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6月 9 - 12日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   
 
廣州照明展覽會立足亞洲已 23 個年頭，匯集優質專業廠商及買家，致力打造成為全球 LED 及照明行業的專

業展覽貿易平台。2018年第 23屆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共有 2,602家專業廠商參與，展出新穎的照明和 LED

產品及解決方案，廠商家數較上屆成長 7%。展覽除帶來優質廠商外，亦吸引逾 165,000位參觀買家入場，人

數較上屆上升 5.8%。 
 

  

 
來自 129個國家及地區，共 165,998名專業買家 (2017年：156,898名) 
 

來自 22個國家及地區，共 2,602家參展企業 (2017年：2,428家) 
 

195,000平方公尺展覽面積，覆蓋 19個展館 (2017年：180,000平方公尺) 
 

100+ 大會活動 
 

多元化專業買家 

  

 

觀眾業務性質 

31% 貿易買家 出口商 / 進口商 / 批發商 / 經銷商 / 零售商 / 採購辦公室 / 電子商務零售商 

42% 製造商 照明應用 / 零組件和電子元件 / LED技術 / 燈具 

20% 工程買家 建築師 / 工程承包商 / 建築技術服務商 / 設計工作室 / 能源供應商 / 規劃工程師 

/ 採購機構 / 房地產開發商 / 系統集成商 

 7% 其他 行業協會 / 媒體 / 機構 
 
展覽產品分類  2018年廠商反饋 

電燈配件、電子零件及基材 - 電燈配件、LED封裝元件、

電子元組件、光學組件、測量儀器、檢測儀器 

 88% 廠商計畫參與 2019年展會 

67% 廠商對接觸到重要目標觀眾感到滿意 

73% 廠商認同達成參展目標 

69% 廠商滿意展會建立新聯繫的數量 

LED技術 - LED光源、電源、驅動及電子元件、特殊應用、

LED顯示螢幕及燈具 

燈具 - 家用照明 / 室內照明、商業照明、工業照明、城市

照明 / 建築照明 / 戶外照明、智能照明、光源 
 

➪ 廣州國際建築電氣技術展覽會於 6.1館同期舉行。 
 

聯繫單位：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公司台灣分公司 電話：(02)87291099張裔青小姐#321/林培皓先生#326 



                                      
 

 
 

展覽日期： 
 
2019年6月9日至11日（星期日至星期二），上午9:30至下午6:00 
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上午9:30至下午2:00 

展覽地點：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主辦單位： 

 
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Guangzhou Guangya Messe Frankfurt Co., Ltd.） 

組團單位： 

 
法蘭克福展覽 (香港) 有限公司（Messe Frankfurt (HK) Ltd.） 

台灣聯繫單位： 

 
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Messe Frankfurt (HK) Ltd. Taiwan Branch Office) 

協辦單位：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Taiwan Lighting Fixture Export Association） 
(本展公會將規劃向國貿局申請展覽補助，待申請核准後，參展商若為公會會員將可於展後取
得補助款) 

展覽項目： 
 
裝飾照明、照明配件和電子零組件、專業照明、光源、LED技術、智能燈控、變光開關、管
理系統、檢測設備 

  參展費用： 套裝攤位  人民幣17,000元 / 9平方公尺，最小租用9平方公尺，含攤位搭建及配備。 

    空地攤位  人民幣1,600元 / 平方公尺，最小租用面積為36平方公尺，僅含空地租金。 

套裝攤位 以 9 平方公尺為一基本單位， 配備數量隨面積大小增減調整。 

基本裝潢： ‧攤位搭建 ‧公司招牌 ‧目錄刊登 ‧台灣團專屬形象設計 

 ‧一桌二椅 ‧投射燈兩盞 ‧可鎖櫃一個 ‧插座一個（5Amp，220V） 

 ‧邀請函 ‧攤位清潔 ‧垃圾桶一個 ‧網站參展名單刊登 ‧地毯 

    台灣館套裝攤位由本公司指定裝潢公司搭建，整體設計與外觀不得要求異動。上述配備不

可要求退費，插座與燈具等與電力相關之設備需額外付費申請，不可與傢俱替換。 

報名方式： 
 
請填妥報名表及蓋立大小章後，以傳真或Email方式先行回覆，並於一週內將正本連同保證金
支票郵寄至本公司，即完成報名程序。保證金支票開立內容請詳見下方付款方式說明。 

攤位分配：                                             1. 

 
攤位位置將由本公司彙整廠商面積需求後，依廠商需求 面積大小 先行規劃，後再由廠商
依 報名先後順序 選位。 

  2. 

 
攤位面積及規格將視大會平面圖，以儘量符合廠商報名表上所填的需求為原則。 

  3. 
 
