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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覽主題：智慧物聯網引領智慧城市再升級 

二、主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臺北市政府、台灣智慧城市產業聯盟 

三、展出日期與地點 

           日期：2019年3月26日(二)至3月29日(五)，共四天 

           地點：南港展覽館(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四、參展領域 

 

 

 

 

  

 

 

 

展示領域(可複選) 

智慧城市展 

 

智慧零售、智慧建築、智慧醫療(SHE)、智慧節能、智慧社區、智

慧商業、智慧交通、智慧安控、智慧防救災、智慧政府、永續經

營、物聯網應用、雲端應用、智慧校園、智慧物流、智慧農業、

植物工廠、智慧家居、循環經濟、 

其他：(請備註)…等。 

智慧教育展 數位內容、智慧校園、創客教育、其他：(請備註)…等。 

智慧醫療展 
智能病房、智能手術室、智慧加護病房、智能智慧日照中心 

智能遠距離照護、智能醫院 

智慧建築展 

 

安全防災、中央監控、物業管理、門禁對講、節能管理、智慧家庭

等與智慧建築相關之應用產品 



五、參展資格 

           (一) 報名廠商需經過主辦單位之審核通過，審查原則如下： 

                   1. 智慧城市及電信創新應用之各種應用及終端產品。 

                   2. 代理商必須用原廠的品牌及產品參展。 

           (二) 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任何與展覽主題不符、有違規紀錄與妨害社會善良風俗之產      

                   品或損及展覽形象之廠商參展，並有權要求立即改善或終止參展。 

           (三) 為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 

                   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若有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疑慮時，參展廠商 

                   有義務配合權利人（如專利權人、著作權人等）向司法單位提出合法蒐證程序。 

           (四) 參展廠商如明知其參展產品經法院判決確定有標示不實或侵害商標、專利或著 

                   作權之情事，而仍予以陳列時，一經查證屬實，廠商須配合將相關產品自動下 

                   架與撤展，本會除沒收其所繳參展費用外，並得拒絕接受該廠商次年度報名。 

           (五) 凡於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一 

                   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禁止其展出，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 

                   訟或受到其他損害，該廠商須負一切相關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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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方式 

           (一)  請至官方網站登錄報名資料及下載參展辦法。 

           (二) 登錄完成者，請列印參展廠商報名表/參展切結書並加蓋公司大小章，連同報名應 

                   繳資料於 2018/7/26(四)上午九時起以掛號方式郵寄至「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 

                   號3樓，台北市電腦公會 智慧城市推動中心  2019智慧城市展收」          

                    (詳如附件一 ：參展廠商報名表)。 

           (三) 報名表受理時間為2018年07月26日上午九時起開始受理通訊報名，攤位額滿即提 

                   前截止，報名之先後順序以投郵之郵戳時間為憑，請勿以快遞或親送方式繳件。 

           (四) 郵戳時間在7月26日上午八時將視為當日九時投郵，投郵時間將影響貴公司圈選攤 

                   位之先後順位，投郵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備查 

                   考。 

            (五) 完成報名程序後，主辦單位將透過電子郵件與之聯繫，敬請各廠商詳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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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應繳資料 

           (一) 參展廠商報名表/切結書 (附件一) 

                   完成線上登錄後列印「參展廠商報名表/切結書」，並加蓋公司大小章，影本無效。 

 

           (二) 報名費 

                   1.每一個攤位新台幣10,000元整，兩個攤位新台幣20,000元，以此類推。 

                   2. 此項費用將於主辦單位接受廠商之參展報名後自動轉為參展部分費用。 

                   3. 報名費敬請以「電匯」或「支票」付款。 

                   4. 電匯手續費請自行負擔，並請保留電匯水單備查，無需郵寄或傳真。 

 

             ▲  備註： 

                   1. 應繳報名資料不全(含未按規定加蓋公司大小章)者，將不予受理報名， 

                        另主辦單位保留向報名廠商洽索必要公司證明文件之權利。 

                   2. 貴公司電匯所使用之統一編號，即為本會開立 收據/發票 予 貴公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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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展收費標準 

           (一) 展位費用 

                   依據財政部85.9.25 台財稅第851917276 號函，台北市電腦公會適用營業稅法第 

                   八條第十一款相關規定免徵營業稅，會員開立收據；非會員則開立發票。 

                  ※以下所列費用僅為淨地面積9平方公尺(3x3米)及基本電力110V/500W之費用，                

                   不包含攤位隔板、地毯、220V電力及其他任何展示設備。 

 

 

 

 

   

項目 

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 

(免稅/開立收據) 

非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 

(含稅/開立發票) 

參展費/每一個攤位 參展費/每一個攤位 

早鳥優惠價格 NT$50,000 NT$60,000 

一般價格 NT$60,000 NT$70,000 

▲備註： 

      1.上述攤位價格，僅適用於台灣境內依法成立之公司。 

           (1)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享免稅價格（開立收據）；  

          ※入會資訊：http://www.tca.org.tw/join_tca.php 

           (2)贊助會員以會員價另加上5%稅金（開立發票）。 

      2. 凡於2018年10月31日前完成報名手續並繳清參展費用全額者可適用早鳥優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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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繳費資訊 

