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覽日期： 2016年10月5 – 7日 (星期三 – 星期五)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展覽地點： Pragati Maidan, New Delhi, India 

主辦單位： Messe Frankfurt Trade Fairs India Pvt. Ltd. 

組團單位： 法蘭克福展覽 (香港) 有限公司 (Messe Frankfurt (HK) Ltd.) 

台灣聯繫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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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項目： 建築與家庭自動化：建築自動化系統及產品、智慧家居及社區管理系統、建設效能和能源管理系

統及產品、燈控系統、綜合纜線及資料中心系統及產品、智慧遮陽系統及產品、系統整合、視頻

監控、存取控制和家庭安全系統、酒店智慧化系統及產品 

 

電氣工程：電氣配件和材料、電力供應及分配系統、能源管理系統、電力供應/配電設備和電器產

品、電源、儀錶/儀器及工具、電氣節能改造設備、控制設備、儀錶和監測及調光器開關、插座及

開關、照明保護系統及設備、電氣建築安裝、通信和系統技術、再生能源、發電和電力分配 
 
參展費用： 套裝攤位 – 350 歐元 / 平方公尺（轉角費另加 10％ ） + 登錄費 46 歐元 

          早鳥優惠 7月15日前 300 歐元 /平方公尺（轉角費另加 10％ ） + 登錄費 46 歐元 

(已包含印度14% service tax及0.5%Swachih Bharat Cess) 

最小租用9平方公尺，含下列配備與傢俱： 

 攤位搭建    公司招牌    台灣團專屬形象設計    垃圾桶1個 

 1桌2椅    詢問桌1個    插座1個    投射燈3盞    地毯 

 層板    地毯    參展證件    目錄刊登    攤位清潔    展館保全 

 
報名方式： 廠商請填妥報名表及蓋立大小章後，先傳真再將正本連同保證金支票郵寄回本公司，才算完成報

名程序。保證金支票開立內容請詳見下方付款方式說明。 
 

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攤位售完完止；7月15日完成報名者，享有早鳥優惠價 
 
付款方式： 1. 繳交報名表時須一併開立台幣保證金支票，金額及開立內容如下。除參展廠商取消參展外，

此支票將不兌現，僅供作租用攤位之參展保證，與場租費用不相扣抵。 

9平方公尺 - 台幣 6 萬元，每遞增 3 平方公尺，金額增加 2 萬元  

抬頭：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到期日：2016年7月31日 

 2. 參展費用將開立歐元發票 (invoice) 請款，請以發票上所訂之繳款截止日前全數以歐元匯款

至指定帳戶。匯款完成後請將「水單」或「匯款電文」傳真予本公司核銷，廠商先前繳交之

保證金支票將於確認收到匯款後 原票 掛號寄回。 
 
攤位分配： 1. 攤位位置將由本公司彙整廠商面積需求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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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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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會有權因變更平面圖或市場需求之改變，必要時調整攤位位置。如遇有轉角攤位數量不  

足等特殊狀況，將以 申請面積 及 報名先後順序 為優先之考量標準。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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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經本公司確認後取消參展，則原繳交之保證金支票不予退回。開展前3個月內不得取消參展，

否則展商仍須付擔全額參展費用。 
 
備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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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報名截止日期後若參展廠商家數未達組團標準，則套裝攤位廠商將使用大會標準搭建。 

3. 如遇不可抗拒之人為或天災影響，導致展覽取消延期或是廠商無法順利參展，所有相關展覽

費用將不予退還。 
 

聯繫單位： 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 110市民大道六段 288號 8樓 

電話：(02) 8729 1099   傳真：(02) 2747 6656   分機 326   林培皓 Jason先生 

 

2016『印度國際建築電氣技術展』台灣團參展辦法及規定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


                                        

2016 年印度國際建築電氣技術展 
2016年10月5 - 7日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蓋立公司大小章後，先傳真再將正本交回： 

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林培皓先生 

台北市110市民大道六段288號8樓 Tel: +886 2 8729 1026  Fax: +886 2 2747 6656  Email: jason.lin@taiwan.messefrankfurt.com 
 

