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韓國國際機器人展」參展團參加辦法 

※本展已申請國貿局推廣貿易基金補助，將補助前 10 個攤位報名廠商，額滿截止※ 

一、市場分析： 

韓國政府於 2014 年 6 月召開經濟相關部會長官會議，確定公布「13 大未來成長動力實行計劃

及目標」。13 大未來成長動力分為主力產業、未來新產業、公共福祉產業及 4 大基礎產業，而

每個產業領域下設定詳細領域及各領域之發展目標。 

另外，未來新產業包含智慧型機器人(Smart Robot)、穿戴式行動裝置、實感性數位內容等 3

大領域。韓國政府目標至 2020 年，將智慧型機器人(Smart Robot)產值成長至 9 兆 7,000 億

韓元，且支援研發整合教育、國防等其他產業之機器人技術，以育成韓國機器人產業。另對穿

戴式行動裝置，將研發 100 個明星產品，且集中研發智慧型感應器及嵌入式軟體(embedded 

software)等核心零件技術，並支援測試產品製作。韓國服務型機器人充分具有領先拓展世界市

場之潛力，尤其機器人係典型之融合產業，對整體產業帶來之關連效果大。 (Source : 駐韓國

代表處經濟組) 

二、參展團主辦單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  

三、組團說明： 

(一)活動簡介： 

1.名稱：「2016 韓國國際機器人展」(ROBOT WORLD 2016 )  

2.日期：2016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5 日，4 天(實際展覽時間，不含佈展及撤展)  

3.地點：韓國首爾，韓國國際展覽中心(KINTEX 1)  

4.簡介：韓國國際機器人產業展覽會(International Robot Industry Show, iRIS   2016)

為韓國獨立之機器人展，為第 11 屆舉辦，指導單位為韓國知識 經濟局(MKE)，

由韓國機器人產業協會(Korea Association of Robot Industry/KAR)、韓國機器

人產業振興會、機器人控制系統協會等單 位共同主辦，本展為韓國最具國際化

的專業機器人展，亦為目前全球具規模的機 器人展之一。 

2015 年的參觀 及採購人數來自 12 國約 74,000 人次，參展企業共 220 個單

位，共計使用 450 個攤位。本屆參展規模(總面積)預計可達 20,000 平方公尺，

參與的買主來自 15 個不同國家，大會將規劃的買主媒合計畫預估可創造約美金

4,300 萬的媒合商機，大會也定期發布 E-newsletter 來幫宣傳展會，相信參與

本展會商機無限。 

 



同期也將舉辦機器人競賽,機器人相關會議及新產品新技術發表會等活動，本展

亦受韓國政府及主流媒體大力支持，想要拓展韓國市場的廠商拓展知名度，務

必不能錯過韓國最重要的機器人展，有鑒於機器人是我國目前產業發展計畫重

要之一環，為協助台灣廠商 提高競爭力，本會將組團前往拓銷，提高廠商在韓

國市場占有率。 

(二)預定徵集廠商家數：10 個攤位(每攤位 9 平方公尺) ，超出 10 個攤位時，協會亦可代為

承租攤位。 

(三)展覽項目：機器人生產系統(製造用機器人及應用系統)、服務型機器人(非製造 用機器人

及應用系統)、小型生產系統、機器人模擬及視覺系統、 關連機器/裝置及要素機器。 

四、參加廠商資格：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相關產業廠商  

五、報名手續： 

(一)報名時請備齊下列書表：  

1.報名表乙份（蓋公司章及負責人印 鑑）  

2.公司產品電子型錄乙份。 

(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額滿截止。    

(三)費用： 

項目 官方定價 協會報名價 會員現金補貼 非會員現金補貼 

標準攤位(9 m2) USD 3000 NT$79,200/每攤位 NT$25,000/每攤位 NT$20,000/每攤位 

淨地攤位(9m2) USD 2600 NT$ 68,640/每攤位 NT$25,000/每攤位 NT$20,000/每攤位 

 *本會將依實際參展商家數分配補助款額度。每個標準/淨地攤位將補助新台 幣 2~3 萬元。回

國後若補助款仍有賸餘也將全數回饋廠商。領取國貿局補助款之廠商需填寫領據作為補助款領

取憑證。 

(四)繳費： 

      1.保證金：每家新台幣 1 萬元整，請開立「即期支票」繳交。 

      2.參展費用：請開立「即期支票」繳交。 

（註：攤位租用面積大者具優先挑選攤位權利；遇相同面積者，以先完 成繳費者優先挑

選攤位位置）。 

 ※支票受款人請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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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報名方式： 