本公司有權因大會變更平面圖或因市場需求之改變，必要時調整攤位位置。如欲轉角攤位
數量不足等特殊狀況，將以 申請面積大小 及 報名先後順序 為優先之考量標準。 

付款方式：                                        1. 
 
廠商報名時需一併開立台幣保證金支票，金額依所訂攤位大小詳列如下。除參展廠商取消
參展外，此支票將不兌現，僅供作租用攤位之參展保證，與場租費用不相扣抵。 
抬頭：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到期日：2019年3月31日 

           9sqm - NTD  50,000 37~45sqm - NTD210,000   73~100sqm - NTD   450,000 

   10~18sqm - NTD100,000 46~54sqm - NTD240,000 101~150sqm - NTD   650,000 

   19~27sqm - NTD150,000 55~63sqm - NTD270,000 151~200sqm - NTD   850,000 

   28~36sqm - NTD180,000 64~72sqm - NTD300,000 201sqm以上  - NTD1,500,000 

  2. 
 
參展費用將開立人民幣金額發票 (invoice) 請款，請以發票上所訂之繳款截止日期前全數
以人民幣匯款至指定帳戶，並將水單或匯款電文傳真予本公司對帳。廠商先前繳交之保證
金支票將於確認收到匯款後 原票 掛號退還予廠商。 

  3. 
 
若參展廠商係經由公會申請國貿局補助款，攤位費用將由本公司開立人民幣金額發票 
(invoice) 向公會請款，再由公會依攤位面積個別向參展廠商以台幣請款。待公會統一繳交
攤位費用後，廠商先前繳交之保證金支票將原票掛號退還。 

注意事項： 
 
若廠商未按發票上規定之繳款截止日前繳清費用，逾期超過2週，則先前繳交之保證金支票將
不退還；逾期超過1個月，本公司有權另行處置該攤位。 

取消參展： 1. 報名經本公司確認後取消參展，原繳交之保證金支票將不予退還。 

 2. 

 
開展前3個月內不得取消參展，否則廠商仍須負擔全額參展費用。 

截止日期： 2019年3月31日      (或額滿為止) 

備        註： 1. 詳細之完整參展辦法與規定，請參閱本公司網址：www.messefrankfurt.com.hk 

 2. 
 
如遇不可抗拒之人為或天災影響，導致展覽取消延期或是廠商無法順利參展，所有相關展
覽費用將不予退還。主辦單位保留另行規劃展覽的權利，廠商須依合約履行參展活動。 

台灣連繫單位：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台灣分公司 / 電話：02-8729 1099  張裔青小姐#321、林培皓先生#326 

二０一九年『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台灣團參展辦法及規定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


                            
    

2019 年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 
2019年6月9 - 12日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蓋立公司大小章後，先傳真再將正本交回：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110市民大道六段288號8樓 Tel: +886 2 8729 1099  Fax: +886 2 2747 6656  Email: erica.chang@taiwan.messefrankfurt.com 

 

台 灣 館 報 名 表 (請以粗體打字，或正楷填寫) 
 
1.     公司基本資料: （同時將刊登於大會之買主名冊）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中文地址：   

英文地址：   

電話：         /         /                           傳真：        /         /                              
        國碼           區碼               電話號碼                                    國碼          區碼                       傳真號碼 

Email：  Website：   

負責人中文姓名：                                     

展務聯絡人：（用於展覽業務聯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Email：                                              分  機：                                          

發票資料 （請勾選及於適當處填寫）: □ 同上列公司資料  □ 需另行開立下 

中文發票抬頭：  

英文發票抬頭：  

英文發票地址：   

 
2.     公司性質 (請於適當處勾選，可複選) ： 

□

 

    

01 Manufacturer (製造商)      □

   

03  Agent, wholesaler, distributor (代理商、批發商、經銷商) 

□

   

02  Trade Association (產業協會) □ 04 其他, 請說明:                                               

 
3.     面積需求： 

□ 套裝攤位：9平方公尺 / 一面開      □ 其他套裝面積：              平方公尺 /           面開 

□ 空地攤位（最小36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           面開 

其他需求：                                                                                 

◎套裝攤位：人民幣 17,000 / 9平方公尺     ◎空地攤位：人民幣 1,600 / 平方公尺 
 

4.     請說明展品內容：(20個字以內) 

  

 

5.   主要品牌：                                                                                                

 

報報名名期期限限：：110088年年33月月3311日日  

台台灣灣館館報報名名表表    PPaaggee  0011  

mailto:erica.chang@taiwan.messefrankfurt.com


 

 

6.    展出產品 (全部總計100%): 
1. Lighting accessories, component & equipment 
1.1 Lighting accessories 

____ Lampshades, lampholders, lampheads 
____ Lamp tray, frame, hardware components 
____ Reflector 
____ Lead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____ Cable 

