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各位廠商蒞臨現場，
協調會簡報將於14：00開始。

請稍後片刻，會議廳內備有茶點，歡迎
取用。
參展廠商之選位序號及專區平面圖，已
公布於各牆面，敬請參閱。



4月21日(五) 24日(一)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高雄市五金商業同業公會、台灣銲
接協會、中華液壓氣動協會、財團法人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與會貴賓

輝祐實業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王璿智

禾昕企業有限公司 楊欣倫

經濟日報 主任 彭朝忠

經濟日報 南區特派員 莊玉隆



主辦單位致詞

聯合報系經濟日報

主任 彭朝忠



展示日期：4月21日(五)-24日(一)，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最後一天展至下午4時

展示地點：高雄展覽館（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39號）

進場時間：4月18日，僅限大型機器定位，各別通知廠商入場

4月19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4月20日，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退場時間：4月24日下午4時至晚上9時

4月25日上午8時至中午12時

展覽時間

（請依主辦單位安排時間按時進場，進出場序另行通
知，並請務必於20日中午12時前完成攤位細部裝潢，
動力用電送電為20日下午2時，敬請參展廠商配合）



展覽地點

◎展期間提供免費接駁車服務

捷運三多商圈站

高雄展覽館

詳細時間於官網公布。



展館硬體

南館 9,100平方米，挑高27米，無柱

北館 8,800平方米，挑高12米



展館周邊停車

詳情請上高雄展
覽館查詢

http://www.kecc.com.tw/tw/facilitiesParking.asp


詳情請上高雄展
覽館查詢

展館周邊停車

http://www.kecc.com.tw/tw/facilitiesParking.asp


捷運七大轉乘停車場

捷運轉乘停車場資訊

紅線 5處

橘線 2處

資料來源：高雄捷運

R
6

R

8

https://www.krtco.com.tw/


高雄輕軌車站
搭乘捷運至 R6凱旋站，可轉乘環狀輕軌 C3前鎮之星站 至 C8高雄展覽館

站即可抵達。



工程服務

隔 間 裝 潢 輝祐實業有限公司 02-8789-8300

進場期間 位於南館服務台

水 電 服 務 鴻冠事業有限公司 02-2948-9493
進場期間 位於北館服務台

堆 高 機 禾昕企業有限公司 07-811-0016

進退場期間 位於南館S3出入口









進出展館敬請攜帶
1. 參展證

2. 安全帽（每人）

3. 車輛入場領取時間登記二聯單

敬請準時進出場，若逾時進場，致使其他攤位
展品移動及拆攤位隔間費用，由遲到廠商負
擔。

裝潢用品及廢棄物，請自行運離會場，包含木
工裝潢、輸出物、木箱、地毯、棧板、保麗龍
板、玻璃、殘膠、花籃等，未清理完竣者，由
主辦單位自行處理，其費用由參展廠商負責。



進出場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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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載重：5噸/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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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檢查哨/待車區(收取車輛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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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停車場

敬請廠商依序入場

Ｎ1門寬2米*高2.3米

Ｎ2門寬2米*高2.3米

門寬12米*高12米

門寬12米*高9米

◎為管控車輛進場，於車輛進場時登記進場時間、車號、貨主攤位及聯絡人，並收取車輛保證
金1,000元，按入場時間起計，1小時內不收費，超過1小時，以每小時新台幣200元計收停
車費。

3.5噸以下客轎車，可至展館B1停車場卸貨，30分鐘內不收費。

敬請依大會公佈廠商進/出場順序時程表入場

●車輛檢查哨(退還保證金)植草磚道6米道路， 僅限3.5噸以下車輛只出不進



北館平面圖

❖主走道3.5米至6米，小走道3米

❖北館左下角柱長1.1米＊寬1.1米，餘為長0.8米＊寬0.8米

❖臨柱廠商不予退費。

❖三角形標示為消防栓，依法不得遮蔽

❖淺色虛線為地面溝槽標示

❖為利進出場順利，N3貨車入口的攤位為緩搭區，敬請廠

商配合慢進場、早退場(特殊裝潢廠商請勿圈選此區)

進場 : 4/20上午12時

退場 : 4/24下午4時



南館平面圖

❖挑高27米無柱

❖主走道5-6米，小走道3米

❖淺色虛線為地面溝槽標示

❖為利進出場順利，S3貨車入口的攤位為緩搭區，敬請
廠商配合慢進場、早退場(特殊裝潢廠商請勿圈選此區)

