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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光電週」展覽簡介 

  第 29屆國際光電大展將於 2020年 10月 21-23日在台北世貿南港展覽一

館舉辦。做為全球知名光電展覽之一，本展以光電創新應用為主軸，橫向產業

涵蓋了精密光學、LED、太陽能產業、影像感測器、光通訊、健康光電、以及

智慧光電等重要領域；而縱向則包含了材料、元件、設備及應用產品，引領產

業趨向獨特、利基、高端等方向發展，打造台灣為光電技術創新轉型的基地。 

科技部創設．1984首辦 

「台北國際光電週」台灣最早創辦之科技專業展覽，旨在引介新興科技、扶助

利基產業、推廣前瞻技術、促進產學合作；三十年來伴隨各項科技產業共同成

長。 

光機電材．聯展平台 

以精密光學、光電轉換、光機電整合、微奈米技術等科技基礎核心為主，並與

電子及 PCB聯合展出，成為 光．機．電．材 領域交流平台。既專精呈現各產

業特色精髓，也大度連結產業互通輝映，全方位展示平台共享同期主题展專業

買家。 

國際活動．多元會議 

與各區域科技組織共同合作，辦理各類國際會議活動，多元展現各產業先進技

術、產品發展、產業狀況及商機媒合。是台灣最大規模光電產業會議活動，集

合專業人士參與，多方交流產業暨技術訊息。 

客製化服務．增值參展效益 

通過邀請海外買家服務深挖有採購意向的優質買家需求，推薦和匹配符合要求

的展商進行採購對接，以及線上線下多管道整合行銷，365天不間斷為企業建立

業務聯繫和品牌推廣。 

系列展覽 

 

國際光電大展 (第 29屆) 

OPTO Taiwan 

智慧車用光電及 AI感測專區 

Mini/Micro LED & 智慧顯示

專區 

5G光通訊專區 

 

精密光學展 (第 12屆) 

OPTICS Taiwan 

與台灣區光學工業同業公會 

聯名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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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辦法 

一、展覽資訊 

展出日期：2020年 10月 21日(三)~23日(五)  AM 10:00~ PM 5:00 

(本展僅供專業人士參觀，謝絕 15歲以下參觀者入場) 

展出地點：台北世貿中心 南港展覽館 1館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一號) 

主辦單位：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二、攤位訂價 

1. 在台灣有工商登記並以新台幣付款之廠商/單位 

2. 攤位費用 

訂價 非會員廠商 會員廠商 

2020.2.27 前 NT$48,000 NT$43,000 

2020.4.30前 NT$54,000 NT$49,000 

原價 NT$60,000 NT$55,000 

◎本會之會員廠商可享會員優惠（贊助會員不適用），歡迎即時入會或升級企業會員。 

◎空地攤位，無任何隔間、地毯及展示設備，請自洽大會配合裝潢商付費租用。 

◎須於報名期限內，繳納訂金方享有優惠。 

3. 國外廠商特設國際專區，以美金計價，參展資料詳見「英文版參展簡介」。 

三、攤位設施 

1. 每一攤位面積 3m  3m ＝ 9m2  

2. 每一攤位費用已包括 110V / 500W 基本用電。如超出累計基本電量、需 220V及用水者，

須申請並另計費用。 

3. 如搭建二樓或超高建築，須申請並依展館規定另計費用。 

四、報名方式 

1. 填寫報名表後－請影印留存，再傳真(02)2396-8513，並掛號郵寄至：光電協進會 陳憶梅

小姐 收 (地址：10093 台北市羅斯褔路二段 9號 5樓) 

2. 若發生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致廠商權益受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3. 應繳資料 

 參展報名表 

 每一攤位訂金 NT$30,000 元(含稅) 

 參展品型錄-乙份：參展廠商請提供型錄審查，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不適廠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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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繳費方式：請勿扣除郵資及手續費 

1. 訂金：每攤位訂金 NT$30,000 元(含稅)。 

2. 尾款：主辦單位於「參展廠商攤位協調會」後，另函通知參展廠商繳款。 

3. 各項發票，將主動以掛號寄出(支票須待兌現)。付款方式如下： 

◎支票/匯票：(請掛號郵寄本會) 

