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展實施規範



被譽為「亞洲最後一

塊開發地」的緬甸，

政府與外商正急速發

展物流建設，提升國

家運輸產業!

緬甸於2015年開放外資進駐後，便成為眾多
國際公司的角逐之地。看準該國及東協物流
商機，外貿協會將於仰光舉辦第一屆「2019
年緬甸國際智慧物流展」，展出運輸、倉
儲、包裝、裝卸搬運、自動化系統等一系列
智慧物流系統與設備，邀請業者齊力拓銷海
外市場！

根 據 2 018新 發 布 的 緬 甸 投 資 推 廣 計 畫 
(MIPP)，外商可享受重大的免稅和其他福
利，視投資地區，營運的首3至7年，外商可
享免稅期，及其他形式的所得稅或關稅減
免，預計將帶動下一波投資熱潮，物流產業
現在切入正是特好時機! 

面積：67萬平方公里 (東南亞第二大面積國)

人口：53.4百萬人

緬甸與中國、印度、泰國、寮國接壤，擁有連結28億人

口的優越地位，出孟加拉灣與世界海運相連，且市場開

放，具人口紅利。

Why Smart Logistics Myanmar?
顛覆印象的緬甸商情

緬甸投資委員會於2018年10月頒佈「2016/17-2035/36 

緬甸投資推廣計畫(Myanmar Investment Promotion 
Plan (MIPP)」，擘劃未來20年招商引資之政策，以期

吸引逾2,000億美元之投資總額。

近3年GDP成長平均達6.5%，亞洲開發銀行更預估2019
年經濟將成長7%，目前有3個經濟特區(SEZ)，吸引了

外資湧入，商業經濟成長，也帶起物流的迫切需求。

隨著全球經濟商貿的影響，緬甸電子商務正發展如火如

荼，政府為加強e-ASEAN區域間的商貿合作，企業間

已開始步局跨境電子領域的競爭，卻仍缺乏送貨服務的

供應商及服務，因此亟需改善物流以發展線上購物。

根據緬甸2011－2030年國家發展計畫框架，緬甸正

在推進4條經濟走廊建設。

冷鏈供應的急迫需求使能完整保存農作物，也是緬甸

政府未來呼籲發展重點，以加速提升農業大國的發展

潛力。



展出產品

運輸服務/倉儲系統

空運/海運/陸運服務（運輸公司）、貨運代理（快遞，包裹和快遞服務）、電子物流、3PL 

/ 4PL、危險品運輸、倉庫照明、貨運電梯、空調等倉庫建材

物流訊息系統

EDI系統、條碼掃描器/手持終端、RFID相關設備，印刷、標籤設備及條碼辨識科技、倉庫/

供應鏈管理系統、GPS、車隊管理、安防保全

冷鏈物流 

冷鏈設備/包裝/儲物櫃、冷藏車和冷卻系統、食品/製藥運輸

參展實施規範

主辦單位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TWTC)

支持單位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台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台灣冷鏈協

會、台灣全球商貿運籌發展協會

展出地點
緬甸仰光 Yangon Convention Center（YCC）展覽館

同期展出
緬甸國際汽機車暨零配件展、緬甸國際電機電子暨電力設備展、

緬甸國際智慧建築建材暨安控展

展出及進出場時間
日期 時間

進場
9月23-24日 09:00-17:00

9月25日 09:00-19:00

展出
9月26-28日 10:00-17:00

9月29日 10:00-16:00

出場
9月29日 16:00-21:00

9月30日 08:00-12:00

展出規模

預計150個攤位

參觀人數
預估5,000人

展區規劃

A. 物流區 Logistics 

C. 倉儲區 Warehousing

B. 運輸區 Transportation 

D. 主題專區 Them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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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費用 (新台幣，含稅)

攤位種類 攤位原價 
2019年5月31日前
報名享95折早鳥優惠

(小於9平方米) 淨地 
9,200/
每平方米

8,740

9平方米
攤位

淨地 70,000/每攤 66,500

標準攤位 74,000/每攤 70,300

轉角攤位每攤位加價3,000元(含稅)

注意事項：

1. 淨地租用36平方米以上早鳥前可享85折優惠。
2. 淨地不含任何攤位裝潢，廠商須自行接洽大會合約裝潢商。
3. 每一攤位皆包含220V/500W之基本用電。
4. 攤位小於9平方米廠商由主辦單位全權分配攤位。

報名方式
1. 傳真或掃描報名：請填妥報名表並加蓋公司大小章後，傳真至 (02) 

