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 SHOW 2017 
        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 
      昆山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  
(簡稱:昆博會)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4 日 
            中國江蘇‧昆山花橋‧花橋國際博覽中心 

  科技創新  智慧終端  引領發展 
 
昆博會 KE SHOW 是您開拓內貿及出口的最佳管道 
「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與「昆山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兩展聯盟，集合海內外電子與
設備產品及零組件與智能自動化專業買家，為您提供中國大陸最專業的貿易平臺。繼上屆成功辦理電
機電子國企採購洽談會與長三角企業對接會後，本屆將繼續辦理。同時，我們也提供所有的參展商全
方位的推廣服務，透過專業展會、B2B 網站、媒體與多向管道，全年無休協助企業佈局海內外市場通
路。 
 
昆博會 KE SHOW 串聯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商機 
中國大陸自動化和機器人市場在這 10 年間達到了急速發展，未來 5 年生產和需求趨勢將持
續成長。依靠台商迅速崛起為全大陸百強縣之首的昆山，正努力突破電子業一業獨大發展瓶頸，打造
機器人產業供應鏈。台商在昆山高新區、蘇州吳中開發區等正串連打造機器人產業鏈以因應市場需求。 
繼上屆智慧自動化產業展示結合論壇造成熱烈迴響，本屆「昆山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將再擴
大展示，帶動產業發展，為業者開拓商機。 
 
昆博會 KE SHOW 位於中國大陸最大資通訊產業生產基地 
昆山是華東地區的電子集散中心，也是目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電子資訊產業基地之一，展覽所在地–花
橋，緊鄰中國大陸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上海，配合優越地理位置、快速發展的交通建設及中央上下
一致的政策支持，花橋將融入大上海，憑藉得天獨厚的天時地利，讓您更具優勢的完成市場佈局。 
 
昆博會 KE SHOW 為您邀請重量級買家 
隨著越來越多國際買家，跨國公司採購辦事處進駐華東地區，結合主辦單位的政商資源，我們將透過
各項管道為您邀請：  
1. 中國大陸電子電機領導企業採購主管 
2. 中國大陸大型國企採購部門 
3. 中國大陸大型連鎖店採購部門/批發/分銷/貿易/代理/加盟商 
4. 電視購物/郵購/網路購物等的大陸新興銷售管道採購部門  
5. 跨國公司駐上海採購辦事處  
6. 從上海採購的海外買家與駐長三角的海外辦事處採購部門 
 
昆博會 KE SHOW 資源總動員結合兩岸媒體及網站實效宣傳 
1. 專業雜誌：昆山台商雜誌、CTIMES 雜誌、香港無線電技術雜誌、電電時代…等 10 餘家。 
2. 知名網站：華強網、中華工控網、上海機械網、杭州威百旺、中國製造網、微信平台….等 50 餘家。 
3. 電台、電視台宣傳：昆山電台、昆山交通台、中央電視台、江蘇電視台、昆山電視台…等 14 家。 
4. 報紙宣傳：昆山日報、新華日報、蘇州日報、工商時報、旺報、經濟日報、電子時報…等 30 餘家。 
5. 協會、學會宣傳：透過大陸各地台商協會、兩岸各行業協會、學會網站宣傳組團參展、參觀。 
6. 戶外廣告：昆山主要交通路口大型廣告牌、昆山賽格電子廣場大樓戶外廣告牌、昆山市路燈旗等。 
7. 同行展會宣傳：廈門台交會、華南自動化展、義烏裝備製造業博覽會、馬鞍山電子信息博覽會等。 
8. 電郵+EDM+傳真群發：從買家資料庫相關行業發出 20 萬筆展會邀請函邀請國內外專業人士參觀。 
 
2016 展會簡介 
1. 參展商：576 家 1,518 個攤位，展示面積 42,000 平方米。 
2. 參觀人數：超過 67,848 人次 海外採購商：超過 20 個國家  專業採購商：7,960 位。  
3. 現場交易額：約美金 7 億元  一年內交易額 ：可望達成 23 億美元。 
4. 代表性參展企業：富士康、正崴、友佳、廣運、英業達、光寶、上銀科技、大同(上海)、發那科、

