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展商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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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使用手冊建議可搭配教學影片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mtGcrlj7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mtGcrlj7I


Step1▶ 進入官網「參展商管理系統」

亞洲生技大展

https://expo.bioasiataiwan.com/

路徑：官網首頁→參展資訊→參展商管理系統

Step2▶ 登入參展商管理系統

為加強個資安全，取消各參展商統一帳密模式！

1. 請先確認貴司展覽承辦人email

2. 將承辦人email註冊為展昭會員

3. 使用承辦人之 Email登入展昭展覽網

4. 點選管理展覽報名表

Step3▶ 填寫相關資料

依照首頁指示依序填寫，新增

各項資訊，享受您的參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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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商管理系統-操作說明

開辦承辦人權限問題，請來電洽詢 :

展昭 20-2659-6000#136 依小姐

https://expo.bioasiataiwan.com/


 建立您的專屬頁面 - 參觀者可透過官網，獲得您的以下訊息！

① 公司基本資訊(LOGO\網站\簡介\品牌)

② 免費產品資訊 10項

③ 新聞稿 3則

④ 參展商影音

參展商免費服務－官網專屬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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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登入參展商管理系統 ▶ ▶

 免費曝光 ① 公司資訊 ② 廠商介紹 ③ 展出品牌 ④ 參展商影音

⑤ 參展商新聞稿3則 ⑥ 參展產品發佈10項

 效益加乘 ① 報名大會行銷活動

② 多元客戶邀請服務

提升參展行銷力

*可參考下頁參展商官網專屬頁面示意圖



公司LOGO 公司基本資訊

官網專屬頁面示意圖

參展商影音

產品資訊

參展商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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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頁面 國際曝光不間斷

提供不限時空的觀展體驗，在國際間人流尚無法自由移動的情況下，除實體展覽

外，英文版線上展覽館將於2022/7/27-8/2展出，期以虛實整合的展出模式，協

助參展商有效地拓展國外商機。

*資料上傳路徑 : 參展商管理系統→參展資訊→線上展覽設定

*凡報名2022實體展覽的參展商， 即可免費享有線上展覽標準版的加值服務。若想升級

豪華版攤位，相關費用請洽業務單位。

Live + Online 虛實整合

線上展覽館攤位示意圖

攤位版型 企業展示版面 企業形象影片 電子名片

線上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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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一起打造國際會展規模！

為迎接大數據時代，並落實展場無紙化，本展實行入場憑證電子化、參觀者資料庫系統化，

參觀者須於展前完成線上索票(參觀資格申請)，並於展覽期間持完成索票後的「入場憑證

QRcode」入場。此外，系統同時具有參觀者基本資訊、入場資格及活動報名之紀錄，除了

取代過去的紙本邀請函，更能作為個人行動名片，一同打造更舒適、更國際化的參觀品質。

致力綠色展覽

減少郵資成本

精準掌握成效

加強展後效益

提升宣傳廣度

即時社群行銷

█ 參觀憑證線上化帶來的 5 大好處！

致力綠色展會 │響應環保綠生活，提倡展場無紙化，作科技展會前驅。

減少郵資成本 │電子化代替紙本，郵資高漲環境下最聰明的解決方法。

精準掌握成效 │系統數據即時性，隨時掌握開通狀況，立即調整策略。

加強展後效益 │買主資料即時GET，展中輕鬆建立名單，展後即追蹤。

即時社群行銷 │集中社群關注度，為品牌創造討論度，觸及潛在客群。

參展廠商管理系統 - 客戶邀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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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的邀請服務！

參展商可透過以下4種邀請管道，針對不同客戶需求提供最適合、最便捷的參觀邀請，讓每位受

邀客戶都更方便、快速的免費入場參觀。

█ 客戶邀請管道比較表

歡迎參考下表，完成最有效的客戶邀約。

參展廠商管理系統 - 客戶邀請服務

邀請管道 截止時間 使用方式 廠商使用對象 受邀者入場方式

電子邀請函
紙本邀請函

建議於7/27(三) 

