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覽簡介】 

 「2018 高雄國際建材大展」，集結 250 家廠商參與，高雄展覽館南、北兩館全館展出，吸引

近上萬人次參觀，展覽期間並同步舉辦建築論壇和室內設計賞，團體參觀邀請相關公協會、專業人士，

預估交易延續商機超過 10 億元，受到廠商熱烈回響，為南部地區規模最大專業建材展。 

明年度本展，將在 9 月 6 日(五)至 9 日(一)盛大展出，除了參展廠商產品展售之外，規劃新品發

表會、論壇等活動，呈現各種建材展品建築新趨勢與室內設計新亮點，提供參展廠商與專業買主洽談

及交流平台，歡迎建材相關廠商與會，再創新商機。 

 

【展覽效益】 

1. 由經濟日報打造南台灣專業建築材料展示優質平台。 

2. 結合建築設計論壇，有助誘發南台灣消費市場需求、拓展建材通路、提高交易產值。 

3. 展覽專區規劃專業多元，力邀政府及相關公協會共同展出，提高產業關注力。 

4. 展覽場地「高雄展覽館」由國家斥資 30 億元投資建設，是南台灣首座國際級世貿會展中心，為高

雄新地標展覽會所，商機匯聚效應可期。 

5. 大會整合新建築建材發展資訊及趣味活動，向民眾推廣各式建材效能及功用，締造新建材商機。 

6. 精準行銷，廣邀全台各地建築師、設計師、營建公司等專業人士、買主蒞臨參觀，大幅提升專業  

   展會品質。 

 

  【參展說明】  

展期時間：108 年 9 月 6 日(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108 年 9 月 7 日(六) - 9 月 8 日(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108 年 9 月 9 日(一)，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展覽地點：高雄展覽館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林森四路口) 

報名費用： 

  早鳥價(未稅) 一般價(未稅) 

一般攤位  $35,000 (含基裝) $40,000 (不含基裝) 

主走道攤位 $38,500 (含基裝) $43,500 (不含基裝) 

※本展早鳥價優惠規範：即日起至 108年4月30日止，每攤位 36,750元(含稅)；主走道每攤位 40,425

元(含稅)。 (主走道攤位預訂繳費選位方式，請見下頁說明。) 

※基本裝潢費用 : 3,000 元(未稅) 

※參展報名規範：需繳交報名表與參展攤位數之全額費用，費用以經濟日報收到為準，支票禁止背書

轉讓，以掛號寄送，不受理現金繳費；匯款者，以匯款時間為憑，攤位額滿即告終止。正確報名手

續範例如下，兩者皆可。 

(1)繳交報名表與攤位費訂金 10,000 元/每攤(以未稅收取)，餘額開立支票<註一>一併繳付。 

(2)繳交報名表與全額攤位費(支票<註一>或電匯<註二>，皆可)。 

<註一>支票抬頭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支票兌現日為 108 年 7 月 5 日。 

<註二>報名費用若匯款，戶名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忠孝分行，帳號為 0450705012551。 

※本展一般攤位廠商，選位將擇日召開廠商協調會，並以攤位數多寡、繳款日期作為選位排序依據。 



     

【主走道攤位選位說明】  

1. 主走道攤位於107年9月14日(五)起受理報名選位，報名時需於一周之內(報名表送出當日為起始

日)，繳清全額攤位費用，始得完成報名手續，進行劃位。一周內未繳清全額攤位費用者，視同

放棄預訂選位。 

2. 主走道攤位分為單一廠商實收10攤、8攤、5攤、4攤、3攤固定式攤位，欲加購攤位者，增加之

攤位以早鳥一般攤位費用計。若逾108年4月30日，將以一般價費用計。 

3. 參展廠商請依需求，於報名表填寫希望展出的位置 (如平面圖代號編號)。 

4. 攤位均應為相連方形，不得橫跨走道。含贈30攤(5攤x6攤)以上得跨走道選位。 

5. 如同時間位置已先被預訂，攤位數多者，優先選位。若遇同時繳費且同攤位數狀況，依選位基數

大小順序，即基數最大者先劃位 (基數算法如下說明)。 

6. 主辦單位對攤位分配及變更保有最終決定權。 

7. 廠商若劃位成功後，禁止更換位置。 

 

※基數說明 

基數為近三年參加本展攤位數加總，即 2018+2017+2016。說明如下： 

選位順序 參展廠商 2016 攤位數 2017 攤位數 2018 攤位數 基數加總 

1 XX 股份有限公司 10 11 11 32 

2 XX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8 11 29 

3 XX 有限公司 8 8 8 24 
 
XX 股份有限公司為攤位基數加總最多的廠商，即 XX 股份有限公司先劃位。 

 

   【參展廠商協調會】                                                                          

非主走道攤位之廠商，報名截止後，由主辦單位專函通知協調會召開時間及地點；協調會中將說明展

示會注意事項及現場圈選攤位。圈選攤位原則如下： 

1. 先報名(完成繳費作業)先排序號，可先選攤位；多攤位先選、同攤位依繳費日期的先後排序選位。 

2. 未參加協調會之參展廠商，概由大會代為選位，廠商不得異議。 

3. 同一參展廠商之所有攤位均應相連，不得跨走道選位。三攤位以下廠商(含)

