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覽
月份

展覽名稱 展覽期間 展覽地點 優惠

3月 Security Show 2019 3/5 – 3/8 日本.東京 國貿經費補助

3月 SECON 2019 3/6 – 3/8 韓國.首爾 大會特惠

6月 IFSEC  Philippines 2019 6/13 – 6/15 菲律賓.馬尼拉 國貿經費補助

6月 IFSEC International 2019 6/18 – 6/20 英國.倫敦 國貿經費補助

11月 Sectech Sweden 2019 11/19-11/20 
瑞典. 
斯德哥爾摩

國貿經費補助



日本安全器材產品行業產值自2000年突破１兆日元以來，基本上
維持了上升趨勢。 
 
根據日本員警廳和日本―防範設備協會‖的統計材料，安全器材
產品的市場規模在2005年已經達到1.2兆日元。據專家報告，目前
監控及門禁系統市場在繼續擴大，而抗自然災害產品潛力劇增，
包括家庭安全器材設備也被要求了更多更新的技術。 
 
本展由日本最大安全器材大展是由日本最著名的商業媒體Nikkei
公司主辦，每年舉辦一次。在國際安全器材市場上，美日兩國始
終是權威，尤其是日本對安全器材產品的要求可謂是吹毛求疵，
這就更贏得了世界各國的青睞。也就毫無疑問的將日本的安全器
材展放在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2019年展覽主題，除綜合安全器材區、網路視頻區、無線安全器材區、門禁系統區以及災害防禦區
外，將增設: 人工智慧辨識應用區、物聯網與資安概念區、以及智慧居家設備區。 
集主辦方的強大廣告能力，NIKKEI通過公司旗下媒介印刷、廣告、網路、及其他產業領域展覽，擴
大宣傳。 目前已成功吸引海內外著名的生產商，例如ABLOY、ALSOK、Mitsubishi、Hikvision、
Axis、Honeywell…等進駐參展，共襄盛舉。  
 
 

興隨興提供攤位申請、裝潢設計、展證、名錄..等一條龍服務。 
 

展後國貿經費（現金）補助： 
─ TSSIA協會有效會員，現金補助 NT$40,000.-  

─ 非會員一般台灣展商，現金補助 NT$25,000.- 

【可補助條件】 

1. 接受補助廠商資格:  須為在本國(台灣)登記在案核准設立之公司行

號/企業。 

2. 攤位須統一貼示 TAIWAN 貼紙 (由TSSIA協會提供並統一處理) 

3. 本協會會員廠商，及先簽入參展訂單者，優先給予補助；補助額

滿，不另通知 

 

相關細節 請直接與展覽代理聯繫： 
 

興隨興展覽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3233-2890  
分機:112 Kay邱小姐 

本展補助名額: 

6家 (台灣廠商) 



根據主辦大會指出，韓國政府每年的國防採購經費，高達384
億美元，並每年成長6.9%。 除此之外，韓國政府也正在推動
電子政府，預計將每年新增超過四億美元，大量採購物聯網、
雲計算、行動應用、大數據分析及資安維護之防安系統建置。
依據ITC Trade Map 資訊顯示，每年由台灣出口到韓國的安
防產品約US$12Million (壹千貳百萬美元)，但是在新的政策
推動下，台灣的智慧辨識、資安服務、連網系統、大數據分
析等，正是韓國市場極需要的科技服務及產品；大會預測台
灣產品輸韓，每年有機會上看雙位數(2-digit)的市場成長空間。 
 
韓國SecurityWorld媒體批露， 2017年底韓國境內的安防科
技市場產值已達到42.25億美元的規模，預計在2018年間 
將以5%幅度成長到44.49億美元 (詳如右側表列): 
 
 SECON展，是韓國最大安全科技展。 UBM BN公司是全球最
大的展覽主辦集團(UBM)之旗下子公司，主辦SECON展有成，
目前已獲得韓國政府各相關部會的大力支持。 

參觀專業人士中, 七成為主要決策者/決策影響者。 經過大會
問卷普查(如右圖)顯示參觀者對於展出產品種類之意向比重: 

