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ser Taiwan
2018年全球雷射市場產值高達130.6億美元，預測在2022年更將提升到153.8
億美元。成長的推力包括消費類電子產品及自駕車開始大量啟用3D感測技術
(VCSELs)、醫療與美容產業需求激增，以及傳統材料加工技術的表現提升等，
雷射已在不知不覺間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台灣國際雷射展網羅產業上中下游，串聯研發、生產製造到應用等多環節的設
備與技術，為雷射產業最佳商業展示交流平台，亦是專業買主不可錯過的年度
盛會。

徵展範圍

臉部辨識、自動駕駛、夜間監視、雷射自動
對焦、產品應用、VR/AR、晶片、透鏡、關鍵
元件…等。

PCB、光電半導體、微電子、布料、紙類產業
等高精密製程之雷射加工設備，自動化生產、
加工、檢測、量測系統…等。

光纖雷射、半導體激發固態雷射(DPSSL)、
二氧化碳雷射、超快雷射、準分子雷射、半
導體雷射…等。

雷射切割、雷射打標、雷射雕刻、雷射除鏽、
雷射焊接、雷射鑽孔…等。

雷射源

雷射與自動化
加工設備

雷射鈑金

VCSEL 3D感測

醫美雷射、雷射手術、熱處理、非接觸性量測、
化學光譜研究、光通訊、光儲存、軍事國防、文
創應用…等。

雷射晶體、芯片、鏡片、運動機台、導光系統、
銲道保護、夾具、後續清潔、通風、冷卻、防護
設備…等。

3D列印設備、3D列印耗材、掃瞄儀器、
電腦輔助軟體及系統…等。

光學元件、光學設備、光學材料、光學檢測、
光學週邊…等。

精密光學

雷射應用

3D列印

雷射零組件
與週邊設備



來自超過15個不同國家的專業買主，遍布東南亞、歐洲、北美洲

2018 專業參觀人次共11,595

參觀者職位級別中，以研發設計與管理階層占57%為主 ，相較去年有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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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達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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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登記及分配

退展規定

1.以上金額均為含稅價；以TLTAA會員價報名需另付會費。

2.報名淨地攤位之參展廠商，如需用水電請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裝潢可依公司需求選擇自行尋找或向主辦配合裝 

   潢廠商洽詢。

3.報名標準攤位之參展廠商，含基本用電110V / 500W及標準裝潢配備（隔板、地毯、公司名1組、投光燈3盞、椅子2張、

   詢問桌1張、插座1個）。若有其他需求須另行付費，請逕自洽詢主辦配合之裝潢廠商。

4.如搭建2樓或超高建築，需依展覽館規定另計費用。

5.如需動力用電、24小時供電、配置水管用水、空壓機及堆高機作業或其他特殊需求，需依收費標準另收費。

1.報名截止或額滿時，由主辦單位依報名情況及產品類別進行分區，並擇適當日期進行協調會，由參展廠商圈選其

   攤位位置（攤位圈選不得橫跨走道）。

2.攤位數多者，於廠商協調會時，得優先圈選攤位；攤位數相同者，於廠商協調會時，依報名日期之先後決定

   順序，即先報名之廠商得優先圈選攤位位置。

3.未參加協調會之廠商，由主辦單位代選攤位，且不得有異議。

4. 參展廠商不得合併登記圈選攤位，惟主題館展出方式不在此限。

5.主辦單位保有調整參展廠商展區及攤位位置之權力。

1.完成報名手續且繳交攤位款項之廠商，如於本展協調會前因故無法參展，且於協調會前通知主辦單位，除每個攤 

   位訂金NT$21,000元不退還外，餘額以無息退還；如於本展協調會後退展，其所繳納之參展費用充作本展覽會宜

   傳經費支出，不予退還。

2.參展廠商所承租攤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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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參展廠商繼續展出外，將禁止轉讓者於兩年內參加主辦單位在國 內外舉

   辦之任何貿易推廣活動。

3.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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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展出。

參展費用

項目 TLTAA 會員定價 定價 

淨地攤位 (3m x 3m) NT$ 47,250 NT$ 52,500 

標準攤位 (3m x 3m) NT$ 52,500 NT$ 57,750 



1.報名表先傳真再以掛號寄交，請自行影印留存。
2.請以電腦輸入或正楷填寫，以確保權益。
3.報名表資料如有異動，請儘早以書面通知主辦單位。

會員編號

總公司 (HQ)

統一編號 公司網址

公司全銜
(邀請函用)

(中)

(英)

(中)

(英)

公司簡稱
(平面圖用)

 

(中)

(英)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地址

參展聯絡人 姓名 職稱 分機 手機 E-mail

參展聯絡人1

參展聯絡人2

為避免展覽資訊遺漏，煩請確實填寫聯絡人資料

主力產品

公司類別
☐VCSELs

☐3D列印

☐雷射源 ☐雷射零組件與週邊設備

☐雷射鈑金               ☐精密光學 ☐雷射應用

☐雷射與自動化加工設備

目標參觀者
                

☐工具機產業 ☐資訊/通訊產業 ☐光學產業☐電子產業
      

☐汽/機車產業 ☐半導體產業 ☐航太產業☐金屬加工產業

☐零組件產業 ☐電路板產業 ☐包裝印刷產業☐五金產業     

    ☐醫療產業 ☐藝品／文創產業 ☐其他:______________

攤位費用
(含稅)

TLTAA會員定價 非會員定價

淨地攤位 ☐NT$47,250 ☐NT$52,500

標準攤位 ☐NT$52,500 ☐NT$57,750

 公司大章 負責人章

※ 本公司已了解參展辦法，並承諾遵守本展參展辦法及「台北南港展覽館」各項展覽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情事，
     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年       月         日         

請填妥報名表傳真或逕寄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94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85號3樓
TEL: 02-2659-6000   FAX: 02-2659-7000
洪村昉先生 #205 / 李柏樺先生 #135 
laser@chanchao.com.tw  

　

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3E47室
TEL: 02-2990-5600   FAX: 02-2758-2708
秘書處
lj.adv@msa.hinet.net

  

參
展
公
約

1.參展產品須如上表所列且符合主題，商品不得超出攤位範圍外，如違反規定，主辦單位得令其出場。
2.展覽期間如因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導致參展廠商權益受損時，恕不退還已繳費用。
3.主辦單位有權力視狀況調整展覽攤位與設施規劃，且參展廠商必須配合。
4.其他注意事項參照展覽會場之一般規定。

共申請              個攤位＝ NT$                                            (含稅)

報名時間　　        年      　　月    　  　日

雷射展台灣國際
Laser Taiwan

2019

參展報名表
日期 :10/16(三) ‒ 18(五) 台北南港展覽館

攤位面積：9m  (3m x 3m)2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台灣國際雷射展-官方網站
www.chanchao.com.tw/laser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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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3E47室

TEL: (02)2990-5600   FAX: (02)2758-2708

秘書處

lj.adv@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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