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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 12屆中國國際五金展於 2012年 9月 19-21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中

國國際五金展(CIHS)是中國最為成熟兼具國際化、專業化的五金展覽會之一，規模位

列亞洲第一大，全世界第二大的國際專業五金展，影響力波及全球。是目前亞太地區

甚至全球最具指標的五金展會之ㄧ。大陸地區國際五金展已成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之

五金工具展會，展況持續擴大聲勢直逼德國科隆五金展，且後勢持續看漲，它的創立

和發展，正順應了全球手工具製造中心向亞洲地區移轉的趨勢(包括臺灣及大陸地

區)，由於大陸地區市場龐大且為世界工廠重鎮，在在造就了大陸地區五金展將擴大

舉辦規模，成為國際性主要之五金工具大展；臺灣之手工具業界更毫無理由在如此重

要之展會中錯失宣傳展出機會。 

本次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召集我國手工具業者前往參展，積極爭取大陸市

場，期望藉由本次參展，使臺灣手工具廠商出口訂單大幅增加，進而提升產值，打響

臺灣品牌國際知名度。由於大陸地區國際五金展現已成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之五金工

具展會且後勢持續看漲很有可能取代德國科隆五金展，成為全球最大的五金工具展覽

會，本局為積極發展手工具產業，加以大臺中市地區乃臺灣手工具產業群聚之發源

地，為彰顯其對於臺灣經濟成長起飛的成就，積極編列國際參展行銷計畫經費並上網

公開招標甄選最優廠商，由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得標，執行參加2012年大陸地區

國際五金展，並於會場中設置「臺中市產業精品主題館」，以突顯臺中市之地方產業

特色，並實現『世界工具在臺灣，臺灣工具在臺中』的理想目標。 

本次參展最主要之目的除積極推動手工具產業之外，展會中也將同時向來自全球

各地之五金工具專業參觀買主，宣傳 2013年『臺灣國際五金展』將移師臺中市擴大

舉辦之訊息，希望屆時前來參觀洽商共襄盛舉，以協助廠商業者達成促進國際行銷開

拓全球市場通路及城市行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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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全球手工具行業受到了較大衝擊，雖然歐美房地產市場

新屋開工持續萎縮，但舊房修繕市場仍維持水準，因此，DIY手工具產品雖遭遇

歐美訂單減少的不利影響，但相較其他行業，其影響程度相對較低。而臺灣地區

手工具2009年訂單及全年產值均嚴重衰退；2010年6月，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框架

協議（簡稱ECFA）。鉗子、扳手、槌子和螺絲刀等5項手工具產品列入ECFA早收清

單，這將有利於臺灣對中國大陸手工具產品的出口，促進兩岸手工具業界的合作

與交流，互幫互助、優勢互補，攜手向手工具產業價值鏈的高端行進。目前臺灣

約有手工具企業630家，從業人員近1.4萬人，2008年全年手工具產值年達到新臺

幣590億元（約合20億美元），其中95%出口。2010年全球手工具市場規模達199 億

美元，其中北美與歐洲市場即佔了46%；過去10年全球手工具市場的年複合增長

率為4.6%，其中亞太地區市場（除日本）增長率達到9%，其次為歐洲的4.9%，可

見亞太地區的手工具行業具有較強發展潛力，此一發展趨勢，值得我國手工具產

業作後續關注。 

二、ECFA已於2011 年生效，我國手工具產品有五類產品列入早收清單當中。2010年

手工具早收清單項目出口大陸總額為17.5 億，佔對中國大陸總出口額之50.5%，

足見其重要性，而這五類產品出口中國關稅將分兩年調降為零，有助於我國產品

出口中國大陸。在ECFA的利多因素下，我國手工具產值預計挑戰歷史新高。臺灣

地區手工具行業主要依賴出口，目前僅次於中國、德國，為全球第三大手工具產

品出口地。其中，前五大出口地依次為美國、德國、中國大陸、日本和英國，對

該五地出口額佔總全年出口額的50%左右。手工具主要進口地分別為中國大陸、日

本、美國、德國和越南，該五國進口額佔全年進口額的9成以上。臺灣手工具業者

在兩岸均有佈局，如高端程序開發與零部件在當地製造，並自大陸與越南等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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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需勞動力密集的加工零組件，組裝後再銷售至全球各國。未來搭配ECFA的零關