23:59前完成
線上發送 所有邀請對象

持完成登錄之【入場憑

證QRCode】於展覽入

口處掃描入場

代理申請 7/31(日) 17:00前

於參展商管理

系統送出電子

邀請

較重要之客戶

只須持有邀請對

象之Email即可操

作，可作為行銷

工具使用

電話申請 7/27(三) 12:00前 繳交申請名單

沒有Email或

不會使用網路的

邀請對象

至展場【VIP服務台】

核對身分入場

VIP申請 7/21(四) 17:00前
於參展商管理

系統申請
VIP重量級客戶

至展場【VIP服務台】

憑名片換證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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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邀請函 紙本邀請函 電話申請 代理申請 VIP邀請



 廠商怎麼做？

每家廠商有各自的邀請代碼，需自行於【參展商管理系統>客戶邀請服務>電子邀請函】

產生專屬的電子邀請函(EDM)，即可透過Email、LINE、FB等多方管道大量轉發給您的客戶。

1. 電子邀請函

參展商管理系統－客戶邀請服務

 操作說明

點擊發送 : 系統將自動寄發電子邀請函至您的Email信箱，讓您簡單轉寄給您的客戶！

點擊複製：將連結貼到簡訊、LINE等通訊軟體，即可轉發給您的客戶！!

此處記錄邀請函使用狀態，讓您隨時掌握邀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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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邀者怎麼做？

收到EDM者，按照指示建議於2022/7/27(三) 23:59 前 完成

預先登錄，即可於展期憑【入場憑證QR Code】免費入場。

★ ★ ★ 小秘訣│將連結直接貼到LINE，即可輕鬆邀請客戶!!!

示意圖如上



█  紙本邀請函範例

 廠商怎麼做？

於廠商協調會免費領取大會紙本邀請函，並自行郵寄或親自提供給客戶。

 受邀者怎麼做？

受邀者須依照邀請函上指示，建議於 2022/7/27(三)23:59前 完成線上參觀登錄，即可於展期

憑 【入場憑證QRcode】免費入場。

★小秘訣│ 紙本邀請函不具直接入場資格，參觀者須完成線上參觀登錄即可免費入場。

2. 紙本邀請函

參展商管理系統－客戶邀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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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理申請

 廠商怎麼做？

您可以幫重要的客戶代理申請參觀資格，至【參展商管理系統>客戶邀請服務>代理申請】

填入受邀客戶之Email後，系統將自動為您寄出Email，完成邀請。

 受邀者怎麼做？

受邀者依照Email指示，已是展昭會員者，系統將自動開通免費入場方式；非展昭會員者，

完成登錄步驟後，即可於展期憑【入場憑證QR Code】免費入場參觀。

★小秘訣│您可以透過系統，隨時掌握客戶展前取票及展中報到之狀況。

※此功能開放使用時間至展覽結束 2022/7/31(日) 17:00前。

點選申請，並填入客戶Email

可由此查看被代理申請對象的使用&報到狀況

 操作說明

參展商管理系統－客戶邀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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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話申請