共有來自12國總計
433家廠商參展。三
天的展覽期間，共吸
引來自25國，總計
46,324人次參觀。 

TSSIA主題館攤位 
徵展價格 & 優惠 

2019 展覽主題: 

以上價格，包含: 
 一般標攤升級為主題形象館 (如左圖) 

提供基本設備: 白色背板、公司英文招
牌一式、4盞投射燈、1kw電力 (主電源
插座；雙孔一組)、展示櫃台(含鎖)一座、
會談桌X 1、折曡椅 X 2、地毯一式。 

 

TSSIA協會 加碼 優惠(免費)提供(每展商) : 

 中/韓文翻譯 一名 
 訪客掃描機或電子掃描授權   一組 
 大會採購指南(內頁) 彩色廣告 一頁 
 展前新聞發布(英文、韓文) –電子平台

發布—各一次 

  (以上加碼價值超過 NT$25,000+) 

報名/詳情請洽：              TSSIA協會 TEL: (02) 2629 1800   ;   Email:  tssia.tw@gmail.com 



近兩年，美國經濟開始復甦，以及歐洲因難民及恐攻
威脅的影響，安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強。在亞太市場，
尤其是東南亞，安防市場需求也正在不斷壯大；如 

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都加大了安防市場的投資力！ 
 
儘管面臨國內外挑戰，菲律賓經濟展現堅實韌性，經濟成長率連續6 年突破
6%，優於東協5 國，是全球表現最亮眼的國家之一。菲律賓統計局近期表示，
在占ＧＤＰ七成的消費者支出成長5.9%及政府支出增加7.1%的帶動下，今

年第二季ＧＤＰ較前一季增加6.5%；增幅雖低於去年第二季的7.1%，但稍
高於今年第一季的6.4%。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也看好菲國經濟；預測
2018年中期將成長達到6.8%。 

 
據2018 年會後報告表示，本展有近100 家參展商參與展出，並吸引來自全
球10 個國家，3,000 名產業買主到場參觀。 展覽期間，展商與訪客間互動交

易頻繁，成效卓著!  

 
UBM Information  
經營IFSEC 及安全專業媒體己超過30 餘年，並已
於全球發行30 餘本安全專業雜誌並架設80 個網
站。擁有大量的參展廠商及潛在買家資料庫名單。 

  
CCTV、數位監控系統、網路監控系統等安控產業、
城市安全設備、門禁系統、防盜系統、個人防衛
系統、中央警報系統、大樓監控系統、生物識別、

入侵警報系統及各項保安系統整合 ; 個人防護設備：
頭部防護（安全帽、目鏡、面具、耳塞等）、防
護服裝（阻燃、防靜電、絕緣、抗油、拒水。 防

墜落（ 安全網、安全帶等）、沖洗用具（ 眼睛、
面部、手等）、護膚用品等粉塵防爆、礦山等系
列安全裝置和設備。 危險化學品（ 化工）、民爆

物品等系列的安全設備設施。 電力、電氣防爆、
提升設備、機械與塗裝作業等系列的安全防護裝
置和設備。  

June 13 – 15, 2019   
SM SMX CONVENTION CENTRE, PASAY CITY, METRO MANILA 
http://www.ifsec.events/philippines/ 

價格，包含基本設備: 白色背板、公司英文
招牌、2盞投射燈、500W電力 (主電源插座
一組)、展示櫃台(含鎖)一座、折曡椅 X 2、

地毯一式。 

TSSIA攤位 徵展價格: 

展後國貿經費（現金）補助： 
─ TSSIA協會有效會員, 現金補助 NT$40,000.-     

─ 非會員一般台灣展商, 現金補助 NT$25,000.- 

【可補助條件】 

1. 接受補助廠商資格:  須為在本國(台灣)登記在案核准設立之公司行號/企業。 

2. 攤位須統一貼示 TAIWAN 標誌(統一裝潢) 

3. 本協會會員廠商，及先簽入參展訂單者，優先給予補助；補助額滿，不另通知 

 

報名/詳情請洽：              TSSIA協會 TEL: (02) 2629 1800   ;   Email:  tssia.tw@gmail.com 

本展補助名額: 

5家 (台灣廠商) 

* 先確立參展訂單
者，可先選位 * 



18 – 20 June 2019 

（上述攤位編號，於展前若有任何變動，將另行通知已報名廠商) 