稅優惠，佈局兩岸的手工具企業將可利用兩岸各別優勢，增加產品出口競爭力。

再者，由於大陸市場的蓬勃發展，亞洲地區規模最大之五金工具展會已非大陸地

區國際五金展莫屬，展況持續擴大聲勢已直逼德國科隆五金展，且後勢持續看漲，

它的創立和發展，正順應了全球手工具製造中心向亞洲地區移轉的趨勢（包括臺

灣及大陸地區），由於大陸地區市場龐大且為世界工廠重鎮，造就了大陸地區五金

展將擴大舉辦規模，成為國際性主要之五金工具大展。 

三、本次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為執行此項標案，廣宣符合資格之手工具業者前往

參展，積極爭取大陸市場，期望藉由本次參展，使臺灣手工具廠商出口訂單大幅

增加，進而提升產值，打響臺灣品牌國際知名度。由於大陸地區國際五金展現已

成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之五金工具展會且後勢持續看漲很有可能取代德國科隆

五金展，成為全球最大的五金工具展覽會，本局為積極發展手工具產業，加以大

臺中市地區乃臺灣手工具產業群聚之發源地，為彰顯其對於臺灣經濟成長起飛的

成就，必然有其一定之特殊貢獻，特編列國際參展行銷計畫並上網公開招標甄選

最優廠商，係由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執行參加2012年大陸地區國際五金展計

畫，並於會場中設置「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以突顯臺中市之地方產業特

色，並實現『世界工具在臺灣，臺灣工具在臺中』的理想目標。 

四、本次參展最主要之目的除積極推動手工具產業之外，展會中也將同時向來自全球

各地之五金工具專業參觀買主，宣傳 2013 年『臺灣國際五金展』將移師臺中市

擴大舉辦之訊息，希望屆時前來參觀洽商共襄盛舉，以協助廠商業者達成促進國

際行銷開拓全球市場通路及城市行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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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參與人員及行程概要 

單位 職稱 姓名 停留期間 

經濟發展局 

產業發展科 
科長 林敏棋 

2012年 9月 18日

至 9月 21日 

經濟發展局 

產業發展科 
股長 王貞月 

2012年 9月 18日

至 9月 21日 

 

日期 地點 備註 

2012年 9月 18日 臺中-上海 
搭機抵達上海，與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先

遣人員會合，商議佈展事宜。 

2012年 9月 19日 上海 
上海國際五金展-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揭

幕典禮。 

2012年 9月 20日 上海 
至上海國際五金展-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

參觀展會。 

2012年 9月 21日 上海-臺中 上海國際五金展閉幕，搭機返臺。 

 

 

二、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佈展情形 

1. 時間：2012年 9月 18日 

2. 地點：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W1館 

3. 在臺灣手工具公會參展團區(W1國際館)內，規劃 90㎡面積區域建置「臺

中市產業精品主題館」。 

4. 主題館採用全開放式大面積展示空間及精心規劃以臺中公園湖心亭為整

體造型設計，彰顯「世界工具在臺灣、臺灣工具在臺中」之地方產業特色

主題。 

5. 「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內部設置手工具精品展示格位及型錄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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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各參展公司精品及型錄，加強協助臺中市手工具產業廠商拓銷商品開發