抬頭：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地址：10093台北市羅斯褔路二段 9號 5樓 

「財務部」收 

◎電匯：電匯單請傳真(02)2396-8513 

戶名：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南台北分行 

帳號：030-10-04993-7 

總分支機構代號：017-0309 

六、攤位分配 

1. 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參展廠商圈選攤位日期及辦法，並依下列規則選位。 

第一序 參展攤位數(攤位數多者先選) 

第二序 訂金繳納入帳日(支票繳納以到期日為準) 

第三序 報名表送達日 

以上三序皆同者，以抽籤方式決定先後 

2. 數家廠商不得合併登記圈選攤位。 

3. 選位前必須完成全數攤位訂金費用繳納，未完成者無選位資格。 

4. 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刪減廠商申請攤位數或變更展出日期及場地，廠商不得有異

議。 

5. 參展廠商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參加展出。如有違反者，

主辦單位得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參展廠商繼續展出。 

6. 參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相關，否則不得展出。展出期間禁止在展場內零

售，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得強制停止繼續展出。 

七、退展規定 

1. 凡欲退展之廠商請出具切結書。逾期未繳攤位費訂金或尾款者，視同退展。 

2. 2020年 3月 31日(含)前退展，訂金扣 30％；2020年 3月 31日(含)之後退展，訂金不予

退還；協調會後退展，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上述繳交費用不得抵繳任何費用） 

3. 訂金繳交後，如退訂部份攤位，將依前款條例辦理，所扣訂金部份不得抵繳任何費用。 

八、服務洽詢 

展覽主辦單位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PIDA)  

電話(02)2351-4026 傳真(02)2396-8513 

陳憶梅 (ext.886) ginger@mail.pida.org.tw  

mailto:ginger@mail.pi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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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光電週－參展報名表》      可影印使用 

訂租攤位 

本公司訂租 

 □一般攤位(空地攤位) 計   個，攤位費約計：NT$      元(含稅) 

          ◎空地攤位即「未」含隔板/地毯/桌椅/燈具/插座等任何裝潢設備。 

參展公司章 
 
 

負責人章： 
 
 

《本單位已瞭解參展辦法，並承諾遵守本展參展辦法及「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各項展覽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情事，本單位願付一切法律責任。》 日  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陳憶梅 小姐 電話：(02)2351-4026 ext.886 

報名表，請先傳真(02)2396-8513，再掛號寄 10093台北市羅斯褔路 2段 9號 5樓光電協進會 陳憶梅小姐 收 
 

1.報名表－請先傳真，再掛號寄交，並影印留存。 

2.請打字或清晰填寫；如有異動，請主動通知。 

報名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會員編號  

統一編號  登記資本額  總公司所在國  

公司網址 http:// 公司電話 (  ) 公司傳真 (  ) 

公司全銜 
(中) 

公司簡稱 
(中) 

(英) (英) 

公司地址 
(中) □□□－□□ 

(英) 

聯絡地址 □同上 □聯絡地址： 

連繫窗口 姓 名 部門/職稱 電話/分機 手 機 E-mail 

參展負責人      

參展聯絡人      

公司類別 

□1.生產製造商 Manufacturer    

□3.品牌/系統商 Brand / System   

□5.產調/投顧 Consultancy / VC   

□2.代理經銷商 Distributor     

□4.官學研單位 Gov. / Academia / Org. 

□6.其他 Other 

請
勾
選
參
展
別 

 □ 國際光電大展 (第 29屆)  

    光電元件、材料     雷射應用 

    光電儀器、設備     奈米科技 

    光電顯示     綠能光電 

    真空鍍膜     光資訊 

5G LED智慧照明 生醫光電 

    □ 前瞻學術專區  

    □ Mini/Micro LED&智慧顯示專區 

    □ 5G光通訊專區  

    □ 智慧車用光電及 AI感測專區 

 □ 精密光學展 (第 12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