祥儀、台灣氣立、新代科技、台灣精密、台灣揚益、恒亞電工、廣冠、銓世、合
正、昆山貝納斯、蘇州華斯雷奇機器人、昆山錦宏中環、廣州裕菖、深圳鑫台銘、
南京嘉得力、上海儀昌、順富節能、力牛及日本與印度展團等。 

5. 專業人士來自的國家或地區：台灣、大陸、印度、日本、菲律賓、韓國、越南等 20 國及地區。 
6. 國企集團及專業採購團：中車集團、中電集團、中智集團、河南省直管縣、浙江省台辦、山東省、 
                         褔建省、新竹科學園區公會、黑龍江台灣中心、杭州微佰望、南京微電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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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两岸各大媒體高度曝光，以及發行範圍遍及中央各部委、各級地方政府及部門、各大中型企業、IT
企業、昆博會專屬廣告片－瘋傳 APP 加熱宣傳及映客 APP 全程直播、昆山電視台新聞流動字幕和
節目專訪、電台《歡樂早班早》欄目專訪，宣傳能見度再上一層樓。 

8. 舉辦電機電子國企採購洽談會與長三角企業對接會等二場，與會超過100家企業近300位代表參與，
實質提升買賣對接成效。 

9. 十二大主題館突顯兩岸最新電子電機產業特色。 
10. 創客區實現大眾創新，萬眾創新計畫，提供業者展示空間，有機會與知名企業結合。 
11. 配套辦理七場論壇、二場買家對接洽談會、二場新產品發表會、每天二維條碼抽獎提供精彩好禮

大放送，活動精采豐富深獲廠商肯定。 
12. 續辦「智慧自動化產業發展趨勢論壇」，邀請到重量級貴賓智慧機器人與自動化權威的臺灣大學羅

仁權教授及北京清華大學自動化系張毅教授為與會來賓精闢剖析，並透過廣運、友佳、祥儀、新代
等重量級產業代表，就其該產業推動自動化的成功案例分享；透過專業講師及產業代表精闢剖析自
動化產業未來趨勢、技術整合、案例分享等內容，來為您提供設備自動化的最佳良方，以達到產業
升級之目的，吸引超過 220 位貴賓出席，擠爆會議室。 

 
2017 展會最新企劃 
1. 亮點主題吸晴聚焦：穿戴科技與健康照護主題館、台灣智慧生活主題館、台灣雲端主題館、台灣電
路板主題館、國際館、台灣軟件信息主題館、工業節能減排示範館、昆山企業轉型升級成果館、智
慧電子主題館、全球運籌示範館、新產品發表會暨展示區、創客區…等。 

2. 商貿採購洽談會。 
3. 產業交流會。 
4. 免費提供參展商舉辦客戶聯誼會服務。 
5. 免費提供參展商辦理新產品與亮點產品展示會。 
6. 擴大舉辦深度產業論壇(包含智能製造暨機器人產業應用、芯片產業先進製程、新能源技術與智慧製 
  造產業商機、兩岸智慧城市發展等主題)。 

 
2017 展覽項目 

 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 

1.消費電子暨智慧生
活區 

◎3D 與數碼應用產品及配件: 智慧型手機、行動上網裝置、數碼攝錄影機/相
機/相框/影音設備/電子看板、平面顯示器、液晶顯示面板、其他顯示器、影
音撥放處理軟體、電子書、投影機、電子書閱讀器、個人數碼助理器、鏡頭、
LED 背光源電視、液晶電視、聯網電視/電視智慧產品、視訊轉換器。 

◎電腦與系統產品: 伺服器、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行動電腦、
終端機、系統電路板、印刷電路板、介面卡、附加卡、顯示卡、語音卡、作業
系統、防毒軟體、其他工具應用軟體、觸控面板、電腦晶片、筆式輸入裝置。 

◎各式電腦與手持裝置周邊配件: 鍵盤、搖桿、麥克風、散熱墊、USB 延長線、
清潔用品、光碟片儲存盒印表機、滑鼠、文字辨識軟體、3C 產品保護貼、
電腦架、耳機麥克風、電腦包、行動喇叭、手機套/保護殼、USB、記憶卡、
光碟機、各式光碟片。 