進場 : 4/20上午12時 退場 : 4/24下午4時



展館裝潢須知
❖國際展館規格，每攤位均有獨立電箱

❖攤位臨柱不得張貼宣傳物

❖南館25噸、北館15噸以上，及任何噸位堆高機、吊車、吊貨卡
車、拖板車入場，需申請並加強地面防護，若造成地面損壞，展
館將要求廠商賠償

❖依展館規定，隔間裝潢高度不得超過4米，超過須申請並支付
超高建築使用費每18平方米10萬元

❖詳細裝潢須知及申請表格請參閱參展手冊



展館裝潢須知

進入高雄展覽館場域，請務必遵守展館相關規範，以免受罰。



資料袋說明

敬請各位參展廠商
打開資料袋



資料袋內容物

增 加 袋基 本 袋
1. 參展手冊1本

2. 參展證3張

3. 掛帶3條

4. 邀請函100張

5. 彩色平面圖 1張

6. 2018高雄自動化工業展、2017高雄

國際化工暨儀器展報名表 各1張

7. 洽邀參觀及買主回函1張

1. 參展證3張

2. 掛帶3條

3. 邀請函100張



展前廠商繳交項目
詳細規章及表單內容，請參閱參展手冊，並遵守相關規範。

敬請注意申請截止日期，逾期恕不受理。
順序 繳交完成日 工作項目 表單頁次

1
3月17日

下午5點前

*租用設備申請表 12

2 追加單項配備表 12-14

3

3月20日

下午5點前

*水電、堆高機設施申請表(含繳費) 20

4 *水電申請表 (攤位水電位置圖) 21

5 自行委外裝潢(含木工)切結書 25

6 施工前安全衛生承諾書 26

7 展場攤位內懸升汽球申請暨切結書 27

8
4月7日

下午5點前
高雄展覽館重型車輛入場申請表 24

＊標示每一廠商務必繳交申請 未標示敬請廠商依攤位需求申請



租用設備申請表p12

追加單項配備表p12-14
洽辦單位 聯絡窗口

輝祐實業 江先生
TEL (02)8789-8300
FAX (02)2729-7976

※ 106年3月17日(下午5點前)
完成申請。



水電、堆高機申請表p20

攤位水電位置圖p21
洽辦單位 聯絡窗口

鴻冠
吳小姐
TEL (02)2948-9493
FAX (02)2948-9513

參展廠商可參閱p22水電工程收費標準表
計算水電費用， 敬請參展廠商如期完成申
請與同步完成繳費動作 。

※高雄展覽館規定：
每家廠商僅提供一般用電與動力用電
各一個NFB箱體。展場內禁止使用發電機。

以上，違反者展館得逕行攤位移除存放，
並由參展廠商承擔費用與風險。

※ 106年3月20日(下午5點前)
完成申請並繳費者，依標準計費。

※ 106年3月21-28日(含當日)申請，
須加付逾期申請費30%。

※ 106年3月29日至展期(含當日)申請
視現場追加，須加付申請費50%。



重型車輛申請表p24

洽辦單位 聯絡窗口

經濟日報
鄭小姐
TEL (07)221-1234#7615
FAX (07)272-7387

※ 106年4月7日(下午5點前)
完成申請。

※南館25噸；北館15噸以上車
輛、任何噸位起重機或堆高
機，請務必填寫。

※重型車輛於進場時，需提出
24HR內過磅證明單。



自行委外裝潢(含木工)p25

洽辦單位 聯絡窗口

輝祐實業 江先生
TEL (02)8789-8300
FAX (02)2729-7976

※ 106年3月20日(下午5點前)
完成申請。

※若有木工裝潢，主辦單位將於進場時收取
保證金3,000元，於退場時稽察場地無損

及確認廢棄物清運後，退還保證金。

※未事先申請者，現場須填寫申請表，並收取
保證金10,000元。



大會服務說明

本展廣告宣傳



大會貼心服務
❖報紙提供：每日每家廠商提供當天經濟日報一份

❖清潔服務：場地清潔服務，每日早上提供每家廠商垃圾袋一個

❖飲水服務：每家廠商提供一箱瓶裝水

❖新聞服務：針對各公(協)會、聯盟及其會員廠商，利用本報版面，加強活
動訊息發佈、人物特寫等新聞服務

❖商務服務：高雄展覽館免費無線網路，服務台提供傳真、影印、列印服務

❖保全服務：從廠商進場日起至退場，24小時均有保全服務

❖餐飲服務：展館商店街有萊爾富、茶湯會、義美、莫凡彼、劉家冠軍牛肉麵服
務等，服務台也提供多家便當及冷飲外送廠商名單，歡迎索取

❖特約飯店：為服務中北部廠商，洽談高雄市多家飯店，提供參展廠商展期住宿
優惠，詳請參閱手冊P.29-30及官網

❖主辦單位投保五千萬元公共意外險，提供參展廠商、展品及參觀來賓最大保障



大會形象廣告
為服務廠商，讓參展廠商在展示、平面與數位廣宣相互配合下，
能擴展商機，並發揮最大效益。規劃高雄展覽館入口形象牆、拱
門柱等，於展覽期間4/21-24露出，享數萬參觀人次廣告效益。

