-10-19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10-15

2018-10-17

中國大陸

北京

2018-10-15

2018-10-19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廣州(秋季)交易會
第124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第一
期(秋季廣交會)
2018年中國國際紡織機械展暨ITMA
亞洲展
2018年中國(北京)國際電力設備及
技術展
2018年第124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
會(秋季廣交會)

台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

第26屆歐洲國際塑膠展

2018-10-16

2018-10-20

德國

福吉沙芬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TITAS)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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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最先端電子資訊高科技
綜合展

2018-10-16

2018-10-19

日本

千葉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福吉沙芬國際塑橡膠工
業展

2018-10-16

2018-10-20

德國

福吉沙芬

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德國法蘭克福測量博覽會

2018-10-16

2018-10-18

德國

法蘭克福

台灣區帽子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TITAS)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發展協會

越南河內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設
備展

2018-10-16

2018-10-18

越南

河內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北市針車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社團法人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2018年台北紡織展

2018-10-16

2018-10-18

臺灣

臺北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灣五金展

2018-10-17

2018-10-19

臺灣

臺中

台灣醫療照護輔具協會

2018年印尼雅加達醫療用品及醫院
器材設備展

2018-10-17

2018-10-20

印尼

雅加達

台中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2018 泰國曼谷國際家飾禮品展

2018-10-17

2018-10-21

泰國

曼谷

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 CeBIT 東協消費性電子展

2018-10-18

2018-10-20

泰國

曼谷

中華演藝設備與數位通訊技術協會

2018 成都國際音響節

2018-10-19

2018-10-21

中國大陸

成都

2018-10-20

2018-10-23

香港

香港

2018-10-20

2018-10-23

香港

香港

2018-10-20

2018-10-23

香港

香港

2018-10-20

2018-10-23

香港

香港

2018-10-20

2018-10-23

香港

香港

2018-10-20

2018-10-23

香港

香港

2018-10-20

2018-10-23

中國大陸

深圳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鐘錶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香港國際玩具及禮品展暨亞洲贈品
及家居用品展
香港國際玩具及禮品展暨亞洲贈品
及家居用品展
2018年香港國際家具暨家用品展
2018年香港國際玩具及禮品展暨亞
洲贈品及家用品展(MEGA SHOW PART
1)
2018年第27屆香港國際玩具及禮品
展暨第26屆亞洲贈品及家用品展
香港國際玩具及禮品展暨亞洲贈品
及家用品展
第26屆中國國際禮品、工藝品、鐘
錶及家庭用品展(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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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禮品文具貿易促進會

香港國際玩具及禮品展暨亞洲贈品
及家用品展

2018-10-20

2018-10-23

香港

香港

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巴黎國際食品展

2018-10-21

2018-10-25

法國

巴黎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巴黎國際食品展

2018-10-21

2018-10-25

法國

巴黎

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巴黎國際食品展

2018-10-21

2018-10-25

法國

巴黎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巴黎國際食品展

2018-10-21

2018-10-25

法國

巴黎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38屆廣州家居用品及禮品展(秋
季)

2018-10-21

2018-10-27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展(秋展)

2018-10-22

2018-10-24

日本

東京

台灣肥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

2018 菲律賓國際專業美容展

2018-10-22

2018-10-24

菲律賓

馬尼拉

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東京國際眼鏡展

2018-10-22

2018-10-24

日本

東京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國際時尚匯集展

2018-10-22

2018-10-24

日本

東京

台灣區手套工業同業公會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展

2018-10-22

2018-10-24

日本

東京

台灣區帽子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京國際時尚匯集展

2018-10-22

2018-10-24

日本

東京

台灣區手提包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展

2018-10-22

2018-10-24

日本

東京

台灣製鞋品發展協會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展(秋展)

2018-10-22

2018-10-24

日本

東京

2018-10-23

2018-10-27

德國

科隆

2018-10-23

2018-10-25

阿聯

杜拜

2018-10-23

2018-10-26

中國大陸

北京

2018-10-23

2018-10-25

瑞典

斯德哥爾摩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飲用水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安全設備與服務產業協會

