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展商類別
製造商、出口商、獨家經銷商、代理商和供應商：
•香水，化妝品和個人衛生              
•健康食品和飲品  
•專業護理產品及美體沙龍儀器
•合約製造及自有品牌(OEM / ODM)
•醫學美容產品及設備
•天然SPA產品
•研發和設計
•膳食補充劑                          
•SPA沙龍水療設施及美容院設備
•包裝及加工設備   
•原材料                     
•開發與設計

為什麼選擇Cosmobeauté Indonesia？
於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辦的Cosmobeauté Indonesia
印尼國際美容貿易展為最值得信賴的平台。
此展為印尼當地最大的美容貿易展，
每年舉辦皆超過10個國家及250間參展商共襄盛舉。

Cosmobeauté Indonesia已有超過12年的展覽經驗，
且被譽為最長久的美容展會，無庸置疑的是一個全面又完整的平台。
因此，零售商、經銷商、製造商和進口商等參與度極高。
Cosmobeauté Indonesia被許多當地協會認可，
包括水療、美妝、美容、美髮及美甲等領域。
因此，掌握了當地美容市場最新趨勢的知識和消息。
Cosmobeauté Indonesia舉辦髮型秀、比賽、
SPA水療研討會、醫美研討會等精彩活動。
此外，主辦單位也為所有觀展者提供一個教育平台，
以增進其美容領域上的知識。

觀展者類別
•美容院及水療中心業主
•美髮和美甲沙龍
•經銷商
•醫美中心
•批發商
•進口商
•超級市場
•當地產品製造商
•百貨公司
•美容學校
•藥房及連鎖店
•飯店業者
•健身中心/俱樂部
•新娘化妝工作室
•貿易出版商
•行業協會
•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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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

觀展者
符合期望

「Cosmobeauté展會促進印尼美容市場。」
Eric Iskandar
印尼PT Wastu Indah Naraya總裁
(化妝品進口及製造商)

「海外經銷商對印尼展品非常感興趣，
讓我很有信心。」
Dr. Yvonne
印尼PT Musim Multi Cantik 
(美容產品製造)

「擁有多樣化產品及品牌，是必參加的展會。」
Aisya Zulaikha Biniti Has Tuah
馬來西亞Beautypreneur Sdn董事
(美容企業家)

「我能夠為公司尋找許多新的美容產品
和技術！」
Tjandra Sundari
印尼Eve Spa業者
(水療中心)

觀展者
對展覽品質
有高度評價

觀展者
將再度參與

Cosmobeauté
 Indonesia

觀展者簡介

觀展者性質

觀展者引述:

國家訪客

總計

印尼貿易出版商
貿易協會
瘦身中心

藥房及連鎖店
香水及化妝品店
當地產品製造商

進口商/經銷商/批發商
飯店業者

美髮和美甲沙龍
政府機構

健身中心/俱樂部
百貨公司及超級市場

新娘化妝工作室
美容學校

美容院及水療中心業主
醫美中心

阿拉伯
澳大利亞
加拿大
中國
杜拜
香港
印度
印尼
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
菲律賓
新加坡
韓國
瑞士
台灣
泰國
土耳其
烏干達
英國
烏克蘭
美國
越南

國家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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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商簡介

參展商引言:

國家

參展商最新展品範圍：

百分比%

總計

中國
香港
德國
印尼
義大利
韓國

馬來西亞
波蘭
新加坡
台灣
泰國
美國

中國
香港
德國
印尼
義大利
韓國
馬來西亞
波蘭
新加坡
台灣
泰國
美國

•香水，化妝品和專業護理
•美髮、身體保養&美甲產品              
•個人衛生產品
•健康食品和飲品  
•專業護理產品及美體沙龍儀器
•合約製造及自有品牌(OEM / ODM)
•醫學美容產品及設備

•天然SPA產品
•研發和設計
•膳食補充劑                          
•SPA沙龍水療設施及美容院設備
•包裝及加工設備   
•原材料                     
•開發與設計
•草本製藥

