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經濟日報
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北市廚具商業同業公會

指導單位
經濟部

展示費用 Participation Fee

聯絡資訊 Contact

姓名：

電話：

手機：

信箱：

Line：

經辦人電話洽詢

台北總社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日報事業處
統編：03799802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

項目

攤位費 34,000 元 37,000 元

1,700 元 1,850 元

35,700 元 38,850 元

營業稅

總計

標準攤位

備註

早鳥價/攤 一般價/攤 繳款方式

加購價 3,000 元(未稅)/攤
每攤配備
　3m*3m*2.5m之隔間板
　參展廠商看板招牌 1 組
　攤位內八成新地毯
　投射燈 3 盞
　接待桌 1 張、接待椅 2 張
　插座 1 個 (110V/500W)

匯款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帳號：064031030007
戶名：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支票
抬頭：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兌現日期：107 年9 月15日
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2 樓
收件人：經濟日報工商服務部服務組
電話：02-86925588 分機5593、2292
備註：必須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寄交

每一攤位大小為3*3平方公尺。
報名時請一併繳交每一攤位10,000元之訂金。
早鳥優惠至 107 年9月15日止。
無加購標準攤位之廠商(淨地)，需依報名攤位數繳交基本水電費，插座
及水龍頭等需另購。並於接鄰其他廠商和背對空地時，需有隔板、地毯
及公司名稱看板等基本裝潢。
動力用電、24小時供電、配置水管用水、臨時電話及網路等，皆須另依
收費標準繳費申請。



綠營建綠建材區

廚具衛浴區建材裝潢區

智慧家庭區

生活美學區

展覽紀實 Show Figures

目標客群 Target Visitors

展示區域 Exhibit Profile

Day2 Day3 Day4Day1

13,677

17,406

8,320
10,847

建築
相關

建材
業者

一般
民眾

其他
室內
設計

9,682

11,984

2,80950,250 人次
參觀者 Visitors

參觀者分析
Visitor Profile

買主分析 每日統計

200 家
參展商 Exhibitors

1,000 攤
總規模 Use Area

參展商回饋
Feedback from the Exhibitors

滿意度 續展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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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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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居家新體驗‧打造生活新美學
　　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主辦至今已歷33屆，每年配合市場趨勢，結合優良建材與設計裝潢
元素，規劃各式研討議題與活動，協助開拓市場商機，建構產銷與技術交流平台。

　　2018年邀請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台
北市廚具商業同業公會攜手主辦，規劃智能居家、時尚裝潢兩大展示亮點，並擴大敬邀各領域
業者共襄盛舉，期待為業界創造更多商機與交流，一同打造年底建材銷售大平台。

室內設計師 Designers

建築師 Architects

景觀設計師 Landscape Architects

結構工程師 Structural Engineers

土木工程師 Civil Engineers

營造工程師 Builders

建材批發/零售商 Agents

建設公司 Buliding Contractors

旅館/民宿業者Hotel Owners

海外專業建材展買主International Buyers

燈飾照明區

參展展區於2018年9月15日後截止異動

建築營建、房屋整建、建材生產
；公共場所用設備；室內外裝建
材、各種材質之建築材料；地壁
材及裝飾建材；門窗及五金；
CAD/CAM、專業媒體、圖書、
電腦資訊、網路服務等

