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及工藝品 •  家居生活及餐廚用品 •  玩具及教育用品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 Thai Stationeries & Office Supplies Association
• Thai Gifts Premiums & Decorative Association
• Thai Housewares Trade Association
• Thai Toy Industry Association
• Northern Handicraft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 Home Decorative Design Association

支持單位: 

開拓東盟及中東市場新商機
嶄 新 展 覽 平 台

聚 焦 三 大 產 品 範 疇

www.megashowbangk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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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2020年7月15- 1 7日
泰國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BITEC) 98號展廳

展品範疇．三大主題專區

 藝術及工藝品
·傳統民族特色工藝品
·古玩及手工藝品
·畫作及裱框藝術品
·花藝裝飾
·鐵製品及木雕
·手工家具
·禮品及贈品
·手工飾品
·手工蠟燭及肥皂

 家居生活及餐廚用品
·一般家居用品
·家居裝潢
·廚房設備
·餐桌用品及玻璃製品
·寢室和衛浴產品
·設計師家具
·家用紡織品
·家用電器
·酒店及餐飲設施用品
·花園及戶外用品
·香精、香油及香薰乾花  

 玩具及教育用品
·玩具及遊戲
·益智玩具
·教學輔助器材
·育嬰及幼兒用品
·嬰兒及兒童家具
·文具及書寫用品
·學前文具
·學校用品 
·個人興趣及收藏品
·節日及派對用品 

進軍全球第三大消費市場的東盟 + 開發中東市場

隨著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柬埔寨、緬甸、老撾和文萊一眾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持續蓬勃，

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對各類設計新穎和優質的時尚生活消費品的需求大增，形成一個豐厚及發展潛力龐大的新興市場﹔而

中東作為東盟幅射區內最近的周邊潛力市場，勢必成為區內產品生產商及供應商不容忽視的目標市場。

參展其中 – 開拓東盟及中東的龐大市場商機！

·了解東盟市場消費價值觀·捕捉中東高度依賴商品進口的市場機遇·
·於變幻不定的市場環境中增強競爭力·

2020 MEGA SHOW-Bangkok 勢為東南亞出口商以至全球供應商帶來大好商機，協助他們開拓新

崛起的東盟及中東市場。

2015：1.5億
2020：4億

2019年人口

超過6.5億

2018年東盟十國GDP總和

3萬億 美元 GDP年度增長率

5%

2018年商品貿易總值

增至2.8萬億美元

中產階級消費者

世界第五大
及亞洲第三
大經濟體

世界第三大人
口地區

東盟

全球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其中
四國為全球頭十大最富有國家
·卡塔爾: 人均GDP146011美元
·阿聯酋: 人均GDP67202美元
·科威特: 人均GDP71601美元
·沙地阿拉伯: 人均GDP33500美元

強大的國民消費和購買力
·中東八國人口總和: 3.7億
·GDP總和: 2.85萬億美元

·中產階級消費人口: 1.6億

絕大部生活消費
品均依賴進口

享免簽證入境
泰國

前往泰國的飛行時間
祇需約6小時

高速城市化 人均收入猛升

中東



東盟急速崛起，帶動各式生活用品、手工藝品和玩具及教育產品的銷情暢旺，

2020 MEGA SHOW-Bangkok 展會正好配合這個市場向好發展的勢頭。

藝術及工藝品：隨著東盟經濟日趨繁榮，

消費者的購買力也不斷提高，為他們的生活和消費模式帶來

改變。越來越多城市家庭和中高收入消費者願意購買價格較

高但質量更好的裝飾品，也喜歡設計精巧、創新和美觀的工

藝品。

玩具及教育用品：東盟人口年輕化、家

庭收入與日俱增，加上日本和美國動畫電影深受歡迎，種

種因素都有助推動區內對兒童產品、教育用品、玩具和遊

戲的需求。於2012至2017年期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

的玩具及遊戲的銷路持續錄得強勁增長，2017年合計達24

億美元，複合年均增長率為17%，預計在2022年將達43億

美元。同期，上述國家的嬰童用品市場零售額複合年均增

長率亦高達10%。

家居生活及餐廚用品：近年，東盟各國政府大

力推動區內旅遊業發展，尤以泰國為首，致力打造東盟成為全球一大

旅遊樞紐。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預測，赴東盟的國際旅客人數在2020

年將達1.23億，到2025年增至1.52億，2030年可達到1.87億。隨著入

境旅客數目持續上升，更多新酒店和餐廳在東盟國家落成以滿足客旅

及商務人士的住宿和餐飲需求，大大帶動了區內酒店和餐飲業對餐具

擺飾和廚房設備的需求大增。

加上區內不斷邁向城市化，各主要城市的住宅物業發展項目亦大增，

令優質家居布置用品、家具，以至小型家電等生活用品均大受歡迎，

勢為環球製造及供應商帶來龐大商機。2012至2017年，泰國、印尼

和馬來西亞的家用電器零售量持續上升，2017年合計達9,430萬件，

複合年增長率為6.7%，預期到2022年將達1.214億件。

全面捕捉三大產品類別的豐厚市場商機

七月黃金檔期

接軌全球
• 每天有大量的國際航班，國際航點超

過130個

• 2018年機場客運總量高達8,130萬人
次

地理優勢

星級酒店
林立

大型國際級
展覽場館

• 本展會的場館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是東盟區內最大型的展貿中心，位
處市中心及設備完善先進

