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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一、展出內容 

1) 太陽電池  
 結晶型：單晶矽, 多晶矽, 異質接面HIT, 帶

/片矽, 球狀矽, 化合物半導體等 

 薄膜型：非晶矽, 微晶矽, CdTe, CIGS等 

 有機型：染料敏化, 有機高分子, 有機/無機混
成型等 

 多接面 

 聚光型 

2) 太陽電池模組及零組件 
 標準型, 透光型, 建材一體型(BIPV), 可撓
式 

 材料與耗材：導電膠, 背板, 鍍錫焊帶, 太
陽能製程耗材 

 模組零組件：強化玻璃, 鋁框, 膜材, 封膠/
焊線, 電子配件等 

3)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與工程服務 

獨立型, 混合型, 併聯型等系統 
 系統組件:追日系統, 電力調節器, 配線箱, 
蓄電池, 充電器, 金屬支架, 控制組件, 監
測組件, 軟體 

 支架/扣件, 防水/防鏽膠類產品, 轉換器(變
換器/逆變器), 連接器/接線盒, 電線/電纜 

 工程與安裝 

4) 製程與測試設備 
 晶圓(Wafer), 晶片(Cell), 模組(Module)製
程與測試等設備 

5) PV計畫/驗證機構  

6) 太陽電池應用產品 
 行動電源/充電器 

 照明/交通號誌/指示燈 

 手錶, 時鐘, 計算機, 玩具等 

 車輛 

二、展出日期、地點 

1.展出日期：2017年 6月 14日(三)~16日(五) 

(註：本展僅供專業人士參觀，謝絕 15歲以下參觀者入場) 

2.展出地點：台北世貿中心 南港展覽館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一號)  

三、攤位面積及費用 

1.攤位面積：3m  3m ＝ 9m2 (國際標準攤位面積) 

2.參展費用：在台灣有工商登記並以新台幣付款之廠商 

◎攤位訂價(每攤位/含稅) 

攤位類別 非會員廠商特惠價 TPVIA會員廠商特惠價 

一般攤位(空地) NT$48,000 NT$43,000 

主走道攤位(空地) NT$58,000 NT$53,000 

註 1：主走道攤位係指該攤位面臨 4.5m(含)以上主走道。 

註 2：以上報價皆為空地價格，「未」含基本裝潢(隔板、地毯、公司名、投光燈、椅子、詢問桌、插

座、垃圾桶)；若有基本裝潢需求(需另行付費)，請自洽大會配合裝潢商。 

註 3：搭建 2樓或超高建築，依展館規定需另計費用。 

註 4：特設國際專區(以美金計價)，參展資料詳見「英文版－參展簡介」。 

   3.參展加值：免費提供 1.每日重點新聞；2.自攤位訂金繳付後起贈送一年份的光連雙月刊 

 

四、攤位設施 

大會免費提供每一攤位 110 伏特 500 瓦基本用電。如超出累計之基本電量或需使用 220 伏特電

力及用水者，申請表格及所需費用將詳列於參展廠商手冊。 

 

五、報名方式 

1.報名資料請先傳真後再以掛號郵寄 10093台北市羅斯褔路二段 9號 5樓 黃小姐收。 

2.應繳資料 

參展報名表與產品類別表：填寫表格並傳真至本會，再將正本寄回。 

每一攤位訂金 NT$30,000元(含稅；概不退還，不得轉讓)。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世貿中心要求主辦單位代收，並於開展前彙整呈報。 

參展品型錄-乙份：首次參展廠商請提供型錄審查，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不適廠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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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繳費方式：請勿扣除郵資及手續費 

1.訂金：每攤位訂金 NT$30,000元(含稅)，系統專區需繳清費用。 

2.尾款：主辦單位於「參展廠商攤位協調會」後，另函通知參展廠商繳款。 

■支票／匯票：（請以掛號郵寄本會） 

 抬頭：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地址：10093台北市羅斯褔路二段 9號 5樓 

「財務部」收 

■電匯：(電匯單請傳真本會 02-2341-4559） 

 戶名：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南台北分行 

 帳號：030-10-04993-7 

 總分支機構代號：017-0309 

3.各項發票，將主動以掛號寄出(支票須待兌現)。 

4.若發生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致廠商權益受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七、攤位分配 

1.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參展廠商圈選攤位日期及辦法，並依下列規則選位。 

第一序 參展攤位數(攤位數多者先選) 

第二序 訂金繳納入帳日(支票繳納以到期日為準) 

第三序 報名表送達日 

以上三序皆同者，以抽籤方式決定先後 

2.數家廠商不得合併登記圈選攤位。 

3.選位前必須完成全數攤位訂金費用繳納，未完成者無選位資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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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廠商不得有異議。 

5.參展廠商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參加展出。如有違反者，主

辦單位得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參展廠商繼續展出。 

6.參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相關，否則不得展出。展出期間禁止在展場內零售，

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得強制停止繼續展出。 

 

