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UTEX TAIPEI 2018 一般展區參展辦法 

展區調整公告 
世貿一館 

 【SmarTEX 特展】裝潢異動：為強化展區特色，1~2 展位須採大會主題式統一裝潢。全區同一般展區採展位抽籤制。 

 【SmarTEX 特展】主題異動： 新增「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智慧醫療」；原「車用電子」更名「車聯網」、原「智

慧穿戴」更名「智慧穿戴與運動科技」。 

南港一館 

 原【零組件產品區】更名為【零組件及先進電源技術區】。 

 原【儲存產品區】更名為【儲存產品及資料庫解決方案區】 

 原【嵌入式產品區】更名為【嵌入式產品及工業物聯網區】。 

 原【商業解決方案區】更名為【智慧零售及商業解決方案區】。 

 

一、參展資格 

1. 經中華民國政府核准登記，從事資訊產品外銷之廠商，內銷廠商請勿報名。 

2. 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任何與展覽主題不符與妨害社會善良風俗之產品或廠商參展，並保有最後審核決定權。 

3. 參展廠商所租展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使用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立即收

回轉讓之展位，停止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對於轉讓者及受讓者均禁止其三年內參加本展。 

4. 為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若有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

之疑慮時，參展廠商有義務配合權利人（如專利權人、著作權人等）向司法單位提出合法蒐證程序。 

5. 參展廠商如明知其參展產品經法院判決確定有標示不實或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情事，而仍予以陳列時，一經查證屬實，廠商

須配合將相關產品自動下架與撤展，本會除沒收其所繳參展費用外，並得拒絕接受該廠商次年度報名。 

6. 凡於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一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禁止其展出，廠商不得異議。

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到其他損害，該廠商須負一切相關賠償責任。 

 

二、報名程序及時間 

※完成以下步驟，僅代表報名完成，但不保證取得展位，主辦單位將於 2017 年 11 月公告參展資格。 

線上登錄  

↓ 

1. 登錄時間：2017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 時起。 

2. 登錄完成後務必列印報名表，本展恕不提供紙本報名表。 

3. 登錄時間不影響報名順序。 

4. 登錄步驟：鍵入公司統編→設定帳號及密碼→填寫報名資料（共三頁）。此組帳號密碼將作為日後修改報名資

料與 My COMPUTEX 服務登入依據，請務必妥善保存。 

列印報名表  

↓ 

1. 確認各項資料無誤後，請印出報名表（附有訂金繳納通知單、信封郵寄貼調）。 

2. 報名表須蓋公司大小章，嚴禁手動塗改，違者視為無效。 

繳納訂金  

↓ 

1. 未達 50 展位者：NT$ 21,000 元 x 申請展位數。 

2. 50 展位(含)以上：NT$ 31,500 元 x 申請展位數。 

3. 一律採用電匯方式繳交。 

4. 繳納期限：2017 年 10 月 5 日(四)前。 

5. 繳費公司須為報名廠商，恕不受理他人代繳。 

6. 請自行留存電匯水單備查，無需主動提供。 



郵寄報名表  

↓ 

1. 郵寄報名以「郵戳時間」為憑，敬請確保郵務人員蓋印清晰，並自行留存掛號函件執據，以供備查。 

2. 報名表受理時間自 2017 年 10 月 2 日(一)上午 9 時起至額滿截止，提早郵寄者恕請重新郵寄。 

3. 請以郵局掛號或郵局快捷方式郵寄，其他寄送方式一概無效。 

4. 各區郵局郵戳蓋印時程可能不同，請提前與受理郵局確認。（最早受理郵戳時間為 10 月 2 日上午 9 時） 

5. 郵戳無法辨識者，以「掛號函件執據」時間為準。無法提具者，一律登記本會收件日下午 8 時。 

6. 若郵戳時間相同，則依照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資格、入會年資、歷年參展紀錄等綜合條件排序。 