2018年德國科隆國際辦公室家具暨
設備展
杜拜國際水科技/電子電機及環保節
能設備展
2018 中國國際社會公共安全博覽會
(北京)
2018 北歐國際安防、工業安全及消
防科技大展

財團法人工具機發展基金會

2018年越南(河內)國際工業展

2018-10-23

2018-10-26

越南

河內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第7屆中國國際全印展

2018-10-24

2018-10-28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高雄國際食品展

2018-10-25

2018-10-28

臺灣

高雄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高雄國際食品展

2018-10-25

2018-10-28

臺灣

高雄

台北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 秋季全國糖酒商品交易會

2018-10-25

2018-10-27

中國大陸

長沙

高雄市聯合貿易促進會

全國糖酒商品交易會(秋季展)

2018-10-25

2018-10-27

中國大陸

長沙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香港綜合商品展

2018-10-27

2018-10-29

香港

香港

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香港綜合商品展

2018-10-27

2018-10-29

香港

香港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香港國際燈飾展

2018-10-27

2018-10-30

香港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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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拉斯維加斯汽車零配件
展

2018-10-30

2018-11-0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美國SEMA汽車零配件展

2018-10-30

2018-11-02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

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

2018-10-30

2018-11-0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配件展

2018-10-30

2018-11-0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2018-10-30

2018-11-0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2018-10-30

2018-11-0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鍛造協會

2018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暨零配件
展

2018-10-30

2018-11-0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中華民國南台灣汽機車研發暨策略聯盟

2018年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2018-10-30

2018-11-01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台灣綠色科技產業聯盟

2018年印尼國際基礎建設週

2018-10-30

2018-11-02

印尼

雅加達

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2018-10-31

2018-11-03

臺灣

臺北

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羅德岱堡國際遊艇展

2018-10-31

2018-11-04

美國

羅德岱堡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電子展(上海亞洲電子
展)

2018-10-31

2018-11-02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手提包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2018-10-31

2018-11-03

臺灣

臺北

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2018年印尼國際基礎建設週

2018-10-31

2018-11-02

印尼

雅加達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

2018-10-31

2018-11-02

中國大陸

上海

台中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2018印尼最大IT展

2018-10-31

2018-11-04

印尼

雅加達

中華民國中東經貿協會

2018年杜拜國際建材、五金、工
具、石材及空調展

2018-11-00

2018-11-00

阿聯

杜拜

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緬甸國際食品和飲料展

2018-11-01

2018-11-03

緬甸

仰光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第7屆緬甸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
工業展

2018-11-01

2018-11-04

緬甸

仰光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國際工具機展

2018-11-01

2018-11-06

日本

東京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緬甸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11-01

2018-11-04

緬甸

仰光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緬甸國際食品加工機械暨包裝設備
展

2018-11-01

2018-11-03

緬甸

仰光

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

泰國國際巴士、卡車暨商用車展

2018-11-01

2018-11-03

泰國

曼谷

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首屆中國(上海)國際進口博覽
會

2018-11-05

2018-11-10

中國大陸

上海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義大利國際摩托車展

2018-11-06

2018-11-11

義大利

米蘭

第 26 頁

107年補助公協會參加國際展覽明細表
公

協

會

名

稱

計

畫

名

稱

展期起日

展期迄日

地區

城市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莫斯科國際工具展

2018-11-06

2018-11-09

俄羅斯

莫斯科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米蘭國際機車暨零配件展

2018-11-06

2018-11-11

義大利

米蘭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美國國際醫藥及保健食品原料西部
展

2018-11-06

2018-11-10

美國

拉斯維加斯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特蘭大國際工業展

2018-11-06

2018-11-08

美國

亞特蘭大

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國際漁業博覽會

2018-11-07

2018-11-09

中國大陸

青島

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國際眼鏡展

2018-11-07

2018-11-09

香港

香港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第10屆越南國際水工程大展

2018-11-07

2018-11-09

越南

胡志明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第23屆中國國際漁業博覽會

2018-11-07

2018-11-09

中國大陸

青島

臺灣區飲用水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越南國際水工程大展暨論壇

2018-11-07

2018-11-09

越南

胡志明

台灣機能水協會

越南國際水工程大展

2018-11-07

2018-11-09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冬季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8-11-08

