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買家招待邀請函
日期: 2019年10月2日[星期三] – 4日[星期五]
會場: 日本東京有明國際展覽中心 Tokyo Big Sight
主辦單位: 勵展博覽集團日本有限公司

日本最大規模的時尚產業商貿展-FASHION WORLD TOKYO 將於2019年10月舉辦。
今年適逢開展10週年! 主辦單位在此誠摯邀請您，作為特別招待買家蒞臨觀展採購。
此邀請謹提供給業界內具有一定規模的進口商,零售業,中盤商等買家。
作為特別招待買家，您將可享受以下六大特典。
備註: 上述最大規模為與同類型展會的展商數及展會面積之比較。

六大特典
星級飯店住宿

商業洽談配對

3
兩晚免費
飯店住宿

事先幫您安排
與展商的商
業洽談

現場翻譯協助
提供您免費
英中韓日語
專業翻譯
*Number of
interpreters are limited.

免費基調演講

專用VIP休息室

免費參加業界
專家帶來的
精采演講

您可享用
茶飲,WIFI

簽證申辦協助
提供您簽證所需資料
(如邀請函等)

名額有限，請立刻報名參加!
報名窗口: 葉乃萱 (Ms. Naihsuan Yeh)

E-mail: yehn@reedexp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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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1-3-3349-8519

2019年10月2日[三] – 4日[五]
日本東京有明國際展覽中心

綜括時尚/紡織業全方面的商洽平台
來場買家
▪百貨公司
▪精選店
▪零售店
▪線上商城
▪進口商

參展商

最佳商業
洽談平台

包含以下各式產品

▪各式女裝
▪各式男裝
▪箱包
▪鞋子
▪時尚配件
▪服飾/配件代工
▪布料
…等

▪商業洽談
▪訂購產品
▪尋找新合作品牌
▪價格/交貨日期協商
▪產品代工下單
…等

…等

現場翻譯服務及商業洽談配對系統
您可以從來自40個國家的1,050家廠商中，挑選商洽對象。

(上述數字為包含同期展會的預計數字)

商業洽談配對系統: 幫助您有效率地搜尋適合廠商，並預約商談。
現場翻譯服務: 主辦單位會提供您在會場上的中英日韓語多元翻譯服務。

“採購高品質日本製品牌及歐美品牌的春夏款式”

來自世界各國的特別招待買家
預計有來自歐洲,美國,亞洲地區等世界各國的2,500位買家及260位特別招待買家齊聚一堂 (以下歷屆買家)
•
•
•
•

MOMO(台灣)
Shinkong Textile(台灣)
Artifacts(台灣)
Plain-me(台灣)

•
•
•
•

LF (韓國)
Lotte department store (韓國)
Hyundai department store (韓國)
MJ department store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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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KIRA (美國)
SkynRags LLC (美國)
ASOS (英國)
Yue Hwa Building (新加坡)

2019年10月2日[三] – 4日[五]
日本東京有明國際展覽中心

招待詳情
飯店住宿
主辦單位會提供您2晚免費住宿，名額為每間公司1間房2個名額。
 入住日期: 10月1日 (二) / 退房日期: 10月3日 (四)
若您有意自費延宿或是額外加訂房間，主辦單位能以優惠價格幫您訂房。
詳情請洽負責人。
 東京台場日航大飯店 Grand Nikko Tokyo Daiba
https://www.tokyo.grandnikko.com/eng/?wovn=zh-CHT

參加條件
 請至少前往會場兩天進行採購或商業洽談。
 請每位買家於展會前，透過線上展商預約系統，事先完成六場商業洽談預約。
 離開會場前請務必將 “商洽結果調查問卷” 提交給現場工作人員。此問卷將作為您完
成六場商談的重要憑證，請務必提交。
(*問卷內容將有可能使用於展後報告及官方網站等場合上。)

報名方式
請填寫報名表後透過電子郵件寄至報名窗口 yehn@reedexpo.co.jp (葉乃萱)
備註1:本招待僅提供有意採購的進口商,零售商,中盤商等買家。主辦單位保有報名審核資格。
備註2:請於確定參與後才進行報名。報名後若任意取消，將有可能收取取消房費。

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以免向隅。
若您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聯繫我們。

衷心期待您的蒞臨!

