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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2019年 6月 10日- 12日  杜拜世貿展覽中心 

◆ 報名方式說明 (務必閱讀)： 

1. 開放報名- 時間：9 月 4 日 上午 9:30 後 開始受理報名! 

(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https://tw.piliapp.com/time-now/tw/taipei/ ，提早報名無效) 

2. 報名表- 請統一 mail 傳至貿友公司，請留意要報名的區域傳給負責窗口: 

E-mail:․Part / Accessories 區 – 黃怡菁 Zoe (#110) zoe_huang@wesexpo.com 

․Tyre / Repair 區 – 林雅婷 Polly (#113) polly_lin@wesexpo.com  

3. 選位順序- 依貿友方收到報名表順序為準，傳給公會之報名表不算完成報名。 

4. 報名後一個月內完成繳款者方完成報名，如欲取消參展，請於報名七日內告知，否則仍需依約完成攤位費用。 

10 月 31 日前報名者，享早鳥優惠空地 95 折! 

參展廠商報名合約書     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中)：   

(英)：   

公司地址(中)：   

(英)：   

電話：   傳真：   統一編號：   

網站：   e-mail：  

公司負責人（中）：   （英）   職位（英）：   

本展聯絡人（中）：   （英）   職位（英）：   

電話：               分機            e-mail:  

展品名稱：（中）：  

       （英）：     

產品領域 
(可複選) 

 □ Commercial Vehicle 商用車  □ Passenger Vehicle 自用客車 

 □ OEM 原廠代工廠          □ Aftermarket 售後服務市場 

 □ Tuning 改裝件 

產品適用車系 
(可複選) 

 □ 歐系車     □ 美系車    □ 日系車     □ 韓系車 

 □ 中國國產車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欲申請補助款公會： 
(請依志願 123 排序)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台灣區模具公會  

□台灣區車輛公會 

 □彰化縣工業會 

 □台灣伊朗經貿協會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公會 

□獨立報名(自行申請國貿局補助) 

欲租用攤位(早鳥價)： 
(請勾選)  

□ 空地攤位: USD 473.81 /sqm(24 平米以上) 

□ 台灣館形象裝潢: USD 625.81 /sqm 

欲租用攤位大小： 

x _______平方米 = USD________  

展會專區(擇一)： 
(不可更改) 

□ Parts & Components / Electronics & Systems 汽車零件/車用電子相關 

□ Accessories & Tuning 配件及改裝 

□ Repair & Maintenance 維修工具及監測設備 

□ Tyres & Batteries 輪胎及電池 

□ Carwash, Care & Reconditioning / Oils & Lubricants 車身養護/油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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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台灣形象館 
票選(擇一)： 

□ Design A:                         □ Design B: 

      
※ 註：杜拜展館於 2019 年開始徵收攤位高度安全費 USD 150，凡攤位高度高於 4 米皆會被收取

該費用，因此，台灣館高度設計為 4 米，以避免被收取該費用。 

攤位租金： 
1. 空地攤位(USD 473.81 /sqm) 
2. 台灣館形象裝潢(空地 USD 473.81 +裝潢 USD 152= USD 625.81 per sqm) (最少承租 9sqm) 

包含基本隔間、公司燈箱招牌、地毯、1 張桌子、3 張椅子、3 盞投射燈、1 個可鎖櫃、2 片層板、1 片
洞洞板（附 15 個掛勾）、插座、電力、台灣館形象設計、攤位清潔、WI-FI，一組大會手冊帳密 

3. 轉角費(選位作業結束後，確認有選到轉角攤位者需支付轉角費) 
 兩面開：每平方公尺 USD 10.5 (例: 9sqm 兩面開攤位轉角費用 USD 10 x 9sqm= USD 90)  
 三面開：每平方公尺 USD 21 
 四面開：每平方公尺 USD 31.5 (限 36sqm 以上) 

4. 9sqm 台灣形象館標準攤位費用試算 (早鳥優惠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止) 
→USD 625.81 x 9sqm x 1.05(台灣稅)= USD 5,913.9 (約台幣 18 萬 9;匯率暫以 32 計) 
․攤位費用原價: USD 658.35 x 9sqm x 1.05(台灣稅)= USD 6,221.4 (約台幣 19 萬 9;匯率暫以 32 計) 

5. 杜拜於 2018 年開始徵收 5%VAT，以上費用皆已加上當地 5% VAT。 

報名及選位方式： 
1. 產品專區選擇：請依公司產品勾選專區。最終實際狀況會依大會分配位置後方能決定。 
2. 請填妥報名表並蓋立大小章後 email 至貿友公司，請留意要報名的區域傳給負責窗口： 

E-mail: ․Parts / Accessories區 - 黃怡菁 Zoe (#110) zoe_huang@wesexpo.com 
․Tyre / Repair區 – 林雅婷 Polly (#113) polly_lin@wesexpo.com 

3. 選位順序以貿友方收到報名表順序為準。 

4. 選位說明 (選位作業約在展前 3~4 個月開始進行)： 
(1) 報名後於一個月內完成款項者方完成報名手續，如欲取消參展，請於報名七日內告知，否則仍需

依約完成攤位費用，一個月後未完成付款，自動取消報名資格，不另通知。 
(2) 攤位大的廠商先選位 
(3) 攤位大小相同者以報名時間較早者為先。 
(4) 選擇 12sqm 或 15sqm 的廠商位置會有限制，依最終大會提供的平面圖做規劃。 

付款方式： 請參第三頁資料。 

注意事項： 
1. 每間報名公司將提供一個招牌板名稱、一組大會手冊帳號密碼。 
2. 恕不接受合併攤位，不論攤位大小，攤位空間不可做切割; 公司招牌板亦只能以一家公司名露出。 
3. 謝絕與其它非團員之公司共用攤位或私自轉售攤位，違者將影響未來報名資格。 
4. 廠商報名參展後，未能如期展出者，應於報名後七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如無正當理由且未於上述

日期內通知本公司者，廠商不得要求退展、退費，並應依約給付參展費用。 

資料運用聲明: 

   茲同意 貴公司依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得查詢、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

遞及利用本公司/本人之各項資料。 

攤位申請人簽章：                       公司印信：                                     (大小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www.wesexpo.com.tw 

台灣總代理：貿友展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 9 號 4 樓之 11 
․Part / Accessories區 – 黃怡菁 Zoe (#110)  zoe_huang@wesexpo.com 
․Tyre / Repair區 – 林雅婷 Polly (#113) polly_lin@wesexpo.com  

Tel:02-25982630  Fax:02-2598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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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 
 

一、 台灣形象館標準攤位費用試算 (早鳥優惠)：早鳥優惠至

2018年 10月 31日止: 

USD 625.81 x 9sqm x 1.05(台灣稅) = USD 5,913.9 (約台幣

18萬 9;匯率暫以 32計) 

 

二、 欲申請公會補助的廠商，公會將直接收款，請勿付款   

      到貿友，公會屆時會進行收款，請等公會通知，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