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年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年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年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 
2017年6月9 - 12日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蓋立公司大小章後，先傳真再將正本交回：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110市民大道六段288號8樓 Tel: +886 2 8729 1099  Fax: +886 2 2747 6556  Email: erica.chang@taiwan.messefrankfurt.com 

 台台台台 灣灣灣灣 館館館館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請以粗體打字，或正楷填寫) 
 
1.     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 （（（（同時將刊登於大會之買主名冊同時將刊登於大會之買主名冊同時將刊登於大會之買主名冊同時將刊登於大會之買主名冊））））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中文地址：   英文地址：   電話：         /         /                           傳真：        /         /                              

        國碼           區碼               電話號碼                                    國碼          區碼                       傳真號碼 

Email：  Website：   負責人中文姓名：                                     展務聯絡人：（用於展覽業務聯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Email：                                              分  機：                                          發票資料發票資料發票資料發票資料 （（（（請勾選及於適當處填寫請勾選及於適當處填寫請勾選及於適當處填寫請勾選及於適當處填寫））））: □ 同上列公司資料  □ 需另行開立下 中文發票抬頭：  英文發票抬頭：  中文發票地址：   

 
2.     公司性質公司性質公司性質公司性質 (請於適當處勾選請於適當處勾選請於適當處勾選請於適當處勾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 

□ 01 Manufacturer (製造商)      □ 03  Agent, wholesaler, distributor (代理商、批發商、經銷商) 

□ 02  Trade Association (產業協會) □ 04 其他, 請說明:                                              

 
3.     面積需求面積需求面積需求面積需求：：：： 

□ 套裝攤位套裝攤位套裝攤位套裝攤位：9平方公尺 / 一面開      □ 其他套裝面積：              平方公尺 /           面開 

□ 空地攤位空地攤位空地攤位空地攤位（最小36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           面開 其他需求：                                                                                 ◎套裝攤位：人民幣 17,000 / 9平方公尺     ◎空地攤位：人民幣 1,600 / 平方公尺 
 

4.     請說明展品內容請說明展品內容請說明展品內容請說明展品內容：：：：(20個字以內) 

  

 

5.   主要品牌主要品牌主要品牌主要品牌：：：：                                                                                                

 

先報名先選位先報名先選位先報名先選位先報名先選位    報報名名期期限限：：110066年年33月月3311日日  

台台灣灣館館報報名名表表    PPaaggee  0011  



 

 

 

6.      展出產品展出產品展出產品展出產品 (全部總計全部總計全部總計全部總計100%100%100%100%): 

1. Technical Lighting（（（（專業照明專業照明專業照明專業照明）））） 

____ 1.1 Exterior lighting / street lights 
____ 1.2 Lights for workplace and factory 
____ 1.3 Architectural lights, commercial lights and 

construction lights 
____ 1.4 Sport arena lights, garden lights and 

public area lights 
____ 1.5 Explosion protected lights and mine lights 
____ 1.6 Emergency lights 
____ 1.7 Solar powered lights 

2. Decorative Lighting （（（（裝飾照明裝飾照明裝飾照明裝飾照明）））） 

____ 2.1 Chandeliers 
____ 2.2 Floor lamps and table lamps 
____ 2.3 Wall lights 
____ 2.4 Modern and traditional lights 
____ 2.5 Crystal lights 
____ 2.6 Christmas lights and light strips 

3. LED Technology （（（（LED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____ 3.1 LED raw substrate, packaging and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s 

____ 3.2 LED epitaxial wafer, LED chips 
____ 3.3 LED packaging, LED component, LED 

modules 
____ 3.4 LED driver, driver ICs, and controllers 
____ 3.5 LED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equipment 
____ 3.6 LED lighting fixtures & retrofit lamps 
____ 3.7 LED backlight 
____ 3.8 LED display panel 
____ 3.9 OLED and other LED applications 

4. Professional Lights （（（（專業燈光專業燈光專業燈光專業燈光）））） 

____ 4.1 Neon lights 
____ 4.2 Stage lights, film and TV studio lights 

5. Electric Lights （（（（光源光源光源光源）））） 

____ 5.1 Incandescent lamps such as halogen lamps 
____ 5.2 Discharge lamps such as fluorescent lamps 

and high intensity discharge (HID) lamps 
____ 5.3 Others such as electrodeless lamps 

6. Accessories and Electronic Components 
 （（（（照明配件和電子零組件照明配件和電子零組件照明配件和電子零組件照明配件和電子零組件）））） 

____ 6.1 Lampshades 
____ 6.2 Reflectors and lens, etc. (Optical) 
____ 6.3 Raw materials and assembly technology 
____ 6.4 Ballast, capacitors, relays and other 

electronic components 
____ 6.5 Connectors, cable and leads 
____ 6.6 Lampholders and lampheads 
____ 6.7 Hardware components 
____ 6.8 Lead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7. ____ Smart lighting and Control, dimmers and 
switche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ystems （（（（智智智智能燈控能燈控能燈控能燈控、、、、變變變變光光光光開關開關開關開關和和和和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8. ____ Light Production and measurement equipment （（（（照明照明照明照明產品產品產品產品和測量設備和測量設備和測量設備和測量設備）））） 

9. ____ Press and publications （（（（媒體及刊物媒體及刊物媒體及刊物媒體及刊物）））） 

10. ____ Others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請說明                                _      

 

7.     公司法定代理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公司法定代理人: （請以正楷填入負責人姓名後再於下方簽章）⋇⋇⋇⋇ 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 : : : 公司章必須與報名的公司名稱相符公司章必須與報名的公司名稱相符公司章必須與報名的公司名稱相符公司章必須與報名的公司名稱相符 本公司在此確認上述填寫資料內容詳實無誤，並已詳讀及願意確實遵守下列之規定，及大會其他參展規定。 一 、 已 確 實 瞭 解 ， 並 願 確 實 遵 守 本 展 大 會 及 組 團 單 位 之 參 展 辦 法 及 有 關 規 定 。 詳 細 規 定 與 辦 法 可 參 閱 網 址  - 

www.messefrankfurt.com.hk 二、保證不與其他非團員之公司共用攤位或私自轉售攤位，違者除立即停止展出外，其所繳交之費用亦不予退回；此後凡法蘭克福商展公司所舉辦之展覽皆謝絕參加。 三、保證展出之產品不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或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參展期間如經權責單位合法程序提出之侵權案件，相關之展品必須由攤位上撤除。 四、如遇不可抗拒之人為或天災影響，導致展覽取消延期或是廠商無法順利參展，所有相關展覽費用將不予退還。主辦單位保留另行規劃展覽的權利，廠商須依合約履行參展活動。 五、本公司聯絡人同意以上所填個人資料提供組團單位用於展覽會公開發行之大會名錄/會刊，知悉組團單位於運作期間內依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應用區域為全球），本人亦了解個資法第三條得行使之權利及第八條不同意提供時權益之影響。 六、本公司以上所填相關訊息完全屬實，並為最新資訊。  姓名：                                             職稱：                                                
      請蓋大小章： 

 

 

 

 

                                                          

                 
                            

(蓋章)                         (蓋章)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 
  ===  ===  ===  ===  下列欄位由主辦單位下列欄位由主辦單位下列欄位由主辦單位下列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    收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攤位確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位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台台灣灣館館報報名名表表  PPaaggee  0022  

◎◎◎◎ 正正正正    本本本本    請請請請    務務務務    必必必必    寄寄寄寄    回回回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