LED、燈泡、檯燈/工作燈、
高壓氣體放電燈、智能照明、
專業用燈、燈管、燈頭(座)、
開關、安定器、調光器、燈飾

應用於建築物及室內佈置上的
各種自動化控制系統、智慧建
材、智慧家電、崁入式家電、
一般家電

符合環保永續之綠建築作品；
具節能、健康、再生、高性能
的建築材料。需提報國內外相
關認證標章始得在本區展出

國產或進口之室內陳設、藝術
品、家具、家飾、木製逸品、
地毯、寢具、辦公家具、園藝
景觀等

廚具、智慧櫥櫃、瓦斯爐、熱
水器、淨水器、馬桶、浴缸、
水龍頭、淋浴設備、濾水器、
節水器、省水閥

專業買主‧營銷加值 虛實整合‧服務加值

多元媒體‧宣傳加值 優質把關‧品牌加值

邀請室內設計師、建築師、建商、海外
專業建材展買主觀展，採購商機無限

實體展搭配經濟日報網路、平面報導虛
實整合行銷、發揮最大參展效益

戶外、平面、網路、數位、活動造勢及
專函邀請多元媒體行銷整合

嚴選合格、合法、專業之參展廠商，提
升展區專業度及品牌形象

6,612

19,163

2017年成果報告https://goo.gl/nZXndg



2018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看板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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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傳真  

聯 絡 人 
□先生 
□小姐 

電話  手機  

E-Mail  

參展專區 
□建材裝潢區      □   □ 衛浴區     
□綠營建綠建材區  

智慧家庭區
□照明燈飾區 □

廚具
生活美學區 

參展產品  

參展攤位                   攤 基本隔間、配備 
□不需基本隔間 (淨地) 
□加購基本隔間（擇一打√，加購每攤 3,000 元） 

費 用 
新台幣             元 

總計 新台幣          元 
經濟日報 
經 手 人  營業稅 5%          元 

公

司

簽

章 

 

負

責

人

簽

章 

 

1.本報名表即為經濟日報收費依據。 
2.報名時每攤位請一併繳交 10,000 元訂金，餘額付款方式如下： 
(1)匯款帳戶：台灣銀行松山分行、帳號：064031030007 
戶名：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2)支票抬頭：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兌現日： 107 年 9 月15 日，必須禁止
背書轉讓以掛號寄交 
寄送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 
收件人：經濟日報工商服務部服務組、電話：02-86925588 分機 5593、2292 
3.完成報名手續之廠商，如因故無法參展、退展或變更展期辦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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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詳閱參展規定，並遵守以下參展公約： 

 

【參展廠商報名表】2018/11/16-11/19世貿一館 
正常淨地價格37,000元(未稅)/攤，107 年 9 月15 日前報名繳費享優惠，享早鳥淨地價格34,000元(未稅)/攤。
加購基本裝潢包括隔間、投射燈、地毯、桌椅、公司全銜等，另加3,000元(未稅)/攤。

展出期間，參展商展品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展場，為維護參展商權益，所有展品進出場須依規定填報，並經主辦單位同意始得進
出。
參展商不得將攤位私下轉讓、出租、合併或以非報名時的公司名稱、展品展出，公司名稱與看板名稱不符者，主辦單位有權要求
提出佐證，如有違反以上規定，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該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
參展商展出產品，以生產、代理或經銷的產品為限，並應與填報之參展產品清單內容相符，若經主辦單位發現有不符展覽主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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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展商進出場期間須自行配戴安全帽，並配合展館作業規定，若因攤位施工不當，導致展場設施或鄰近參展商展品受到損害，須
負完全賠償責任。
參展商在進退場、展出期間應自行保管各項物品，並辦理相關竊盜及意外損失險，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報名淨地之廠商，需依攤位數繳交基本水電費，插座及水龍頭等需另購。並於接鄰其他廠商和背對空地時，仍需有隔板、地毯、
公司名稱看板等基本裝潢。
參展10攤（含贈攤）以上，須於協調會後兩週內提供裝潢設計圖供大會審核。
如違反參展規定或公約者，經主辦單位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正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權利並停止展出，參展商不得要求退
費或任何賠償。
世貿一館場地入口限高 4.2M；除D區外各展區天花板高 6M，如需使用吊車施工請留意限高。
展示期間，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參展商權益受損時，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以參展商最大利益為前提修正、調整，並向廠商說明，惟廠商不得有異議。
本展為專業展，非假日展示期間，150公分或12歲以下兒童謝絕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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