請上本會網站 www.tairoa.org.tw 活動報名區查詢，點選列印相關附件表格， 請填妥加



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後，連同攤位費，以掛號郵寄本會本案承辦 人收。本會收迄報名

表及報名費用支票後，始完成受理報名手續。 

本展承辦人：Mavis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mavis@tairoa.org.tw 

地址: 40850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 27 路 17 號 (環保中心第二棟)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收  

(請註明: 2016 韓國機器人展) 

六、參展費用之退還： 參展費用原則上不予退還，惟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本協會得於扣除已發

生費用後退還餘額，如有尚未發生之費用，參加廠商仍需繳交：  

(一)如期辦理出國手續，未獲政府有關機關核准者。  

(二)遭遇重大變故，經本協會同意其退出者。 

(三)在本協會召開組團會議後一週內，有正當理由以書面申請退出，並經本協會同意其退出

者。  

(四)樣品經審定不適合參加，經本協會同意其退出者。 

七、保證金說明： 參展保證金可抵扣攤位費。另外如因故報名完成之後七天內確認無法參加展

覽，本協會將扣除已發生之各項 費用後，無息發還餘額。 

八、參加費用： 

(一)下列費用由本協會統籌支付： 

      1.場地租金及整體形象佈置費用。 

      2.團員名冊印製費。 

      3.辦理國內、外展前行銷活動。 

      4.展場公用通訊硬體設備裝設費用。    

(二)下列費用由參加廠商自行負擔： 

     1.展品及機械設備之包裝、申請、報關、海運、保險，及在目的地國之通關 提貨、內陸運輸

及進場費用。 

     2.超出本會所提供標準攤位配備之其他布置及裝潢費用或空地攤位之布置及裝潢費用。 

    3.國外展會當局發行之買主手冊中之廠商資料登錄費。 

    4.參加廠商代表之食宿、機票、交通、行李超重等費用。 

    5.機器用水、電、壓縮空氣等費用。 

    6.展覽現場個別廠商所需翻譯人員聘雇費用。 

    7.活動結束後樣品處理費用。 

    8.其他臨時發生，無法以本協會預算容納之費用。 

九、本協會負責辦理下列事項： 

(一)辦理報名參展手續及相關事宜。 



(二)展示場地規劃、佈置整理形象設施及攤位分配。         

(三)編製團員名冊。 

(四)對海外發布消息。  

(五)派員隨團協助。 

十、參加廠商應遵守及配合事項： 

(一)派員準時出席參展會議、行前會議及檢討會議。 

(二)為維護整體形象，廠商如須於其攤位內張貼任何宣傳品，請事先妥為規劃， 並知會本協

會。 

(三)參加廠商不得與其他非參展廠商共用其攤位，亦不得擅自轉讓攤位。 

    (四)展覽活動期間內必須在場照料樣品接洽交易，並協助提供資料以便本協會分 析市場及統

計推銷成果，其涉及業務機密部分，本協會將予審慎保密。 

   (五)參加廠商之展品、出版品及所提供之團員名冊刊登產品圖文，不得涉及商品仿冒或侵害國

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或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如涉及仿冒事宜，由廠商自行負擔

所有責任，並支付衍生之訴訟仲裁等費用，以及 活動主辦國行政或司法裁定之賠償或罰

鍰。 

(六)參加廠商請依照參展會議公決之行程全程參與，如有不可抗力原因無法參 加，務請事先

知會本協會。 

(七)參加廠商應有團隊精神，遵守參展會議決定事項。 

(八)活動結束後應適當處理其展品。 

(九)不做任何損及其他業者之利益或國家名譽之行為。 

    (十)團體活動時，請著妥適服裝，並遵守國際禮儀。 

十一、其他事項：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2016 韓國國際機器人展  參展報名表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 

(英) 

地 址 

Address 

(中) 

(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VAT 
number 

 
Contact 

window 

 Name 

Title 

TEL   FAX  

E-mail  Website   

 

參展產品 

Exhibit Profile 

(中) 

用列點式的方式陳列 

字數以不超過 150 個字為原則 

 

 

(英)  

以不超過 350 個字元為原則 

 

 

攤位選擇 

□淨空攤位，NTD 68,640 /每 9sqm 

□標準攤位，NTD 79,200/每 9sqm 

攤位數(9sqm) 
 

 
總費用 

 

 

註 1.展位位置將於協調會議時係依 (1)攤位大小及 (2)繳費先後順序 圈選。 

     2.請於報名同時繳交 NT.10,000 元 之保證金，方完成報名手續。 

     3.本會於確定展出者名單後寄發繳款通知，參展單位/公司須於接獲本會繳款通知單後 7 個   

        工作天內一次繳交參展費用，以利後續各項展務工作之進行。 

公司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已詳細閱讀參展須知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