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０二二年『法蘭克福燈光照明暨建築物自動化展』參展辦法及規定
展覽日期：
展覽地點：
主辦單位：
組團單位：
台灣聯繫單位：
協辦單位：

2022年3月13日至18日 (每兩年一展)
德國法蘭克福展覽會場 (Messe Frankfurt Fair Ground)
德國法蘭克福展覽公司（Messe Frankfurt GmbH）
法蘭克福展覽 (香港) 有限公司（Messe Frankfurt (HK) Ltd.）
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Messe Frankfurt (HK) Ltd. Taiwan Branch Office)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 Taiwan Lighting Fixture Export Association)
(本展公會將規劃向國貿局申請展覽補助，待申請核准後，參展商若為公會會員將可於展後取
得補助款)

徵展項目： 1. 照明：裝飾照明 (現代設計、古典傳統)、照明技術、照明設計、工商業照明及燈泡、照明技術
零組件和配件、燈泡、專業照明技術 (舞台、緊急照明、照明管理)、室內照明技術、戶外照
明、戶外街道照明、住家及花園戶外照明、LED晶片和封裝
2. 建築物自動化：建築系統效能解決方案、公共建設、電氣安裝系統、分散供電系統和配件、能
源管理、安防技術、網絡技術、住宅及建築物自動化
參展費用： 1. 套裝攤位 – 最小租用面積為15平方公尺，面積可以3平方公尺為基準遞增。
攤位規格
一面開攤位

2020延展廠商 (每平方公尺)
589 歐元

新廠商 (每平方公尺)
605 歐元
666 歐元

二面開 (轉角) 攤位
648 歐元
※
套裝攤位費用除包含攤位租金外，尚包括下列設備與服務：
◎台灣館造型設計
◎基本傢俱配備 ◎電費
◎網路
◎宣傳用品
◎台灣館彩色名錄印製 ◎攤位清潔
◎攤位保全 ◎ 參展證 (按面積分配)
2. 空地攤位 – 最小租用面積為36平方公尺，面積可依廠商需求增加。
攤位規格

2020延展廠商 (每平方公尺)

新廠商 (每平方公尺)

36平方公尺以下攤位

533 歐元
515 歐元

544 歐元
526 歐元

36.01~70平方公尺攤位

70.01平方公尺以上攤位
500 歐元
511 歐元
※
空地攤位費用除包含攤位租金外，尚包括下列設備與服務：
◎電費 – 按面積限量提供：
36~50sqm + 6KW
71~100sqm + 15KW
150sqm以上 + 30KW
51~70sqm + 10KW
101~150sqm + 20KW
◎ 參展證 (按面積分配)
◎宣傳用品
◎網路
◎台灣館彩色名錄印製
◎攤位清潔
◎攤位保全
3. 報名參展必須同時加入Media Package，並支付大會歐元750元之費用。
大會規定所有參展廠商皆須加入Media Package，內容包括：大會廠商名錄刊登 (Catalogue
entry)，網路線上刊登 – 包含Light+Building展覽官網 (Entry on the website) 及手機APP，及展
覽現場電腦搜尋系統 (Compass)。
套裝攤位基本裝潢： 以 15 平方公尺為一基本單位， 配備數量隨面積大小增減調整。
‧可鎖展示檯1個 (100*50*75cm)

‧入軌短臂燈4盞

‧單相插座2個 (500W*2個/220V） ‧展示板4片 (平或斜板)
‧100W電源插座 (220V) 僅限一手提電腦使用

‧公司招牌

‧會議桌1張

‧牆板

‧會議椅4張

‧地毯

‧垃圾桶1個

 台灣館將由本公司指定裝潢公司搭建，整體設計與外觀不得要求局部異動。
 上述配備包含於套裝攤位費用內，不可要求刪減或退費，惟傢俱類設備間可等值替換。
 插座與燈具等與電力相關之設備需額外付費申請，不可與傢俱替換。
 本公司有權因設計變動，更換上列配備。

『台灣館』參展辦法與規定
------------------------------------------------------------------------------------ 發票開立說明及注意事項：
由於本公司已於德國登記稅籍，發票開立需遵守德國稅法之相關規定。因我司業務提供服務地區僅含台
灣、香港及中國三地，故開立發票之對象，僅限於此三地登記之企業，無法開立發票予其他海外地區登記
之公司。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reg.messefrankfurt.com.tw/register/auto_reg_v2.aspx?eid=LB2020&code=tmopio
1. 請完成線上報名後將報名表格列印出來並蓋立公司大小章。
2. 請於一週內將報名表連同保證金支票以掛號郵寄至本公司。
3. 本公司將於收訖報名表正本及保證金支票後，以e-mail寄發報名確認函及報名序號，即完成
報名程序。

攤位分配：

1. 舊廠商於舊廠商優先報名期間內報名，將主動保留參展資格；新廠商申請之攤位，將以報
名先後順序及視可用面積數量遞補。本公司於攤位確認後，再提供攤位確認函予廠商。
2. 攤位位置將由本公司依廠商需求面積大小先行規劃，後再由廠商依報名先後順序選位。
3. 本公司有權因大會變更平面圖或因市場需求之改變，必要時調整攤位位置。
4. 攤位面積及規格將視大會平面圖，以儘量符合廠商報名表上所填的需求為原則。
5. 如遇有轉角攤位數量不足等特殊狀況，將以廠商申請之攤位面積大小及報名先後順序為優
先之考量標準。

付款方式：

1. 廠商報名時需一併預繳保證金，金額依所訂攤位大小詳列如下：
15 ~ 18 sqm -- NTD 200,000

59 ~ 70 sqm -- NTD

760,000

19 ~ 24 sqm -- NTD 300,000

71 ~ 99 sqm -- NTD

900,000

25 ~ 36 sqm -- NTD 400,000
37 ~ 48 sqm -- NTD 520,000

100 ~ 149 sqm -- NTD 1,200,000
150 sqm 以上 -- NTD 1,800,000

49 ~ 58 sqm -- NTD 640,000
2. 請依所訂攤位面積按照上述金額開立禁背支票寄予本公司
抬頭：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到期日：民國110年9月30日
3. 參展費用請於收到場租發票後，依照發票上所訂之繳款截止日前全數以歐元繳清，並將 水
單及匯款電文傳真或e-mail予本公司對帳。本公司在確認繳款收訖後，會將 貴公司先前繳
交之保證金支票 原票 掛號退還予 貴公司。
4. 參展費用請以歐元直接匯至：
戶名：Messe Frankfurt (HK) Ltd.
銀行：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地址：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帳號：511-017758-275 (歐元帳戶)
注意事項：

1. 若廠商未按發票上規定之繳款截止日前繳清費用，逾期超過2週，則先前繳交之保證金支票
將不退還；逾期超過1個月，本公司有權另行處置該攤位。

取消參展：

1. 年底團務會議召開後即不得取消參展，若欲取消參展，仍須繳交全額參展費用。

截止日期：
備

註：

2021年9月30日

(或額滿為止)

1. 詳細之完整參展辦法與規定，請參閱本公司網址：www.messefrankfurt.com.hk

台灣連繫單位：

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110市民大道六段288號8樓
電話：(02) 8729 1099 / 傳真：(02) 2747 6656
張裔青 小姐 (分機321) / 林培皓 先生 (分機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