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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 參展廠商進出場注意事項 
 

各位參展廠商好： 

 

「2017年台北國際電腦展」將於5月30日至6月3日展出，檢送攤位裝潢暨展品進

場、退場及展覽期間應注意事項，敬請撥冗詳讀並轉知所委託之裝潢商及運輸公

司。 

 

一、 攤位佈置及展品進場時間： 

進場布置日期及時間 佈置項目 

5月24日 05:00~21:00 
裝潢商進場佈置 

5月25日~5月28日 07:00~21:00 

5月29日 07:00~20:00 展品進場 

(17:00 後，車輛禁止入場) 

※進場佈置期間(5月24日至5月29日)禁止申請加班 

 

(一) 領取參展證：進場時間內（5月24日~5月29日）持貴公司名片（限參展公

司）至各展館領取參展廠商證，尚未繳交裝潢切結書（外商報名Shell 

Scheme者除外）及安全衛生承諾書之廠商請務必繳交，否則不發予識別

證。 

(二) WLAN 無線上網： 

1. 南港展覽館已增設無線上網設備，今年特別提供電腦展參展廠商無線上

網專用帳號及密碼: TWTC Vendor-- 2017computex，歡迎廠商多加運

用。使用本服務時請務必慎加保護您公司（個人）資料安全與隱私，若

因故發生商業損失或法律爭議等問題，請自行負責。 

2.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免費無線網路服務 :  

   為建立穩定、高容量和無縫隙連線品質的Wi-Fi網路環境，台北南港展覽館

已於104年5月建置全新Wi-Fi網路系統，全館可同時服務達1萬台以上終

端裝置免費無線上網，為避免館內無線訊號產生同頻干擾，影響大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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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上網權益，請各參展廠商利用本館提供之免費無線網路服務，禁止

自行架設5GHz相關無線網路設備。 

(三) 裝潢材料及展品運輸注意事項 

1. 貨車進入展場時將預收進場保證金新台幣1,000元，停留時限為1小時，

逾時出場者，逾時費以每小時新台幣200元計收。 

2. 雲端展場(4樓)：參展廠商及裝潢廠商貨車請由東側迴旋坡道上至4樓展場，

或於B1卸貨後再以貨運電梯運至4樓。斜坡車道、4樓卸貨平台及雲端展

場之載重量為每平方公尺2公噸，貨車載重上限為雙軸15公噸/部；2軸以

上車輛35噸/部。4樓卸貨平台之尺寸為長36.9公尺、寬26.9公尺。  

3. 館內3米走道禁止臨時停車，車輛請停在館內6米走道或1樓及B1卸貨區

進行卸貨，再以手推車運至定點。  

4. 展場全區車輛限高4公尺，車輛高度超過4公尺者（包括超高貨櫃車4.25

公尺）務請於進場前向南港中心場地管理組提出申請，經許可後依指定

動線及時間入場。入場車輛或物品如超逾貨物入口及貨梯門寬或迴旋坡

道限高等規範者，禁止進入展場；展品或裝潢品如超越限高或限重者，

請拆解分裝後始得進入。 

  

各區貨車入口高度： 

1樓展場 I區5公尺，J區4.5公尺，K區5公尺 

雲端展場 L區4公尺，M區8.5公尺，N區4公尺 

迴坡道 下層入口處8公尺，上層出口處6.7公尺 

 

5. 依勞檢處規範，起重機操作手須備：（1）合格操作執照、（2）起重機

合格使用證明，要填重型車輛入場表，未申請者現場補申請獲准後才可

入場，以利現場查核。 

 

(四) 裝潢攤位注意事項 

1.為讓所有進出本會所屬會展場所之裝潢施工人員，皆能充分了解並確實

遵守會展場所內使用安全規範及相關裝潢作業規定，以確保施工期間施

工人員及本會各項硬體設備之安全，本會特規定裝潢施工人員均需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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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外貿協會會展場所施工安全須知」課程訓練，並取得「上課證明」

後，始得請領「外貿協會會展場所服務證」，未持服務證者不得入場施

工，申請「上課證明」及「會展場所服務證」作業流程詳線上申請系統。 

 

2. 依北市勞工局檢處施工安全規範：（1）所有裝潢作業人員均須戴標

示有公司名稱或logo之安全帽，裝潢期間未配戴安全帽者不得入場；

（2）於離地面2公尺以上之高處施行裝潢作業時，禁止使用合梯，應

使用高空工作車或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有護欄之工作台；（3）活

電作業應戴絕緣防護器具；請  貴公司務必要求裝潢商遵守前述規範，

以免遭勞檢處處分。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將於電腦展展出期

間派員駐場，並依該處施工安全規範嚴格執行查核工作。 

 