2725-1337；或以電子郵件將報名表掃描檔寄至 smartlogistics@taitra.
org.tw。

2. 網路報名：請至本展網站（www.smartlogisticsmyanmar.com）中文頁
面點選「參展申請」送出即可。

3. 郵寄報名：填妥報名表並加蓋公司大小章後，以中華郵政掛號寄報名表
至「外貿協會展覽處創研小組SMAR T LOG IST ICS MYANMAR 
2019」，地址為「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5號」。

費用繳交
1. 完成報名通過資格審查後，主辦單位將 email報名確認函並附上訂金繳
款單PDF檔。

2. 訂金：每一攤位訂金新台幣40,000元（含稅），於接獲主辦單位寄發之
繳款單後繳交；訂金繳納後概不退還。

3. 尾款：分配攤位後，主辦單位將以email通知繳交尾款。

標準攤位基本裝潢包括

- 地毯 - 投射燈2盞
- 三面隔板 - 日光燈2盞
- 公司招牌看板 - 垃圾桶1個
- 接待桌1張 - 220V單相插座1個
- 椅子2張

自動化系統

DPS·DAS /分揀機/輸送機、AGV（自動導引車）、RGV、碼垛機/起重機

存儲裝置

包裝容器及設備、貨架系統/存儲系統

物流設備

特種車輛（汽車卡車，重型貨車，送貨卡車，拖車和半掛車）、升降機/校平器、搬運車

物流周邊服務

報關行、諮詢服務、銀行服務、保險公司、維護和修理

其他

物流學術單位、專業認證、媒體、政府及國營企業、公協會

2



4. 繳費方式：
(1) 支票付款：請開立抬頭為「請開立抬頭為「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即期支票，連同
報名表以掛號方式寄交主辦單位。

(2) 電匯付款：請匯款至臺灣銀行世貿分行（銀行代碼004）「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帳號：085001017098 

※郵資及手續費皆由參展廠商自行負擔。

攤位分配
1. 主辦單位將從108年5月中旬起，依序通知經審查合格並完成繳交攤位訂金之參展廠商進行攤位圈
選；未繳交攤位訂金者，不得參加攤位圈選。

2. 攤位圈選原則：
(1) 參展攤位面積多者先選；
(2) 攤位面積相同者，以報名時間較早者先選
(3) 攤位面積及報名時間皆相同者，以完成訂金繳費先後順序認定選位先後順序。

3. 圈選攤位需成最大正方形為原則，且所有攤位皆應相鄰，不得跨區或跨走道圈選攤位。
4. 攤位一旦選定即不得更改。
5. 經主辦單位通知後，未於三個工作日內決定攤位之廠商，須待相同攤位數之其他廠商圈選完畢
後，方可再次圈選攤位，廠商不得異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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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主辦單位將可視展場實際狀況，對參展廠商之攤位大小、位置規劃與安排，保留最後分配權。

退展
1. 參展場地費訂金及尾款一經繳納，概不退還。
2. 退展或退訂部分攤位者，所繳訂金概不退還，亦不得抵繳其他攤位費用。
3. 逾期未繳攤位費尾款者，視同自動放棄所訂攤位。

展覽承辦人員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展覽處 創研小組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5號 
電話：(02) 2725-5200 分機2781 邱翊芝小姐（展務）

分機2777 李逸寧小姐（宣傳）
傳真：(02) 2725-1337
Email：smartlogistics@taitra.org.tw
Website：www.smartlogisticsmyanmar.com

※慎防國外展覽公司詐騙行為外貿協會不透過任何第三方業者詢問要求更新

廠商名錄或提供廣告宣傳，貴公司如接到任何同意書或申請書，請務必確

認回傳對象為外貿協會，以避免遭受詐騙及可能衍生之法律糾紛。

※本規範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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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本表各項資料將刊登於參展廠商名錄 (Official Directory)，請以正楷填寫或打字，以確保貴公司權益。
二、若產品項目或地址須更正，請盡早通知主辦單位。

以下為參展公司資訊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品牌名稱：□代理□自有        公司負責人： 

公司名稱：（中）   

 （英）    □ 無英文公司名，由貿協直翻 

聯絡地址：（中）□□□□□  

 （英）□□□□□  

發票地址：□ 同上    

公司Email： 網址：  

公司經營類別：□工廠  □貿易商  □國外產品代理商/經銷商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為聯絡人資訊