全球市場通路，藉以提升臺中市手工具產品全球知名度與品牌形象。 

6. 主題館內裝設 DVD 影音播放系統，內容以介紹臺中市歷史沿革、人文風

貌、古蹟景點、都會發展、地方特色小吃名產為主，並製作精美臺中市區

觀光景點照片擺放於主題館左右牆面上，廣為臺中市的觀光產業行銷宣傳

及大都會城市形象加分。 

7. 「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之展覽主題(Slogan)為『世界工具在臺灣，

臺灣工具在臺中』，替 2013年「臺灣國際五金展」在臺灣手工具產業發源

地—臺中市的盛大舉辦，積極預作宣傳暖身及展出準備。 

8. 就「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裝潢及佈置進度進行了解，並與臺灣手工

具工業同業公會協商隔日開幕剪綵事宜。 

9. 勘查情形： 

(1) 佈展當天因廠商貨品包裝外箱標示 R.O.C（中華民國）字樣，導致展

品遭大陸海關扣留，經立即聯繫海運公司及主辦單位積極協助，至下

午六時展品才順利運抵會場，隨即依組團會議抽籤排定展示格位順

序，擺放各參展公司展出樣品及型錄完成佈展作業。 

(2) 「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等內外場地基本上已就緒，惟現場佈置

因廠商展品至下午六時才進場，尚未佈置妥適，仍積極佈置中。 

(3) 核對「臺中市手工具產業館」揭幕典禮流程及貴賓名單，並進行剪綵

彩排之流程討論。 

(4) 請廠商務必於當日完成所有佈展作業，俾利隔日展會開幕進行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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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佈置情形(1) 

 

 

 

 

 

 

 

 

 

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佈置情形(2) 

 

 

 

 

 

 

 

 

 

參展廠商現場佈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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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國際五金展「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揭幕典禮及參觀展會 

(一)展覽攤位位置及攤位設計 

大陸地區「2012 年國際五金展」於 101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三天展覽，

本次「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於 W1國際館內，規劃 90㎡面積區域建置主

題館，共計 35家參展廠商展出精品，並設置精品展示區，以 90㎝的高木造展

臺規劃成以 50 ㎝×50 ㎝為一單位樣品展示格位，展示格前放 25 ㎝×40 ㎝之壓

克力型錄格，方便參展廠商展示產品及參觀者取閱目錄。另外，未到現場參展

只參加型錄展廠商，則設立產品精美目錄專區，提供參展廠商展示公司優良手

工具型錄，方便參觀專業買主聯絡洽商，整體展覽面積達 90 平方公尺，進場

參觀專業買主超過 3,500人以上，預期後續一年內貿易金額約可達 400萬美元。 

為經濟發展與城市行銷並重，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特闢「臺中市手工具產業

主題館」精品專區共同行銷臺中手工美學。有「臺灣手工具在臺中」美譽的臺

中手工具業者，在本府經濟發展局及手工具公會帶領下，展出產品包括數位工

具、扭力扳手、萬能手鉗、螺絲起子、氣動工具、園藝工具、捲尺、活動扳手、

套筒扳手、鋼印、六角扳手、工具箱、工具組以及汽修工具等，充分傳達臺灣

手工具產品高質化形象及國際品牌知名度。 此外，「臺中巿手工具產業主

題館」以臺中市地標「臺中公園湖心亭」做形象號召，整體設計主題

館，並在中秋佳節前夕於展館內分享臺中特產「太陽餅」、「鳯梨酥」

及「小月餅」。 

本次展覽會共 10個展覽館，展覽總面積 110,000㎡，展位 6,500個其中

W1國際館面積達 11,000㎡，進場參觀之專業訪商共約 48,000人，國外買主

超過 3,000人，來自全球 86個國家和地區，知名跨國零售業商包括 Wal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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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福、家得寶、LG Sourcing，麥德龍、翠農集團等採購人員也前來參觀洽

談。 

  

上海國際五金展開幕 

  

 

 

 

 

 

 

 

 

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揭幕式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林敏棋科長、工商發展

