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展辦法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廣告 紡拓會執行

參展辦法

台北紡織展
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4F（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展覽業務聯絡資訊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市場開發處
臺北市愛國東路22號5樓
電
話：(02)2341-7251
傳
真：(02)2391-7712
電子郵件：titas@textiles.org.tw
網
址：www.titas.tw

兩岸行銷科

─ 呂書綺科長，分機2331，monica.lu@textiles.org.tw

參展報名及展覽事務 ─ 文利恭先生，分機2366，takashiwen@textiles.org.tw
─ 黃翊能先生，分機2335，eden@textiles.org.tw
─ 李玩玲小姐，分機2337，n615@textiles.org.tw
國內外媒體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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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贊焜先生，分機2334，teka@textiles.org.tw

參展辦法
一、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二、展出日期
民國109年10月13日(星期二)至10月15日(星期四)，共三天。
10月13日至10月14日09:30~17:30及10月15日09:30~17:00，國內外買主及紡織相關業者憑公司名
片換証後入場參觀。
三、展出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4F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四、適展產品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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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說

明

纖維及紗線

各類纖維、紗線及花式紗。

衣著用紡織品

1.一般流行衣著用面料。
2.戶外、運動、休閒等具輕質、舒適、保暖、防寒之功能性衣著用面料，如
透氣防水、吸濕快乾、抗紫外線、遠紅外線、防皺、防潑水、瞬間涼感。
3.貼合、覆膜、鋪棉等後處理加工紡織品。

家用紡織品

1.一般寢具、家飾用紡織品。
2.毛巾類紡織品。
3.具抗菌、防霉、防蟎、防電磁波、防靜電、難燃、隔熱、遮光、耐磨等功
能性家用紡織品。

產業用紡織品

1.鞋材、袋包箱材等紡織品。
2.具高強力、耐化學品、耐高溫、高防污、高防護等紡織品，如地工織物、
輸送帶、輪胎、簾幕。
3.救生衣、防彈衣、保健用織物等及其他特殊用途之紡織品。

成衣及配件、
輔料

1.OEM/ODM成衣服飾。
2.襪子、帽子、手套、圍巾、絲巾、皮帶、皮包、鞋子等配件。
3.鈕扣、拉鍊、刺繡、花邊、飾帶、緞帶、布標、襯裡、裁縫品等輔料。

智慧型紡織品

以纖維布料及相關製品為載體，結合導電材質或置入電子元件，使其感應並
擷取環境、生理變化的數據，傳送至裝置或雲端進行即時紀錄與運算，進而
達成調節和互動的紡織品。

紡織機械

紡紗、織布、印花等各類紡織機械及其零件、配件等。

縫製設備

成衣加工、縫製機械、縫紉配件等相關縫製設備。

周邊產品及服務

1.紡織品驗證服務、流行資訊刊物、電子化管理等服務。
2.紡織品開發、成衣加工之電腦應用軟體。

五、參展費用
種類(9平方公尺)

費用(含稅)

配

備

標準展位

NT$63,000

1.背板、地毯、公司招牌板(含公司名)
2.投射燈5盞與電源插座1個(僅供500瓦基本用電)、掛桿/平層
板/斜層板共5個、洽談桌1張、椅子4張、可鎖櫃1個、垃圾
桶1個

淨空地展位

NT$55,000

提供500瓦基本用電

註：淨空地至少需租用2個展位。

六、參展特惠方案
1. 個別廠商承租攤位數4-7個，享有參展費九五折優惠。若於4月15日前完成繳費，可享有刊登
TITAS 2020參展廠商名錄內頁廣告費5折優惠。
2. 個別廠商承租攤位數8-11個，享有參展費九折優惠。若於4月15日前完成繳費，可享有刊登
TITAS 2020參展廠商名錄內頁廣告費3折優惠。
3. 個別廠商承租攤位數12-15個，享有參展費八五折優惠。若於4月15日前完成繳費，可享有刊
登TITAS 2020參展廠商名錄內頁廣告費3折優惠。
4. 個別廠商承租攤位數16個(含)以上，享有參展費八折優惠，並贈送TITAS 2020參展廠商名錄內
頁廣告一頁。
5. 以上廣告優惠或免費廣告均須自備電子檔案(格式為PDF、AI-CS5或CDR)。
七、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9年6月12日，額滿提前截止。
2. 報名地點：
紡拓會 市場開發處 (臺北市愛國東路22號5樓)。
連絡人：文利恭/李玩玲。
電話：(02)2341-7251轉2366、2337
3. 報名手續：
至台北紡織展網站(www.titas.tw)完成線上報名手續，並將參展費電匯至下表之本會帳戶內：
受款人抬頭(抬頭請書寫全名)

