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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最大的電子製造 B2B 展覽” 

※智動協會會員享 8 折優惠、台灣智動化業者享 9 折優惠 ※ 
 

2021 韓國電子製造展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Korea 

2021 年 3 月 24 日(三)至 3 月 26 日(五) ⚫ COEX 會展中心 

韓國為亞洲第三大經濟體，更是全球第五大汽車零配件製造國之一，擁有成為電子製造業領先國

家稱號。韓國電子製造展（EMK）更被譽為業內最大的專業展覽，並連續 10 年被 MOTIE 提名並認證

為國際重要展覽會。展會將匯集國際頂尖企業，搶攻電子製造商機。 

2021 年展會將廣邀來自汽車/運輸器械製造業、汽車零組件製造業、電器/電子機器製造企業、

通訊設備製造業、測量設備製造業、及其它汽車產品製造企業等專業買家前往參觀。預期展出面積將

達 15,037 平方公尺，共 900 個攤位。 

 

 上屆(2019 年)規模 

參展商 攤位數 採購商國家 參觀人數 

320 700 25 13,000 

 

 上屆(2019)採購商產業數據 

電子產業 IT 產業 半導體產業 自動化與製造業零配件 電子製造零配件 

19.9% 15.9% 13.7% 10.6% 8.6% 

 

智動協會會員可享有 8 折優惠，非會員享 9 折優惠， 

有興趣開發韓國市場之業者，敬請把握參展優惠! 期待您的加入! 

 

⚫ 展覽資訊： 

展    期 2021/3/24(三)～ 2021/ 3/26(五)，共計三天 

展出地點 
首爾, COEX 會展中心, C & D 館 

(首爾市江南區永東大道 513 郵編 06164) 

展出範圍與項目 

⚫ SMT/PCB 及 電子相關設備 

⚫ 光學產品及 LED 

⚫ 印刷電子及電子材料 

⚫ 機器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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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到訪企業 

 

參展費用 

(1) 原價 

淨地：NTD$ 108,000 / 9sqm  

標準攤位：NTD$ 121,500 / 9sqm 

(2) 會員價： 

淨地：NTD$ 86.400 / 9sqm (3m x 3m) 

台灣館：NTD$ 121,400 / 9sqm (3m x 3m) -裝潢由協會以整體形象進行設計與搭建 

(3) 非會員價 

淨地：NTD$ 97,200 / 9sqm (3m x 3m) 

台灣館：NTD$ 132,200 / 9sqm (3m x 3m) -裝潢由協會以整體形象進行設計與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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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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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韓國電子製造展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Korea 

2021 年 3 月 24 日(三)至 3 月 26 日(五) ● COEX 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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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 
□ 淨 地：新台幣 90,720 元(含稅)/9sqm×____個攤位＝NT$                    

□ 台灣館：新台幣 127,470 元(含稅)/9sqm×____個攤位＝NT$                    

非會員 
□ 淨 地：新台幣 102,060 元(含稅)/9sqm×____個攤位＝NT$                    

□ 台灣館：新台幣元 138,810(含稅)/9sqm×____個攤位＝NT$                    

展出商品(中)  

展出商品(英)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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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承辦人。 

承辦人：陳心盈 Eva  

連絡電話：04-23581866 分機 26 

E-mail：eva@tairoa.org.tw 

2. 請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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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匯率大幅升值，價格或有調整，將另行通知補繳差額。 

4. 本會將開立發票，需多加 5%發票稅，如欲開立 INVOICE 敬請提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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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