1.2 LED packaging components 
____ Wafer 
____ Chips 
____ Sealing material 
____ Substrate 

1.3 Electronic components 
____ Ballast, capacitors and relays 
____ Connectors 

1.4 Optical component 
____ Diffusion, condenser, lens/film 
____ Reflector 

1.5 Measurement equipment 
____ Spectrometers 
____ Imaging photometers and colorimeters 
____ Goniophotometer 
____ Luminance meter 
____ Optical radiation test system 

1.6 LED packaging equipment 
____ LED dispensing machine & adhesive machine 
____ LED welding machine 
____ LED bonder 
____ LED vacuum machine 

1.7 Testing equipment 
____ LED aging-life test system 
____ LED thermal analysis system 
____ Optical radiation safety test system 
____ EMC tester 
____ LED driver & electronic ballast tester 

1.8 Others,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LED Technology 
2.1 LED chipset & light source 

____ LEDs 
____ UV-LEDs 
____ Infrared LEDs 
____ OLEDs 

2.2 Power supply, drivers and electronics 
____ Switching supply 
____ LED driver and driver ICs 
____ Converter, inverter, rectifier 
____ LED controller gear 
____ LED modules and light engines 

2.3 LED specialty applications 
____ Automobile 
____ Medical 
____ Agriculture 
____ Museum 

2.4 Others,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Luminaries 
3.1 Residential lighting 

____ Wall lights / Picture lights 
____ Vanities / Bath light 
____ Table and reading lamp 
____ Under cabinet lights 

____ Floor lamp 
____ Tracklights / Spotlights 
____ Chandeliers 
____ Pendant lamp 
____ Crystal lights 
____ Flushmount / Ceiling mount lights 
____ Night light 
____ Downlight 

3.2 Commercial lighting / Industrial lighting 
____ Fluorescent high bays 
____ Recessed linear lights 
____ Suspended linear lights 
____ Recessed downlight 
____ Track lights 
____ Step lights 
____ Canopy lights 
____ Runway lights 
____ LED strip lights 
____ Exit and emergency lights 
____ Floor lights 
____ Indoor ceiling / Wall mount lights 
____ High bay / Low bay lights 
____ Tunnel lights 
____ Explosion proof light / Mine light 
____ Vapor proof lights 
____ Dock lights 
____ Hazardous lights 

3.3 Urban lighting / Architectural lighting 
____ Wall lantern 
____ Hanging lantern 
____ Garden lights 
____ Post lights 
____ Spot & floor light 
____ Floodlight 
____ Fountain light 
____ Street lights 
____ Parking lots lights 
____ Deck light / Step lights 
____ Pathway & Trial lights 
____ LED strip lights 
____ Traffic lights 
____ Solar light 

3.4 Smart lighting 
____ Smart light bulb 
____ Smart lighting control, dimmers and switches 
____ Sensors for smart lighting 
____ Smart lighting solution 

3.5 Light source 
____ Fluorescent 
____ CFL 
____ Halogen 
____ High intensity discharge 
____ LED bulb 
____ LED filament bulb 
____ LED strip lights 
____ LED miniature light bulb 

3.6 LED display and signage 
____ LED display 
____ Signage 

3.7 Others,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公司法定代理人: （請以正楷填入負責人姓名後再於下方簽章）⋇ 請注意: 公司章必須與報名的公司名稱相符 

本公司在此確認上述填寫資料內容詳實無誤，並已詳讀及願意確實遵守下列之規定，及大會其他參展規定。 
一、已確實瞭解，並願確實遵守本展大會及組團單位之參展辦法及有關規定。詳細規定與辦法可參閱網址  - 

www.messefrankfurt.com.hk 
二、保證不與其他非團員之公司共用攤位或私自轉售攤位，違者除立即停止展出外，其所繳交之費用亦不予退回；此後凡

法蘭克福商展公司所舉辦之展覽皆謝絕參加。 
三、保證展出之產品不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或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參展期間如經權責單位合法程序提出

之侵權案件，相關之展品必須由攤位上撤除。 
四、如遇不可抗拒之人為或天災影響，導致展覽取消延期或是廠商無法順利參展，所有相關展覽費用將不予退還。主辦單

位保留另行規劃展覽的權利，廠商須依合約履行參展活動。 
五、本公司聯絡人同意以上所填個人資料提供組團單位用於展覽會公開發行之大會名錄/會刊，知悉組團單位於運作期間內

依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應用區域為全球），本人亦了解個資法第三條得行使之權利及第八條不
同意提供時權益之影響。 

六、本公司以上所填相關訊息完全屬實，並為最新資訊。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__                      

      請蓋立公司大小章： 
 

 

 

 

                                                          

                    (蓋章)                        (蓋章)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 

台台灣灣館館報報名名表表  PPaaggee  0022  

◎ 正 本 請 務 必 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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