銀行名稱

帳號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台北富邦銀行南門分行

510210250466

(1) 請將電匯參展費之銀行收據(請註明 TITAS 2020參展費)傳真或掃描後，傳送至紡拓會市場
開發處黃翊能/李玩玲。
(2) 未繳齊表格暨未繳費者，得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
4. 經審查結果未獲核准參展者，原預繳參展費用將無息退還。
八、攤位分配方式
1. 將以書面通知參展廠商，舉行圈選攤位協調會。
2. 圈選順序依最近三屆(含本屆)各廠商參加本展面積總和而定，累計面積相同或首度參展者，以
完成繳費時間決定圈選先後順序。未參加協調會廠商，則於所有出席廠商選定後再由本會全
權依序代選，廠商不得有異議。
3. 本會有權視展場容納、產品類別等狀況調整廠商攤位配置、酌減報名訂租攤位、縮小每一攤
位面積，或變更展出場地，廠商不得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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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參展廠商注意事項
1. 參展廠商對其展品負所有人責任，並對所派參展人員之作為與不作為負連帶責任。
2. 參展廠商須派員出席攤位圈選協調會議。
3. 凡於參展前或展出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本會一律禁止其
展出，參展廠商不得異議。本會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賠
償責任。
4. 參展廠商於活動期間如有違反下列規定者，本會得視情況不接受其參加本會辦理之任何國
內、外推廣活動，其情節重大者，並將報請政府有關機關處理：
(1) 參展廠商不得與其他非本展廠商共用其所分配之展示場所。
(2) 展覽結束時，應自行負責處理其展品。
(3) 如須於其獲分配之展示場所內張貼與本展示會無關之宣傳品，應事先妥為規劃，並經本會
認可後始得張貼，以維護整體形象。
(4) 參展人員於展覽期間須在展場照料展品接洽交易，並提供資料以便本會分析市場及統計展
出成果，其涉及業務機密部份，本會將予以審慎保密。
(5) 展出展品不得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商標權、其他智慧或工業財產權。
(6) 參展人員不得有損及其他業者之利益或國家名譽之作為。
(7) 參展廠商須確實遵守參展手冊內各注意事項。
十、費用之退還
參展費原則上不予退還；惟參展廠商遭遇重大事故，並以書面申請退展者，除必須扣除已發生費
用外，本會按下列原則處理參展費退還之申請：
1. 於圈選攤位協調會議之前(含開會當天)申請退展者，得扣三分之一參展費，惟已自行覓得符合
參展資格之遞補廠商者，得全數退費。
2. 於圈選攤位協調會議之後至展出前一個月間申請退展者，得扣二分之一參展費，惟已自行覓
得符合參展資格之遞補廠商者，得退還三分之一參展費。
3. 於展出日期前一個月內申請退展者，不得申請退費。
4. 由攤準攤位申請變更淨空地所產生之差額，其退款原則比照以上1-3點辦理。
十一、變更或延後展覽
本展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天災事故、戰爭、恐怖主義行為、流行傳染病、罷工或
設施不可用、政府規定或命令等)致本展變更展覽會場或展期，本會對參展業者不負擔任何損
害賠償責任(包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至若展覽取消辦理，本會有權扣除已發生之費用後，
退還給參展商已支付的參展費用。
十二、其它事項
1. 本辦法及參展手冊未明文規定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2. 如有未盡事宜，請洽TITAS相關展覽業務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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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報名（兼承諾）表

【表格一】

請填妥本表掃描後上傳至台北紡織展(www.titas.tw)線上報名系統
一、展示會名稱：「2020年台北紡織展（TITAS）」
二、洽租攤位型態：(一)標準攤位 □9M2 □18M2 □36M2 □其他面積(
(二)淨空地 □18M2 □36M2 □54M2 □其他面積(

M2)
M2)

三、主要展出產品類別：(請單選，本會保留分類認定之權利)
□纖維/紗線
□縫製設備
□衣著用紡織品
□紡織機械
□家用/產業用紡織品
□紡織品驗證服務
□OEM/ODM成衣服飾
□其他相關服務
□輔料/配件
四、承諾事項：
本公司已詳閱本展相關資料，並已充分瞭解，並作下列承諾：
1.
2.
3.
4.
5.
6.