優惠方案請至官網下載中心查閱或洽詢經濟日報記者



大會活動贈品贊助
凡贊助本大會活動贈品相關廠商，將回饋於官網Banner曝光、
展覽期間大會現場露出贊助公司全銜，享數萬參觀人次廣告效益。

歡迎相關廠商踴躍贊助
例如 雷射筆、隨身碟、手電筒、環

保袋、筆、鑰匙圈‥等

贈品內容 贈品數量

贊助贈品公司全銜

贊助聯絡人 連絡電話

贊助表格，請參閱手冊及官
網下載中心查閱，或洽詢經
濟日報記者



大會展覽專刊
▶發行日期：4月21日（五）

▶截稿日期：4月14日 ( 五 )

▶發行方式：隨經濟日報全國發行
展場發送

參展廠商
優惠方案

★享優惠價５折

參與本展實收六攤位(含)以上廠商，

刊登大會專刊廣告。

★享優惠價６６折

參與本展實收五攤位(含)以下廠商，

刊登大會專刊廣告。

如有需求，請洽詢經濟日報經手人



大會官網

▶大會官網最新消息 一目了然

▶水電、堆高機、裝潢申請表下載

▶展館大會形象廣告付費申請

▶廠商贊助贈品洽詢

▶參展廠商產品情報 免費行銷宣傳

即日起可從【參展廠商產品情報登錄】

頁面，登錄欲上線的公司產品圖文，由

主辦單位審核後即可上線。

http://www.edn-mcshow.com/ks/

http://www.edn-mcshow.com/ks/


大會FaceBook 與官網訊息同步



各網站廣宣曝光
自動化系列官網



各網站廣宣曝光
台灣會展網

Cens.com

高雄展覽館

高雄會展網



各網站廣宣曝光
亞洲機械網 產經機械網



經濟日報中/英文徵展EDM



電子邀請函/手機板歡迎參觀



經濟日報報紙



戶外廣宣

三多商圈站 中正路站

林園沿海路

橋頭站

仁德站

路竹站
安平工業區站 中華路東站

太平長億路站

員林快速道站 烏日高鐵站

大甲站



戶外廣宣

台南-保安工業區管理局 台南-官田工業區服務中心 台南-安平工業區管理局

高雄-仁大工業區 高雄-楠梓加工區 高雄-前鎮加工區

屏東-加工出口區 嘉義-民雄工業區服務中心 台南高鐵站旁-詮營停車場



本展QR CODE

大會網站 手機APP



雜誌廣告

機械工業雜誌 2017/2、4月見刊

產經網雜誌 2017/3、4月見刊



一對一洽談平台
 規劃業者與買主一對一洽談平台，歡迎廠商提供希

望洽邀的參觀來賓、廠商業者、公司行號或公協會

等買主單位資料，由主辦單位出面邀約買主觀展，

並撮合一對一洽談，達到精準行銷，創造無限實質

商機。

寄至信箱ann.zhang@udngroup.com

或傳真至高雄07-2727387

經濟日報 企畫 張小姐



攤位選位說明



攤位圈選說明

 本展圈選攤位採【先繳費先排序】，參展廠
商選位序號已公布於會場各牆面。

 各專區由【多數攤位】參展廠商優先選位。

 參展廠商【未派代表或未填寫代選位委託書
者】，由大會幫忙代選位，不得異議。



攤位圈選注意事項

 由工作人員唱名，廠商代表請至專區平面圖前等候選位。

 單一廠商不可跨走道選位，三攤位以下廠商不能選
背對背併排及L型。

 單數攤位可選畸零角(例如3+2)，
雙數攤位不可選畸零角(例如4+2)。

 多攤位 若選擇單排圈選，不可選單排三角窗。



攤位圈選專區位置



9月27日(三) - 9月30日(六)

早鳥價(未稅)
優惠至2017年4月28日

一般價(未稅)

$35,000/每攤 $40,000/每攤



9月13日(三) - 9月16日(六)

早鳥價(未稅)
優惠至2017年4月28日

一般價(未稅)

$38,250/每攤 $45,000/每攤

詳細資訊請洽經濟日報 鄭小姐

07-2211234轉7615



3月30日(五) - 4月2日(一)

早鳥價(未稅)
優惠至2017年9月29日

一般價(未稅)

$35,000/每攤 $40,000/每攤





廠商提問時間

歡迎提問



敬請各位參展廠商移動腳步
至圈選專區位置等候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