不得選 L 型(圖一)、背對背(圖二)。 

4. 公協會或主題區選位原則與大會選位規範相同(如上述規定)。 

 

    【展示攤位】                                                                             

每攤位面積：3m×3m＝9m2。內含基本隔間裝潢： 

(贈攤淨地、參展廠商自行裝潢者，不提供以下設備)  

 

1. 3 米長、3 米寬、2.5 米高之隔間及簷板。 

2. 投射燈三盞、110V 插座一個，及八成新地毯。 

3. 接待桌、椅各乙張。 

4. 公司全銜乙組。 

 

為維護參展廠商權益，如攤位內使用音響及擴音設備者，其產生音量以不超過 85 分 

貝、不影響鄰近攤位為原則，違者經勸止不聽，逕予斷電處理。 

為維護展覽秩序，攤位物品請勿超出所屬攤位空間，切勿置放於走道或公用區域等，違 

者經勸止不聽，逕予斷電處理。 

 

 

 



 

    【進場布置、展期、撤場】                                                                   

1. 廠商進出場，詳細時間於協調會後公佈，並請參展廠商依安排時間順序進出場。 

2. 工作人員進出會場請佩戴參展廠商識別證與施工安全帽。 

3. 展場不提供臨時堆放物品服務及空間，參展廠商應將非展品全數自行清離展場。 

4. 攤位隔間限高 4 米，重型展品下方必須以雙層排列枕木、膠墊嚴加防護，以分散壓力支承，嚴禁

拖拉方式移動展品，避免地面毀損，並禁止機腳直接座落在溝槽蓋板上。展館禁止明火、使用木

工切削、噴槍，補漆作業須使用水溶性油漆(相關限制請以高雄展覽館規定為準)。 

5. 參展廠商如需加班，請於當日清場前二個小時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費用由申請單位自付。(本費

用為高雄展覽館規定之費用，多家廠商申請時，費用由申請廠商均分。未提出申請加班廠商，依

規定不得於延時加班時段中留場作業)。 

6. 展示期間，參展廠商可於開展前半小時(開展當天前一小時)，佩戴參展廠商識別證提前進場。 

7. 本展為專業展，平日展示期間，12 歲以下兒童謝絕入場。 

8. 展示商品不得於展示期間撤場。 

9. 參展廠商自行裝潢的物品(含輸出背板、木箱、棧板、玻璃、地毯、殘膠等裝潢廢棄物)，應於展示

會結束後督促承包商全部撤離。 

10. 逾時未清理完竣者，主辦單位得以廢棄物方式處理，費用由參展廠商自理。 

 

    【廣宣計畫】專函邀請、聚焦專業買主採購商機                                                  

 

 

 

 

 

 

 

 

 

 

 

 

 

 

 

1. 大會官網/建材展 APP：設置大會官方網站(www.edn-buildexpo.com/ks)、「經濟日報建材展 APP」、

FB 粉絲團，開拓參展廠商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行銷契機。 

2. 報紙/專業雜誌宣傳：展前透過一波波強力、有效的新聞訊息發佈，規劃於經濟日報、聯合報、專

業建材雜誌等各平面媒體刊登展覽廣宣。展示期間，經濟日報每日以專版方式報導展示活動新聞，

強化並擴大展示成效。 

3. 專函/EDM 邀請：廣寄邀請函邀請相關建築師、設計師、營建公司、公民營機構、百大企業、相

關公會、研發、學術、採購單位，及邀請本報歷屆建材展的參觀買主，吸引專業人士組團參觀採

購，並透過 EDM，大量發送展覽資訊，充分曝光。 

媒體廣宣計畫 

網路廣宣 

★建立大會官網 
★聯合線上訊息露出 
★經濟日報官網露出 
★會員電子報 
★各活動官網訊息 
★廣發 EDM 
★APP 訊息 
★Google 關鍵字廣告 
★FB 粉絲團經營 

戶外廣宣 

★外牆廣告 
★路燈旗幟  
★紅布條、跨街布條 
★廣告宣傳車 
★同性質展覽會場行銷 

平面廣宣 

★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廣告 
★經濟日報廣告/新聞報導 
★大會專業刊物 
★產業相關雜誌廣告 
 

發函邀請 

★邀請建築師、設計師、營建公
司等企業採購單位、前屆參觀買
主參觀 
★邀請相關公會、研發學術機構
參觀 
 

電子媒體 

★電視新聞台廣告 
★地方電視頻道蓋台廣告 
★廣播電台廣告宣傳 

公關造勢 

 
★活動發佈 
★開幕記者會 
★公關新聞發稿 

http://www.edn-buildexpo.com/ks


4. 電視廣播：展覽前於電視、廣播頻道宣傳，吸引目標買主參觀。 

5. 戶外廣宣：路旗、跨街布條、加油站布條等戶外宣傳，強化民眾、廠商印象。 

6. 文宣刊物：出版展覽專刊，隨報發行，免費提供來賓索取，紙上廣告延伸展示效益。 

 