2018-11-11

美國

丹佛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魅力展

2018-11-08

2018-11-11

臺灣

臺北

台灣安全設備與服務產業協會

泰國國際安防展

2018-11-08

2018-11-10

泰國

曼谷

社團法人彰化縣產業技術合作交流會

菲律賓國際建築設備及建材展

2018-11-08

2018-11-11

菲律賓

馬尼拉

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美國冬季戶外運動用品展

2018-11-08

2018-11-11

美國

丹佛

台灣區手套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杜塞道夫國際醫療展

2018-11-12

2018-11-15

德國

杜塞道夫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國際醫療製造業零配
件、原材料展

2018-11-12

2018-11-15

德國

杜塞道夫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德國杜塞道夫醫療器材展

2018-11-12

2018-11-15

德國

杜塞道夫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香港亞太區美容展

2018-11-13

2018-11-15

香港

香港

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上海秋季國際食品展

2018-11-13

2018-11-15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上海秋季國際食品展

2018-11-13

2018-11-15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

香港亞太區美容展

2018-11-13

2018-11-16

香港

香港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德國慕尼黑電子展

2018-11-13

2018-11-16

德國

慕尼黑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上海秋季國際食品展

2018-11-13

2018-11-15

中國大陸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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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軸承暨傳動件輸出業同業公會

亞太區美容展(機械項目展區)

2018-11-13

2018-11-15

香港

香港

台灣電子連接產業協會

德國慕尼黑電子展

2018-11-13

2018-11-16

德國

慕尼黑

中華民國台灣商用電子遊戲機產業協會

2018 美國IAAPA益智暨主題樂園展

2018-11-13

2018-11-16

美國

奧蘭多

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上海秋季國際食品展

2018-11-13

2018-11-15

中國大陸

上海

2018-11-14

2018-11-17

印尼

雅加達

2018-11-14

2018-11-16

日本

東京

2018-11-14

2018-11-17

印尼

雅加達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印尼國際橡塑膠、包裝機械暨
材料展
2018年日本東京國際家具暨家居用
品展
2018年印尼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機
械展(11月)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18日本國際廣播電視設備展

2018-11-14

2018-11-16

日本

千葉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緬甸國際建材及裝潢材料展

2018-11-16

2018-11-18

緬甸

仰光

新北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台北國際酒展

2018-11-16

2018-11-19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酒類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台北國際酒展

2018-11-16

2018-11-19

臺灣

臺北

臺中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國際視聽器材展

2018-11-16

2018-11-18

新加坡

新加坡

台灣省酒類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2018 台北國際酒展

2018-11-16

2018-11-19

臺灣

臺北

台中市酒類商業同業公會

2018 台北國際酒展

2018-11-16

2018-11-19

臺灣

臺北

台灣肥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

2018 中國國際日化產品原料及設備
包裝展

2018-11-20

2018-11-22

中國大陸

珠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泰國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2018-11-21

2018-11-24

泰國

曼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越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2018-11-21

2018-11-24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漁網具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2018 台灣國際漁業展

