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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最大的機器人產業展 

世界前三大機器人展覽會 

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 Robot World 2019 

2019 年 10 月 9 日(三)至 10 月 12 日(六) ⚫ KINTEX 韓國國際展覽中心 

韓國機器人世界展業展(ROBOT WORLD)展覽會是韓國最大的機器人展覽會，排名世界前三大機

器人展覽會∘展出包括了智能機器人、檢驗和維護機器人、醫療手術機器人、復健機器人、救助及國

防應用和其他專業服務機器人，以及機器人管家、吸塵/地板清掃機器人、寵物、機器人輪椅、個人康

復及輔助功能、家庭保全及監控等個人和家庭用機器人，還包括工業機器人及軟體控制、零組件等。 

根據展會報告，2018 年參展商 154 家，面積 21000 平米，來場參觀人次共達 60,000 人次，

交易金額更上看 5300 萬美元。2019 預計參展的指標性企業包含現代汽車、三星、LG 等韓國知名品

牌，展覽期間也將舉辦國際機器人大會、國際機器人競賽、洽談媒合會、新產品發表會等活動。對於

機器人、機械、自動化相關企業來說，2019 年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將成為一個連接供應商、分銷

商和潛在客戶的絕佳平台。作為本展台灣獨家代理，提供企業更完整的展會規劃與服務，期待您的加

入!! 

■ 2019 Robot World 展覽資訊： 

展    期 2019/10/9(三)～ 2019/ 10/12(六)，共計 4 天 

展出地點 
KINTEX 韓國國際展覽中心(Kore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Hall1,2) 

217-60, Kintex-ro, Ilsanseo-gu, Goyang-si, Gyeonggi-do, Korea / 10390 

展出範圍與項目 

(1)工業型機器人：機械手臂、直交機器人、多軸/單軸機器人、測試檢查、傳輸等。  

(2)服務型機器人：專業服務機器人、清掃機器人、教育機器人、農業機器人、醫療

機器人。  

(3)機器人零組件：檢測監控、馬達、減速機、夾爪等。  

(4)智能應用程式與軟體：Big data、自動駕駛、智能汽車等。  

(5)智能製造解決方案：智能工廠、工廠自動化、物流自動化、CAD 等。  

(6)無人機：國防、社會、安全、演習、休閒等。 

(7)3D 列印技術 

(8)擴增實境 AR、虛擬實境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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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費用 

(1) 淨地：每單位9m2 (3m x 3m) / NTD 83200(未稅). (裝潢由廠商自行委外處理與

付費) 

(2)標攤：每單位 9m2 (3m x 3m)/ NTD 96000(未稅)(裝潢由協會以整體形象進行設

計與搭建) (內含：基本隔間、3m x 3m x3.5m 、公司招牌版、地毯、投射燈、諮

詢台、摺疊椅) 

備註 1:本會會員依稅法開立收據；非本會會員，開立發票，5%營業稅另計。 

備註 2:以上報價如遇匯率大幅變動，協會保留修改權利，以實際匯率收取差額∘ 

報名說明 

與 

額外(免費)服務 

1. 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Email 回傳協會承辦人陳心盈#34。 

            Tel:(04)2358-1866，Email: eva@tairoa.org.tw 

2. 針對透過本會參展之企業，協會將免費提供 貴公司; 

(1) 展覽前、中、後三階段展訊協助曝光，爭取更多採購商關注。 

(2) 展覽期間翻譯人員協助接待客戶。 

(3) 展覽期間茶水供應。 

(4) 推薦優良旅行社與運輸公司進行服務。 

3. 繳費： 請於收到繳款通知一周內繳款；可開立新台幣即期支票或匯款繳交。 

(1) 匯款帳號 : 玉山銀行 大墩分行 代碼：8080288  帳號：

0288940027199(共 13 碼)；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2) 支票掛號郵寄 : 支票受款人請填「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

會」，並請劃線及加註「禁止背書轉讓」字樣。 

 

tel:(04)2358-1866，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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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 Robot World 2019 
2019 年 10 月 9 日(三)至 10 月 12 日(六) ⚫ 韓國國際展覽中心 

 

參展報名表 

公司名稱(中)  

公司名稱(英)  

公司統一編號  

聯絡人(中)  職稱(中)  

聯絡人(英)  職稱(英)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聯絡人 Email  手機  

公司地址(中)  

公司地址(英)  

公司官網 URL http:// 

公司身分別 □智動協會會員     □ 非會員 

標準攤位 

(含基本裝潢) 

□invoice：新台幣 96,000 元(未稅)/9m2×____個攤位＝NT$                    

□發   票：新台幣 108,000 元(含稅)/9m2×____個攤位＝NT$                    

淨地 □invoice：新台幣 83,200 元(未稅)/9m2×____個攤位＝NT$                    

□發   票：新台幣 87,360 元(含稅)/9m2×____個攤位＝NT$                    

展出項目與 

主題 

□工業機器人 □機器人系統(SI) □專業型服務機器人 

□個人服務機器人 □零組件 □其他(      ) 

展出商品(中)  

展出商品(英)  

報名辦法與 

參展說明 

1. 請將參展報名表填妥加蓋公司印章及聯絡人簽名後掃描電郵或傳真至本會。 

2. 請依約定參展費用與繳費期限電匯至本會帳戶，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匯款帳號 : 玉山銀行 大墩分行 代碼：8080288   

帳號：0288940027199(共 13 碼)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3. 以上價格為暫訂價，若因匯率大幅變動，價格或有調整，將另行通知補繳差額。 

4. 本會將開立 invoice，若有需要發票則另需多加 5%發票稅。 

5. 報名參展經大會同意核配攤位後退展者，將不予退費。 

6. 攤位費已繳，但經大會審核不符參展條件者，將全額退費。 

公司印章：                             填表人簽名： 
 

 

 

填表人：           手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