◎休閒娛樂產品與周邊: 電子寵物玩具、揚聲器、家庭劇院音響組、VCD/DVD
錄放影機、高傳真喇叭、遊戲軟體、多媒體光碟、可攜式多媒體撥放器。 

◎家用電器產品：洗衣機、洗碗機、冷氣機、電冰箱、烤麵包機、微波爐、咖啡
機、果汁(菜)機、榨汁機電子鍋、電磁爐、煮水壺、淨水器等。 

◎智慧生活產品: 智慧家電、智慧建材(建築)、智慧城市、醫療機器人、輔具、
復健、穿戴式產品、個人載具。 

◎綠能科技及環保產品: 風力發電、智慧電網、電池、燃料電池、冷凍空調、
LED、節能燈、太陽能、生質能源、節能汽/機車、電動汽/機車、節能技術和
產品、節能標章產品。 

2.資通訊及雲端應用 
區 

◎通訊產品: 行動裝置產品與應用軟體、光纖通訊、網路通訊類產品與服務、
車載資通訊、衛星系統、計算器及資料存儲、視訊輸入轉換器與數位機上盒。 

◎人車智慧產品: 偵測器、警報器、感測器、車用電腦、導航通訊系統、車用
影音設備、輔助駕駛系統、行車紀錄器、車隊管理系統。 

◎資訊安全產品: 中央監視控制系統、門禁管理系統、警報器、防盜系統、指
紋/生物辨識系統、監視器、對講系統、防火牆設備產品、鑒識系統、網路/
安全系統、軟體保護鎖、通訊監察、其他資訊安全設備。 

◎其他智慧產品及服務: 晶片技術和電子商務、智慧導覽系統、智慧商店應用
產品、行動辦公室產品、物聯網產品及應用。 

3.電子零組件區 化學原料及製品、CPU 散熱風扇、記憶體擴充卡、太陽能板/建材一體型太陽
能板、電池(包括各種電池及材料)、電腦機殼、散熱材料、被動元件、機械元
件、混合與模組元件、磁性元件、微波元件、電阻、電容、電感、繼電器、變
壓器、連接器(線組)、開關、電子管、鐵磁裝置、應變片、配線槽、工具組、
電源供應器、主機板、馬達、線圈、風扇、端子、印刷電路板、各式基板、溫
控器、保險絲、斷路器、精密作動組件、線材、殼/框構件、金屬蒸鍍電子元件、



五金材料等。 
4.創客區 各式雲端產品、伺服器、各類型軟體、多生物識別系統、門禁監控系統、網路

設備、包裝設備、超聲波篩選設備、測試儀器、整體行銷方案、智慧家居相關
產品等，提供創客區展覽空間並有機會與知名企業結合。 

昆山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 

1.產業自動化區 ◎產業自動化產品: 數控機床、工業用機器人、教學用機械人、旋轉手臂、可程
式控制器/機器人控制系統、自動化設備、專用機器人(探勘、風管、下水道等)、
自動化工程及設備用、印刷電路板自動化生產裝置、智慧系統軟體、整廠(線)
自動化、工業物流設備、無人搬運車(AGV)、無人機、自動化周邊組件、自動
倉儲系統、自動控制軟體、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電子元件自動外掛程式機、
自動送鎖螺絲機、衝床自動化彈性生產線、智慧型大樓中央監控工程╱工廠自
動化監控工程、自動組立機械、自動化焊接╱分類╱輸送╱裝卸系統、3D 打
印機、3D 製造設備、3D 快速成型機、3D 打印零配件等。 

◎電機及測試設備產品: 表面黏著技術設備、工業用安全系統、工業級電腦、
人機介面、不斷電系統、減速機、變速機、驅動器、光線反射式衝床安全裝
置、模具安全保護裝置、繪圖機、遙測遙控系統工程、機電╱水電╱空調╱
無塵室工程、高速度定位器、圖形監控系統、微電腦控制系統、軟體（ＣＡ
Ｄ╱ＣＡＭ╱ＣＡＥ），測試及測量儀器、工業電子裝備、光學尺、環境測試
設備、AOI、工業過程制及監控、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及相關技術、工模具
等。 

