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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產業別

2020展後數據

2020疫情籠罩下 全球最大規模智慧製造實體展覽會
TAIROS ╳ Automation Taipei 虛實整合展現科技島實力

2020年「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及「台北國際自動化工

業大展」首度合展，雖受疫情影響，但仍吸引782家廠商參展，

使用2,565個攤位，為2020年度規模最大的工業展覽。期盼未來

在兩個品牌效益的加乘下，可更完整地涵蓋工業及智慧服務兩大

領域的自動化產業鏈，打造國際級的自動化與機器人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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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相關參觀產業包含電腦軟體服務業、資訊及通訊產業、半導體／電路板產業、光電材料及元件產業、
進出口貿易、汽機車暨自行車（零配件）產業、模具產業、工具機暨周邊設備產業、量測、導航及控制設
備業等。



智慧製造相關

製造設備

關鍵零組件

AI 人工智慧

智慧服務
( 商業應用 )

服務型機器人

智慧工廠(工業自動化軟體應用)：工廠自動化系統整合方案、工業物聯網、企業資源規劃(ERP)、
無線自動化數據採集與監控系統(SCADA、MES等)、質量控制解決方案、產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虛實整合系統(MR)/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識別系統、FA設備與系統、無線通信
設備/模組、SDN系統、感測器網路系統、工廠節能系統、風險管理系統、網路安全、開發與諮
詢等。
工業自動化：工業電腦、嵌入式系統、組裝及搬運系統、自動化系統/製程模擬、工業控制器/元
件(PLC)、CAD/CAM/CAE、電控配線器材、量測儀器設備、工業精密檢測設備、自動控制工程
、電氣工程、生產線設計及相關服務等。
機器人技術：工業機器人/機械手臂、無人搬運裝置(AGV)、機器視覺(系統/檢測/影像處理/3D模
組)、人工智慧(AI)。

五金工具暨廠房設備：氣動/電動工具、油壓工具、泵浦/閥/管配件、通風/降溫設備、工業材料
、工業助劑(潤滑油/接著劑)、傳動與驅動系統、電源供應器與變壓器、維修配件。
機床暨工具機設備：各式加工機具、精密量具/刀具、雷射機具設備。

智慧零售：POS系統、顧客服務智慧系統、智動購物環境設計、自動販賣系統、自動點餐系統、
營業自動化、無人商店等。
智動服務：辦公室智動化、智慧節能與監控、智慧防災、農漁業智動化、智慧家居/建築等。
智慧醫療：智慧醫材及量測器材、移動式醫療網路、遠端監控照護系統、智慧型健康管理工具、
穿戴式裝置、醫療訊息智慧化系統、醫療流程智慧化系統等。

商業用機器人：接待迎賓、導覽引導、餐旅服務、理財管理、電商客服、機場協助。
個人機器人：智慧穿戴、個人載具(輔助輪椅、體感平衡車、電動獨輪車等)、智能助理、
Chatbot等。
家庭機器人：居家陪伴照護、清潔、管家、保全、休閒娛樂等。
專用型機器人：醫療手術、儀器設備、輔具義肢、農漁畜業等。
國防/安全：社區巡邏、重大災害救助、安全監控、無人機勘查等。
教育機器人: 教育型人型機器人、教育套件及編程軟體、機器人輔助訓練等。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伺服馬達、感測器、視覺儀器、機械夾爪、減速機、控制器、驅動機、軸承、
導螺桿、變頻器、電器零件、電動機、接觸器、外殼、電子零件、開關和訊號繼電器、周邊相關零
組件。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神經網路、影像識別、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大數據、雲端運算。

主 題 式 包 裝  完 整 涵 蓋 工 業 4 . 0 應 用 領 域
A I、5 G 科 技 專 區＆服 務 型 機 器 人 專 區  強 勢 登 場
徵展項目

服務型機器人專區

展出項目橫跨居家生活、防災應用、商務應用、
智慧城市，以及醫療照護等。

由服務型機器人聯盟號召，推動應用落地。

主題館統一形象設計，凝聚力UP，展出成效大爆
發！

展示內容涵蓋5G網路規劃設計、器件材料、通訊
設備、終端應用；AI深度學習識別技術、大數據、
雲端運算等。

擬邀請相關技術團隊，整合產業鏈及落地應用。

將呈現AI、5G商轉後帶來的變革及新商業模式。

AI、5G科技專區



1.參展商可依公司需求選擇承租淨空地攤位（自行找裝潢公司）或標準攤位（大會代辦基本裝潢）。
2.標準攤位（大會代辦基本裝潢）每一個攤位基本裝潢費用為NT$4,500（未稅）。配備包括隔間牆三面、投射燈
    三盞、110V插座一個、地毯一張( 9m2 )、公司招牌一組及接待桌椅各一張。
3.如有動力用電、24小時供電、配置水管用水及堆高機作業等需求，須另依收費標準計費。
4.若攤位內遇柱子，每1柱子退費NT$20,000（未稅），1/2柱子退費NT$10,000（未稅），1/4柱子退費NT$5,000
（未稅）。