參展商
對觀展者素質

感到滿意

參展商
願意回展

參展商
將推薦給其他人

「是個拓展當地的美容市場很棒的機會。」
波蘭Ava Laboratorium－
業務經理Karolina Golawska
(化妝品)

「為我們的產品尋找未來的經銷商，
對這平台感到非常滿意。」
Claudio Gallina
義大利Previa Spa－
經理Claudio Gallina (水療產品)

「主辦大會做得很棒。」
美國LA Splash Cosmetics－
副總裁Long Nguyen 
(化妝品製造商)

「我們找到了當地的合作夥伴，
透過展會經銷我們的產品。」
德國Jean D’Arcel Cosmetique－
出口商經理Frank Berger
 (護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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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活動亮點

2017參展商概況

間參展商

個參展國家

個國家館

位觀展者

2017印尼美業個人貢獻獎
嘉許為印尼美容業貢獻傑出和鼓舞人心的新星及代表人物。

SPA水療焦點
印尼SPA水療師協會（ASTI）

進行SPA水療比賽和研討會
以增強當地水療師的技能和知識

Cosmoaesthetic 
醫學美容研討會

來自印尼的十多位
醫學美容專家分享
從業上面臨的問題

提供專業知識和解決方法

半永久紋繡及美妝焦點
由韓國國際美容醫學院（KIBM）

與Cosmobeauté世界半永久
紋繡彩妝大師共同組織會議和錦標賽

並邀請來自巴西、韓國和泰國
的三位國際演講者

美容研討會
由Cosmobeauté Indonesia

提供教育平台為觀展者
提供超過30次免費入場的研討會議

第七屆AHMA美髮造型獎
國際選手於四種分門別類的美髮造型競賽角逐獎項

AHMA第七周年美髮秀
來自香港及馬來西亞的知名國際造型師發表精彩的髮型秀

2017第三屆東協創意彩妝大賽
印尼專業化妝師盡情發揮創造力並由國際評審評判

男士髮型之經典&摩登
印尼美髮協會

全球性美髮和美妝秀
Puspita Martha國際美容學校

栩栩如生美髮集By MALARIZO

明星美髮秀By Tiara Kusuma

2017年畢業日－光明未來的開始
Rudy Hadisuwarno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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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beauté Indonesia

宣傳活動

廣告

媒體&雜誌

展覽手冊
展覽簡介&展覽指南

報紙 印刷品 邀請卡 簡訊曝光

社交媒體

Cosmobeauté Asia

www.cosmobeauteindonesia.com
cosmobeauteindonesia



Member of: Supporting Agency:

Organi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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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2018

Perspective View

ASTI

Supporting Media:

15,500

展會概況

台灣總代理：

台灣總代理：全國美容雜誌社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82號6樓之2
6F-2, NO.182 SONG-JIANG RD., TAIPEI, TAIWAN.

TEL：+886-2-2537-2537  +886-2-2522-3019  
聯絡人：劉小姐 Janet Liu

FAX：+886-2-2531-9947  E-mail: service@nbmonline.com.tw

2018年10月11日至13日

攤位標準設施：
標準攤位價格：

•9平方米中間展位 NT69,000
•9平方米角間展位 NT75,000

•招牌版
•地毯
•高展示櫃：1個
•諮詢桌：1個
•折疊椅：2張
•垃圾桶：1個
•2安培/220伏特插座：1個
•日光燈：2盞

攤位標準設施：

印尼，雅加達，雅加達展覽中心，A&B展館
上午10點 - 下午7點

預估觀展人數

預估參展商數

• Personal visits to government ministries, trade associations and chamber of Commerce •
• Social media platform & messenger blast •

• Promotional collaterals such as posters, billboards and banners •
• Dedicated website with online visitor registration service •

• Editorial coverage and advertising in major trade, business and national press •
• Targeted direct mail invitation & visitor tickets distribution to trade professionals, specialists and key buyers •

• Printed Show Previews on exhibits •

SHOW PUBLIC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