2.商業自動化區 
 

自動販賣系統、點餐系統、營業自動化、家庭自動化、家用機器人、導覽機器
人、教育機器人、娛樂機器人、競賽、人才媒合、互動體驗、產學合作。 

攤位型態與費用說明 
空    地：1.最小申請面積 36 平方公尺。 
          2.無基本裝潢，裝潢由廠商自行委外處理並需於指定時間內提交攤位設計稿。 
          3.特裝廠商，將可獲得會刊全版 4 色彩頁廣告一頁。 
 
標準攤位：1.最小申請面積 9 平方公尺(3m x 3m)。 
          2.配備：招牌(含中英文刻字)、1 桌 2 椅、射燈 2 盞、插座 220V500W 1 個、地毯、垃圾桶。 
 
攤 位 費：為協助廠商贏得商機，凡於 2017 年 5 月 5 日前完成報名者，可享攤位費全免優惠。 
 
保 證 金：每個攤位收取新臺幣 10,000 元整或人民幣 2,000 元整保證金，倘若無違反任何參展規定(如 
          攤位轉賣、提早撤展或展示與展會主題無關之產品者)，則於展後兩個月內無息返還。 
 
參展說明 
1. 請填妥附件報名表與參展條款並簽名用印後，連同參展保證金(請開立即期支票)，寄至主辦單位。

保證金以匯款方式繳付者，請於報名後 15 天內完成匯款手續，並提供匯款水單以便查核。 
2. 2017 年 5 月 5 日前退展者，保證金將全額返還。2017 年 5 月 5 日後退展者，保證金恕難全額退還，

將視情況至少扣除 50%作為辦理退展與宣傳費，所訂之攤位亦視同放棄，交由主辦單位處理。 
3. 攤位位置與標準攤位的數量核發，將依據參展公司的產品類別、公司形象、參展資歷及裝潢形象等，

由主辦單位統一規劃分發。 
4. 參展報名表視為訂攤位之契約，須用印並回擲，獲得主辦單位正式通知後才視為有效報名。 
5. 參展產品若不符展會規定或有侵權之糾紛，主辦單位保有不受理報名或沒收攤位與保證金之權力。 
 
業務連絡 

台灣銷售辦公室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曾麗華 組長 
TEL：+886-2-8792 6666 ext.253   
FAX：+886-2-8792 6140 
Email：tseng@teema.org.tw  
地址：11490 台灣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109 號 6 樓 
 
大陸銷售辦公室 昆山金展會議展覽有限公司 應康琪 先生 
TEL：+86-571-8578 3999 ext.603   
FAX：+86-571-8537 3399 
Email：hanson@icjinzhan.com 
地址：大陸浙江省杭州市環城北路 141 號永通信息廣場東樓 1203 室 

註：1.若您不願意再收到這份通知，請來電或來函提供貴公司名稱/電話/傳真，我們將立即變更系統設定並請見諒。 
   2.昆博報名廠商(台商)可加入本會網路會員，加入辦法請洽葉珍蘭小姐，電話：886-2-87926666ext.261： 

E-mail：jenny@teema.org.tw。 

mailto:lilian@teema.org.tw
mailto:ray@icjinzhan.com


 

   KE SHOW 2017  昆博會參展報名表 

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   

昆山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4 日 

中國江蘇‧昆山花橋‧花橋國際博覽中心 (地址：江蘇省昆山花橋綠地大道 1598 號)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地  址 
中文  郵編  

英文  郵編  

電  話 (     ) 傳真 (     ) 

公司 E-Mail  網址  

公司負責人 
姓名  職稱  

E-Mail  

  展覽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    )         分機 傳真 (    ) 

手機  E-Mail  

空地攤位   
(最少申請 36 m2) 

優惠價 NT$0 元(原價 RMB5,000/9 m2) x            個攤位。 
保證金 NT$ 10,000 x        個攤位=                  元。 
保證金 RMB 2,000 x        個攤位=                  元。 

 標 準 攤 位 
(視需求核准數量) 