投資策進會王瑩秘書長、中國五金製品協會張東立理事長、石僧蘭常務副理事長、德

國科隆國際展覽公司亞太區總裁德瑞、中國地區總經理馮向軍以及臺灣手工具工業同

業公會林健國理事長共同舉行剪綵儀式，揭幕會中並由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王

瑩秘書長代表致詞。 

  

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開幕，現場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會長朱燾及各佳賓參觀主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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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瑩秘書長、林敏棋科長、林健國理事長及李崇銘總幹事至本市廠商攤位參觀

與關心，並分送本市糕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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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上海國際五金展」參觀展會情形 

        「2012上海國際五金展」於 2012年 9月 19日在大陸上海浦東新區新國際

展覽中心盛大舉行，而「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也於當日正式揭幕開展，揭

幕式邀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林敏棋科長、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王瑩秘書長、

中國五金製品協會張東立理事長、石僧蘭常務副理事長、德國科隆國際展覽公司

亞太區總裁德瑞、中國地區總經理馮向軍以及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林健國理

事長共同舉行剪綵儀式。 

本市的手工具產業聚落發達，市場影響力舉足輕重，今年在本局與臺灣手工

具工業同業公會的帶領下，特別規劃「臺中市手工具產業館」參展行銷，並以「世

界工具在臺灣，臺灣工具在臺中」為行銷主題，向前來觀展貴賓展示出優良的手

工具精品，並以本市臺中公園湖心亭為造型的主題館內展出本市各項設計精美及

功能性佳的手工具，另外，也積極展示本市各大景點照片，進行城市行銷，本局

也特別準備了臺中特產太陽餅、鳳梨酥及小月餅發送觀展的貴賓與買家，提供本

市參展廠商、貴賓及買家，於三天的展期中都能品嚐到本市最具特色的糕餅。 

而「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揭幕剪綵儀式後，邀請大陸地區主要五金工具專

業雜誌媒體，工具動態、中華五金、精品五金及工具訊息等平面媒體記者出席採

訪報導相關活動，並於展覽期間針對「臺中市產業主題館」各參展廠商產品進行

系列專題報導，並製作精美之臺中市各行政區觀光景點海報輸出看板，分置於「臺

中市產業主題館」兩側牆面，廣為臺中市的觀光產業行銷宣傳及國際型大都會城

市形象加分，積極替臺中市觀光旅遊行程推廣達到正面提升的成效，有助於臺中

市整體城市形象行銷。 

「臺中市產業主題館」此次展覽主題為「世界工具在臺灣，臺灣工具在臺

中」，除強力宣傳此一終極目標之精髓，同時也替 2013年「臺灣國際五金展」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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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臺灣手工具產業發源地區－臺中市盛大舉辦進行廣宣，並為擴大國際宣傳預作

展出前之暖身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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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手工具產業主題館展示本市手工具精品及型錄 

  

主題館展示本市特色糕餅 本市廠商參展攤位(1) 

 

 

 

 

 

 

 

 

 

本市廠商參展攤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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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聞露出 

市政新聞 

上海國際五金展 臺中市產業主題館盡顯臺中手工美學 

 發布日期：2012-09-20  

 發布單位：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與德國科隆五金展並稱世界之最的大陸地區「國際五金展」19日在上海浦東國

際展覽中心盛大開幕，共 15個國家及地區參展，另有來自 90個國家及地區的觀展者，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特闢「臺中巿產業主題館」手工具精品專區，共 55家廠商共

同行銷臺中手工美學。  

有「臺灣手工具在臺中」美譽的臺中手工具業者，在公會帶領下，獲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大力支持，特別設立「臺中市產業主題館」手工具精品專區，產品包括數

