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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零售商、電商、品牌採購代表指定參觀
高消費小資族﹅輕熟齡必逛

產業相關
藥妝連鎖店業者、有意朝生技發展或轉型之食品廠、原料廠、保健及有機店通路、代理商、
中醫藥商(行)、診所、藥局

專業人士
醫師﹅藥師、營養師、美容師、護理師﹅婚禮秘書 / 顧問

一般大眾
銀髮族群、高消費婦女族群、上班族、一般保健消費族群、疾病營養輔助需求、健康照護需求者

展覽項目

歷屆參觀對象

美容檢測儀器
塑身、健身器材、美顏儀器、SPA產品

化妝品包裝材料、瓶罐容器、
原物料、OEM/ODM

醫學美容
美塑療法﹅抗老醫學﹅毛髮保養重建﹅
塑身美容顧問服務

美容產品
臉部(面膜)、精華液、肌膚、頭髮等美
容保養品及護理產品、化妝品專櫃、
芳香產品、手工皂、精油、美容(口腔)
清潔產品﹅天然有機化妝品 

SPA

生技保健產品
營養保健食品、機能食品、健康食品、
癌症輔助食品、美體輔助食(飲)品、
醫藥品

生機飲食與藥膳
銀髮族養生產品、飲品、營養諮詢

天然中草藥產品
科學中藥、新型奈米生技中草藥產品、
天然萃取產品

食品生技原料、功能性食品原物料、
OEM/ODM

預防醫學及其他相關
生醫美容保健產品



2019台灣生技月系列活動

Taipei Int’I Healthcare &  
Medical Cosmetology Expo

歷屆三年參展數據  (規模逐年增加中)

與會國家27 上市櫃企業參展41
國內外參展商600 參觀人潮100,938

【2018台北國際美容保養 · 生技保健大展】與【台灣生物科技大展】同檔期展出，規模為歷年最大，範圍涵
蓋展館二層樓，總計600家廠商、1,400個攤位，創下新高，規模逐年成長中。1樓以醫學美容保養、食品生
技保健產品及包材原物料、OEM ODM為主，4樓則以醫藥醫療、基因與生技服務、製藥設備與實驗室儀器、
政府學研創新為大宗。

年份  總攤位數  參展廠商家數  

2018 1,400 600

2017 1,310 600

2016
 

1,305 605

2000 98 68

...
...

...

歷屆回顧



年份  第2天 (五)  總計 

2018  28,584  100,938

2017
 

29,702
 

95,168

2016

 
31,244

第3天 (六)

26,435

24,739

25,411

第4天 (日)

20,388

17,789

20,697

第1天 (四)

25,531

22,938

23,434

 
100,786

年份  第2天 (五)  總計 

1F  14,603  51,119

4F
 

13,981
 

49,819
 

第3天 (六)

12,653

13,782

第4天 (日)

10,591

9,797

第1天 (四)

13,272

12,259
 

歷屆三年參觀數據

2018年展區參觀人次

參展商創新產品技術發表
大會推行的創新產品技術發表會已行之有年，承襲往年大會發表會的熱潮，今年邀集中國、日本、
瑞士、台灣等生技領袖同場發表，總計39家廠商輪番舉辦85場次，保健議題腸道精準醫療、風靡日
本褐藻醣膠、益生菌的創新與挑戰、牛樟芝暨兩岸植物藥現況健康、營養及保健食品開發、全球機
能性原料新革命、國產保健食品創新素材開發及其應用趨勢等。
    
BIO ON AIR
特邀21位生醫產業菁英與知名主持人夏韻芬及大會合作媒體精闢對談，分享從檢測、醫藥、品牌行
銷等成功經驗。總計10場次精彩訪談，快速了解業界趨勢創新突破！
 
暢銷保養大賞
經典不敗、熱銷排行，嚴選日常營養補給及肌膚保養品新品等28項暢銷商品資訊曝光，讓準備採購
的業者及消費大眾輕鬆於逛展前做好功課，展中一次購足各種身體護理保養與飲食保健需求！另於
展前與指標媒體蘋果日報合作「策略報導」為部分廠商新品提前曝光。
 
線上優惠型錄 
特別蒐集19項有B2C需求之廠商攤位優惠資訊，提前曝光於官網及各式宣傳管道，讓團購主、部落
客及一般消費大眾提前準備逛展採購清單。



標準攤位 60,900元(含稅)【早鳥優惠價 : NTD 55,650】2018/12/31前

淨地攤位 56,700元(含稅)【早鳥優惠價 : NTD 51,450】2018/12/31前

 

 

※攤位遇水泥柱者，實際面積不足9平方公尺。

※攤位若遇柱子，每攤位46,200元 (含稅，不含基本裝潢)。

※標準攤位配備：包括三面隔板、三盞投射燈、地毯、公司全銜招牌一組、接待桌一張、折椅二張、5A獨立電箱及110V插座一個。

   ( 勾選含基裝確認繳費後，將不得再辦理基裝退費。)

※攤位內基本用電110V500W以外之動力用電、水、特殊用電、24小時不斷電、網路線與電話線，請另行申請付費。

※報名時每攤位須繳交訂金12,600元 (含稅)，餘額可開立中華民國108年3月31日到期之支票或以現金匯款，繳清全部費用始完成報名手續。

3m*3m=9m² 攤位費用

支票 【抬頭】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4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85號3樓

匯款 【帳號】179-10-000655-7華南銀行 西湖分行【戶名】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入我們

參展注意事項

※於報名截止或攤位額滿時，由大會主辦單位擇定展前適當日期召開；10天前，以掛號書面通知予每家參展單位或廠商。
※於廠商協調會，依實際報名情形及產品類別統一分區並圈選其攤位位置。(攤位圈選不得橫跨走道)。攤位一旦選定後，廠商不得向大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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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廠商協調會時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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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攤位，主題館方式展出不在此限。
※主辦單位有權視實際狀況調整廠商展區及攤位位置。

攤位分配登記

※參展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且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其他攤位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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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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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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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展規定

※本展為提昇展出水準與專業性，與本展主題無關之展品請勿展出，如有違反大會規定，大會有權停止該廠商繼續展出。
※參展廠商未經大會授權，不得以大會名義製作紀念品販售。
※本次展覽依外貿協會國內專業展覽一般規定行之。
※嚴禁廠商展出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權利之產品，如有違反，除要求停止其展出仿冒產品外，並不得參加下屆展覽。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補充或修正之。
※參展廠商之展品，請務必遵守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及「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
   宣傳或廣告。」

參展注意事項



參展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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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59-6000   分機161 李永森 / 分機162 唐增輝

請詳填報名表傳真至(02)2659-7000

E-mail：bioclub@chanchao.com.tw

公司名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地      址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參展承辦人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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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紙書寫或於上網登錄詳填）

（欄位空間不足時,請另紙書寫或於上網登錄詳填）

擬參展類別(擇一)

擬參展區(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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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0元(含稅)

攤位淨地【建議多攤位以上】      

攤位數 總攤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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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日期：2019年7月25日-28日

手機號碼：

每一攤位56,700元(含稅)

食品生技保健區 美容保養區

B2B原料、OEM/ODM、包材容器類 B2C新產品展售、品牌形象發表

    年       月       日

2019台北國際美容保養．生技保健大展

Company Name

Add

Exhibit Profile

NT$
12/31前早鳥優惠,每攤位減$5,250

非優惠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辦單位

Taipei Int’I Healthcare & Medical Cosmetology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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