台 灣 館 報 名 表 (請以粗體打字，或正楷填寫) 

 

1. 公司基本資料： （同時將刊登於大會之廠商目錄）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中文地址： (        )  

郵遞區號 

英文地址：  

電話：         /         /                           傳真：        /         /                        
     國碼            區碼                       電話號碼                                    國碼           區碼                    傳真號碼 

Email：  Website：   

負責人中文姓名：                                     

展務聯絡人：（用於展覽業務聯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Email：                                              分  機：          職    稱：                 

發票資料：（請勾選及於適當處填寫）  □ 同上列公司資料  □ 需另行開立下 

中文發票抬頭：  

英文發票抬頭：  

英文發票地址：   

 

2. 公司性質： （請於適當處勾選，可複選） 

□

 

    

01  Manufacturer (製造商)      □   02  Import – Export (進口商、出口商) 

□   03  Product Designer (產品設計) □ 04 Distributor / Dealer (經銷商 / 商人) 

□ 05  Service Provider (服務供應商) □ 06 其他, 請說明:                                         

 

3. 面積需求： 

□ 套裝攤位：9平方公尺 / 一面開      □ 其他套裝面積：              平方公尺 /           面開 

其他需求：                                                                                             

◎套裝攤位：295 歐元 / 平方公尺 + 登錄費 46 歐元 （轉角攤位另加 30 歐元/平方公尺） 

※ 以上費用已包含印度14% service tax + 0.5% swachih bharat cess 

 

 

報報名名期期限限：：22001166..0077..3311  

mailto:jason.lin@taiwan.messefrankfurt.com


 

4. 產品製造 / 產品行銷： 

A. Building and Home Automation 

□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s and products □ Smart home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systems 

□ Building efficiency an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roducts 

□ Generic cabling and data centre systems and products 

□ Light Control System □ Systems integration 

□ Intelligent sun shading systems and products □ Hotel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products 

□ Video surveillance, acess control and home security systems 

B.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Electrical accessories and materials □ Renewable energies 

□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s, energy managmenet systems 

□ Electricity supply / distribution equipment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 Power supply, instruments, gauges and tools □ Electrical energy-efficiency modification equipment 

□ Control equipment, meter & monitoring and dimmer switches 

□ Sockets and switches □ Lighting protection systems and equipment 

□ Power generation and distribution  

□ Electrical building instal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ystem technologies 

Other Please Specify                                    

 

5. 主要品牌：                                                                                         

6. 公司法定代理人： （請以正楷填入負責人姓名後再於下方簽章） ⋇ 請注意: 公司章必須與報名的公司名稱相符 

本公司在此確認上述填寫資料內容詳實無誤，並已詳讀及願意確實遵守下列之規定，及大會其他參展規定。 

一、已確實瞭解，並願確實遵守本展大會及組團單位之參展辦法及有關規定。詳細規定與辦法可參閱網址 – 
www.messefrankfurt.com.hk 

二、保證不與其他非團員之公司共用攤位或私自轉售攤位，違者除立即停止展出外，其所繳交之費用亦不予退回。

此後凡法蘭克福展覽公司所舉辦之展覽皆謝絕參加。 

三、保證展出之產品不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或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參展期間如經權責單位合法

程序提出之侵權案件，相關之展品必須由攤位上撤除。 

四、如遇不可抗拒之人為或天災影響，導致展覽取消延期或是廠商無法順利參展，所有相關展覽費用將不予退還。

主辦單位保留另行規劃展覽的權利，廠商須依合約履行參展活動。 

五、本公司聯絡人同意以上所填個人資料提供組團單位用於展覽會公開發行之大會名錄/會刊，知悉組團單位於運

作期間內依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應用區域為全球），本人亦了解個資法第三條得行使

之權利及第八條不同意提供時權益之影響。 

六、本公司以上所填相關訊息完全屬實，並為最新資訊。 

 

 

姓名：                                              職稱：                                          

   請蓋大小章： 

 

 

 

 

                                                          

                 
                            

(蓋章)                     (蓋章)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 

 

◎正 本 請 務 必 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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