 

   

支票資料 電匯資料 

抬頭：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票期：即期票 

戶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匯入銀行：國泰世華，敦南分行 

銀行代碼：013 

敦南分行：0534 

匯入帳號：824066 + 貴公司統一編號(共14碼) 

▲備註： 

      1. 以匯款或支票方式繳交參展費用。 

      2. 參展報名費須與報名表一同繳交，未繳交者視為報名不完全。 

      3. 參展符合者，其報名費將由主辦單位轉為參展費，資格不符、報名表資料不全或攤  

           位額滿無法參展者，其繳交之報名費用將由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無息退還。 

      4. 匯款手續費由報名廠商自行吸收，敬請留意以上費用不包含跨行匯款手續費， 

           大會須收到足額報名費及攤位費，如金額有誤差，請廠商自行補足。 

      5. 匯入帳號之公司統一編號，即為開立發票／收據予 貴公司的抬頭依據。為確保廠 

          商繳款紀錄權益，請依照指定電匯方式繳納尾款，禁止使用ATM 個人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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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名流程圖 

            

   下載參展辦法 線上登錄& 
列印報名表 

 1.繳納報名表 
 2.掛號郵寄報名表 
    (7月26日上午九點起) 

報名完成 審核報名資格 

補齊資料 

展前說明會 
(確認攤位) 

(預計2019年1月下旬辦理) 

尾款繳交 
(2019年2月2日前繳清) 

各項申請表單填寫 

開展 
(2019年3月26-29日) 

進場裝潢 
(2019年3月24-25日) 

展前記者會 
(預計2019年3月中旬辦理) 

連夜撤場 
(2019年3月29日) 

未通過 

通過 

完成 
繳費 

http://smartcity.org.tw/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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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攤位分配說明 

           (一) 參展廠商應派員參加「展前說明會」(預計2019年1月下旬)，若廠商無法派員出席， 

                   其攤位位置將由主辦單位代為圈選，廠商不得有異議。 

           (二) 攤位圈選順序乃根據參展廠商報名攤位數多寡與報名順序於「展前說明會」圈選， 

                   攤 位較多者，得優先圈選攤位；攤位相同者，以報名順序優先圈選攤位(郵戳為憑， 

                    若追加攤位數，其報名順序則以完成補件日為準)；攤位數與報名時間皆相同者， 

                    以抽籤方式選取順序。若報名之後有申請變更攤位者，以申請變更的時間做為攤位 

                    圈選順序之依據。 

           (三) 廠商報名的展示領域由主辦單位負責審核並保有參展廠商展出區域之最後分配權。 

           (四) 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酌減廠商攤位。 

           (五) 展前說明會之後如欲減少攤位申請數，則沒收其所退攤位數之參展訂金，主辦單位  

                    有權變動其原有位置，廠商不得有異議。 

           (六) 繳交尾款: 廠商說明會後，台北市電腦公會將寄發尾款繳交通知單予各參展廠商， 

                   尾款繳交請依繳款通知單日期說明為主，凡未 於繳款期限內繳交者，視為自動放 

                   棄參展，原保留攤位予以取消，先前繳交之參展訂金將沒收移入本展宣傳推廣之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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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退展及攤位數異動申請辦法 

           (一) 退展 

                   1. 凡申請退展者，請填寫「參展廠商退展申請書」(附件二)，並傳真至台北市電腦 

                        商業同業公會(FAX:02-2577-8095)。 

                   2. 凡於10月31日(含)以前，正式來函提出者，主辦單位將無息退回已繳之報名費。 

                   3. 凡於11月1日(含)以後至「展前說明會」前提出者，則無息退還已繳報名費用百 

                        分之五十，但如在前述說明會後才提出退展申請者，所繳交之費用恕不退還， 

                        該項費用將沒收移入本展宣傳推廣之經費。 

                   4. 參展費餘額逾期未繳交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由主辦單位處理運用。已繳 

                      交費用，概不退還。 

                  5. 候補廠商經確認遞補並簽署「候補廠商遞補確認通知單」後，申請退展者，需沒 

                       收報名費。 

          (二) 攤位數異動 

                   1. 凡申請增加或減少攤位數者，請填寫「參展廠商攤位異動申請書」(附件三) 

                   2. 凡於確認參展後，提出攤位縮減者，所刪減之攤位數所繳交之費用恕不退還。 

 



十二、展前說明會 

                預定於2019年1月下旬舉行，屆時將依攤位大小、報名順序等進行攤位位置圈選， 

                並於會中發放參展手冊及參展重要事項說明等。 

                展前說明會之開會通知單將以電子郵件或掛號郵件方式送達至各廠商。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 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產物、竊盜險、商動險及雇主意外責任險， 

