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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南港展覽館

本展榮獲 金質獎。



2018年7月19日 - 22日

展出時間

進出場時間

入場佈置：2018年7月17日 - 7月18日

退    場：2018年7月22日【連夜退場】

展出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11568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一號)

相關生技研發法人機構

各科學園區管理局

相關生技研發大學暨育成中心

海內外各相關生技產業公協會

海內外各大媒體暨專業雜誌

協辦單位 (規劃邀請中)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展會信息

台灣生物科技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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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展項目

展區規劃

醫  藥

美容保養

經濟部、農委會、衛福部、金管會

園區暨地方政府：竹科園區、中科園區、南科園區、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暨其他縣市政府

工研院、中研院、中科院、國衛院、農科院、生技中心、食研所、藥技中心暨相關生技研發大學院所與育成中心、新創平台

醫藥 : 新藥開發、疫苗製劑(基因治療、細胞治療)、學名藥、原料藥、中草藥

醫療器材 : 醫材研發、醫療電子、影像醫學、醫療儀器、複合醫材

生技服務及檢驗 : 基因檢測、試劑、晶片、臍帶血、幹細胞、醫療(事)服務、臨床及臨床前試驗服務CRO、生產代工CMO、物流業

設備與儀器 : 儀器、耗材、製藥設備(零組件)、機器人、包裝、印刷、整廠設備

美容保養 : 醫美中心、美容保養品、原物料、包材容器、美容儀器、代工設計服務

食品保健 : 生技原物料、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營養品、飲品業者、OEM/ODM

生技基金暨創投 : 銀行業、證券投顧業、創投、法律、財會

歐洲、美洲、澳洲、亞洲及中國大陸等生技業者

政府形象區

學研育成區

生技廠商展覽區

國外廠商展覽區

醫療器材

食品保健

生技服務及檢驗

農漁水產

設備與儀器

生技基金暨創投

兩岸生技產業·攜手共創未來



參展商營銷服務

目標對象

公關服務
記者會 (免費)

由大會邀請生技業相關媒體、財經媒體、大眾媒體至記者會進行參展商及產品聯訪，提前炒熱展前話題。

營銷服務
大會專刊 (免費)

發行對象為生技產業相關人士的展覽官方專業刊物，刊載參展商基本資訊、連絡方式、參展產品。

專業活動

參展商產品暨技術發表會 (付費)

大會提供會議室租借，供參展廠商舉辦產品、技術、研發成果發表等活動，直接接觸更多生技業潛在客群。

官方網站 (免費)

大會提供廠商於官網隨時刊登新聞稿、產品上傳等服務，搭配即時線上諮詢系統，供參觀者及媒體瀏覽。

一對一媒合會

生技月5合1系列活動之一【生技商機媒合會】，線上媒合，現場洽談。

生技月系列論壇  研討會

更多生技月5合1系列付費論壇  研討會，請洽【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電話 : +886-2-2655-8692   Email : register@taiwanbio.org.tw

詳細活動辦法將於協調會統一公佈，大會保留服務解釋或調整之權力。

整合營銷方案

公關 廣告 直效營銷

網絡營銷 活動營銷 策略聯盟

產業相關
新藥研發、生物製藥商、藥廠、保健食品廠、OEM、ODM、醫事檢驗、醫療中心、實驗室、研發單位、育成中心、生物、生命科學相關院校

合作夥伴

高度投資意識者、疾病用藥趨勢關注者、精準醫療趨勢關注者、醫療器材使用者、都會女性、銀髮、保健消費者、一般消費者

社會大眾

國內外資本創投、技轉、藥妝連鎖業者、貿易通路、中央、地方級公家單位、生技業相關媒體



參展費用

標準攤位

每一標準攤位 (3m*3m)RMB 17,745元(含稅)，附攤位基本隔間、配備。

標准攤位基本隔間裝潢配備：隔板、組合櫃式接待桌100*50*75一張、折疊椅1張、加高造型楣板招牌、公司中英文全銜、

展示矮櫃(300cm*50cm*75cm)、珍珠板輸出(KT板噴繪300cm*120cm)、洽談桌椅一組、三盞投射燈、地毯及110V/5A獨立電箱插座一個。

每一攤位提供免費基本用電110V 5A(500W) 。

(勾選含基裝確認繳費後，將不得再辦理基裝退費。)

