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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系列展會活躍於國際舞台
品牌系列展會活躍於國際舞台，
活躍於國際舞台，足跡遍布全球 4 大城市
通過法蘭克福、
通過法蘭克福、香港、
香港、迪拜及上海的展會，
迪拜及上海的展會，與會者受益於高增長市場優勢
與會者受益於高增長市場優勢
作為全球性展覽會品牌之一，Paperworld 已成為在紙製品、辦公用品和文
具用品方面最重要的商務平台。 2016 年，在 Paperworld 舉辦的四個城市
中，法蘭克福展覽公司成功匯聚了約 2,660 家參展商及近 84,260 名觀眾
共拓商機，並在展會中簽訂了海量合同，其中法蘭克福展成為行業中最重
要的貿易平台。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消費品展副總裁可俐．範．金女士
表示：「Paperworld 四展憑藉其國際化、商貿配對、多元化產品及高質量
等眾多優勢，不斷增強行業信心。展會所提供的優質服務同樣使文具產業
及其貿易合作收穫甚豐。」
25 年來， Paperworld 母展 – 法蘭克福國際紙製品及辦公用品世界展覽
會一直是國際紙製品、辦公和文具用品行業的首選，在此業內人士可以體
驗到整個產品範圍獨特的廣度和深度。在產業的全球化過程中，法蘭克福
展覽作為一家業務遍布全球的公司，也將 Paperworld 國際化延伸至世界
各地。早在 2001 年，香港國際文具展已為 Paperworld 品牌闖出海外奠定
了成功基礎。隨後，2005 年 Paperworld China – 中國國際文具及辦公用
品展覽會在上海舉辦，2011 年在迪拜開辦 Paperworld Middle East – 中
東(迪拜)國際紙製品、辦公用品世界展覽會，並與 Playworld Middle
East – 中東(迪拜)國際玩具展覽會同期舉行。
Paperworld 品牌系列展概述
德國，
德國，法蘭克福
Paperworld – 前瞻辦公室與文具用品趨勢
法蘭克福國際紙製品及辦公用品世界展覽會
下屆展會：法蘭克福，2018 年 1 月 27 至 30 日
Paperworld 是目前國際紙製品、文具和辦公用品領域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和
產品展示平台。作為全球領先的國際貿易展會，Paperworld 每年在法蘭克
福舉辦，展示行業的最新產品和趨勢。展會為批發商、零售商、專項交
易、書商、互聯網與郵購銷售商以及廣大消費者提供創新商業理念。上屆
展會雲集了來自 143 個國家和地區的 33,558 名買家和觀眾（其中近 70%
的觀眾來自德國以外地區）蒞臨，以及來自 58 個國家和地區的 1,5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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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商，是業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商業展覽會。 Paperworld 的產品範圍
包羅萬象，包括辦公室及學校用品、禮品、包裝和印刷配件、獨特的文具
產品，以及用於私人和商業用途的書寫與繪畫工具。同時，Paperworld 亦
提供豐富多彩的同期活動、演講和論壇，幫助客戶啟發靈感並掌握營商訣
竅。
阿聯酋，
阿聯酋，迪拜
Paperworld Middle East – 中東(迪拜)國際紙製品、
國際紙製品、辦公用品世界展覽會
下屆展會：迪拜，2018 年 2 月 27 至 3 月 1 日
Paperworld Middle East 是近東與中東以及非洲流域最重要的紙製品、文
具和辦公用品商貿平台。 2017 年展會迎來了來自 42 個國家的 313 家參
展商（2016 年：304 家）以及來自 93 個國家的 6,443 名觀眾（2016 年：
6,774 名）蒞臨，再次肯定了它在該地區的卓越地位。第七屆 Paperworld
Middle East 成為了展商接觸和開拓新市場的理想平台，同時助力展商拓
展業務，展示創新產品，以及了解行業的趨勢和發展。
中國，
中國，上海
Paperworld China – 中國國際文具及辦公用品展覽會
下屆展會：上海，2018 年秋季
2016 年 Paperworld China 參觀人數較 2015 年上升（2016 年：來自 91
個國家 22,932 名觀眾到訪；2015 年：來自 80 個國家的 22,548 名觀眾到
訪），上屆展會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雲集了全球 12 個國家的 510 家展
商展示創意產品（2015 年：全球 11 個國家的 476 家展商）。在既是商業
中心也是東西交匯點的上海，Paperworld China 是完美的交流平台。作為
專業一站式展會，Paperworld China 提供了全方位的產品範圍，包括簡約
典雅的文具用品、辦公用品、企業禮品及手工藝品。
中國，
中國，香港
香港國際文具展
下屆展會：香港，2018 年 1 月 8 日至 11 日
香港國際文具展是亞洲最重要的辦公室和學校用品採購平台。 2017 年展
會吸引了 20,821 名觀眾（2016 年：20,519 名）以及 255 家展商（2016
年：238 家）。展出的產品包括文具及辦公用品、賀卡、手工藝必需品、
書包及禮品袋。此外，展會籌辦了豐富的同期活動，由行內知名專家主
講。本展會由法蘭克福展覽及香港貿易發展局聯合主辦。
其他消費品及休閒產業領域的展會：
其他消費品及休閒產業領域的展會：
阿聯酋，
阿聯酋，迪拜
Playworld Middle East –中東 (迪拜)國際玩具展覽會
下屆展會：迪拜，2018 年 2 月 27 至 3 月 1 日
Playworld Middle East 是玩具、遊戲及兒童產品的交易平台。展會與
Paperworld Middle East 同期舉行，相輔相成，為零售商和分銷商帶來增
值效益。法蘭克福展覽從 2002 年開始承辦迪拜 Playworld Middle East 展
覽。
中國，
中國，廣州
Toy & Hobby China –廣州國際玩具及模型展覽會
Baby & Stroller China –廣州國際童車及嬰童用品展覽會
下屆展會：廣州，2018 年 4 月 8 至 10 日
Toy & Hobby China 是廣州玩具行業的買家、廠商、零售商和供應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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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的展會。由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及廣東玩具協會(GDTA)
共同主辦，該展會將於 2018 年 4 月與 Baby & Stroller China 同時舉行。
兩場展會於 2017 年吸引了 1,068 家展商（2016 年：1,006 家）及 53,856
名觀眾（2016 年： 48,521 名）蒞臨現場。
-完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
會議及活動，在全球 30 個地區聘用約 2,3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超過 6.4 億歐元。集團與眾多
相關行業領域保持緊密聯繫，配合龐大的國際營銷網絡，高效滿足客戶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
的服務呈現在活動現場及網絡渠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行
活動時，能持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市
場推廣、人力安排以及餐飲供應。
公司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有關公司進一步資
料，請瀏覽網頁：www.messefrankfurt.com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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