以上價格，包含: 

 一般標攤升級為主題形象館 (如左圖) 

提供基本設備: 白色背板、4盞投射燈、500w電力 (主電源插座；雙孔一組)、

公司英文招牌一式、展示櫃台(含鎖)一座、會談桌X 1、折曡椅 X 4、地毯一式。 

 

TSSIA協會 加碼 優惠(免費)提供: (每展商) 

 吸收各展商之個別登記費 (GBP.435) 

 訪客電子掃描授權   一組 (GBP.150+) 

 展前新聞發布(英文) –電子平台發布— 至少2次 

 與Taitra (展覽期間) 聯合行銷機會 

       (以上加碼價值超過 NT$27,000+) 

展後國貿經費（現金）補助： 
─ TSSIA協會有效會員, 現金補助 

NT$40,000.-  

─ 非會員一般台灣展商, 現金補助 

NT$25,000.- 

 

【可補助條件】 

1. 接受補助廠商資格:  須為在本國(台灣)登

記在案核准設立之公司行號/企業。 

2. 攤位須統一貼示 TAIWAN 標誌(統一裝潢) 

3. 本協會會員廠商，及先簽入參展訂單者，

優先給予補助；補助額滿，不另通知 

 

本展補助名額: 

6家 (台灣廠商) * 先確立參展訂單者 
可先選位 * 

 

報名/詳情請洽：              TSSIA協會 TEL: (02) 2629 1800   ;   Email:  tssia.tw@gmail.com 



SECTECH展，由AR MEDIA所主辦之專業安控科技展覽/會
議。此展於每兩年，在挪威(Oslo)、瑞典(Stockholm)、丹
麥(Copenhagen)三地，輪流舉辦。是進入北歐市場，推廣
新產品、找尋在地合作夥伴、與重要貿易新資訊交流的重
要活動與展會之一。 
  
Sectech Sweden展，是三地舉辦的展覽中，展出規模最大 
(計120家展商/208個標準攤位)! 上一屆(2015) ，共計吸引
15,232人次參觀人潮，73%為在地專業安防業者，11%為
企業用戶，10%為來自其它北歐地區之專業人士，及6%為
海外(非北歐地區)參觀者， 
  

除了展覽外，場內之多場會議活動，提供訪客重要的趨勢分
析、政策分享、與科技新知。主辦單位配合贊助廠商，舉辦
聯誼酒會，除讓買賣雙方，以輕鬆的方式，進行多元方式的
接觸外，並於瑞典展期間，進行Detektor International 
Award (DIA) 的頒獎儀式，針對產業新發明及優良產品，予以
表揚及後續擴大行銷之協助。 
  
SECTECH展成為每年度北歐產業業者(如供應源、安裝商、專
業顧問公司及應用端/採購經理) 之交流最重要之場合! 

以上價格包含基本配備： 
6sqm攤位、鋁組合隔間、公司英文招牌一式、投射燈 x 4 
(最多每1M板寬，可放一盞）、地毯、展櫃、桌椅、電力/
插座(220V/50Hz/歐規)、訪客掃描裝置（手機授權碼；一
家展商一組）、攤位清潔。 

早鳥
優惠 

凡於2019/3/10(含）前，報名確
認參展廠商，可享每攤位
NT$98,000.-/6sqm(含上述基本
配備）早鳥優惠價，並享有國貿
經費（現金）補助。  

Stockholmsmässan 

Stockholm, Sweden 

展後國貿經費（現金）補助： 
─ TSSIA協會有效會員, 現金補助 NT$40,000.-  

─ 非會員一般台灣展商, 現金補助 NT$25,000.- 

 

【可補助條件】 

1. 接受補助廠商資格:  須為在本國(台灣)登記在案核准設立之公司行號/企業。 

2. 攤位須統一貼示 TAIWAN 標誌(統一裝潢) 

3. 本協會會員廠商，及先簽入參展訂單者，優先給予補助；補助額滿，不另通知 

 

本展補助名額: 

4家 (台灣廠商) 

報名/詳情請洽：              TSSIA協會 TEL: (02) 2629 1800   ;   Email:  tssia.tw@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