優惠價 NT$0 元(原價 RMB7,500/9 m2) x            個攤位。 
保證金 NT$ 10,000 x         個攤位=                 元。 
保證金 RMB 2,000 x         個攤位=                 元。 

展 

區 

類 

別 

限 

勾 

選 

一
區 

昆山電子
電機暨設
備博覽會 

□消費電子暨智慧生活區  
□資通訊及雲端應用區 
□電子零組件區      
□創客區 

昆山智能
自動化及
機器人 
博覽會 

□產業自動化區 

□商業自動化區  

主要展 
品資訊 

長
度 

 寬
度 

 高
度 

 重
量 

 
品 牌 

 

 展品名稱(中)  

 展品名稱(英)  
   備註說明 
   (含發票地址)  
註：1.2017 年 5 月 5 日後取消參展者，保證金恕難返還，將視情況至少扣除 50%作為辦理退展與宣傳費用， 
      所訂攤位視同放棄，主辦單位有權自行處理。 
    2.攤位數量與位置，將依據公司形象、參展產品、參展資歷及裝潢形象等，由主辦單位統一規劃分配，主 
      辦單位同時保有謝絕不合乎規定廠商參展之權力。 
    3.本報名表視為訂攤位之契約，請完成用印並回擲主辦單位，獲得主辦單位正式通知後才視為有效報名。 
    4.參展產品若不符展會規定或有任何侵權之糾紛，主辦單位保有不受理報名或沒收攤位與保證金之權力。 
    5.現場不得零售，違者恕難退還保證金。 
 

公司印章：                              具法律效力署名或簽章：     

 
台灣銷售辦公室: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曾麗華 組長 
TEL：+886-2-8792 6666  ext.253   
FAX：+886-2-8792 6140 
Email：tseng@teema.org.tw 
地址：11490 臺灣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109 號 6 樓 

 大陸銷售辦公室: 
 昆山金展會議展覽有限公司 應康琪先生 
 TEL：+86-571-8578 3999 ext.603   
 FAX：+86-571-8537 3399 
 Email：hanson@icjinzhan.com 
 地址：大陸浙江省杭州市環城北路 141 號永通信息廣場東樓 

1203 室 
                                                邀展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5/5 前報名 

攤位免費 

mailto:seng@teema.org.tw
mailto:ray@icjinzhan.com


  KE SHOW 2017 
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  

昆山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4 日 

中國江蘇‧昆山花橋‧花橋國際博覽中心 

                 昆 博 會 參 展 條 款 
本公司願遵守昆山電子電機博覽會暨昆山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主辦單位為維護展會品質與安全所訂立的以下條款： 
 