報名完成  
主辦單位將依報名表時間排序，並視公司用印、訂金繳納、線上登錄資料合格與否，進行審核，預計 2017 年 11

月公告參展資格。 

 

三、展區規劃 

 1.    廠商如欲跨區重複展出，須另繳交【跨區展出申請表】，並蓋公司大小章以茲證明。主辦單位保有最後展位核可權。（跨區展出視同

個別廠商報名，郵寄報名時請務必分開寄出，一張報名表使用一個信封。） 

館別 展出內容及分區 

世貿一館 1F 

週邊產品區｜行動裝置配件區｜通訊及網路產品區｜觸控與顯示產品區 

SmarTEX 特展：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智慧醫療、智慧穿戴與運動科技、安全應用、智慧居家與娛樂、車聯

網、智慧科技解決方案 

世貿三館 InnoVEX 特展 

南港一館(上層) 系統及解決方案區｜電競及 VR/AR 產品區 

南港一館(下層) 
智慧零售及商業解決方案區｜零組件及先進電源技術區｜儲存產品及資料庫解決方案區｜嵌入式產品及工

業物聯網區 

TICC 國際會議中心 半導體及前瞻技術區 

 

 2.    SmarTEX 特展：1~2 展位廠商須採大會主題式統一裝潢，含於參展費用。 

各主題區若於最終未達 8 展位規模，考量宣傳效益，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主題，並協助報名廠商依產品類別轉入其他主題區。 

主題 產品項目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 自然語言處理、影像/語音/模式辨識、語意分析、機器人、知識系統等 

智慧醫療 居家照護器材、資料保健照顧服務、醫療相關系統等 

智慧穿戴與運動科技 智慧衣、智慧手錶、智慧眼鏡、生理監測裝置等 

安全應用 門禁管理系統、辨識系統、防火牆、安全系統、網路攝影機、防盜系統、電腦鑑識等 

智慧居家與娛樂 家用防盜器、中央監視控制系統、智慧居家閘道器/控制器等 

車聯網 車隊管理系統、車上數位影音設備、行車紀錄器、無人載具等 

智慧科技解決方案 教育、能源科技、智慧農業、寵物科技、無人載具、行動商務應用等 

 

四、參展費用 （僅適用於國內廠商，海峽兩岸區及外商價格請另洽承辦人員） 

※ 會員價資格說明：  

        非會員：凡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前完成台北市電腦公會入會手續，得享有公會會員價。 

        會員：會籍到期日須涵蓋完整展期(2018 年 6 月 5 日至 6 月 9 日)，始得享有會員價。未涵蓋者，須同樣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前完

成續會。（惟贊助會員以會員價另加 5%稅額計算）。 

 會員資格查詢：02-25774249 會員服務組 林祐斳小姐#202、陳若蘭小姐#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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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據開立方式：一般會員開立收據；贊助會員開立發票；非會員開立發票。 

世貿一館 1 樓 

週邊產品區｜行動裝置配件區｜通訊及網路產品區｜觸控及顯示產品區 

（淨地不含裝潢） 

展位數 

會員價（免稅） 非會員價（含稅） 

展位費 展位內遇柱扣款 展位費 展位內遇柱扣款 

8~120 個 每展位單價 NT$69,000 每 1/4 柱扣款 NT$16,250 每展位單價 NT$74,500 每 1/4 柱扣款 NT$17,575 

3~6 個 每展位單價 NT$61,000 每 1/4 柱扣款 NT$14,250 每展位單價 NT$66,100 每 1/4 柱扣款 NT$15,475 

1~2 個 每展位單價 NT$55,500 每 1/4 柱扣款 NT$12,875 每展位單價 NT$60,300 每 1/4 柱扣款 NT$14,025 

SmarTEX：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智慧醫療、車聯網、智慧穿戴與運動科技、智慧居家與娛樂、安全應用、智慧科技解決方案 

