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 Taipei

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協辦
單位展盟展覽有限公司

主辦
單位

12 14     16THU SAT

2023
花博爭艷館



觀展人潮眾多 
臺北馬選手一網打盡

結合全台最大『臺北馬拉松』報到區，跑者將利

用馬拉松展期領取物資，並呼朋引伴前來參觀。

40,270

2022 臺北馬跑者 2022 參觀人次

增加產品買氣

超過七成五廠商認

為，馬拉松展可顯著

提升產品業績及拓展

新客源

民眾整體滿意度

超過八成以上民眾認

同馬拉松展，並表示

會持續看展

九成廠商認為馬拉

松展，市場區隔鮮

明正確，省去篩選

客戶麻煩

明確目標族群

12/12      -12/13      08:00-17:00

12/16      18:00 -12/17       00:00

二

六 日

三

裝潢時間 Move-in & out

12/ 14      -12/ 15      12:00-20:00

12/ 16      10:00-18:00

四

六

五

展覽時間 Show Date 

超過八成廠商表示，

馬拉松展最大效益為

大幅提升公司形象及

品牌知名度

提升公司知名度

General Information

General Information

官網刊登參展商介紹及產品快訊  參展商可免費刊登企業簡介及參展商品類別、聯絡資訊及參展商品資

訊，並於展前開放參觀者預先查詢。

博覽會 FB 粉絲團推播產品介紹  參展商可免費刊登 FB 粉絲團推播產品介紹，提供一般民眾事先瀏覽參

 展商資訊及產品。

提供邀請函 大會將提供邀請函供給參展商邀請客戶或公關活動使用。

大會行銷活動 大會將針對展會設計行銷公關活動，並開放參展商報名參加，將有效增加企業曝光度。

參展廠商可共享之行銷服務

28,000

Participant Value

展覽
資訊

展覽
優勢



運動鞋

襪子

機能壓縮服飾

運動專用清潔用品

穿戴裝置及運動相關電子

產品

運動防護用具

運動攝影

其他運動相關用品配件

肌肉按摩放鬆器材

自行車零配件

水上配件

營養補充食品

運動飲料、水

保健飲用品

運動預防醫學

國內外路跑賽事

城市行銷

賽事旅遊

酒店

健身工作室、運動中心

運動報名系統

國內外鐵人賽事

展盟展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Organizer

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Exhibition Area展區
規劃

路跑用品、服飾區

運動賽事專區

營養補充食品保健區

運動器材、用品暨配件區



類型 配備 示意圖

標準攤位

隔間板（300*300*H250cm）x1組、接待桌
（100*50*H75cm）x1、摺椅 x2、投射燈
（LED 10W 黃光）x3、地毯（3*3米）x1、
小垃圾桶 x1、公司中英文名稱及攤位號碼（白
底藍字）x1、110V / 5A 插座 x1

空地攤位 不提供任何配備之空地；水電供應需另外向大會裝潢商提出申請並付費

攤位類型

General Information

於參展資格審核通過後，將寄發繳費通知函，請於收到繳費通知函後  30 天內或於指定日期前繳清全額攤位費及一萬元攤位保

證金。

1) 電匯：戶名：展盟展覽有限公司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大安分行  帳號：020-03-500768-8

2) 支票： 即期支票抬頭請開立「展盟展覽有限公司」；支票畫線並標示禁止背書轉讓；連同保證金支票與回郵信封掛號郵寄

至本公司。請於信封註明 2023 MET+ 廠商名稱，展期結束後保證金支票將無息依序退還。

1)  廠商依據產品類別於報名時自行勾選其展區。
2)  攤位圈選順序依據攤位數多寡與繳清全額攤位費用時間先後決定。攤位數多者，優先圈選；攤位數相同者，以繳清全額攤
位費時間先後順序為依據。前述條件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分配攤位順序。

3) 攤位圈選不得橫跨走道。

4) 嚴格禁止合併登記選攤位。
5)  圈選完攤位後，如減少攤位數量，則無法退還其減少攤位數之攤位費用，且主辦單位有權變動其原有位置，參展廠商不得

有異議。

1)  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含）前提供申請者按 7 折退費；2023 年 10 月 1 日以後提出申請者，恕不退還攤位費。

2)  參展廠商攤位上標示公司名稱須與報名表上公司名稱相符，不得更改，如有違反，將立即取消參展資格，停止展出。

3)  參展廠商承租之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申請時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

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對於轉讓者將禁其兩年內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任何展覽活動。

4)  參展廠商如展示與本展主題不相關之產品，本主辦單位將禁止其展出，且所繳參展費用不予退還。

5)  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須變更展覽日期或地點，本展會已收之費用概不退還，亦不負其他賠償