淨地攤位【建議多攤位以上】

每一攤位淨地 (3m*3m)RMB 14,175元整 (含稅)，附基本用電110V 5A (500W)。�

攤位使用動力用電 (220V、380V、440V) 給排水及壓縮氣體、超出基本用電、

廿四小時用電、網路線及電話線請另行申請。

早鳥優惠

提早報名廠商得於展前之廠商協調會上擁有同等攤位數之優先選位權。

2017年12月31日前報名參展者，得享RMB 1,050元 (含稅)折扣之優惠價。

攤位分配登記

於報名截止或攤位額滿時，由大會主辦單位依產品類別統一分區；在廠商協調會時，依所屬產品類別區域分別圈選其攤位位置。

(攤位圈選不得跨越走道)。攤位一旦選定後，廠商不得向大會主辦單位要求更換攤位或展區。

攤位數多者，優先圈選攤位。攤位數相同者，於廠商協調會時依報名先後順序及完成全數繳費手續日期之先後決定圈選順序。

未參加協調會之廠商，由主辦單位依當時狀況代選攤位，廠商不得有異議。

數家廠商不得合併登記圈選攤位(主題館型式展出，不在此限)。

同一參展廠商之所有攤位均應相鄰接，且不得跨越走道選攤位，圈選攤位以最大方形為原則。

主辦單位有權視實際狀況調整廠商展區及攤位位置。

報名繳費

1.參展報名期間為即日起至額滿截止，名額有限。

2.報名手續：主辦單位或代理單位將于收到報名表后聯絡后續繳費暨其它相關事宜︒

退展規定

參展費用一經繳納，概不退還。如有退訂部份攤位者，不得將已繳部分抵繳其他攤位費用。攤位分配後退出參展者，其所繳納之

參展費用充作本展覽會宣傳經費支出，不予退還。

廠商協調會

擇定展前適當日期召開，必要時得采線上選位方式，於10天前通知予每家參展單位或廠商。有關參展廠商參展規定，依對外貿易

發展協會（臺北專業展一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修正調整或補充之。

參展廠商所租攤位，概不得私自轉讓或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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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辦單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對於轉讓者將限制兩年內不得參加大會主辦單位

在國內外舉辦之任何貿易推廣活動。

參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相關產品，否則不得展出，且所繳參展費用不予退還。

大會得視展品性質及廠商以往參加主辦單位所辦理國內外推廣活動之紀錄，決定是否接受報名參展。

兩岸生技產業·攜手共創未來

標準攤位示意圖



2017展后回顧

一、參展商統計

總攤位數在持續擴大的參展商數中逐年成長

二、海外參展商統計

來自15個國家地區，40家廠商參展，使用43個攤位。

(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英國、瑞士、德國、丹麥、澳洲、紐西蘭、美國)

三、參觀者統計

總參觀人次為95,168人次，以行業別區分為：

醫藥生技產業9,039人、生技服務業8,655人、醫療器材業4,631人、儀器設備業7,809人、保健食品業15,326人、

生醫美容業17,148人、其他相關生技業界9,354人、政府機關6,729人、學界研發機構9,356人、

學生6,205人、外籍人士916人。

四、海外參觀者統計

總計916位海外參觀者，其中以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香港...等亞洲地區國家為主，次之為歐美、澳洲等地區。

此外，今年亦吸引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買主前來參觀。

五、歷屆成果

國家15 廠商600 攤位1310

年份 總攤位數 參展廠商家數 參觀人數 

2017  1,310 600 95,168  

2016  1,305 605 100,786  

2015  1,265 638 97,234  

2014  1,200 670 95,236  

2013  1,062 530 92,615  

2012  986 506 91,057  

2011  926 481 85,967  

2010  857 449 86,750  

2009  814 410 81,783  

2008  832 417 78,985  

2007  746 323 77,361  

2006  735 316 74,356  

2005  723 301 70,763  

2004  683 300 63,464  

2003  515 210 58,031  

2002  312 185 55,553  

2001  202 152 47,656  

2000  98 68 35,394  

 



公司名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地      址

參展承辦人

電　   話

稅　   編

網　址

傳　   真

展覽現場緊急聯絡人：　　　　　　　　　　　　　　 

E-mail

參展產品

（欄位空間不足時,請另紙書寫或上網登錄詳填）

（欄位空間不足時,請另紙書寫或上網登錄詳填）

擬參展主題區

基本隔間配備
（任選一項打v）

攤位含基本隔間、配備        每一攤位RMB 17,745元(含稅)

攤位淨地【建議多攤位以上】      

攤位數 總攤位費用
人民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元整

RMB

附註：本報名表即為展示籌備會收費依據

參展公司簽章： 負責人簽章： 經辦人簽章：

1. 參展產品必須如上表所列且符合主題，展品不得超出承租範圍以外，如違反前述二項規定，大會得令其出場。

2. 展示期間因天災等不可抗拒事件，致展商權益受損時，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3. 展場攤位設施規劃，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需要調整安排，展商必須予以配合。

4. 其他注意事項參照展覽會場之一般規定。

參展公約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85號三樓  TEL：+886-2-2659-6000 分機161李永森 分機162唐增輝   

請詳填報名表傳真至+886-2-2659-5440

www.biotaiwanexhibition.com E-mail：bioclub@chanchao.com.tw

參展報名表
展覽日期：2018年7月19日-22日 年           月           日

手機號碼：

每一攤位RMB 14,175元(含稅)

大陸廠商區

台灣生物科技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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