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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展單位：車輛公會&經濟日報(中經社)               ￭電話：(02)8692-5588 

￭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     ￭傳真：(028643-3924   

到經濟日報(中經社)與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共同合作組團 

凡公會之會員參加此展，可享有參展費用補助！  

公會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展覽資訊 

展覽名稱：2018 墨西哥汽車零配件展 INA Paace Automechanika Mexico City  

展覽日期：2018年3月14日(三) - 3月16日(五) (共3天)  

展覽地點：墨西哥市 Centro Banamex en el Hipodromo de las Americas 

 

經濟日報延續中經社30年展覽服務經驗，獨家提供參展廠商四大回饋 

回饋一：強力宣傳大放送 

●買家邀請函－針對參展廠商需求發送上萬筆專屬買家邀請函，吸引買主到訪 

●CENS 網站宣傳－中經社 CENS.COM 做墨西哥汽配展團活動頁 

●Google 關鍵字－進行線上宣傳墨西哥汽配展台灣館專區(Taiwan Pavilion) 

●台灣經濟日報財經網展前報導 

 

回饋二：商機媒合加值送 

●提供中經社 CENS.com 線上展，吸引線上買主參觀詢問 

●中經社 CENS.COM 圖庫加值贈送符合 RWD 圖庫模版 10 圖 3 個月 

●展中買主即時商機 24 小時即時發送媒合。 

 

回饋三：專區參展效益高 

●集中台灣展區展出，提升展品能見度 

●與車輛公會合作組團，協助會員申請國貿局補助款 

 

回饋四：專業團隊服務強 

●提供裝潢、旅遊、運輸服務套裝服務，參展無煩惱 

●提供展期網路及茶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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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資訊 

墨西哥擁有約 1.1 億的人口，是拉丁美洲第二大市場，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墨西哥

目前是世界上第四大汽車出口國，僅次於日本、德國和韓國。根據國際經濟及金融分析機構 IHS 

Global Insight 估計，墨西哥在 2020 年的汽車生產量將達到 400 萬輛，對零配件的採購量自然十

分可觀。與此同時，墨西哥國內汽車平均壽命約為 14 年，由此也產生了可觀的對於服務、維

修及替換件的需求與投入。墨西哥汽車產業的發展將惠及全球汽車零部件生產企業，截止到目

前世界汽車零部件生產百強企業中的 84%在墨西哥均有投資和生產。 

 

墨西哥汽車零配件展乃 APRA，MEMA，SEMA 三大汽車協會組織所聯合主辦，可說是 APPEX

展及 SEMA 展的姐妹展，迄今已有 17 年的展出歷史，展出績效卓著，各方讚譽有加。自 1999

年起，法蘭克福 Automechanika 主辦單位加入籌辦本展，以其規劃 Automechika 的成功經驗，不

但壯大本展之聲勢並且加速建立了本展在業界之口碑與權威性，發展迄今，本展已成為墨西哥

最重要的汽車零配件展。2017 年展墨西哥參展廠商計 500 家，來自 21 個不同國家(包括: 台灣、

美、德、阿根廷、西班牙、英國、韓國、土耳其、中國等國)，並吸引約 19416 名來自 36 個不

同國家的買主前來下單採購。 

2016年起，墨西哥汽配展 (Paace Automechanika)與墨西哥INA(The Industria Nacional de Autopartes， 

A.C. 墨西哥最大的汽車零件製造工業代表組織)主辦的 Expo INA 合併展出並於6月份舉行。

Expo INA 自2008年初展以來，現已成為墨西哥Tier 1和 Tier 2 OEM廠及售後服務市場供應商與

買主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2016年起Paace Automechanika 與Expo INA 二展合一，必可招攬更

多的參展商及業界買主參與盛會，目前大會官網資料顯示墨國大廠DACOMSA，美國廠 

FEDERAL MOGUL、RAYBESTOS..等已預定大面積的攤位，屆時盛況可期，籲請廠商報名從速，

以免向隅 。 

 

展出項目 

零件和部件：驅動器底盤、車身、電氣/電子設備的車輛部件、組件和系統內部、外部、驅動器、驅動器動力學

和電子產品。 

配件和定制：車輛配件、特殊設備、調諧性能系統、設計、精煉、輪胎、輪子配件   

修理和維護：車輛維修、車身修理和塗裝設備、車間 設備、經銷商設備、廢物處理和回收利用   

管理與數字解決方案：IT 產品、保險、財務、租賃、索賠管理、車輛 檢驗服務、經銷商管理系統、經銷商規劃

和施工、經銷商營銷  

洗車、修護、翻新： 服務站、汽車修護、洗車設備和產品   

電子與系統：發動機電子、車輛照明、電氣系統、司機輔助系統/  車輛安全、舒適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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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費用：每一 9 平方米攤位(3mX3m)費用為：NT$168,000（含稅） 

費用說明： 

一、 車輛公會會員廠商 

(1)填妥報名表  (2)繳交費用 

費用說明 金額 支票票期 支票抬頭 備註 

攤位費 
NT$168,000 

(含稅價) 

請以匯款方式繳交

給車輛公會 

請以匯款方式繳交給車

輛公會 
繳費時間點列入選位排序之基準 

預備金 NT$15,000 107.01.30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展後扣除雜費、轉角費(多退少補) 

★ 公會會員預備金支票寄送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 

   收件人：經濟日報-服務組 邱慈恩小姐收 02-8692-5588 ext.2669 

★ 公會會員攤位費用匯款方式繳費：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復興分行 

戶名：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帳號：070-12-810721 (另請提供水單，以利查帳)  

車輛公會窗口:(02)2705-1101 ext.172 宋文彬先生 ben@ttvma.org.tw 
 

二、 非車輛公會會員廠商 

(1)填妥報名表  (2)繳交費用 

費用說明 金額 支票票期 支票抬頭 備註 

攤位費 
NT$168,000 

(含稅價) 
106.10.30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繳費時間點列入選位排序之基準 

預備金 NT$15,000 107.01.30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展後扣除雜費、轉角費(多退少補) 

攤位選定：將於組團協調會時，以完成報名手續和攤位大小的順序，並由廠商圈選個別攤位。 

★ 非公會會員支票寄送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  

   收件人：經濟日報-服務組 邱慈恩小姐收 02-8692-5588 ext.2669  

★ 非公會會員匯款方式繳費：  

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戶名：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64031030007 (另請提供水單，以利查帳) 

經濟日報(中經社)窗口:(02)8692-5588 ext.5716 戴志蘭小姐 bella.tai@udngroup.com 

mailto:ben@ttv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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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社、裝潢設計、運輸服務，將於協調會時，由協力單位現場報告服務說明與報價。 

★ 若廠商報名繳費後，提出退展，恕不退全額攤位費。 

★ 本展轉角費為 8,000 台幣。(由預備金支付) 

★ 展團由本社與車輛公會合作籌組，參展廠商具公會會員資格者，可獲公會補助款。 

歡迎所有參展廠商加入公會，入會詳情請洽本報或公會 TEL:(02)2705-1101 ext.172 宋文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