§ 定義 
1、除另有說明外，以下定義適用於本條款所有部分。 
1.1「展覽期」指參展合約書內訂明之展覽舉辦日期，此日期可隨經辦單位之決定有所改動。 
1.2「經辦單位」與「承辦單位」係指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與昆山金展會議展覽有限公司，負責展覽之主辦、推廣、 
   規劃之設立及執行、並一切有關展覽之管理事宜。 
1.3「參展商」指任何以獨資經營者、合夥人或有限公司名義申請展覽者，或其代表、代理及雇員；亦包括報名已被正式接 
   納者。 
1.4「展位」指展覽場地內之標準展位及特裝展位。 
1.5「展覽場地」指位於江蘇省昆山花橋國際博覽中心。 
1.6「宣傳物品」指所有參展商於展覽中所展示、派發或使用之贈品、單張、小冊子及其它宣傳品。 
1.7「2017 年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暨昆山智能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參展條款」指本文「條款細則」及其隨之修訂。 
§ 參展資格及守則 
2、參展商須於展覽期前向承辦單位遞交已填妥之參展合約書。經辦單位將審核其展出產品是否合乎展會的主題，經辦單位 
   有權對於不符合展會主題的廠商，拒絕其參展。 
3、參展商向經辦單位遞交已填妥之參展合約書後，一經經辦單位合格通知的 15 天內，支付每攤位(9m2)人民幣 2,000 元整 
   或新台幣 10,000 元整作為參展保證金，合約書方為有效。 
4、參展商於合約書生效後，以任何理由撤回其申請，則需向經辦單位出具帶有其簽字蓋章的退展申請。2017 年 5 月 5 日 
   後取消參展者，該參展商所繳交的參展保證金將至少有 50%不被退還，以上費用並將納入本次展會的聯合宣傳費用。 
   此外，經辦單位有權在其後把有關展位轉租/轉讓予他人。 
5、展覽期間，參展商所獲分配展位空間只可作商業推廣用途。搭建展位及展覽期間，參展商必須以經辦單位認可之形式使 
   用上述展位空間；否則，經辦單位有權即時收回所有或部分展位空間，而參展商須負責有關清場費用，及不得追討展位 
   費或任何形式之賠償。 
§ 場地分配 
6、展位位置由經辦單位依展品分區規劃，按公司形象及品牌知名度來規劃並提供給參展商完成攤位位置確認。 
7、展覽場地或攤位使用權只限於合約書上所列明之參展商，故參展商不可轉讓、授權、分租及以任何其他形式。合展廠商 
   必須事先向經辦單位申請並經由核准後方能共同展出。此外，公司招牌以報名表上的公司為準，合展商僅能於名錄上刊 
   登基本資訊。 
8、經辦單位保留修改展覽場地之規劃或於必要時，調動參展商已獲得分配的攤位之權利。 
§ 展位之建造及布置 
9、無論特裝展位參展商自行聘請承建商，或雇傭承辦單位之特許承建商，其展位的裝潢設計草圖須備一式三份，於 2017 
   年 5 月 5 日前，向經辦單位和展覽場地提交。所提交之設計草圖不可小於 1：100 之比例，並須包括立體圖、水電圖、 
   攤位高度、裝配方式、顏色、所用材料。此外，也須列出展品、影音器材等資料。所有特裝展位之裝潢方案必須事先取 
   得經辦單位和展覽場地之書面同意，而經辦單位有權否決所提交之設計且不作任何解釋。 
10、特裝展位之材料運輸、搭建、拆卸及挪移等工作均須參展商自行負責，並依照經辦單位所安排之時間及指示執行。 
11、所有特裝展位的裝潢、展位的高度限制規定將依據各樓層與區域限制另行通知，一但確認通知，即不得超出限制高度。 
12、標準展位改特裝展位之參展商，必需於 2017 年 5 月 15 日前，向經辦單位出具書面的申請，經辦單位將不提供任何基 
    本展具，展位費用不打折，不退還。 
12.1 標準展位改特裝展位之參展商，若其展位的背面面對走道，必需對展位背面加以裝飾。 
13、標準展位的高度限制規定為 2.5 公尺。 
14、由經辦單位特許承建商所提供之標準展位統一設計，參展商不得隨意更改其公司招牌，招牌上之字體及展位之基本裝 
    配，事先向經辦單位書面提出申請者則不在此限制內。 
15、經辦單位及指定之攤位承建商，不會因參展商未有使用部分攤位設施而返回/減收部分款項。 
16、展位及展品之重量不可超越地面負重限制，一樓每平方米 1.5 噸。 
17、所有於展覽場地進行之展位建造或布置工程，須符合大陸現行法律及經辦單位訂立之規定。以上條文適用於參展商本 
    身、其承建商及分包公司。承辦單位有權終止任何違反以上規定之參展商工程，且參展商不得因此向經辦單位追討任 
    何賠償。 
18、參展商之展位費用並不包括代為處理建造及布置廢物、攤位裝置或任何非合約內所提供的物料，故參展商必須自行處 
    理該等剩餘或拆卸廢棄的物料，否則會被扣除參展保證金或展位裝潢保證金。此外，參展商亦不得追究承辦單位對任 
    何遺下物品之處理方式。 
19、參展商不得於展覽場地之地面和空間安裝任何設備以牢固其展位、裝飾及陳設，事先獲得經辦單位書面同意者則不在 
    此限制內。 
20、經辦單位有權不作任何通知而更改或清拆任何不符合承辦單位規格之展位，而費用則由有關參展商負責，或從參展保 
    證金中直接扣除相關衍生費用。且參展商不得因此向承辦單位或其代理人追討任何賠償。 
21、展覽場地內，不得將展位及展品支架或照明裝置懸掛於天花板或建物鋼架上，事先獲得經辦單位書面同意者除外。 
§ 場地使用及安全守則 
22、任何會移動或運行之展品，參展商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以保障公眾安全。上述展品必須由參展商指派之工作人員看管及 
    操作，並於有關工作人員離場時停止運作。 
23、各參展商只可於本身展位範圍內派發宣傳物品，展覽場地內其它地點一律禁止廣告、示範或招攬生意的活動、展品或 
    宣標誌之擺放均不能超越參展商之展位範圍。 
24、參展商於攤位內所使用之一切裝飾及物品必須符合中國防火條例，任何時間會場內嚴禁吸煙。 
25、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展覽場地內一律嚴禁充氣氣球。 
26、參展商必須保證所有展品或宣傳品不會以任何形式侵犯第三者之註冊或非註冊商標、版權、設計、商品名稱及專利； 
    並願意於違反上述保證時，保障承辦單位、其代理人及承辦商免於一切有關之賠償訴訟。 