1-2 展位 

（須採大會主題式統一裝潢，含於參展費用） 

展位數 會員價（免稅） 非會員價（含稅） 

 
展位費 展位內遇柱扣款 展位費 展位內遇柱扣款 

1~2 個  每展位單價 NT$85,500  每 1/4 柱扣款 NT$12,875  每展位單價 NT$91,500  每 1/4 柱扣款 NT$14,025  

３展位（含）以上 

（淨地不含裝潢，如欲參與大會主題式統一裝潢，請另洽本會報價） 

展位數 會員價（免稅） 非會員價（含稅） 

 
展位費 展位內遇柱扣款 展位費 展位內遇柱扣款 

8~30 個  每展位單價 NT$69,000  每 1/4 柱扣款 NT$16,250  每展位單價 NT$74,500  每 1/4 柱扣款 NT$17,575  

3~6 個  每展位單價 NT$61,000  每 1/4 柱扣款 NT$14,250  每展位單價 NT$66,100  每 1/4 柱扣款 NT$15,475  

南港一館 １樓及４樓 

４樓：系統及解決方案區｜電競及 VR/AR 產品區 

１樓：智慧零售及商業解決方案區｜嵌入式產品及工業物聯網區｜零組件及先進電源技術區｜儲存產品及資料庫解決方案區 

（淨地不含裝潢） 

展位數 

會員價（免稅） 非會員價（含稅） 

展位費 展位內遇柱扣款 展位費 展位內遇柱扣款 

8~50 個 每展位單價 NT$69,000 
東半柱扣款 NT$9,750 

西半柱扣款 NT$16,250 
每展位單價 NT$74,500 

東半柱扣款 NT$10,545 

西半柱扣款 NT$17,575 

3~6 個 每展位單價 NT$61,000 
東半柱扣款 NT$8,550 

西半柱扣款 NT$14,250 
每展位單價 NT$66,100 

東半柱扣款 NT$9,286 

西半柱扣款 NT$15,476 

1~2 個 每展位單價 NT$55,500 
東半柱扣款 NT$7,725 

西半柱扣款 NT$12,875 
每展位單價 NT$60,300 

東半柱扣款 NT$8,414 

西半柱扣款 NT$14,024 

  

1. 展位數級距：1,2, 3, 4, 6, 8, 12, 16, 20, 24, 30, 36, 40, 50, 80, 100, 120。欲申請 120 展位以上者，須繳交【超大型展位申請書】正

本，並蓋公司大小章以茲證明。主辦單位擁有最後展位數核可權。 



2. 每展位面積為 9 平方公尺（3 x 3 公尺）。 

3. 展位費細項說明如下： 

 淨地不含裝潢：費用包含淨地場租、每展位基本電力 110 伏特 500 瓦。 

 SmarTEX 特展：費用包含淨地場租、每展位基本電力 110 伏特 500 瓦、主題式展區規劃，1~2 展位並含主題式統一裝潢，主辦單

位保有調整之權利。 

 參展廠商裝潢設施、活動安排應符合公共安全規定及本展規範，以維護參觀者之生命、財產安全。如有違反，以致造成他人生命、

身體傷亡或財產損害、該違規廠商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4. 訂金： 

 訂金金額無稅額差異，請直接繳納以下金額，稅額將另於尾款中計算。 

 未達 50 展位者：NT$21,000 元 x 申請展位數。 

 50 展位(含)以上：NT$３1,500 元 x 申請展位數。 

 僅完成匯款但未郵寄報名表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統一於公告資格後，進行退款作業。 

 繳納期限：2017 年 10 月 5 日(四)前。 

 符合參展資格之廠商，訂金單據不單獨開立，待 2018 年 1 月尾款繳清後，將合併總金額，開立一張展位費單據。 

 候補、參展資格不符者，訂金將全額無息退還。 

5. 尾款： 

 尾款公告：預計於 2017 年 12 月展前說明會確認展位位置後，依遇柱扣款精算後公告，敬請留意展訓 email、網站公告。 

 繳納期限： 2018 年 1 月 18 日(四)前。逾期未繳清者，視為放棄參展，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展位，廠商不得自行轉讓，且已繳費用