展覽業務聯絡人： (先生/小姐)  職稱： 

電　　話：（　　） 分機 傳　　真：（　　） 

聯絡人Email： 聯絡人手機：  

以下為參展資訊

擬報名展區（限選一區）及攤位數／面積

□ 物流區    □ 運輸區    □ 倉儲區    □ 主題專區  

請選擇報名之攤位數/面積

□ 淨 地（1平方公尺）NT$9,200（含稅）： ________平方米。

□ 淨 地（9平方公尺）NT$70,000（含稅）： ________個。

□ 標準攤位（9平方公尺）NT$74,000（含稅）： ________個。

※ 轉角攤位每攤位加價NT$3,000（含稅）

※ 攤位小於9平方米廠商由主辦單位全權分配攤位。

※選擇淨地廠商仍須請大會合約商承製攤位裝潢，不得空地展出。

 展品代碼：（請依後頁產品類別代碼表填入產品代碼，俾憑以列印廠商名錄上，最多八項）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其他（請列出中英文）： 

□ 本公司承諾遵守本展參展實施規範及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上所列各項條文。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接受兩
年內不得參加本項展覽之規定。

以上個人資料僅供本會往後5年內透過電話、郵件等通訊方式與提供資料之個人聯繫接洽用。提供資料之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1.查詢或
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如欲行使以上權利可洽本展主辦單位。
若不提供個人資料，可能無法獲得本會即時之商情資訊。

此　致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TWTC)

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大小章)：                                               填表人簽章：

                                                                        年　   月　   日

 參展報名表



產品類別代碼表
請參考下列產品代碼及建議展區，並將之填入報名表內。

如沒有合適的代碼，請至 http://asp.taitra.org.tw/taitracode/ 
查詢新版 TAITRA Code

產品名稱 產品代碼

起重及搬運工具 6050 

千斤頂 605010

手推車 605020

打包工具 605070

吊帶及貨物捆綁帶 605080

冷凍與空調機械 6112

冷凍設備 611205

大型冷凍冷藏庫 611210

解凍設備 611215

空調設備 611240

包裝機械 6150 

真空包裝機 615002

壓縮打包機 615004

滅菌包自動封包機 615006

裹包機 615008

捆包機 615010

封蓋機 615012

上膠機 615014

充填機 615016

封口機 615018

自動疊棧板機 615038

日期批號打印機 615040

計數、分類及檢驗機械 615044

自動計重包裝機 615046

標籤機 615050

搬運機械 6158 

動力堆高機 615810

動力昇降台 615820

起重機 615830

吊車 615840

油壓千斤頂 615850

絞盤 615860

輸送機 615870

自動化設備 6180 

機器人 618005

機械手臂 618010

組立機 618025

自動化輸送設備 618030

產品名稱 產品代碼

微電腦控制系統 618035

自動送料設備 618040

自動裝卸系統 618045

自動化停車場設備 618050

室內照明 6610 

天井燈 661045

室外照明 6620 

路燈 662010

專業照明 6630 

緊急照明及指示燈 663040

工作燈 663045

數據收集與辨識系統 671515

特殊電腦系統 6720

銀行系統 672005

銷售點管理系統 672010

多媒體機台 672015

讀卡機 672020

條碼盤點機 672025

條碼讀取機 672030

條碼及QR Code閱讀系統 672035

其他特殊電腦系統 672099

物聯網 6780

區塊鏈服務 678005

工業物聯網平台 678010

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 678015

通訊設備 6810

全球定位系統 681030

全球定位系統模組 681035

地理資訊系統 681045

通訊天線 681050

解碼器及編碼器 681055

無線電及微波通訊設備 6820

呼叫器 682005

無線電對講機 682010

無線電接收機 682025

產品名稱 產品代碼

無線電發射機 682030

衛星通訊設備 682040

微波通訊設備 682045

無線射頻辨識標籤 682050

汽車 6910

廂型車 691015

公車及大客車 691020

貨車及冷凍車 691025

牽引車及拖車 691035

自卸車 691050

電動車 691090

汽機車安全及保全系統 6999

行車紀錄器 699925

汽車導航及定位系統 699930

車輛定位追蹤器 699935

汽車門鎖 699955

其他汽機車安全及保全系統 699999

監控設備 7330

監視系統 733005

網路監控攝影機 733017

門禁 7340

門禁管理系統 734005

影音對講設備 734010

生物辨識系統 734015

門禁控制鍵盤 734020

讀卡機 734030

商品電子防盜系統 734040

運輸及倉儲服務 8555

運輸服務 855505

物流服務 855510

船務代理及報關服務 855515

倉儲服務 855520

快遞服務 85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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