                       主辦單位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財務損壞、遺失及遭竊等情形恕不負賠償責任。 

                       本參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修改之並公告於官方網站      

                        (http://smartcity.org.tw/index.php) 

                (二) 參展廠商之攤位裝潢及展示，需遵守「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所 

                        訂定之相關作業規定。凡於世貿中心展覽大樓舉辦之活動，皆屬公開場合，參 

                        展廠商如需在展場播放音樂、MV、MTV，依法須取得授權始得播放。詳文請 

                        參閱「公播音樂授權注意事項」。 

                (三)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活動日期及地點之權，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需 

                        變更活動日期或地點，大會將扣除相關行政文宣支出後，退還剩餘費用，但不 

                        負其他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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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展覽承辦窗口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號3樓 
              電話： (02) 2577- 4249 
              傳真： (02) 2577- 8095 
 
 

 

 

 

 

            

 

姓名 分機 E-mail 

一般展區 彭世淳 886 angela_peng@mail.tca.org.tw 

一般展區 

智慧教育 
廖淑惠 254 winnie@mail.tca.org.tw 

智慧醫療  江   格 297  grace_chiang@mail.tca.org.tw 

智慧建築 張雅涵 808 alicechang@mail.tca.org.tw  

mailto:angela_peng@mail.tca.org.tw
mailto:winnie@mail.tca.org.tw
mailto:grace_chiang@mail.tca.org.tw
mailto:alicechang@mail.tca.org.tw


1. 敬請上網登錄列印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後，連同報名費及展品目錄，於2018年7月26日上午九時起，以掛號
方式郵寄至台北市電腦公會(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號3樓 註明『報名2019智慧城市展』) 

2. 本表資料將列印於參展廠商名錄上，請以打字或正楷詳細填寫，以確保 貴公司權益，並請自行影印留存 
3. 報名表資料如有異動者，請通知展覽聯絡人，但若在展前說明會後更正者，參展廠商名錄將以原報名資料列印 

    檔案編號：_______________     攤位號碼：_______________ (上述資料由主辦單位人員填寫) 

    □會員 ，會員編號: ___________ □非會員 
公司名稱  (中)                                                            (英) 

平面圖顯示名稱  (中)   (英) 

聯絡地址   

統一編號   公司網址   

公司負責人 公司電話 

聯絡人 (中)                                                  先生/小姐  職稱 (中) 

電話           分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單位傳真   

聯絡人2 (中)                                                  先生/小姐 職稱 (中) 

電話           分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單位傳真   
主要參展 
內容(簡述) 

  

報名費用 

  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免稅)/每個攤位 非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含稅)/每個攤位 

優惠費率 NT$50,000 NT$60,000 

一般費率 NT$60,000 NT$70,000 

 請於線上登錄後時同時繳納報名費NT$10,000/每個攤位 
 貴公司擬承租_______個攤位 x  一個攤位報名費NT$10,000元，共計NT$___________元 
 尾款凡未於繳款期限內繳交者，視為自動放棄參展，原保留攤位將取消，先前繳交訂金恕
不退還，並移作活動宣傳推廣之經費 

 凡於2018年10月31日前完成報名手續並繳清參展費用全額者可適用早鳥優惠價格。 

參展切結書 

本公司於展示期間確知並承諾大會下列規定事項，如有違反情事，願意接受封閉攤位、停止展
出所有繳納之參展費用不予退還，絕無異議。 
規定事項如下： 
1. 不得展出與報名資料不符之產品；不得涉及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著作權、商標

專用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如有違反，自付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2. 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參加展出。 
3. 參展廠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承租攤位之內，不得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走道或牆柱

上)陳列展品或張貼/贈送任何宣傳物品。 
4. 展覽期間(含進出場)對其產品自行派員照料，貴重展品請自行投保並僱用警衛加強保全，

如有遺失或損毀，將自負全責。 
5. 展覽結束當日須撤場完畢，應清除所租攤位之展品及廢棄物，所租場地及設施不得有毀損

情形。 

本公司已詳閱並承諾遵守本參展辦法所列各項規定，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同意接受上述罰則。 
 
此致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公司大小章 

報名表/切結書 附件一 



致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主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報名『2019智慧城市展』， 
 
申請：  _______________  個攤位，因故無法參展。 
 
 
退展原因(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 

傳  真     ：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 司 印 鑑 章 ：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請  日  期：_____________  

退展申請書 
附件二 

本欄表格由主辦單位人員填寫 

申請(分配)攤位數： 已繳費用： 
□ 報名費 

□ 尾款 

處理說明 

承辦人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攤位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個 

                                                                                      核發攤位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個 

                       欲 □增 □減 _______ 個攤位數   合計攤位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個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此致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公司印鑑章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攤位異動申請書 
附件三 

本欄表格由主辦單位人員填寫 

2018參展紀錄：攤位數______個 □ 參展 □ 退展 □ 僅登錄 

處理結果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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