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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有限公司於2009年由法蘭克福

展覽 (香港) 與前 a&s  集團 (成立於1991年) 創立，承

襲 a&s 在安全與自動化科技產業至今27年豐富的整合

行銷媒體服務經驗，始終秉持著專業深耕、多元整合

與全球化經營的企業理念。在互聯網蓬勃發展的新時

代，以安全科技面向整合實體安全、消防防災、物聯

網、資訊安全、智慧家庭等應用與解決方案，並深入

探討網通、自動控制、生物辨識、影像監控與軟體等

技術，在全球以9種語言發行多達12本刊物與3大網路

媒體平台，並提供國際展覽與多種主題的地方活動，

立足國際、深入地方，致力於推動產業發展以及創造

市場商機。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

作為全球前三大展覽公司之一，法蘭克福展覽總公司

坐落於有800餘年舉辦展會歷史的德國城市法蘭克福

，擁有十多個多層展館和兩座會議中心，總面積達

578,000平方公尺。扎根於法蘭克福，憑藉世界各地30

家子公司，與55個國際銷售合作夥伴組成龐大的商貿

關係網絡，在全球175個城市據點提供專業的展覽諮詢

及規劃服務；此外，法蘭克福展覽主辦超過130個旗艦

展會，其中亞洲地區高達40餘展，足見法蘭克福在亞

洲市場的深厚實力。

法蘭克福國際旗艦展會

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
有限公司

Global events made by 
Messe Frankfurt

With the help of about 2,300 
employees, Messe Frankfurt 
organises over 130 trade fairs 
worldwide (preliminary numbers, 
2015), resulting in a group 
turnover of around EUR 645 
million in 2015. 

Without a doubt, our 
international flagship fairs are 
industry leaders and set the 
trends. In the Consumer & 
Leisure segment we have 
Ambiente, Beautyworld, 
Christmasworld and Paperworld 
which ar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meeting places for the 
consumer goods sector. 
Meanwhile, Musikmesse and 
Prolight + Sound are leading 
shows in the field of 
Entertainment, Media & Creation. 
The highly reputable fairs for 
Textiles & Textile Technologies are 
Heimtextil and Techtextil. 
Representing the Technology & 
Production and Mobility & 
Logistics segments are 
Automechanika, Light+Building, 
IFFA, ISH and Texcare. Many of 
these successful fairs have 
editions that take place in Asia. 

企業沿革

• 前 a&s 集團成立
• a&s TAIWAN 創刊

1991 

• a&s CHINA BEST BUY 創刊
• a&s JAPAN 創刊

2007

• a&s CHINA 創刊

1994

• a&s TURKEY 創刊
• 首辦 GDSF Japan
• 首辦 GDSF Vietnam
• 首辦 Secutech Vietnam

2008

• a&s ASIA 創刊
•  首辦 Secutec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xpo

1998

• a&s ITALY 創刊
• a&s INDIA 創刊
• a&s VIETNAM 創刊
• a&s SOLUTION 創刊

2010

• 資安人雜誌

2003

• 首辦 Secutech India
• 首辦 GDSF India
•  電子雜誌《 a&s International+ 》  

App Store 上架

2012

• a&s INTERNATIONAL 創刊
•  成立 asmag.com & 全球安防 
科技網

1997

• a&s ADRIA 創刊
•  法蘭克福展覽公司與前 a&s 集
團，設立「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

有限公司」

2009

• 消防與防災科技雜誌創刊
• 資安人科技網站上線
• 首辦 GDSF Asia

2002

• 首辦 Secutech Thailand
• 首辦 GDSF Thailand

2011

• a&s INSTALLER 創刊

2004

•  設立深圳子公司「法蘭克福新時代
廣告 (深圳) 有限公司」

•  Asia Corner 上線

2013

• 首辦 GDSF China

2006

• a&s POLSKA 創刊

•  首辦Mobility Asia

2017

2018

•  mySMAhome.com 上線

2014

• a&s REVIEW 創刊
• a&s INTEGRATOR 創刊
• a&s RUBEZH RUSSIA 創刊
• 首辦 SMAhome International
• Exhibition Conference