27、承辦單位有權對參展商之場地或展位撤去或要求參展商撤去任何其認為不合宜的貨品、宣傳品、裝飾品及其他物品， 
    而無須給予任何理由及承擔任何責任。一切有關之撤移費用概由參展商自行負責。 
28、參展商之一切展位更改及維修工程，必須於展覽開放時間以外進行，並須事先獲得承辦單位的同意。 
29、參展商於展覽期完結後方可清拆攤位，如欲提前進行有關工作，必須先取得承辦單位之特別允許。 
30、所有影音器材之設置及所發出之聲音，不可超過 75 分貝，及必須以不干擾其他參展商及參觀人士或避免他們做出合 
    理投訴為原則，更不可影響大會舞臺或會議空間之活動進行。承辦單位保留要求參展商採用特許器材供應商之權利。 
31、展覽場地內，所有參展商均不得進行或容許他人進行攝影、錄音、錄影或進行電臺、電視臺廣播，事先獲經辦單位書 
    面同意者除外。 
32、展覽場地內，不得私自進行拍賣，展位設置於特賣專區內之參展商與事先獲經辦單位書面同意者除外。 
33、參展商必須保證其工作人員為本公司的工作人員。同時，參展商亦須保證上述人士遵守以下規定： 
33.1 於展覽場地內，佩戴展會統一參展證； 
33.2 不私自將參展證轉讓予他人或提供他人使用；違反規定將由主辦單位沒收全額保證金。 
33.3 遵守承辦單位訂立之所有規定； 
§ 商業操守 
34、經辦單位有權要求參展商終止使用其認為不恰當之商業活動及宣傳手法，而無須做任何解釋。 
35、參展商不得透露或盜用任何因參加本次展覽，而獲得有關承辦單位或其他參展商之技術性資料及商業秘密。 
§ 終止參展權  
36、以下情況，經辦單位可無須通知而即時終止參展商之參展權，且參展商將不得向經辦單位追討參展保證金和任何賠償： 
36.1 參展商違反《條款細則》之任何部分；或 
36.2 參展商破產、無力償還債務或被清盤；或 
36.3 以承辦單位之觀點，參展商進行違背展覽性質或主旨之活動，或侵犯其他參展商之權利；或 
36.4 如經辦單位認為參展商展出物品有色情或暴力成分且不能接受：或 
36.5 如參展商展示或銷售違法之物品，如侵犯知識產權或不按法律規定來銷售第二類出版物及第三級影音物品時。 
§ 展位物料及展品之進場及撤離 
37、參展商應根據經辦單位之安排，於指定時間內進行各項展位物料及展品進場與撤離工作。 
38、一切進出展覽場地貨品的接收、裝卸及展品清理的各項費用，均由參展商自行負責。 
39、展覽場地內於地毯覆蓋後，嚴禁使用堆高機、叉車、手推車、自行車或汽、機車。 
40、經辦單位保留要求參展商聘用特許承辦商，處理所有進出展覽場地之貨物或展品之權利。 
41、經辦單位不需為參展商之包裝箱、剩餘物資及其它財物提供存倉服務。 
42、展覽結束後，參展商須於指定時間內將其有關物件及展品撤離展覽場地，並繳交參展問卷換取通行條，方得離開會場。 
§ 免費條款 
43、除因經辦單位或其他工作人員疏忽而導致之死亡或人身傷害外，參展商、其代表、雇員、承辦商、代理人及其他有關 
    人士或參觀人士及其物品所承受之一切損失、傷害或其他破壞，均不可向承辦單位或其他工作人員追討賠償。 
44、於展覽期間或其後進行之商業交易，及一切引致之後果，承辦單位一概毋須負責。 
45、參展商保證賠償承辦單位、其工作人員或代理人，因其違約行為而引起之民事及刑事責任、法律行動、訴訟、索償、 
    損失、支出或費用。 
46、參展商須為展品及展位購買保險，以防任何由盜竊、火災、公眾責任或自然成因導致之損失或毀壞；並應配合承辦單 