2018-11-21

2018-11-23

臺灣

高雄

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臺灣國際農業週

2018-11-21

2018-11-23

臺灣

高雄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

2018年臺灣國際漁業展

2018-11-21

2018-11-23

臺灣

高雄

台灣區手提包輸出業同業公會

2018年台北國際旅展

2018-11-23

2018-11-26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中國(北京)國際佛事用品博覽
會

2018-11-23

2018-11-26

中國大陸

北京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國國際包裝展

2018-11-26

2018-11-29

法國

巴黎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法國國際包裝機械展

2018-11-26

2018-11-29

法國

巴黎

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

德國杜塞道夫國際閥類製品展

2018-11-27

2018-11-29

德國

杜塞道夫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東莞國際模具及金屬加工、
橡塑膠包裝展

2018-11-27

2018-11-30

中國大陸

東莞

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

2018 日本國際航展

2018-11-27

2018-11-30

日本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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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城市

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第22屆新加坡國際石油及天然氣科
技展覽會與研討會

2018-11-27

2018-11-29

新加坡

新加坡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8-11-28

2018-12-01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
檢測診斷設備及服務用品展

2018-11-28

2018-12-01

中國大陸

上海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越南河內國際食品、飲料、烘焙設
備、食品工業相關設備展暨旅館酒
店設備展

2018-11-28

2018-11-30

越南

河內

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國際表面處理展

2018-12-04

2018-12-06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第23屆中國國際塗料展

2018-12-04

2018-12-06

中國大陸

廣州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018年中國健康食品展

2018-12-04

2018-12-06

中國大陸

廣州

台灣區黏性膠帶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日本高機能膠帶暨黏著展

2018-12-05

2018-12-07

日本

千葉

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亞洲過濾與分離工業展

2018-12-05

2018-12-07

中國大陸

上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2018-12-05

2018-12-08

印尼

雅加達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土耳其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12-05

2018-12-08

土耳其

伊斯坦堡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手工具暨五金展

2018-12-05

2018-12-08

印尼

雅加達

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

2018 越南國際五金及手動工具展

2018-12-05

2018-12-08

越南

胡志明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尼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2018-12-05

2018-12-08

印尼

雅加達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土耳其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2018-12-05

2018-12-08

土耳其

伊斯坦堡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印尼國際製造工業暨金屬加工設備
展

2018-12-05

2018-12-08

印尼

雅加達

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2018 印尼國際手工具暨五金展

2018-12-05

2018-12-08

印尼

雅加達

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2018 雷射應用&光學技術展

2018-12-05

2018-12-07

日本

千葉

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

2018日本高機能複合材料、塑料成
形加工設備展

2018-12-05

2018-12-07

日本

東京

臺灣縫製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緬甸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2018-12-06

2018-12-09

緬甸

仰光

社團法人台灣發明協會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2018-12-06

2018-12-09

韓國

首爾

中華民國汽車材料保養商業聯合總會

第15屆馬來西亞國際品牌展

2018-12-06

2018-12-09

馬來西亞

吉隆坡

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馬來西亞最大型國際食品消費
展(12月)

2018-12-07

2018-12-09

馬來西亞

吉隆坡

中華演藝設備與數位通訊技術協會

第13屆南寧(東盟)國際視聽展

2018-12-07

2018-12-09

中國大陸

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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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

社團法人中華台北著作權人協會
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

計

畫

名

稱

2018 日本高機能建材、住宅設備、
智能樓宇暨城市基礎設施解決方案
展
中國(海南)國際熱帶農產品冬季交
易會
2018年第30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
產品展

展期起日

展期迄日

地區

城市

2018-12-12

2018-12-14

日本

東京

2018-12-12

2018-12-16

中國大陸

海口

2018-12-13

2018-12-16

臺灣

臺北

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

2018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

2018-12-13

2018-12-16

臺灣

臺北

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

臺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

2018-12-13

2018-12-16

臺灣

臺北

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

2018年印度國際農業展( KISAN)

2018-12-13

2018-12-16

印度

浦那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30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

2018-12-13

2018-12-16

臺灣

臺北

台北市廚具商業同業公會

第30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

2018-12-13

2018-12-16

臺灣

臺北

臺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第30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

2018-12-13

2018-12-16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攝影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香港結婚節(婚博會)

2018-12-14

2018-12-16

香港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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