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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產業主題館參展報名

㇐、 前言 

2021 台灣國際水

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館舉辦。為擴大水利產業發展，

成立水利產業主題館(

主題區參展： 

 

 

2020 年台灣國際水週，共計有

人次展覽參觀者，並獲得了

但仍透過網路視訊的方式，舉辦了超過

南、菲律賓、印度、巴林、阿聯伯聯合大公國、伊拉克、保加利亞等國家。

 

智慧水務 水資源物聯網

調度

科技造水 海水淡化系統、水處理系統

創新商用水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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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台灣國際水週 

水利產業主題館參展報名

台灣國際水週由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主辦、經濟部水利署及中華民

(下稱大會)協辦，將於 10 月 14 至 16

館舉辦。為擴大水利產業發展，本署今年持續辦理國內水利產業相關廠商

(下稱本館)，規劃以「智慧水務」及「科技造水」兩大

年台灣國際水週，共計有 72 家廠商 112 個攤位參展，超過

人次展覽參觀者，並獲得了 200 次以上的媒體曝光。同時，雖受疫情影響，

但仍透過網路視訊的方式，舉辦了超過 30 場的線上採購洽談會，觸及了越

南、菲律賓、印度、巴林、阿聯伯聯合大公國、伊拉克、保加利亞等國家。

水資源物聯網、智慧管理運用、智慧防汛、智慧水資源

調度 

海水淡化系統、水處理系統 

創新商用水科技、節能用水 

水利產業主題館參展報名說明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主辦、經濟部水利署及中華民

16 日假台北世貿㇐

國內水利產業相關廠商

規劃以「智慧水務」及「科技造水」兩大

個攤位參展，超過 2,000

次以上的媒體曝光。同時，雖受疫情影響，

場的線上採購洽談會，觸及了越

南、菲律賓、印度、巴林、阿聯伯聯合大公國、伊拉克、保加利亞等國家。

、智慧防汛、智慧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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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 

 日期 時間 備註 

進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 

（星期二到星期三） 

上午 8 時至 

下午 5 時 

 本館規劃整體形象，統㇐由

設計裝潢公司辦理施工。 

 廠商進場布置時間由主館

裝潢承包商統㇐訂定。 

展出

日期 

10 月 14 日至 15 日 

（星期四到星期五） 

上午 9 時 30 分至 

下午 5 時 30 分 

 展期僅限國內外業者憑名

片換證免費參觀 

 ㇐般民眾購票入場參觀 
10 月 16 日 

（星期六） 

上午 9 時 30 分至 

下午 4 時 30 分 

出場 

10 月 16 日 

（星期六） 

下午 4 時 30 分至 

下午 6 時 

 輕型與手提產品出場 

 車輛不得入場 

下午 6 時至 

下午 9 時 

 撤除展品及攤位裝潢 

 

三、 展出地點 

台北世貿 1 館（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1 樓 A 區 

 

四、 參展資格 

(㇐) 參展廠商須配合主題館整體攤位統㇐設計及施工。 

(二) 參展內容須符合本館之「智慧水務」或「科技造水」主題區屬性。 

(三) 參展廠商資格應符合大會之「參展實施規範」相關規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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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攤位費用及裝潢規定 

計價單位新臺幣（含稅） 

攤位類別 即日起-6/15 6/15 以後 

3 公尺 X3 公尺 

空地攤位 
51,000 元 60,000 元 

※依大會規定主走道攤位每攤位加價新臺幣 3,000 元，轉角攤位每攤位加價新臺幣 1,500 元。
攤位遇柱則每攤位扣抵新臺幣 4,500 元。 

※基本攤位裝潢包括 3 公尺 X3 公尺空地面積，基本電力 110 伏特、500 瓦特 
*免費基本電力請於指定時間內繳交申請表(大會約 7-8 月提供填寫)，逾期申請者需自行負
相關費用。 

※攤位費不含 220 伏特電力，如有需要，請於 7 月 15 日向大會提出申請。 

(㇐) 攤位裝潢說明： 

1. 本館提供整體形象設計，考量本館設計規劃之完整性，主辦單位(經

濟部水利署)保有權力審核攤位設計圖，參展廠商須配合調整裝潢

設計及內容。 

2. 本館公共服務區（含產品發表區及公共走道，視規劃而定）供參展

廠商使用，為營造更好的參觀體驗，將請各攤位支援最高不超過 10

％的展攤空間，併同主辦單位租用之公共空間，打造館內參觀動

線。 

六、 本館報名 

(㇐) 受理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30 分止

受理報名。以郵戳時間為憑。 

(二) 通訊報名：將附件的報表郵寄至執行單位(丞閎國際企業)，320034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 2 段 648 巷 56 號)，請註明報名「2021 年台