• 單是曼谷市的星級酒店數目超過
1,000家

• 位處東盟及東南亞地區的心臟地帶

選址泰國 – 東盟的旅遊和商貿中心選址泰國 – 東盟的旅遊和商貿中心

作為打通東盟市場的跳板
泰國集多方面的優勢，實為舉辦本展會的最佳地點。

2020 MEGA SHOW-Bangkok 定在七月中旬舉行, 銳意為買家們於年中提供一個額外的採購良機; 同時因著今年年
初中、港地區發生新冠病毒疫情，令上半年大部份區內展會相繼取消或延期舉行，這亦使各地買家們未能進行正常採
購而囤積了一定的搜購和訂貨需求，MEGA SHOW-Bangkok 正好為他們提供於疫情過後下半年區內展會重開的一
個率先採購良機。此外，主辦單位將向每年四月份均會到訪中、港展會的區內和中東買家進行特別宣傳推廣，邀請他
們大可以放心前來參觀這項泰國展，在其中盡情輕鬆採購。



主辦機構將為是項「2020 MEGA SHOW-Bangkok」進行一系列全方位宣傳推廣攻勢，為展會帶來最大的宣傳效益，吸引目標買
家前來參觀採購。

全方位宣傳推廣攻勢

展會目標買家

展會目標市場

立即報名參展及預訂展位！

一個九平方米標準攤位

港幣18,000元 (美金2,329元)

Comasia Limited (康亞有限公司)

電話: (852 ) 2700 6726

電郵: sales@comasia.com.hk

查詢及參展

展會舉行期間，大會將同時舉辦連串交流及輔助活動，為參與其

中的展商和買家增加效益，共締更多商機。

營商論壇及市場研討會
邀請行業代表及市場專家，探討東南亞市場最新發展及產品趨勢

，掌握商務拓展機遇。
 
商貿配對
主辦單位的商貿配對組將於開展前為參展商物色匹配對口的潛力

買家，根據配對結果，進而為他們安排在展會現場於特定時段作

直接面談和洽商。

貿易刊物及報章廣告

· 刊登宣傳廣告在亞洲東盟及中東各地主要知名的工藝品、家品
、禮品及玩具行業貿易刊物、報章及相關行業商會網站上刊登
宣傳廣告；並在熱門社交網站 (如 Facebook, Twitter 及 
WeChat) 上作宣傳推廣

· 以宣傳郵件、推廣電郵及電子邀請函，密集式傳送至泰國、周
邊東南亞國家東盟各國及中東地區的目標買家，包括入口商、
百貨公司、貿易公司、批發商、零售商、代理、市場推廣/廣告
公司及採購公司

直接推廣電郵及郵寄宣傳品

2020年7月15-17日

约定你!

網上宣傳

· 把本展會資料列載於全球知名的貿易展覽會年曆內

· 於展會網站www.megashowbangkok.com及社交網站宣傳並
發放展會資訊

 

Mega Show Bangkok

Jul 15 – Jul 17, 2020

Mega Show Bangkok
15 July 2020 17 July 2020

直接致電予各地目標買家

· 專業電話推廣中心 (Call Centre) 直接致電亞太區東盟及中東各
地的目標買家推介本展會，並邀請他們到場參觀

戶外宣傳活動

· 在其他於東南亞各地舉行的主要相關國際展覽會中進行宣傳推
廣及派發宣傳單張，並即時招攬買家預先登記參觀本展會

買家特別贊助津貼計劃

· 向合資格前來參觀的買家提供特別現金津貼資助，以鼓勵及吸
引他們前來參觀展會

各大行業商會合作推廣

· 聯繫泰國及東南亞區內和中東各地具影響力的相關行業商會，
向他們大力推介本展會，並跟他們合作組織買家採購團前來參
觀展會

新聞媒體宣傳

· 聯繫泰國當地及其他東南亞和中東地區各大新聞媒體，向他們
發佈新聞稿，並以專題報導、專訪特稿及宣傳特刊推介本展會

·泰國

·新加坡

·菲律賓

·日本

·越南

·俄羅斯

·美國

·印尼

·韓國

·阿聯酋

·馬來西亞

·印度

·伊朗

·卡塔爾

·沙地阿拉伯

·進口商

·分銷商

·零售商

·大型購物商場

·百貨店

·連鎖零售商店

·酒店

·旅客紀念品商店

·工藝品商店

·博物館

·學校與教育機構

·學習中心

·書店

現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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