 廠商怎麼做？

您可以為無Email之客戶提出電話申請，有需求之廠商須來電洽詢大會業務人員索取表格，並

於 2022/7/27(三) 12:00 提供大會業務人員【客戶名單(姓名及電話)】，即完成申請。

 受邀者怎麼做？

展期至【VIP服務台】告知工作人員姓名及電話，即取得免費入場參觀資格一次。

※客戶名單包含姓名及電話，若資料不齊全，恕不受理。

※請將有需求之名單一次提供，以加快作業速度。

STEP 1. 洽詢業務

展會承辦人：

TEL：(02)2659-6000   李永森#161   唐增輝#162

FAX：(02)2659-7000

E-mail：bioclub@chanchao.com.tw

STEP 2. 提供名單

提供客戶名單【姓名及電話】資訊

STEP 3. 現場報到

通知客戶至【VIP服務台】完成入場資格確認

 操作說明

參展商管理系統－客戶邀請服務

mailto:bioclub@chanchao.com.tw


 廠商怎麼做？

您可以為最重量級的客戶申請專屬VIP證件，至【參展商管理系統>客戶邀請服務>VIP邀請】

填入客戶資訊，並於展前提醒受邀客戶。

 受邀者怎麼做？

受邀者展期至現場【VIP服務台】憑名片換證，即享有4日免費入場參觀資格。

※申請開放至2022/7/21 (四) 17:00截止。
※此VIP證限於展期參觀時間上午10:00至下午18:00間進出(最終日至展覽結束17:00前)。

額度有限，建議根據客戶需求斟酌使用。
※申請額度如右表，恕不加開額度

攤位數 申請額度

10以下 3

11-20 10

21以上 20

5. VIP邀請

 操作說明

點選申請，並填入客戶Email

可由此查看被申請對象的使用&報到狀況

參展商管理系統－客戶邀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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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原免費服務 免費升級

參展廠商基本資訊 V V

參展產品發佈 5項 10項

廠商新聞稿發佈 1則 3則

接收產品詢問函 V V

加倍 宣傳

服務內容 原加值服務 免費升級

參展廠商基本資訊 V V

參展產品發佈 50項 100項

廠商新聞稿發佈 3則 6則

接收產品詢問函 V V

專屬平面圖露出 V V

展前快訊EDM V V

站內搜尋優先排序 V V

價格 NT$ 5,250 (含稅) NT$ 5,250 (含稅)

Double 曝光

官網優先排序、更多的產品項目、新聞稿及製作專屬平面圖，讓您一曝成名天下知，產品
全部賣光光 !

參展商提供之相關資訊將於官網以獨立頁面大量曝光，更便於參觀者線上搜尋。為保障您

的參展權益，請務必確認資料填寫完整，擴大網路曝光成效，將線上參觀者帶進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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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抗疫 免費升級

免費參展商網路行銷服務

官網加值服務

防疫的路上，展昭與您同行！展會曝光再升級！大會推出獨家「暖心抗疫方案」，

全面升級參展商免費服務，再加送【買主資料即時GET APP】免費開通！



使用手機掃描參觀者QRCode，獲取完整參觀者資訊，助您掌握業務人員的開發狀況，
省去買主資料Key-in的時間與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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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帳號管理

每日數據統計

買主洽談紀錄

一鍵通話、簡訊、E-mail

買主專屬筆記

快速掃描QRCode

下載方式

IOS Android操作教學

APP開通價：NT$5,250

防疫暖心價：免費！

買主資料即時GET



大會聯絡人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659-6000

項目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業務聯絡人
李永森先生

唐增輝先生

#161 rich@chanchao.com.tw

#162 biotang@chanchao.com.tw

展務聯絡人 依天琦小姐 #136 sonia@chanchao.com.tw

行銷聯絡人 鄭妏卉小姐 #353  irene@chanchao.com.tw

廣告加值服務聯絡人 洪村昉先生 #205 jackhung@chanchao.com.tw

重要參展權益
請務必於截止日前登入參展商管理系統依步驟指示填寫相關資料

重要資訊提醒

重要截止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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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截止日期

大會專刊登錄 2022/5/25 (三) 17:00

行銷活動報名 2022/5/23(一) 10:00 - 2022/6/2 (四) 17:00

電子邀請函 2022/7/27 (三) 23:59前皆有效

電話申請 2022/7/27 (三) 12:00前提供名單

代理申請 2022/7/31 (日) 17:00前皆有效

VIP邀請 2022/7/21 (四)12:00前系統申請

mailto:rich@chanchao.com.tw
mailto:biotang@chanchao.com.tw
mailto:sonia@chanchao.com.tw
mailto:irene@chanchao.com.tw
mailto:jackhung@chancha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