同意遵守本展各項規定，依本展協調會議議決事項參展。
本公司參展人員同意配合貴會工作人員之協調，以維護本展形象。
保證不與其他非本展參展廠商共用承租之展出攤位。
保證展品確無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或工業財產權。
同意配合貴會辦理本項展示會問卷調查。
本公司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諾事項，或發生其他不當、不法行為，同意自負一切法律及行政
責任。若致貴會聲譽或實際上受有損害時，並同意負回復名譽及損害賠償責任。
7. 本表於報名(承諾)人用印後生效，掃描件或複印件之效力與正本相同。
此致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中華民國109年
公司中文名稱：

月

日

公司印鑑

公司英文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負責人姓名：

職 稱：

聯絡人姓名：

職 稱：

電 話：

分 機：

電 傳：

E-mail：

負責人章

紡拓會辦理「2020年台北紡織展」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紡拓會於運作期間內將依法蒐集、處理及
利用您所提供之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資料(應用區域為全球)，該資料並將轉入紡拓會資料庫受妥善維護。如您詳閱並同意上述
內容後，仍願意報名，則視同您同意紡拓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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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錄資料表

【表格二】

以下資料請全部以中英文填寫（字跡工整或打字），並請務必於報名時掃描後上
傳至台北紡織展(www.titas.tw)線上報名系統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聯絡地址

(中文)：
□□□□□
(英文)：

電話

-

-

電傳

-

-

國碼

區域碼

電話或電傳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網址

業務代表姓名/職稱

(中文)：
(英文)：

主要產品

(中文)：

(英文)：

產品分類代碼
(1)

(2)

(3)

(4)

(5)

(6)

限於名錄頁數篇幅，以填寫6項產品分類代碼為限，產品分類代碼請參照參展廠商產品分類表，以
便於將 貴公司主力產品登載於廠商名錄內供買主查詢，藉以增進 貴公司貿易商機。以上資料除主
要產品(250字以內)項目外，均以登錄單筆資料為原則。
填表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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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

E-mail：

日期:

廠商產品分類表(一)
為提供TITAS 2020文宣報導及引介商機參考，請參考本產品分類表，將 貴公司產品項目之分類代碼
填入「參展廠商名錄資料表」之「產品分類代碼」欄內。
Apparel Textiles 衣著用紡織品
Fibers, Filaments & Yarns 纖維，絲紗
□ Cotton & Blends 棉花&混紡 (101.01)
□ Linen & Blends 亞麻&混紡 (101.02)
□ Silk & Blends 蠶絲&混紡 (101.03)
□ Wool & Blends 羊毛&混紡 (101.04)
□ Modiﬁed Cellulose Fibers 纖維素再生纖維：Tencel
天絲棉, Polynosic 多元腦纖維, Modal 莫代爾纖維,
Lyocell (101.05)
□ Viscose Rayon & Blends 黏液嫘縈&混紡 (101.06)
□ Acrylic & Blends 亞克力紗&混紡 (101.07)
□ Fancy Yarns 花式紗 (101.08)
□ Felted Yarns 縮絨毛紗 (101.09)
□ Lycra 萊卡彈性紗, Spandex 彈性纖維 (101.10)
□ Nylon Filament & Blends 尼龍絲&混紡 (101.11)
□ Polyester, Staple & Blends 聚酯短纖&混紡 (101.12)
□ Polyester Filament 聚酯絲 (101.13)
□ Other Synthetic Fibers, Filaments & Yarns 其他人造
纖維,絲&紗 (101.14)
□ Textured Yarn, Polyester 聚酯加工絲 (101.15)
□ Textured Yarn, Nylon 尼龍加工絲 (101.16)
□ Other Textured Yarns 其他加工絲 (101.17)
□ Recycled Fibers 回收纖維 (101.18)
□ Other Eco Fibers 其他環保纖維 (101.19)
□ New Age Fibers 新世代纖維(101.20)
□ Others 其他(101.21)
Fabrics by Processing 布料，按製程劃分
□ Warp Knitted Fabrics 經編針織布 (102.01)
□ Weft Knitted Fabrics 緯編針織布 (102.02)
□ Woven Fabrics 梭織布 (102.03)
□ Yarn Dyed Fabrics 色紗織物 (102.04)
□ Piece Dyed Fabrics 色布, 匹染布 (102.05)
□ Printed Fabrics 印花布 (102.06)
□ Finished Fabrics 整理加工布 (102.07)
□ Coated Fabrics 上膠加工布 (102.08)
□ Laminated Fabrics 貼合加工布 (102.09)
□ Others其他(102.10)
Fabrics by Structural 布料，按組織結構劃分
□ Bobbinet 六角網眼布, 珠羅紗織物 (103.01)
□ Cardigan 卡地根組織緯編針織布 (103.02)
□ Cashmere 開司米羊毛織物、Mohair 毛海織物
(103.03)
□ Chenille 繩絨織物, 鬆絨布, 雪尼爾花線 (103.04)
□ Chintz 軋光印花布 (103.05)
□ Corduroy 燈芯絨 (103.06)
□ Crepe 皺紋布 (103.07)
□ Crinkle 皺皺布 (103.08)
□ Damask 錦緞提花布, 花緞, 花布 (103.09)
□ Denim 牛仔布 (103.10)
□ Fake Furs 人造毛皮 (103.11)
□ Flannel 法蘭絨 (103.12)
□ Fleece 起絨織物 (103.13)
□ Gaberdine 急斜紋梭織布 (103.14)
□ Interlock 互鎖組織緯編針織布 (103.15)
□ Jacquard, Knitted 提花針織布 (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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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ard, Woven 提花梭織布 (103.17)
□ Jersey 一般緯編針織布 (103.18)
□ Micro-ﬁber Fabrics, Knitted 超細纖維針織布 (103.19)
□ Micro-ﬁber Fabrics, Woven 超細纖維梭織布 (103.20)
□ Moire 波紋織物 (103.21)
□ Mousseline 透明平紋薄織物, 真絲或人造絲薄綢
(103.22)
□ Ottoman 粗橫稜紋梭織布 (103.23)
□ Pile 絨毛布 (103.24)
□ Pique & Double Weave 凹凸組織&雙層織物布 (103.25)
□ Piquette, Weft Knitted 變化雙羅紋浮線組織緯編針織
布, 匹奎布(103.26)
□ Plisse 泡泡布, 起皺布 (103.27)
□ Plushes 毛巾針織布, 長毛絨布 (103.28)
□ Popelin 府綢平紋梭織布 (103.29)
□ Ribs 羅紋組織緯編針織布 (103.30)
□ Satin 經面緞紋梭織布 (103.31)
□ Silky Fabrics 仿絲織物 (103.32)
□ Stretch Fabrics, Knitted 彈性針織布 (103.33)
□ Stretch Fabrics, Woven 彈性梭織布 (103.34)
□ Suede 麂皮布 (103.35)
□ Taffeta 塔夫塔布 (103.36)
□ Tweed 粗花呢 (103.37)
□ Twill 斜紋梭織布 (103.38)
□ Velours, Velvet 天鵝絨 (103.39)
□ Voiles 平紋薄紗緊撚燒毛織物, 巴里布 (103.40)
□ Others 其他 (103.4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unctions 功能性
□ Antibacterial Textiles for General Use 一般用途抗菌加
工紡織品(104.01)
□ Antibacterial Textiles for Medical Use 醫療用途抗菌加
工紡織品 (104.02)
□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Textiles 防電磁波紡織品
(104.03)
□ Moisture Transferring and Quick Drying Textiles 吸濕
排汗速乾紡織品 (104.04)
□ Water-Vapor Permeable and Liquid-Water
Impermeable Textiles 透濕防水紡織品 (104.05)
□ Antifungal Textiles 防黴性紡織品 (104.06)
□ Wrinkle Free Textiles 防縐紡織品 (104.07)
□ Ultraviolet Protective Textiles 防紫外線紡織品 (104.08)
□ Antistatic Textiles 抗靜電紡織品 (104.09)
□ Far Infrared Textiles 遠紅外線紡織品 (104.10)
□ Water Repellent Textiles 潑水紡織品 (104.11)
□ Oil Repellent Textiles 潑油紡織品 (104.12)
□ Stain Release Textiles 易去污紡織品 (104.13)
□ Flame-Resistant Textiles 防焰紡織品 (104.14)
□ Warmth Retentive & Heat Generating Textiles 保暖&
發熱紡織品(104.15)
□ Deodorized Textiles 消臭加工紡織品 (104.16)
□ Cool Feeling Textiles 織物瞬間涼感 (104.17)
□ Reﬂective & High Visibility Warning Textiles 反光&高
能見度警示紡織品(104.18)
□ Seamless 無縫衣 (104.19)
□ Others其他 (104.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廠商產品分類表(二)
為提供TITAS 2020文宣報導及引介商機參考，請參考本產品分類表，將 貴公司產品項目之分類代碼
填入「參展廠商名錄資料表」之「產品分類代碼」欄內。
Home Textiles 家用紡織品
□ Home Decoration-Curtain Fabrics 窗簾, Curtain
Gauze 窗簾紗, Drapery Fabrics 簾幕, Furniture
Textile 傢俱, Table Coverings 桌巾等 (201.01)
□ Bed Linen 寢室用織物, Sheet 床單被單, Sheet Shan
床罩, Blanket 毛毯 (201.02)
□ Bath Linen 浴室用織物, Towelling 毛巾料, Shower
Curtain 浴簾 (201.03)
□ Protective Textiles 防護織物, Awning Curtain 遮陽簾,
Awnings 帳篷布, Shower proof Cloth 防雨布 (201.04)
□ Floor Coverings 地板用織物, Carpets 地毯, Rugs 踏
墊 (201.05)
□ Others 其他 (201.0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dustrial Textiles 產業用紡織品
Fibers, Filaments & Yarns 纖維，絲紗
□ Man-made Fibers 人造纖維 (301.01)
□ Glass Fibers, Yarns and rovings 玻璃纖維, 紗&粗紗
(301.02)
□ Metal Yarns 金屬紗 (301.03)
□ Natural Fibers 天然纖維 (301.04)
□ Other Fibers and Yarns 其他纖維&紗 (301.05)
□ Monoﬁlaments 單絲 (301.06)
□ Fibers and Yarns : general 一般纖維&紗 (301.07)
Fabrics 織物
□ Laid Webs 襯墊網布 (302.01)
□ Braidings 編結織物 (302.02)
□ Tapes, Strings, Cords 織帶, 條紋, 經絨組織簾子線
(302.03)
□ Belts, Ropes, Cordage 皮帶, 繩索, 簾布 (302.04)
□ Nets 花邊網狀織物 (302.05)
□ Textile Bonding Systems 紡織黏合製程 (302.06)
□ Membranes 薄膜 (302.07)
□ Multi-Layered Composites 多層複合材 (302.08)
□ Coated Textiles 塗料織物 (302.09)
□ Woven Fabrics General 梭織布 (302.11)
□ Knitted Fabrics General 針織布 (302.12)
□ Nonwovens 不織布 (303.00)
□ Others其他 (304.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plication Area應用領域
□ Agrotech 農業用材 (307.01)
□ Buildtech 建築用材 (307.02)
□ Clothtech 衣著用材 (307.03)
□ Geotech 工程用材 (307.04)
□ Hometech 居家用材 (307.05)
□ Indutech 工業用材 (307.06)
□ Medtech 醫療用材 (307.07)
□ Mobiltech 車輛用材 (307.08)
□ Oekotech 環保用材 (307.09)
□ Packtech 包裝用材 (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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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h 防護用材 (307.11)
□ Sporttech 運動用材 (307.12)