概不退還。  

 

五、繳費資訊 

電    匯 

戶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匯入銀行：國泰世華銀行（013），敦南分行（0534） 

匯入帳號：824033＋報名公司統一編號（共 14 碼） 

備註： 

1. 僅受理新台幣電匯。 

2. 匯款手續費由報名廠商自行負擔，自動扣款者將視為金額缺繳，需再補足。 

3. 匯入帳號之公司統一編號，即為開立發票／收據之抬頭依據。 

4. 請自行保留電匯水單備查，無需主動提供。 

 

六、資格審核 

1. 主辦單位將依據廠商郵寄報名之郵戳時間排序，並視公司用印、訂金繳納、線上登錄資料合格與否，進行審核。若郵戳時間相同，

另依照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資格、入會年資、歷年參展紀錄等綜合條件排序。 

2. 正式參展資格預計於 2017 年 11 月公告，屆時將以郵寄函文通知，並可透過報名系統【My COMPUTEX】進行查詢。 

3. 凡於資格公告後申請展區更換之廠商，報名順序改以換區重新郵寄之報名表郵戳為準。 

 

 

七、展區及展位分配 

1.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展位數核可權，視展館狀況調整廠商展位數，廠商不得異議。 

2. 為發揮廠商參展最大效益，主辦單位將依廠商報名的主力產品作為劃分展區依據，並保留調整展區、展館及展位之權利。各產品區

詳細產品分類請見【產品代碼表】。 

3. 主辦單位將依照出入口、參觀動線及展館可容納的展位數來規劃各展區展位，並於展前說明會上公佈平面圖。 

4. 所有展區之展位位置採「抽籤制」 ，由符合資格廠商於展前說明會上抽籤取得展位位置。 

 

八、展前說明會 

1. 展前說明慧預計於 2017 年 12 月舉行，實際日程以網站公佈為準。 

2. 請各廠商出席者攜帶開會通知單及 3 張名片，以便完成會議流程。 

3. 會中內容包含參展重要事項說明、展位位置抽籤、參展手冊發放。未出席廠商須於尾款繳納完成後，始得補領參展手冊。（領取參

展手冊等資料，請洽外貿協會 蘇亦梅小姐 (02)2725-5200 分機 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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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位位置決定方式為抽籤制，平面圖統一於展前說明會當天公布，為確保參展廠商權益，請準時出席展前說明會。 

 抽籤制 

o 抽籤順序將另開「亂數會議」，展位由大至小排序，同展位者由電腦亂數抽選。 

o 未出席說明會者，將由主辦單位代抽，廠商不得異議。 

 

九、更換展位申請 

1. 更換展位資格：廠商須具備該展區相關產品線，並經本會承辦人審核確認。 

2. 請以 email 書面通知本會承辦人，告知欲更換之展區、主力產品代碼，詳見【產品代碼表】；提供相關產品資料供本會審核後，由承

辦人協助修改報名系統資料，再由廠商重新列印報名表、用印、郵寄，始完成換區程序。 

3. 凡於參展資格公告後申請更換展區，報名順序改以換區重新郵寄之報名表郵戳為準。 

 

十、交換展位申請 

1. 交換展位資格：雙方皆須符合參展資格並取得展位號，且限相同展區及展位數。 

2. 參展廠商如欲交換展位，請雙方自行協調，並於期限內繳交【交換展位申請書】，經主辦單位核可後，使得正是交換。 

3. 申請期限：2018 年 4 月 6 日(五)前。預期申請者，因作業時程有限，現場大會公設及紙本文宣品恕無法更改資料。 

 