八、退展規定 

1.2017年 1月 31日(含)前提出退展，訂金扣 30﹪；2017年 2月 1日(含)之後提出退展，訂金不

予退還；協調會後提出，所繳費用概不退還，將充作本展宣傳基金。（上述繳交費用不得抵繳

任何費用） 

2.訂金繳交後，如退訂部份攤位，所繳訂金概不退還，且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3.逾期未繳攤位費訂金或尾款者，視同退展。 

 

九、參展聯絡人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電話：(02)2396-7780  

傳真：(02)2341-4559                                                                                                                                                                                                                                                                                                                                                                                                                                                                                                                                                                                                                                                                                                                                                                                                                                                                                                                                                                                                                                                                                                                                                                                                                                                                                                                                                                                                                                                                                                                                                                                                                                                                                                                                                                                                                                                                                                                                                                                                                                                                                                                                                                                                                                                                                                                                                                                                                                                                                                                                                                                                                                                                                                                                                                                                                                                                                                                                                                                                                                                                                                                                                                                                                                                                                                                                                                                                                                                                                                                                                                                                                                                                                                                                                                                                                                                                                                                                                                                                                                                                                                                                                                                                                                                                                                                                                                                                                                                                                                                                                                                                                                                                                                                                                                                                                                                                                                                                                                                                                                                                                                                                                                                                                                                                                                                                                                                                                                                                                                                                                                                                                                                                                                                                                                                                                                                                                                                                                                                                                                                                                                                                                                                                                                                                                                                                                                                                                                                                                                                                                                                                                                                                 

黃小姐 (ext.201) iris@mail.pida.org.tw 

電話：(03)591-8571 

傳真：(03)582-0417 

趙小姐 ivychao@itri.org.tw 

mailto:iris@mail.pida.org.tw
mailto:ivychao@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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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報名表》                  可影印使用 

1.報名表先傳真再以掛號寄交，請自行影印留存。 

2.請以打字或正楷填寫，以確保權益。 

3.報名表資料如有異動，請儘早以書面通知主辦單位。 

4.此報名表為台灣廠商專用。 

報名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TPVIA會員 
 

統一編號  公司網址 http:// 登記資本額  

公司全銜 

(邀請函用) 

(中) 公司簡稱 

(工作證用) 

(中) 

(英) (英) 

公司電話 (  ) 公司傳真 (  ) 總公司所在國  

公司地址 
(中) □□□－□□ 

(英)  

聯絡地址 □同公司地址  □聯絡地址： 

公司類別 
□ 1.生產製造商Manufacturer  □ 2.代理經銷商Distributor  □ 3.品牌/系統商Brand / System   

□ 4.官學研單位Gov. / Academia / Org.  □ 5.產調/投顧Consultancy / VC  □ 6.其他Other 

主力產品  

連繫窗口 姓名 部門/職稱 分機 手機 E-mail 

主管人員      

聯絡人員      

訂租攤位 
本公司訂租計   個空地攤位 

（空地攤位即「未」含隔板/地毯/桌椅/燈具/插座等任何裝潢設備） 

展品類別 
□1.太陽電池 □2. PV模組及零組件 □3.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與工程服務 

□4.製程設備 □5. PV計畫/驗證機構 □6. PV應用產品 □7.  

請詳細填寫以便於製作參展名錄分類表（限勾選15小項），若未填寫將自動放棄刊登或買主配對權益。 

1.太陽電池 □ 1.1矽晶型  □ 1.2薄膜型  □ 1.3有機型  □ 1.4多接面   □ 1.5聚光型   □ 1.6其他 

2.太陽電池模組

及零組件 

□ 2.1標準型  □ 2.2客製型  □ 2.4建材一體型(BIPV)   □ 2.4可撓式 

□ 2.5模組材料與耗材 □導電膠  □背板  □鍍錫焊帶  □太陽能製程耗材 

□ 2.6模組零組件 □強化玻璃  □鋁框  □膜材  □封膠/焊線  □電子配件  □ 2.8其他 

3.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與工程服

務 

□ 3.1獨立型  □ 3.2混合型  □ 3.3併聯型 

□ 3.4系統組件□追日系統□電力調節器□配線箱□蓄電池, 充電器□監測組件□軟體 

□ 3.5 □支架/扣件 □防水/防鏽膠類 □轉換器(變換器/逆變器)  □連接器/接線盒 □電線/電纜 

□ 3.6工程與安裝 

4.製程與測試設

備 
□ 4.1晶圓     □ 4.2晶片     □ 4.3模組     □ 4.4其他 

5. PV計畫/驗證

機構 
□ 5.1計畫開發商與金融服務  □ 5.2保險服務  □ 5.3解決方案與諮詢服務  □ 5.4其他 

6. PV應用產品 
□ 6.1行動電源／充電器  □ 6.2照明／交通號誌／指示燈  □6.3手錶／時鐘／計算機／玩具  

□ 6.4車輛 □ 6.5其他 

公司大章：  負責人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已瞭解參展辦法，並承諾遵守本展參展辦法及「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各項展覽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願付一切法律責任。》 

聯絡人：電話：(02)2396-7780  黃小姐(ext.201) 傳真：(02)2341-4559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會員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