攤位型式 價格

一、攤位費用

淨空地攤位(3m x 3m= 9m2) NT$47,000+5%稅金=NT$49,350

標準攤位(3m x 3m= 9m2) NT$51,500+5%稅金=NT$54,075

參展辦法

二、攤位分配登記

選位依南港展覽館一館及南港展覽館二館分館別選位。 

在廠商協調會時，依選位規定圈選其攤位位置（攤位圈選不得橫跨走道）。

分配後在南港一館之展商，目前暫定報名超過20攤位限於四樓選位，上限為40攤位；  若有修改會另行公告。

2021年展會選位規定依以下排序（即由第一點至第五點）：

1.攤位數較多者，優先選位。

2.同攤位數者，依選位基數大小排序，即基數大者優先選位。 

註1：選位基數為近三屆參加以下展會(註2)攤位數加總(註3)，即2021+2020+2019。

註2：自動化工業展、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流體傳動與智能控制展。

註3：若當年參展兩展以上，則將取各展最大攤位作為當年攤位數之依據，而非當年各展攤位數總合。

3.同攤位數者，選位基數大小又相同，依前一年(2020年)攤位數大小排序，即攤位數大者優先選位。

4.同攤位數、同基數又前一年同攤位數者，依報名日期先後順序，即先報名者優先選位。

5.以上條件皆同，依抽籤順序選位。

未參加協調會之參展廠商，由主辦單位代為選位，廠商不得有異議。

展場區域之攤位平面規劃，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需求及展示狀況而作更動調整。

為維護展場地板結構安全，主辦單位有權指定展品展出位置及地點。

三、退展規定

完成報名手續且繳交全額攤位款項之廠商，如因故無法參展，則按以下兩點退費機制：

1.廠商協調會前3個工作天之前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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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若廠商協調會是6/15則需於6/12前告知退展）。

2.協調會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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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於協調會前已完成選位的大攤位廠商，若於攤位確定後退展，則每攤位退還一萬元。

參展廠商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所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參加展出。如有違

反，本會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參展廠商繼續展出外，對於轉讓者將禁止兩年內參展本會在國內外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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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品，否則不得展出，如有違反得強制停止繼續展出。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 公司簡稱  

(英)   Abbrevia�on of  
 Company Name  

地 址 
Address 

(中) 

(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Website  

參展產品類別 

☐智慧製造相關 (工業自動化設備、工業機器人技術、智慧工廠、軟體運用、通訊等)    
☐製造設備 (五金工具、廠房設備、機床暨工具機設備)   
☐關鍵零組件    ☐AI 人工智慧     ☐智慧服務     ☐服務型機器人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描述 
(150 字) 

 

目標參觀者
 

☐電子產業     ☐資訊通訊產業   ☐工具機暨自動化設備產業   ☐機電產業   
☐汽機車業     ☐金屬加工產業   ☐模具產業                 

☐零售
     

☐飯店
   ☐餐飲                  

☐航太/船舶產業 
☐物流倉儲業   ☐五金產業       ☐金融業                   ☐一般製造業

☐醫療照護

 
☐家電業       ☐學研單位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攤位型式 
(限勾選一項) 

面積：9 sqm 定價 (含稅) 

攤位淨空地 ☐ NT$ 49,350 

攤位含基本隔間、配備 ☐ NT$ 54,075 

攤位數 
(限勾選一項)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6 個 
 ☐8 個  ☐10 個 ☐12 個 ☐14 個   
 ☐16 個 ☐18 個 ☐20 個  ☐24 個  
 ☐25 個 ☐30 個 ☐35 個  ☐40 個  
 ☐40 個以上 (需與主辦方另討論區域安排) 

參展總費用  

日期：2021年12月15-18日
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1＆2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參展廠商公司簽章
Company Seal

負責人簽章
　Authorized Signature  

經辦人簽章
Sales Signature

附註：1.本報名表即為展示籌備會收費依據。　2.南港一館攤位申請已額滿，本表為南港二館之報名申請表

參 展 報 名 表（ 南 港 二 館 ）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參

展

公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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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如違反前述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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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旦繳交訂金後，訂金不予退還；繳清攤位費全額後方可參與協調會選位。
6. 退展規定：
‧廠商協調會前3個工作天之前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位扣除訂金後，餘額無息退還（即每攤位
    沒收訂金一萬元）。
‧協調會前3個工作天內及協調會後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位退還一萬元（即每攤位沒收尾款、
    退還訂金）。
‧協調會前已完成選位的大攤位廠商，若於攤位確定後退展，則每攤位退還一萬元（即每攤位沒收尾款、退還
    訂金）。

1. 攤位數多者，優先選位。
2. 同攤位數者，依選位基數大小順序，即基數大者
    先選位。
　註：選位基數為近三年參加本展攤位數加總，即
    2021+ 2020+2019
3. 同攤位數者，選位基數大小又相同，依前一年  
    (2020)攤位數大小排序，即攤位數大者優先選位。
4. 同攤位又同基數者，依報名先後順序，即先報名
    先選位。
5. 以上條件皆同，依抽籤順序選位。

退

展

規

定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04-23581866 #14陳怡樺 service@tairoa.org.tw
展昭國際企業：02-26596000 #122黃姝嫥 / #153方强／#107楊于德 automation@chancaho.com.tw

參展洽詢

LINE線上諮詢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經濟日報

2021

TAIPEI

展昭科技展

行銷合作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整合行銷部 張修為先生 #328
TEL: (02)2659-6000
E-mail: vincent@chanchao.com.tw

贊助廣告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告部 陳品穎小姐 #211
TEL: (02)2659-6000
Email: sivasha@chanchao.com.tw

展覽報名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姝嫥小姐 #122 / 方强先生 #153 / 楊于德先生 #107
TEL：(02)2659-6000
FAX：(02)2659-7000
E-mail: automation@chanchao.com.tw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陳怡樺小姐 #14
TEL: (04)2358-1866
FAX: (04)2358-1566
E-mail: service@tairoa.org.tw

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