 

    【水電/堆高機申請】                                                                    

1. 主辦單位免費提供每實收攤位(贈攤不列計)基本隔間及 110V 500W 用電(相當於 5 個 100W 投射

燈電量)，並免費提供單件 3 噸(含)以下之展品堆高搬運，展場內追加水電及 3 噸以上展品堆高搬

運工程，須按實際使用量申請並另計費。 

2. 高雄展覽館有分區載重限制，為顧及地面承載及參展安全，參展廠商應自備托架分散重量，超重

者並請避免現場操作。展品重量超過 3 公噸以上者，請提前向主辦單位申請，並接受主辦單位安

排展出位置，以利進出場動線規劃及展品安全。(相關展品及車輛載重限制，請以高雄展覽館規定

為準)。 

 

 

 

 

 

 

 

 

 

 

 

 

 

 

 

 

 

 

 

 

 

 

 

 

 

 

 

 

 

 

 

 

 

 

 

 

 



 

 

【參展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報展務洽詢專線：                       展務經辦人：         所屬單位： 

參展名稱 
(中文) 

(英文)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 

發票地址 □□□-□□ □同上(通訊地址) 

負責人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參展產品 
 

〈為維護專業展品質，大會得審核參展產品，未符合本展徵展範疇，恕不得參展，請見諒。〉 

參展攤位 

基本攤位 個 基本隔間 
□需要 □不需要 
一、2019/4/30(二)前報名早鳥費用含基本隔間。 
二、2019/4/30(二)後報名，每攤位基本隔間費用 3,000 元(未稅)。 

主走道攤位預訂編號 
 
 

主走道攤位 
預訂日期 

 

(請於預訂一周內繳交全額攤位費用) 

參展費用 元  營業稅 5% 元 總  計 元 

希望主辦洽邀買主公司/單位/團體  
一、本報名表為「經濟日報」收款依據。 

二、報名時可開立「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抬頭，支票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寄送，不受理現金繳費。 

收件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  

收件對象：經濟日報工商服務部服務組 聯絡電話：02-8692-5588 分機 2292 

三、 報名費用若匯款，戶名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忠孝分行，帳號為 0450705012551。     

(1)繳交報名表與攤位費訂金 10,000 元/每攤(以未稅收取)，餘額開立支票<註一>一併繳付。 

    (2)繳交報名表與全額攤位費(支票<註一>或電匯<註二>，皆可)。 

    <註一>支票抬頭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兌現日為民國 108 年 7 月 5 日。 

    <註二>電匯合作金庫銀行忠孝分行，帳號為 0450705012551，戶名：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選擇主走道攤位報名時預訂選位，須於一周內繳交全額攤位費用，始完成報名手續，詳請參閱企劃書【主走道攤位選位說明】。 

三、退展或變更展期辦法： 

    (1)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以前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元後，餘額無息退還；如於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及協調會後退展，並

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位退還一萬元。 

    (2)協調會後（含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退展，並改參加本報次年同展，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元後，餘額無息退還。 

    (3)協調會後（含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退展，並改參加本報其他不同展覽，每攤位退還一萬元。 

四、參展單位不得將攤位私下轉讓、出租、合併或以非報名時的公司名稱及展品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

該廠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 

五、參展廠商展出產品，以生產、代理或經銷的產品為限，並須與填報參展產品清單內容相符，若經主辦單位發現展場上有不符展覽主題的產品，即取消其

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該廠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展品如涉仿冒，廠商應自負法律責任。 

六、參展廠商進出場期間須自行配戴安全帽，並配合展館技術作業準則，若因攤位施工不當，導致展場設施或鄰近參展廠商的展品受到損害，須負完全賠償

責任。 

七、請參展單位於主辦單位規定時間內，完成進、退場施工事宜，需逾時施工者，請自行向高雄展覽館申請場地租借費，北館每小時為 57,200 元(稅外加)、

南館每小時 61,600 元(稅外加)。請廠商於進出場與展示期間，自行保管各項物品、展品，並辦理相關竊盜及意外損失險，主辦單位不負擔物品、展品的

保管責任。 

八、展示會若逢天災、疫情、罷工、國家緊急動員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必須延期或縮短，主辦單位不予退費亦不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九、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以所有參展商最大利益為前提修正、調整，並向參展廠商說明，惟廠商不得有議。 

十、本展為專業展，平日展示期間，12 歲以下兒童謝絕入場。 

本公司/單位已知悉並承諾遵守上述參展辦法所列各項規定，如有違反，願依主辦單位規範處置。 

公司 
單位
簽章 

 負 
責 
人 
簽 
章 

 

 

108 年 9 月 6 日至 9 日在高雄展覽館展出，每攤位 4 萬元(未稅)；主走道每攤位 4.35 萬元(未稅)。 

108 年 4 月 30 日前報名繳費享早鳥優惠 

每攤位 3.5 萬元(未稅，含基本隔間)；主走道每攤位 3.85 萬元(未稅，含基本隔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