十一、退展申請 

1. 如欲退展，皆需繳交【退展申請函】，於函中說明退展原因，並蓋公司大小章以茲證明。申請日以退展申請函正本郵寄之郵戳為準。 

2. 退費期限： 

 展前說明會前取得展位者 

o 11 月公告資格前申請：訂金全額退還。 

o 11 月公告資格後申請：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展前說明會後遞補取得展位者 

o 4 月 6 日前申請：僅退還 50%已繳費用。 

o 4 月 7 日後申請：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o 凡 4 月 7 日之後遞補取得展位者，一旦申請退展，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3. 注意事項： 

 申請退展後，原展位由主辦單位進行遞補作業，廠商不得自行轉讓。如有違反，主辦單位有權收回展位，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三

年內參加本展。 

 未依規填妥、繳交「退展申請函」正本者，視同惡性退展，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申請退展的廠商須於 10 個工作天內寄回參展手冊，且主辦單位將取消國內業者電子參觀券使用權。 

 

十二、縮減展位申請 

1. 如欲縮減展位，皆需繳交【縮減展位申請函】，於函中說明縮減展位原因，並蓋公司大小章以茲證明。申請日以縮減展位申請函正

本郵寄之郵戳為準。 

 11 月公告資格前申請：溢繳訂金將自尾款扣除。 

 11 月公告資格後申請：溢繳訂金予以沒收。 

2. 注意事項： 

 申請縮減展位的廠商，主辦單位將依照縮減數（縮減展位數 x 40 張）取消國內業者電子參觀券使用權。 

 縮減後展位位置由主辦單位分配，廠商不得異議。空展位由主辦單位進行遞補，廠商不得自行轉讓。  

 

十三、 候補廠商遞補 

1. 展位額滿時，將依照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資格、入會年資、歷年參展紀錄、郵戳時間等綜合條件，排列廠商候補順序，依序遞補。 

2. 每家公司限候補單一展區（政府專案除外），各區候補順序分開計算。 

3. 凡於公告資格後，申請展區更換之廠商，報名順序改以換區重新郵寄之報名表郵戳為準。 

4. 凡於 2018 年 4 月 6 日後取得遞補展位之廠商，因作業時程有限，恕無法於大會公設及紙本文宣品露出。 

 

十四、特別注意事項 

1. 展覽期間（含裝潢進、撤場）外貿協會投保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包括天然災害附加險，如颱風、地震、洪水、

豪雨及其他天然災害等），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發生非歸責於主辦單位之財物損壞、遭竊等情事，主辦單位恕不附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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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出日期及地點之變更，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所致參展廠商退展，主辦單位扣除相關行政文宣支出後，按比例退還費用。

若可歸責主辦單位事由所致，主辦單位將全額無息退還退展廠商，恕不負其他賠償責任。 

3.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告廠商。 

 

十五、承辦人聯絡方式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ADD：10558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 號 3 樓 

TEL：(02) 2577-4249 

FAX：(02) 2578-5392、2577-3593 

  

週邊產品區｜行動裝置配件區｜系統及解決方案區｜電競及 VR/AR 產品區 

服務信箱：computex1@mail.computex.com.tw 

江昱嫻 小姐 #310 / 李庭萱 小姐 #364 / 邱怡婷 小姐 #275 

SmarTEX 區｜通訊及網路產品區｜觸控及顯示產品區 

服務信箱：computex4@mail.computex.com.tw 

楊雅婷 小姐 #398／詹舒雯 小姐 #263 / 劉凱文 先生 #388  

智慧零售及商業解決方案區｜嵌入式產品及工業物聯網區｜零組件及先進電源技術區｜儲存產品及資料庫解決方案區｜TICC國際會議中

心 

服務信箱：computex6@mail.computex.com.tw 

王若凡 小姐 #246 / 蘇俊樺 先生 #826 / 顏攸卉 小姐 #383／柯奕豪 先生 #862 

InnoVEX 

服務信箱：innovex@mail.computex.com.tw 

邱柏勳 先生 #873／林君霓 小姐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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