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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報名表 
謹致：  

日期：2020 /    /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中文)  統一編號  

(英文)  負責人  

地址 
(中文)  □□□□□ 

(英文)  

發票抬頭 □同上 □其他： 發票統一編號 □同上 □其他： 

發票郵寄地址 □□□□□ 

承辦人 

聯絡方式 

姓名：                   職稱： 傳真  

電話：(   )            分機： 手機  

E-mail： 

參展區域 

□ 高齡友善住宅 □ 樂齡幸福生活 □ 失智症專區 

□ 健康促進專區 □ 保健食品 □ 生活輔具 

□ 睡眠科技 □ 防疫專區  

參展產品 
(請依照附件 

代碼填寫) 

1. 2. 3. 

4. 5. 6. 

     展覽現場攤位選項 

   標準攤位 淨地 

1. 不織布地毯x 9m2  

2. 公司名稱看板x 1組              

3. 白色系統背牆x 1組 (H=250cm) 

4. 黃光投光燈x 3盞        

5. 110V/5A插座x 1只 (含500瓦電力) 

6. 折椅x 2張 

7. 接待桌x1 (100x50x82.5cm/h) 

8. 垃圾桶x 1個  

展覽淨空地 
(不含地毯、電力、裝潢) 

 (需承租2格以上才可

另聘私人承建商) 

編號 訂購項目 單價(新台幣未稅) 109/6/30前報名繳費 數量 金額 

1 淨地(至少2格)  NT$43,000 / 格 NT$36,800 / 格   

2 標準攤位 NT$48,000 / 格 NT$41,100 / 格   

5% 稅金  

含稅總金額  

客戶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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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產品代碼(可複選) 

銀享生活 B1016 防滑相關輔具 G1001 照顧服務 

A1000 食品 B1017 視覺相關輔具 G1002 居家護理 

A1001 銀髮友善食品 B1018 醫療復健設備 G1003 居家醫療 

A1002 健康食品 B1019 身障者運動設備 G1004 復健服務 

A1003 保健食品 B1020 手腳復健訓練器材 G1005 喘息服務 

A1004 有機食品 B1021 鞋類相關產品 G1006 交通接送 

A2000 醫美診所 B1022 衣著類相關產品 G1007 輔具服務 

A2001 美容 SPA 診所 B2000 智慧穿戴裝備 G1008 營養餐飲機構服務 

A3000 生技產品 B3000 智能平台架構 G1009 預防/延緩失能 

A4000 銀髮旅遊規劃 B4000 無痛檢測儀器 G1010 延伸出院準備服務 

A4001 旅行社 B5000 個人健康管理 G1011 照護人力培訓 

A4002 旅遊網站 C1000 睡眠產品 G1012 家事服務 

A5000 社會支持團體 C1001 空氣清淨機 失智症專區 

A6000 終身學習 C1002 止鼾器 H1000 失智症服務 

A6001 進修充電 C1003 陽壓呼吸器 H1001 失智症篩檢 

A7000 藝術 C1004 負壓呼吸器 H1002 認知刺激治療 

A8000 運動 C1005 智慧床墊 H1003 感官治療 

A9000 健康鍋具 C1006 機能枕頭 H1004 語言治療 

健康照護 C1007 智能助眠燈 H1005 職能治療 

B1000 復健器材及輔具 C1008 遮光隔音罩 H1006 物理治療 

B1001 針灸 C1009 睡眠手環 H1007 團體家屋 

B1002 電療器 C1010 除噪助眠器 H1008 防走失裝置 

B1003 遠紅外線照護燈 C1011 聲波助眠 H1009 預防失智遊戲 

B1004 復健訓練及牽引器 服務建構 H1010 失智症照護輔具 

B1005 助聽器 D1000 遠距照護 H1011 體適能活動 

B1006 復健護具 D1001 遠距醫療 H1012 失智症照護培訓 

B1007 彈性襪 D1002 遠距健康檢測 H1013 失智照顧服務 

B1008 拐杖及助行器 D1003 智慧住宅 H1014 共同照護中心 

B1009 輪椅 D1004 居家安防系統 H1015 社區照護據點 

B1010 電動代步車 E1000 無障礙環境設計 防疫專區 

B1011 移位輔具 F1000 金融 I1000 口罩 

B1012 爬梯機 F1001 理財保險 I2000 消毒產品 

B1013 電動床 F1002 以房養老 I3000 體溫計 

B1014 飲食輔具 F1003 退休安養信託 I4000 防護設備 

B1015 浴廁相關輔具 G1000 銀髮服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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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000 公協會 

K1000 政府單位 

L1000 醫院 

M1000 媒體 

N1000 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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