位要求，出示有關保險文件。 
47、如因參展商、其代表雇員或代理人之行為或疏忽，而對展覽場地、經辦單位或其他參展商造成損害或毀壞，該參展商 

須負全責。參展商須購買保險以保障其於《條款細則》下之責任，或因疏忽而引起之法律責任；並應配合經辦單位之 
要求，出示有關保險文件。 

48、經辦單位有權扣押參展商於展覽場地之財產，以抵償參展商尚欠之金額及有可能被索償之金額。 
49、參展商保證經辦單位、其代理人或展覽場地，不會因參展商參與展覽或提供食物飲品，而牽涉任何投訴或訴訟，並且 
    於上述情況發生時，賠償一切投訴或訴訟引致之損失。 
§ 更改或取消｢展覽｣ 
50、展覽會之經辦單位在以下任何時候保有取消展會、對其做出實質性更改或縮小展會規模、延長、縮短或重新安排展會 

舉辦時間的權利； 
50.1 如果展覽會經辦單位依據其判斷，認為因不可抗力的影響導致展覽會場地不適宜、不安全或展會場地不可用的原因； 

或參加展會受到限制、阻止或影響了展會經濟交易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50.1.1 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自然災害：火災、洪水、爆炸、地震、暴雨或其他災難；罷工或勞動爭議；伺服 

器癱瘓或備份問題；瘟疫或隔離限制；差旅受限；任何政府、民事、軍事機構的行為；禁運、戰爭、暴亂或民眾騷 
擾，材料供應短缺等。 

50.2 其它任何理由。 
50.3 在上述情況下，展覽經辦單位可在公正、合理和適當前提下，自行判斷是否無息退還參展商所繳納的與展會有關的款 

項，或將該筆款項轉到延期舉行的展會，或用於其他有展會主辦單位舉辦的展會。 
§ 附例 
51、為確保展覽順利舉行及進行，經辦單位保留權利解釋、隨時修訂《條款細則》及《參展合約書》和加入新規則條文。 

有關《條款細則》及新規則及附加條例之解釋，均以經辦單位決定為準。所有新條文或規則均會被視作《條款細則》 
之部分，故參展商亦受其約束。如《條款細則》和新訂之規則有所衝突，以後者內容為準。 

52、參展商遵守展覽場地訂立的規則及條款，其規則及條款當被視為此《條款細則》的部分；如展覽場地規則及條款與此 
《條款細則》有所衝突，以後者為準。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簽   章 ：                                          日  期：                               
 
台灣銷售辦公室: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曾麗華 組長 
TEL：+886-2-8792 6666 ext.253     
FAX：+886-2-8792 6140 
Email：tseng@teema.org.tw  
地址：11490 台灣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109 號 6 樓 

大陸銷售辦公室: 
昆山金展會議展覽有限公司 應康琪 先生 
TEL：+86-571-8578 3999 ext.603   
FAX：+86-571-8537 3399 
Email：hanson@icjinzhan.com 
地址：大陸浙江省杭州市環城北路 141 號永通信息廣場東

樓 1203 室 
 

邀展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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