3. 進場期間裝潢用電送電日期、時間及注意事項： 

日期 時間 注意事項 

5月24日 05:00-21:00 ※僅供應展場壓縮空氣、工作照明、

工作電源、攤位佈置使用，不供

應攤位用電。 

5月25日至5月28日 07:00-21:00 

5月29日 07:00-20:00 

5月28日 10:00-21:00 
※供應攤位內用水、電。 

5月29日 08:00-20:00 

 

4. 進出場期間 貴公司須自行派員照料展品及裝潢材料，若有遺失或損

壞，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5. 本展進場佈置期間不受理加班申請，請各廠商與裝潢承包商務必配

合。 

 

 

 

 

 

http://www.twtc.com.tw/db/images_g1/sub1.doc
http://www.twtc.com.tw/db/images_g1/sub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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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7年台北國際電腦展一般展區展出日期及參觀規範： 

展出 

日期及

時間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星期二至星期五）9：30~18：00 

106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09：30~16：00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三館 (InnoVEX)： 

10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星期二至星期四）9：30~18：00 

參觀 

規範 

台北世界

貿易中心

展 覽 一

館、台北

南港展覽

館 1 館 

5 月 30 日至 

5 月 31 日 

供國外買主（含駐台國際採購人士）憑識別證

參觀 

6 月 1 日至 2 日 供國外買主（含駐台國際採購人士）及國內業

者憑參觀證進場 

6 月 3 日 1. 供上述人士憑證參觀 

2. 開放 18 歲以上一般民眾購票參觀 

門票每張新台幣 200 元 

售票時間 9:30 – 14:00  

新創及創

新 展 區

InnoVEX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 

1. 憑 COMPUTEX 識別證進場 

2. 一般民眾網路售票日期 

5 月 15 日~6 月 1 日 

1 日券每張新台幣 200 元 

3 日券每張新台幣 500 元 

售票連結：

www.accupass.com/go/innovex2017 

※不開放現場售票 

備註：1.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免證參觀，惟部份參展廠商採邀請制入場。 

   2. 謝絕18歲以下民眾入場參觀 

※ 歡迎鼓勵國外買主或國內專業人士多加利用本展買主預登系統進行線

上預登作業，以節省現場填寫資料及排隊等候之時間。 

(一)展出期間參展廠商進場時間： 

5月30日（星期二），原進場時間上午8時30分提早至8時00分。 

(開幕當日如遇安檢，敬請配合安檢人員現場規劃為主) 

5月31日（星期三）至6月4日（星期六），上午8時50分。 

(二)展期間參展廠商用餐區 

B1、6樓638用餐室 

 

(三)展期間裝潢用電送電日期、時間及注意事項： 

https://computex.lead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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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及注意事項 

5月30日 08:00起開始供應攤位內用水、用電 

5月31日至6月3日 08:50起開始供應攤位內用水、用電 

    ※供電前將會分時段進行廣播。 

  (四) 貴公司對所展示展品及裝潢材料應視需要自行辦理保險，展覽期間如 

      有損失或損毀，本會不負賠償責任。 

(五) 嚴禁攤位轉讓或攤位公司招牌名稱與報名廠商不同，一經主辦單位查   

獲，立即撤銷參展攤位，並限制兩年內禁止參加本展。 

(六) 請確實遵守「音量不得超過85分貝」之規範。若違反規範，除開立告

發單外，將沒收已繳之保證金並停止供應攤位電力。相關規範請參閱

「參展手冊」第18至19頁。 

(七) 參展廠商應注重公播版權音樂之播放，應依法取得授權始得播放。 

(八) 為維護展場安全及參展廠商展出權益，展期間不開放參展廠商高空拍

攝懸臂申請及航拍器申請。 

(九) 展出期間嚴禁攜帶寵物入場。 

(十) 如有自行訂外送便當或餐盒等餐飲，請通知外送人員送至南港展覽館

東側J區出入口外側。 

(十一)送花、送水廠商規劃於5月30日08時00分至09時30分，利用8號貨梯  

送貨。(開幕當日如遇安檢，敬請配合安檢人員現場規劃為主) 

五、出場日期及時間 

     

 

 

 

 