Apparel, Accessories & Trimmings
成衣、配件及輔料
□ OEM / ODM Apparel 成衣 (401.00)
□ Accessories 配件 (402.00)
Trimmings 輔料
□ Buttons 鈕釦 (403.01)
□ Embroidery 刺繡, Lace 花邊飾帶, Motifs 圖案,
Ribbons 緞帶, Webbing 織帶, Belts 腰帶 (403.02)
□ Labels 標籤 (403.03)
□ Linings/Interlinings 裏襯 (403.04)
□ Tailor’s Requisites 裁縫品 (403.05)
□ Zippers 拉鏈 (403.06)
□ Others 其他(403.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xtile Machinery 紡織機械
□ Knitting Machinery 針織機械 (501.01)
□ Dyeing Machinery 染整機械 (501.02)
□ Non-woven Machinery 不織布機械 (501.04)
□ Spinning Machinery 紡紗機械 (501.05)
□ Other Textile Machinery 其他紡織機械 (501.06)
□ Spare Parts of Textile Machinery 紡織機械零配件
(501.07)
□ Printing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Supplies 印花設
備及相關耗材 (501.11)

Sewing Equipment 縫製設備
□ Garment Machinery 成衣機械 (501.03)
□ Sewing Machinery 縫製機械 (501.08)
□ Sewing Machine Spare Parts 縫紉零配件 (501.09)
□ Other Equipment 其他縫製設備 (501.10)

Smart Textiles & Clothing 智慧型紡織品及智慧衣
□ Smart Textiles 智慧型紡織品 (701.01)
□ Smart Clothing 智慧衣 (701.02)
□ Related Services 相關服務 (701.03)
□ Others 其他 (701.0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 Products & Services 相關產品及服務
□ Designers 設計師 (601.01)
□ Media/Publishers 媒體/出版業者 (601.02)
□ Inspection & Certiﬁcation 驗證機構 (601.03)
□ Associations/Institutes/Planning & Consulting 公會/
研究機構/管理顧問公司 (601.04)
□ CAD/CAM 電腦輔助設計/製造 (601.05)
□ e-Business 電子商務 (601.06)
□ Apps for Smart Textiles 智慧型紡織品應用程式運用
(601.07)
□ Others其他 (601.0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