 責任。

6) 參展廠商應於展場開立發票或收據予消費者，若經查違法，須由廠商自行承受後果。

7)  參展廠商展出商品須符合法規或依法向相關單位申請展出許可，並事先以書面方式向大會申報（如：醫材類商品、酒精類

飲品⋯等），若商品涉及侵權、誇大不實或是特殊商品未依規定申報，主辦單位有權立即中止展出違規商品，若後續衍生

相關法律責任將由展出單位自行負責。

8)  博覽會期間，參展廠商攤位內設置舞臺及音響設備，音響音量不可超過  80 分貝， 第一次違規者，除當場開立告發單外，

廠商需立即改善，若第二次檢測仍違規者，將停止違規廠商攤位電力供應至當日展覽結束。

9)  主辦單位於展覽進場、展出及展後清理期間，皆會提供保全服務，惟展示品安全及參展廠商個人物品需自行負責，任何因

素造成物品損毀或遺失，主辦單位及保全公司不予負責。誠摯提醒：進場期間及展後清理期間最易發生竊盜案（尤其是手

機、隨身提袋及筆記型電腦），請務必確保攤位在此期間內均有人員在場。

參展
資訊

參展資格

攤位分配登記

退展規定、展覽公約



攤位規格
原價（9m2）
（9/1 以後報名）

早鳥優惠（9/1 以前報名） 

9m2 / 個 承租攤位數 費用小計（NT$）
空地攤位   NT $46,000 / 個   NT$41,000 / 個

標準攤位   NT $53,000 / 個   NT$48,000 / 個

倉儲區（2m2 / 個）           NT$8,000 / 個

總計（含稅）

 9 個以上的大攤位或贊助廠商之參展方案，請洽詢展盟展覽公司                以上金額皆含稅                   如購買一個攤位，只限購買標準攤位
 參展廠商於報名時繳交一萬元保證金支票，如展出後無違規事項，保證金支票將於 7 工作天內無息退還          倉儲區位置由主辦單位規畫安排    

展區規劃勾展

  路跑用品、服飾區        運動器材、用品暨配件區        營養補充食品區        運動賽事專區

※投遞本報名資料前，請務必檢查及勾選，是否已依序附上下列文件： 
□ 報名表一式；□ 公司設立登記證影本一份或「公司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代之；□ 代理合約或授權書影本一份（展出國外產品者）；
□ 產品型錄二份。若報名資料缺件、偽造、變造，將不受理報名，並由廠商自負法律責任。

報名編號：      攤位號碼：      投郵時間：2023 年      月      日      時 （由主辦單位填寫）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23 年 09 月 30 日，如攤位額滿則列入候補）

2023馬拉松運動博覽會攤位申請  12月14日至16日，花博爭艷館

參展報名表

1) 空地攤位：不提供任何配備之空地；水電供應需另外向大會提出申請付費。
2)  標準攤位配備包含：隔間板（300*300*H250cm）x1 組、接待桌（100*50*H75cm）x1、摺疊椅  x2、投射燈（LED 黃光 10W）x3、地毯（3*3
米）x1、小垃圾桶 x1、公司中英文名稱及攤位號碼（白底藍字）x1、110V / 5A 獨立插座 x1；如需特殊裝潢，請洽大會裝潢商：輝祐實業有限公司 
(02)8789-8300。

3) 24 小時不斷電及 220 伏特以上之電力使用，需另向大會裝潢商提出付費申請；網路及電話線請另外自行申請付費。

4) 支付辦法：
參展廠商應於指定日期內繳清全額攤位費用及一萬元攤位保證金，未於期限內繳納者，不得參與廠商協調會，待繳清攤位費後方可參展。

1. 電匯：戶名：展盟展覽有限公司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大安分行   帳號：020-03-500768-8
2. 支票：即期支票抬頭請開立「展盟展覽有限公司」；劃線並標示禁止背書轉讓；以郵寄掛號至本公司

本公司承諾：1) 展覽期間如使用麥克風等音響器材將參照參展一般規定，控管 80 分貝以下；2) 不得轉讓（租）攤位；3) 遵守本展參展辦法、參展一般
規定、展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上所列各項條文。如有違反將立即改善，否則願意接受下兩屆不得參加本展之規定。

此　致 展盟展覽有限公司
參展公司用印：    經辦人簽章：

     西元 2023 年             月             日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品牌中文名稱：  品牌英文名稱：

公司名稱：(中)  

                  (英)  

聯絡地址：(中)  

                  (英)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負責人名稱： 

公司網址：   E-mail： 

發票地址（同聯絡地址時，不必填寫）：

參展聯絡人：(中)   (英)    職稱：(中)  (英)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E-mail：MarathonExpo@expounion.com.tw
張子翔 先生 Wallace 分機 225 / 陳萱倚 小姐 Sophia 分機 232 / 郭佳衛 先生 Charles 分機 206

◎ 請詳填報名表

【展盟展覽有限公司】

114684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100 號 2 樓

電話：(02)8751-3588  /  傳真：(02)8751-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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