位工具、扭力扳手、萬能手鉗、螺絲起子、氣動工具、園藝工具、捲尺、活動扳手、

套筒扳手、鋼印、六角扳手、工具箱、工具組以及汽修工具等，充分傳達臺灣手工具

產品高質化形象及國際品牌知名度。  

此外，臺中巿主題館還以臺中市地標「臺中公園湖心亭」做形象號召，在中秋佳

節前夕於展館內分享臺中名品「太陽餅」、「鳯梨酥」及「小月餅」，大受歡迎。  

手工具全國年產值約 1000億元，年出口值約 600億元，製造廠商多群聚於臺灣中部

地區並以大臺中市太平、大里、烏日地區為該產業最大聚落所在。臺中市產業精品主

題館的展出，足以顯示臺中市身為傳統金屬加工產業群聚發源地的產業特色，而臺中

巿擁有五金、手工具產業聚落的優勢，也將成為臺中巿發展會展產業的最佳利基。  

臺灣八百餘家手工具廠商，雇用近兩萬名員工，八成集中在大臺中市的大里、太平、

烏日區及鄰近的南投南崗工業區、彰化鹿港及福興等區域，工廠產出 95％以上外銷，

產值從 1995年到 2008年平均以 6.1％的複合成長率穩定上升，讓臺灣緊追大陸、德

國，名列全球第三大手工具輸出國。  

揭幕剪綵儀式由經發局科長林敏棋、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林健國、臺

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秘書長王瑩、大陸地區五金製品協會理事長張東立、常務副

理事長石僧蘭，以及德國科隆國際展覽公司亞太區總裁 Mr. Michael Dreyer、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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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公司總經理 Mr. David Feng等全球五金工具產業人士共同剪綵。臺中巿政府

代表及臺灣手工具公會理事長林健國並當場宣佈，明（2013)年將於臺中巿舉辦臺灣

首屆五金暨手工具展 ，邀請參展廠商和買家來臺中共襄盛舉！(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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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會長朱燾參觀展會 

信息來源：上海國際五金展發布時間：2012-09-25 

 9月 19日上午，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會長朱燾，在’12 中

國國際五金展覽會、’12 中國國際櫥櫃、廚房衛浴產品與技術博覽會開幕的第一天

上午，在中國五金製品協會理事長張東立、常務副理事長石僧蘭陪同下，參觀了 E1、

E2的廚衛館和 W1、W2工具館等。 

    在工具館，朱燾會長參觀了長城精工、傑傑工具、浙江巨力等企業。並且還分別

參觀了位於工具館的臺灣展區和德國展。在臺灣展區，朱燾會長聽取了臺灣省手工具

同業工會理事長林健國對於臺灣工具行業發展的簡要介紹。在德國展區，他還和德國

工具製造商協會會長郎哥·呂德克先生進行了交流。 

在 E1館，朱燾會長參觀了萬家樂、蘇泊爾、方太、老板、海爾、櫻花等企業，對現

代廚衛產品以及萬家樂提出的供水中心新概念等表示出濃厚興趣。隨後，他還特意來

到 E2館，由中國工業設計協會、中國五金製品協會主辦的首屆金勾獎展區，據了解，

這是中國五金行業最高的獎項的工業設計獎。在金勾獎展區參觀，他對金勾獎展示區

獲獎產品和實物模型給予特別關注。在參觀過程中，他還饒有興致地用智能手機攝像

一個個精彩的展覽畫面。協會秘書長金立新也全程陪同。 

    參觀後，記者特地採訪了朱會長。他表示，非常高興應中國五金製品協會之邀參

觀展會，五金展和廚衛展規模之大、產品覆蓋面之廣、展出產品水平之高，大大出乎

他的意料。朱會長說：“五金製品行業是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的民生產業。

改革開放 30多年時間來，五金行業保持著 20%～30%的年增長率，這對於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起著重要的作用。展會是一個窗口，讓人認識和了解到中國五金產業的蓬勃發

展，以及為國家經濟發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國五金這麼多年默默無聞地做了這麼

多年努力，終於結出了果實。相信消費者一定會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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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到五金產業的工業設計和創新時朱會長表示，工業設計是產品創新的基礎，