2015

更多法蘭克福展覽公司的海外辦事處資訊，請上網查詢

www.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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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印度國際安全及消防設備與應用展覽會

時間：2018年4月5至7日
地點：孟買，孟買展覽中心 (Bombay Exhibition Centre)
網址：www.secutechindia.co.in

第十一屆越南國際安全及消防設備展

時間：2018年8月16至18日
地點：    胡志明市，西貢會展中心 (Saigon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SECC)
網址：www.secutechvietnam.com

第六屆泰國國際安全及消防設備展

時間：2018年11月8至10日
地點：曼谷，曼谷國際會展中心 (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Centre, BITEC)
網址：www.secutechthailand.com

«		a&s publishes special supplements on various subjects for some regional markets.

全方位媒體整合行銷服務

a&s inTeRnaTionaL
•	英文 / 月刊
•	20,000份

a&s aSia

•	英文 / 月刊
•	16,000份

a&s CHina 

•	簡體中文 / 月刊
•	27,000份

a&s iTaLY 

•	義大利文 / 雙月刊
•	9,000份

a&s VieTnaM

•	越南文 / 季刊
•	6,000份

a&s PoLSKa

•	波蘭文 / 雙月刊
•	5,000份

a&s RUBeZH RUSSia

•	俄文 / 雙月刊
•	15,000份

a&s TaiWan
•	繁體中文 / 雙月刊
•	17,000份

SMahome Guidebook

•	英文 / 季刊
•	12,000份

a&s adRia

•	當地語言 / 月刊
•	3,000份

a&s JaPan

•	日文 / 雙月刊
•	12,000份

a&s india  

•	英文 / 月刊
•	30,000份

數位媒體

asmag.com系列網站，為專注安防產業的全球性網站，同時針

對不同市場，提供英文版、繁體中文版 (全球安防科技網) 與簡

體中文版 (安防知識網) 安防產業最新訊息、產業情報、產品資

訊與廠商資訊，是一個兼顧媒體資訊與B2B平台的專業安防產

業網站。

全球安防50大企業排行榜，提供年度全球50大實體安防企業相

關產品與公司資訊，是各界掌握全球安防產業風向與市場新訊

的最佳機會。

 Asia Corner 聚焦於東南亞、印度、東亞以及大平洋亞洲區域的

安防新訊，提供全方位精選新聞，讓安防產業的買主得以深度

掌握亞洲的安防市場狀況。

mySMAhome.com 做為全球唯一瞄準智慧家庭產業鏈的平台，

提供家庭自動化、智慧家庭產業的買主最即時的市場資訊與產

品創新消息。

• 產品亮點介紹

• 全球製造商資訊

• 世界新知

• 專題報導

在地活動

我們深諳國內外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透過活動的舉辦，深度

接觸、經營國內外地方市場，滿足當地通路商與使用者吸收新

知，進而促進採購產品的需求。

GdSf 全球數位安控應用發展論壇

GdSf india:

• 2018年5月，孟買

GdSf Vietnam:

• 2018年8月16至18日，胡志明市

GdSf Thailand:

• 2018年11月，曼谷

GdSf Japan:

• 2018年9月13日，東京

行業智慧化應用解決方案系列研討會

• 2018年7月至10月
• 智慧軌道交通，台北
• 智慧工廠，新竹、高雄

資安人媒體系列活動

• 2018年4月25至27日: 亞太資訊安全論壇暨展會，台北
• 2018年5月至8月: 
 資安行業別論壇，台北、新竹
 資安新品論壇，台北、新竹
• 2018年9月至12月: 
 資安技術論壇，台北、新竹
 資安趨勢論壇，台北、新竹

國際展覽

我們在台灣、印度、泰國以及越南舉辦系列安防展會，提供最

全面專業安防交流平台，向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買主展示最新產

品、技術與應用方案，促成行業連結，提升採購效率。

第二十一屆台北國際安全科技應用博覽會

時間：2018年4月25至27日
地點：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網址：www.secutech.co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xpo

同期展出：

inTeRSeC國際安防展及相關展覽

Mobility Asia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 Telematics 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