聯繫方式
FASHION WORLD TOKYO 展會主辦單位
Reed Exhibitions Japan Ltd. 勵展博覽集團日本有限公司
負責人: 葉乃萱 Naihsuan Yeh(Ms.) 信箱: yehn@reedexpo.co.jp
3

電話:＋81-3-3349-8519

特別招待買家報名表
請填寫以下欄位,並張貼您的名片。
公司名(英文):
電話:

傳真:

地址:
公司網頁:
參加人員 1

參加人員 2

姓名(英文):Ms./Mr.

姓名(英文):Ms./Mr.

職稱(英文):

職稱(英文):

E-mail:

E-mail:

手機:

手機:

部門(英文):

部門(英文):

請將名片張貼在此處

請將名片張貼在此處

請提供您的航班資訊,
以完成最終報名手續!
我們只能暫時保留您的免費住宿,待您提交航班資訊後,
會正式提供您住宿內容確認書。

特別招待買家參加條件及報名注意事項






請詳細閱讀下方注意事項,並在下方簽名。
每位買家請於展會一個月前，透過線上商談預約系統事先預約 6 場以上的商業洽談。
特別招待買家需有100萬日圓採購預算。
請於離開會場前提交商洽結果調查問卷，此為您完成 6 場以上商業洽談之重要憑證。
提交時間為 10 月 3 日(星期四) 下午一點過後。
請至少前往會場兩天或兩天以上。
本展為專業商談展，未滿 18 歲人員將無法入場。

我已確認特別招待買家參加條件及報名注意事項，以及我所提供的個人資訊正確無誤。
請在此簽名:

日期:
請見報名表第 2 頁>>>

< 住宿招待資訊 >
主辦單位免費招待 2 晚住宿(含早餐)

飯店名稱: 東京台場日航大飯店 Grand Nikko Tokyo Daiba
網頁: https://www.tokyo.grandnikko.com/eng/?wovn=zh-CHT


每間公司將可使用 1 間雙床房(Twin)，2 位入住。



若您需要自費提早入住,延後退房,或是希望增加住宿晚數，主辦單位將可為您自費辦理。
詳情請洽工作人員。

FASHION WORLD TOKYO 展期
9 月 30 日(一)

10 月 1 日 (二)

10 月 2 日(三)

辦理入住

10 月 3 日(四)

10 月 4 日 (五)

退房

< 商業洽談所需問卷調查 >
您的公司資訊 (請選擇所有符合的選項)
□零售商: □量販店/大眾零售 □百貨公司 □精品店 □EC □選貨店 □鞋店 □包店
□飾品店 □綜合生活雜貨店 □運動服飾店 □布料店
□製造商: □品牌商 □生產商
□進口商 □布料進口商 □中盤商/批發商 □貿易公司
年銷售額(台幣):

公司成立年:

店鋪位置:

店鋪數量/合作店家數量:

於本展會的採購預算(台幣):
請選擇貴公司的銷售品項/或是您有興趣採購的品項(請選擇所有符合的選項)
品項類型:
□服飾 □運動服飾/泳衣 □正式服裝/晚禮服 □和服/浴衣 □西裝
□包包 □鞋子 □時尚配件 □珠寶首飾 □內衣背心/居家服
□各式襪子 □技術 □制服 □布料素材 □代工 OEM/ODM
目標客群:
□男性 □女性 □中性 □嬰幼童 □10 多歲 □20 多歲 □30 多歲 □40 多歲 □50 多歲 □60 歲以上
採購品項國家:
品牌: □歐洲 □美國/大洋洲 □中東/非洲 □韓國 □日本 □其他(如:

)

代工 OEM/ODM: □日本 □中國 □台灣 □孟加拉 □越南 □印度 □巴基斯坦 □其他(如:

)

價格範圍:
□USD 20 以下

□USD 20 - 60

□USD 60 - 100

□USD 100 – 500

□USD 500 – 1000

□超過 USD 1000

英文□

日文□

您使用的語言(可複選):

中文□

其他(

)

敬請塡入您的其他需求:

Reed Exhibitions Japan Ltd. , FASHION WORLD TOKYO 日本東京時尚展 展會主辦單位
聯繫窗口: 葉乃萱 Naihsuan Yeh (Ms.)
E-mail: yehn@reedexpo.co.jp
Tel: +81-3-3349-8519 Fax: +81-3-3349-4922 Web: https://www.fashion-tokyo.jp/zh-hk.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