六、 出場注意事項  

(一) 【小撤場作業】規範  

1. 開放3.5 噸以下小貨車可暫停 1樓東側及 4樓東側卸貨平台裝載完

畢須立即駛離。10噸以上的大貨車，6月3日18時00分後，方可進入

展館卸貨區載貨(不得進入展場)，故請以3.5噸貨車進行展品撤場作

日期 時間 項目 

6月3日 16:00 ~ 19:00  小撤場-撤離輕型及手提展品 

6月4日 05:00 ~ 17:00  

撤除所有展品及裝潢材料 6月5日 08: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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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2. 為避免展覽館周邊道路交通壅塞並使撤場作業順暢，在展覽最後一

日(6月3日)下午4時至7時之輕型及手提展品退場時段，將實施【分

時撤場】。該時段所有車輛（含貨車）不能進入展場，貴公司如需

派遣貨車裝卸貨，須憑「小貨車撤場通行證」依照規範時間進入展

館周邊進行裝貨作業。提早抵達之貨車可利用展館預留免費停車位

或至展館週邊收費停車場停放等候，禁止於展館周邊紅線道路臨停

等候。如有違規情形，交通警察大隊及南港分局將加強取締。  

3. 每家參展廠商發給一張「小貨車撤場通行證」，請於進場辦理廠商

報到時憑 貴公司人員名片同時領取一張「小貨車撤場通行證」，請

登記 貴公司聯絡人及貨車聯絡資料。 

       【分時撤場】時段：  

時段  小貨車通行時間  攤位數  

1  1600 ~ 17:00  1 ~ 2個攤位  

2  17:00 ~ 19:00  3個以上攤位  

 

4. 請務必事先將撤場證交予撤場貨車司機，勿於撤場當日再請貨車司

機開至展館週邊道路領取，而造成交通阻塞。  

5. 二個攤位以上廠商如需增額申請通行證請於進場報到時提出申請，

因總量管控通行證，大會將酌予核發「小貨車撤場通行證」。  

6. 貴公司如以小客車停於展館停車場則進出不受分時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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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貴公司必須責成裝潢公司於出場結束日前，將裝潢材料及廢料全部清

除並運離展場，攤位地面如有背膠或膠帶等，亦須一併清除。未清除

者，大會將登記廠商資料並要求補繳廢棄物清運、清潔及場地費。  

 

七、 展期活動一覽表 

 

八、南港展覽館交通指南 

    (一) 周邊停車場 

(二) 免費接駁車 

(三) 計程車排班區及上客處位於展館 B1。 

 

 

L區大門 

M區大門 

N區大門 

L區貨梯 

M區貨梯 

N區貨梯 

https://www.computextaipei.com.tw/zh_TW/show/info.html?id=8E921AA9389F18C3D0636733C6861689&sFuncID=8E921AA9389F18C3D0636733C6861689
http://www.twtcnangang.com.tw/zh-tw/transportation/parking
http://www.computextaipei.com.tw/zh_TW/news/info.html?id=69BB79CC0E2DB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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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堆高機 / 吊車推薦廠商 

乙成堆高機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化成路579巷3號 

電話：02-85210088 / 85216666 

傳真：02-85210089 

上昇堆高機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258巷15號一樓 

電話：02-25054216 / 25053732 

傳真：02-25036091 

福華記吊車公司 地址：台北市慶城街52號 

電話：02-27153132 

傳真：02-27169469 

 

十、 主辦單位各項業務承辦人 

外貿協會總機：02-2725-5200 

負責業務 承辦人姓名 電話分機 

展覽規劃 余雯玲 分機 2633 

攤位裝潢申請及各項諮詢 
丁儀嫻(4F 雲端展場) 分機 2685 

徐婉欣(1F 展場) 分機 2639 

攤位設計裝潢規範諮詢 陳筱瑀 分機 2205 

展覽宣傳、新聞發佈 陳柏慧、曾方盈 分機 2636、2647 

外商區規劃協調 梁芳粢、沈昱蓉 分機 2648、2681 

展覽設施協調 傅勻嫚 分機 5536 

水電申請 張仲良 分機 5556 

職業安全 張世昌 分機 5517 

交通、醫務、門禁、安全、

清潔、展場秩序 
張民豐 分機 5515 

繳費、發票 施伊容 分機 2238 

仿冒查禁(請逕向警察機

構檢舉)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738-0007 

 
2017 年 COMPUTEX 最新資訊請至官網查詢 

www.computextaipei.com.tw 
 
外貿協會 COMPUTEX 執行團隊 敬上 

http://www.computextaipei.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