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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Taiwan Intelligent Building Association 

2022 智慧城市-IBE 智慧建築展 

參展辦法暨報名表 

(台北南港展覽館 2 館) 

指導單位：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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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推廣智慧建築，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將於明年第四度參加

「2022 智慧城市展 SCSE」(3/22-25)，並主辦「IBE 智慧建築展」專區，並舉

辦「2022 亞太地區智慧城市暨智慧綠建築國際論壇」。本次展覽將由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擔任指導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及財團法

人台灣建築中心共同協辦。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將展出 TIBA Awards 及 APIGBA Awards 之台

灣代表作品，以及智慧建材標章優良產品。台灣智慧建築協會將主導並邀集本會

會員共同呈現未來智慧建築之創新與應用，精彩可期。 

亞太地區各國貴賓蒞臨 內政部及經濟部各界長官給予指導 

IBE 智慧建築展剪綵 媒體宣傳智慧建築展 

智慧建築產業論壇 智慧建築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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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智慧城市-IBE 智慧建築展 

一、 展覽主題：建築數位轉型再創智慧建築新高峰 

二、 指導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經濟部工業局 

三、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四、 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五、 展出日期與地點： 

日期：2022 年 3 月 22 日(二)至 3 月 25 日(五)，共四天 

地點：南港展覽館二館(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2 號) 

1 樓展區(IBE 智慧建築展區域位置如下圖所示) 

六、 「IBE 智慧建築展」專區開幕剪綵：2022 年 3 月 23 日(三)下午 1:20 

(敬邀內政部、經濟部各界長官蒞臨) 

七、 展出期間安排電視媒體採訪報導、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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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展資格： 

凡是與智慧建築、智慧建材相關的廠商皆歡迎報名參展。 

九、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請填寫附件一「參展廠商報名表」並加蓋公司大、小章後掛號郵寄至

「1068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12 號 10 樓之 8，社團法人台灣智

慧建築協會 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 2022 智慧城市-IBE 智慧建築展」。 

(二) 報名費請以「電匯」方式付款 (匯款後請來電或 E-mail 告知匯款帳號後

5 碼)，匯款帳戶如下： 

銀行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22) 分行別：忠孝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帳號：185-54021657-0 

(三) 報名費繳交後始完成報名手續；參展資格符合者，其報名費將由主辦單位

轉為參展訂金，資格不符、報名表資料不全或攤位額滿無法參展者，其繳

交之報名費用將無息退還。 

(四) 2021 年 11 月 01 日(一)上午 9 點起開始接受報名，攤位額滿即提前截止。  

(五) 展前說明會後，將寄發尾款繳交通知單予廠商，凡未於繳款期限內繳清者，

視為自動放棄參展，原保留攤位予以取消，先前繳交之參展報名費將沒收

移入本展宣傳之經費。 

(六) 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任何與展覽主題不符、有違規紀錄與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之產品或廠商參展，並有權要求立即改善或終止參展。 

(七) 凡於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

主辦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參展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

或受到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必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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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參展費用及廣宣方案： 

(一) 每一個攤位淨地費用為 NT$60,000 (含線上展覽、展區專刊宣傳廣告及稅

金)。 

(二) 每一個攤位淨地費用包含淨地面積 9 平方公尺(3*3 米)及基本電力

110V/500W 之費用，不包含攤位隔板、地毯、220V 電力及其他任何展

示設備。 

(三) 每一個攤位分攤整體意象設計裝潢費 NT$35,000 (含稅價)。 

(四) IBE 智慧建築展專屬廣宣方案： 

凡報名參加 IBE 智慧建築展專區展覽之廠商，享有以下廣宣方案。 

(五) 額外加購廣告費用計價 

1. 產業論壇演講一場 20 mins 

(協會會員定價 NT$5,000，非協會會員定價 NT$8,000)  

2. 建築智慧大論壇會場易拉展 200x88cm 全彩(定價 NT$5,000) 

3. 建築智慧大論壇專刊廣告頁 A4 全彩 1 頁(定價 NT$10,000) 

  

  

項目 參展條件 

Smart City 

Online 

線上展覽 

展區專刊 

宣傳廣告 

建築智慧 

大論壇專刊 

廣告 

建築智慧 

大論壇會場 

易拉展 

產業論壇 

演講場次 

解決方案

(SCOPE)一則 

A4 全彩 

1 頁 

A4 全彩 

1 頁 

200x88cm 

全彩 

一場 

20 mins 

方案一 
1 個淨地

攤位 ✓ ✓    

方案二 
2 個淨地

攤位 ✓ ✓ ✓   

方案三 
3 個淨地

攤位 ✓ ✓ ✓ ✓  

方案四 
4 個淨地

攤位以上 ✓ ✓ ✓ ✓ ✓ 

備註 宣傳廣告、易拉展內容需由廠商自行設計製作並提供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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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費用繳交方式及時程表 

(一) 一次付清(繳交報名表時一次把費用付清)

(二) 分期繳納

1. 第一期款：繳交報名表時繳交(總金額 60%費用)

2. 第二期款：2022 年 1 月 31 日前繳交(總金額 40%費用)

九、 展前說明會及攤位分配說明 

(一) 展前說明會預定於 2022 年 2 月舉行，進行攤位位置圈選及展覽重要事

項報告等。展前說明會之開會通知單將以電子郵件或掛號郵件方式送達

至各廠商。

(二) 選位標準如下

1. 攤位數量多者優先選位。

2. 於報名表繳交時選擇付清全額者優先選位。

3. 依照繳交第二期款先後次序選位。

十、主辦單位聯絡方式 

地址：1068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12 號 10 樓之 8 

電話：02-2752-8072 傳真：02-2773-0584 

聯絡人：tiba.ibexpo@gmail.com 楊淑媛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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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智慧城市展-IBE 智慧建築展專區【參展廠商報名表】 

公司名稱 

(開立發票抬頭) 

(中) 

(英) 

聯絡地址 

統一編號 
(開立發票統編) 公司網址 

公司負責人 負責人職稱 

參展聯絡人 1 先生/小姐 聯絡人職稱 

聯絡人電話 分機 聯絡人手機 

電子信箱 單位傳真 

參展聯絡人 2 先生/小姐 聯絡人職稱 

聯絡人電話 分機 聯絡人手機 

電子信箱 單位傳真 

主要參展產品

或內容(簡述) 

整體費用 

1.擬承租____個攤位

2.擬加購 專刊廣告頁、會場易拉展、產業論壇分享

總金額為： 元整。 

參展切結書 

本公司於展示期間確知並承諾大會下列規定事項，如有違反情事，願意接受封閉攤位、停止

展出所有繳納之參展費用不予退還，絕無異議。 

規定事項如下： 

1. 不得展出與報名資料不符之產品；不得涉及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著作權、商

標專用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如有違反，自付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2. 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參加展出。

3. 參展廠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承租攤位之內，不得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走道或牆

柱上)陳列展品或張貼/贈送任何宣傳物品。

4. 展覽期間(含進出場)對其產品自行派員照料，貴重展品請自行投保並僱用警衛加強保全，

如有遺失或損毀，將自負全責。

5. 展覽結束當日須撤場完畢，應清除所租攤位之展品及廢棄物，所租場地及設施不得有毀

損情形。

本公司已詳閱並承諾遵守本參展辦法所列各項規定，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同意接受上述罰則。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附件一) 

公司用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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