現代企業發展離不開優秀的工業設計和設計人才，非常高興中國五金製品協會的領導

重視工業設計領域，並主動向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提出聯合主辦“金勾獎”的要求。

“當我知道中國五金製品協會有意和中國工業設計協會聯合主辦一個五金產品工業

設計獎項時，我幾乎未加思索就同意了。將工業設計融入產品創新，不僅能使‘中國

製造’名副其實，也為走向‘中國創造’打下良好基礎。本屆‘金勾獎’的評選是兩

個協會首度合作，這只是一個開端，未來我們將更緊密的進行溝通交流，一定要把‘金

勾獎’辦好。” 

展會首日開門紅 晚宴隆重而熱烈 

9月 19日，是’12 中國國際五金展覽會、’12 中國國際櫥櫃、廚房衛浴產品與

技術博覽會第一天。當天，場面熱烈、主辦方和參展商舉行的獲得，一個接一個，展

會迎來了首日開門紅。特別是在浦東嘉裏酒店隆重舉行的開幕晚宴，把展會氣氛推向

高潮。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生產商、採購商相聚一堂，慶祝此次展會的盛大開幕。

12年來，在國內外合作夥伴的通力協作下，在和相關部門的支持下，展會已經發展

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上重要的交流、交易、交友平台。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會長朱燾，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副處長羅

志松、歐洲 DIY產品零售商協會秘書長赫伯特、德國工具製造商協會會長朗格·呂德

克、臺灣手工具同業公會理事長林健國、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總幹事王瑩、上

海新國際博覽中心總經理董漢友以及主辦方的有關領導悉數出席。展商代表、新聞媒

體記者近 500人參加了此次活動。 

    朱燾在晚宴上做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在今天世界經濟復雜多變的形勢下，製造

業的出路就在於設計創新、技術創新、機制創新、甚至包括體制創新上。工業設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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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廣闊，此次與中國五金製品協會共同舉辦“金勾獎”，必將促進五金行業和中國工

業設計的發展。 

    張東立代表主辦單位在講話中向全行業通報，中國國際五金展已經為商務部重點

扶持的展會，必將會更加健康發展壯大，全行業應戮力同心一定會把展會越辦越好。  

晚宴和“金勾獎”頒獎同時舉行。獲獎者一致表示，深入做好工業設計，充分利用中

國五金製品協會和展會提供的平台，為我國工業發展做出貢獻。晚宴上，主辦方還為

31家企業頒發了中國國際五金展精品獎。  

協會領導出席臺中市產業主題館開幕儀式 

    在業界，素有“世界工具看臺灣，臺灣工具看臺中”說法。9月 19日-9月 21

日的’12 中國國際五金展覽會、’12 中國國際櫥櫃、廚房衛浴產品與技術博覽會開

幕的第一天，上午 9點整，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舉辦了臺中市產業主題館開幕儀式。 

據了解，在臺灣工具中，80%集中在臺中市，形成完備的產業鏈。此次展會，只臺中

市佔位就有 90平方公尺，展示格位上共展出 35家企業的產品。在整個 w1展館，有

臺商 50家，910平方公尺的展臺。參加此次展會的臺灣代表表示，內地企業現在目

的是做大做強，臺灣的企業現在的目的是做精做專。臺中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到臺中

的採購商一小時之內就能在 30公里內，採購到他們需要的產品。我們希望臺灣和大

陸聯手，共同做好世界工具。 

    中國五金製品協會理事長張東立、常務副理事長石僧蘭、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林敏棋、臺灣省手工具同業工會理事長林健國、臺中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促進會秘書

長王瑩、德國科隆公司亞太地區總裁德瑞、德國科隆展覽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馮向軍

出席，並分別作出熱情洋溢的講話。中國五金製品協會領導和臺中市工具協會負責人

一致認為，將來一定要加強兩岸工具業的交流與合作，把工具做精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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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領導出席臺中市產業主題館開幕式  

信息來源：中國五金製品協會  發佈時間：2012-09-19 13:54:38  

 
  