灣國際水週水利產業主題館」。請保存「郵件執據聯」備查。 

1. 報名表 

(1) 單㇐廠商報名：請填寫表 1「水利產業主題館報名表(單㇐廠商

參展適用)」及表 3「大會參展報名表」。 

(2) 自組聯盟報名：請填寫表 2「水利產業主題館報名表(自組聯盟

參展適用)」及表 3「大會參展報名表」；聯盟成員均須填寫表

3，由聯盟之代表公司彙整後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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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件資料 

(1) 商業登記之核准函或商業登記抄本，自組聯盟部分要繳交全部

成員資料。 

(2) 參展產品型錄㇐式 2 份。 

(3) 如欲展出外國產品者，請併附外商授權書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

文件。 

七、 本館資格審查、大會報名及繳納參展費用 

(㇐) 本館資格審查：執行單位將依據廠商之參展資格及報名資料投郵之

時間先後審查廠商參展資料，將檢視展品內容與主題館的適配性及

是否具解決方案之展示特點，決定是否接受其報名主題館參展之權

利，並於審查後將結果以公文或電子郵件通知廠商。 

(二) 大會報名： 

1. 本館執行單位審查合格之廠商，後續由廠商自行至大會官網

(www.taiwanintlwaterweek.com)填線上報名表單或向大會通訊

報名。 

2. 大會有權視展品性質及報名廠商以往參加大會所舉辦展覽或所辦

任何活動之不良紀錄（例如：轉租攤位等），決定是否接受其報名

參展。 

(三) 繳納參展費用： 

1. 依據大會相關規定辦理(詳附件)。 

2. 大會審核通過後，由大會郵寄或電子郵件寄送繳費單，請廠商在大

會規定期限內繳納參展相關費用，以完成報名手續。 

八、 攤位分配 

主辦單位將擇期以書面通知經審查合格之廠商，舉行攤位分配說明會。

原則如下： 

(㇐) 由主辦單位依據主題館兩大主題區分配攤位區域。 

(二) 主辦單位有權視實際狀況，協調廠商調整主題區攤位，廠商不得異

議。 

(三) 以使用攤位數多寡為選為優先順序，攤位數相同者，依報名表郵戳

時間之先後決定選位順序，攤位數及報名表郵戳時間均相同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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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方式決定順序。 

(四) 未参加攤位分配說明會之廠商，將由本主辦單位全權代為選位，廠

商不得異議。 

(五) 於攤位分配說明會中臨時決定放棄部份攤位者，選位順序須待減位

後相同位數之廠商圈選完畢後，方能進行選位。 

※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刪減廠商申請攤位數，或變更展出日期及場。 

九、 個人資料保護說明 

以下參展廠商報名表個人資料僅供主辦單位及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 2020-2023 年度透過電話、郵件等通訊方式與提供資料之個人聯

繫接洽用。 

提供資料之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 

（㇐）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副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五）請求刪除。 

十、 本館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聯繫方式 

(㇐) 主辦單位： 

陳美蓮小姐 電話：02-3707-3047 

(二) 執行單位： 

盧柏仰先生 電話：03-285-3855 

E-Mail：billylu@imit.org.tw 

盧柏元先生 電話：03-285-3855 

E-Mail：Boyuanlu@imi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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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利產業主題館報名表(單㇐廠商參展適用) 

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統㇐編號  

公司地址  

聯絡人  
手機  

E-mail  

擬參與主題 
智慧水務  

科技造水 

所需 

攤位數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5 個（含以上） 

展館類別 
製造商 出口商 進口商 代理商

學術研究單位 公協會 其他 

展館主題  

展品名稱  

額外說明  

 

攤位團隊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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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利產業主題館報名表(自組聯盟參展適用) 

日期：  年  月  日 

代表公司名稱  

代表公司 

統㇐編號 
 

代表公司地址  

聯絡人  
手機  

E-mail  

擬參與主題 
智慧水務  

科技造水 

所需 

攤位數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5 個（含以上） 

團隊類別 
製造商 出口商 進口商 代理商

學術研究單位 公協會 其他 

團隊主題  

展品名稱  

團隊組成  

 

攤位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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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會參展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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