在業界，素有“世界工具看臺灣，臺灣工具看臺中”說法。  9月 19日—9月 21日的'12 

中國國際五金展覽會、'12 中國國際櫥櫃、廚房衛浴產品與技術博覽會開幕的第一天，上午 9

點整，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舉辦了臺中市產業主題館開幕儀式。  

 

據了解，在臺灣工具中，80%集中在臺中市，形成完備的產業鏈。 此次展會，只臺中市佔

位就有 90平方米，展示格位上共展出 35家企業的產品。 在整個 W1展館，有臺商 50家，910

平方公尺的展臺。 參加此次展會的臺灣代表表示，內地企業現在目的是做大做強，臺灣的企

業現在的目的是做精做專。 臺中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到臺中的採購商一小時之內就能在 30公

里內，採購到他們需要的產品。 我們希望臺灣和大陸聯手，共同做好世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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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金製品協會理事長張東立、常務副理事長石僧蘭、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林敏棋、

臺灣省手工具工業同業工會理事長林健國、臺中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秘書長王瑩、德國

科隆公司亞太地區總裁德瑞、德國科隆展覽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馮向軍出席，並分別作出熱情

洋溢的講話。 中國五金製品協會領導和臺中市工具協會負責人一致認為，將來一定要加强兩

岸工具業的交流與合作，把工具做精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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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與感想 

1. 臺中市產業主題館之設計，主要以馳名中外的臺中市地標—臺中公園湖

心亭為藍圖裝潢佈置整體展示，讓進場參觀的全球買主及訪商更進一步

瞭解臺中市乃一個工商業皆十分繁榮興盛的國際大都市，更顯現出臺中

市的地方產業特色與全球市場發展潛力。 

2. 臺中市產業主題館，館內接待解說服務人員應具備專業知識素養及主動

積極熱誠的服務態度，此舉將深刻影響參觀買主對於臺灣手工具精品形

象之觀感與印象。 

3. 臺中市產業主題館以「世界工具在臺灣、臺灣工具在臺中」為展覽主軸，

突顯臺灣手工具業之群聚效應及產業結構鏈，乃以臺中市為主要發源地

區，兼具地方傳統產業特色，彰顯其對於臺灣經濟成長起飛的成就，必

然有其一定之特殊貢獻。 

4. 中國大陸地區目前是全球最大之五金工具消費市場，開發潛力無窮，如

能積極有效推展各項商機，將其納入臺灣的重要內銷市場範圍，必可為

臺灣手工具產品建立品牌，進軍全球的最大通路市場。 

5. 配合貿協「臺灣經貿網」網路行銷，可加強宣傳效果，增加產品曝光率，

拓展國際市場銷售通路，擴大貿易商機。 

6. 臺灣手工具產業雖屬傳統產業，卻屢在國際市場中享譽盛名，產品不僅

品質精良、價格合理，更深具研發創新特質，備受全球知名大廠所肯定，

紛紛委以產品代工，現今更積極推動建立自我品牌及聯合品牌行銷佈局

全球，並以提升臺灣手工具精品形象耀眼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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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佈展當天因廠商貨品包裝外箱標示 R.O.C（中華民國）字樣，導致展品

遭大陸海關扣留，經立即聯繫海運公司及主辦單位積極協助，至下午六

時展品才順利運抵會場，建議運往大陸之展品或文宣品應事先檢查其合

適性，避免受到扣留並影響佈展期程。 

2. 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是目前上海最大之展覽中心，且是大陸第二大展覽

中心，雖硬體施完善，但軟體服務方面稍嫌不足，以本次上海國際五金

展為例，整體會場並未提供免費無線網路(WiFi)供參展廠商及買家使

用，若想與對方進一步聯繫溝通或下訂單，的確會造成相當多不便利性，

建議應考量普設免費無線網路(WiFi)，俾利達到產品推廣及宣傳行銷之

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