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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介紹
外貿協會為臺灣最重要的貿易推廣機構，以協助業者拓展對外貿易為設立宗旨。目前，本會擁有
1,300 多位海內外專業經貿人員，除台北總部外，設有桃園、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等 5個國
內辦事處和遍佈全球各地 63 個海外據點，形成完整的貿易服務網，提供零時差、無國界的即時
服務，持續與廠商共同追求台灣經濟的穩健發展，是業者拓展貿易的最佳夥伴。
為強化跨領域整合創新，本會重新定位為國際鏈結智慧整合中心 (smart	integrator)，結合法人、
大學、觀光、展會、城市、公協會、海外台商，為業者開發國際市場、進行國際合作、連接國際
網絡，提供整合性服務。

•	拓銷全球市場
•	提升臺灣產業形象
•	推廣服務業貿易
•	提供市場研析及商情
•	加強數位及電商行銷

•	運用大數據發掘商機
•	培訓國際企業人才
•	辦理台灣國際專業展
•	營運展覽館及會議中心
•	推動國際經貿聯繫

10 大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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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全球美容美粧產業專業人士的「國際 B2B 線上展」

24 小時全天候跨地域與全球買主互動，接軌全球商機

展覽為期 1 個月 !  ( 展出日期 : 2020 年 11 月 2 日至 30 日 )

為什麼要參加 ? 

展覽大廳 

參展商攤位

展覽展館

線上論壇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展覽平台設計及架構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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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運用虛擬攤位空間，輕鬆上傳豐富
文字以及影音介紹
-方便買主搜尋與聚焦瀏覽
- 可快速導引至官網 /臉書等數位平台

- 邀請國內外重量級講師，展中舉行多場
線上研討會
-重要內容不錯過 !		研討會首播結束後，
仍可隨時上線觀看

- 透過外貿協會 63 個海外駐點，洽邀全球
買主參觀
-與國際買主互動零距離 :		
1. 即時聊天 /		2. 線上預約會議

- 展後取得 :	攤位數據分析、到訪攤位的買
主名單

完整參展體驗

有效蒐集展後數據與買主資訊

強化商機與合作網絡

掌握最新產業知識與脈絡

線上展示最新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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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加值服務 ( 加購 )

展前 EDM 專題發送
協助廠商強化展前露出

展中 Taiwan Beauty ONLINE 特刊
協助廠商成為觀展焦點

展中「視訊採購洽談會」 
提供廠商媒合服務

展中「線上新產品發表會」
協助廠商爭取全球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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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基本資料

2020 年
11 月 2 日至 30 日

Beauty Makers
美麗製造
OEM/ODM 
原物料
包材容器等

Int'l Brands
國際品牌
保養品
美粧品
髮品
個人護理用品等

Fashion Trends
流行趨勢
綠色環保
清真美粧保養
美容科技
男性保養等

僅限全球美容美粧產業
專業人士 
( 採線上登錄、免費參觀 )

展覽
日期

參觀
對象

展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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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重要規範：
( 一 ) 展出本國產品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已向我國政府註冊登記，經營相關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且公司目前狀態需為營運中。	
( 二 ) 展出本國產品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已向我國政府註冊登記，經營相關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且公司目前狀態需為營運中。
(三 ) 展出外國產品者：

1. 經政府許可進口地區之外商或其在台代理商、經銷商、分公司及聯絡辦事處。
2. 代理外商參展之本國廠商，須先取得外商授權書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文件資料。

(四 )廠商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經主辦單位發現並要求改善未果後，得取消參展資格、停止其展出，
所收費用概不退還，該廠商至少2年不得參加主辦單位主辦之展覽，且其參展年資全部歸零，
主辦單位如因此涉訴或受有損害，廠商應負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裁判費等），
不得異議：
1.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冒用他人名義等方式參展。
2. 於報名時提供之參展產品型錄與報名資料或實體不符者。
3. 攤位招牌與資訊露出與報名表所列之公司中英文資訊不符。
4. 參展產品與展覽主題不符。
5. 攤位資訊空白或不齊全，未依主辦單位規定繳交公司文字簡介、公司 LOGO檔案、產品
簡介、產品圖片等資訊。

6.私自分租、轉讓攤位或以非報名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關係企業（子母公司）、
原報名公司之第三地分公司、子公司等）參加展出。

7. 經第三人向主辦單位提出和解書、民事敗訴判決書或刑事有罪判決書（不論判決是否確
定）等佐證參展產品有侵害其權利之情形。

8. 參展產品為我國政府限制進口地區或該地區製造、生產、販賣之產品或我國法律規定之違
禁品。

(五 ) 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任何與展覽主題不符之產品或廠商參展。
( 六 ) 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品性質及廠商以往參加台北專業展或主辦單位所辦理之國內外推廣活動之

紀錄，決定是否接受報名。
(七 ) 其餘規定請參閱「外貿協會台灣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

參展商報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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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套裝費用 ( 含稅 )

套裝 基本套裝 黃金套裝 鑽石套裝

費用 新台幣	2 萬 5,000 元 新台幣	2 萬 8,000 元 新台幣		3 萬元

配備

•虛擬攤位
•文字介紹
•檔案上傳	( 限 5 份 )
•影音上傳	( 限 3 支 )
＊展後報告：攤位參觀資料
（數據及名單）

•虛擬攤位
•文字介紹
•檔案上傳 (不限 )
•影音上傳 ( 不限 )
＊展後報告：攤位參觀資料
（數據及名單）

•虛擬攤位
•文字介紹
•檔案上傳 (不限 )
•影音上傳 ( 不限 )
＊展後報告：攤位參觀資料
（數據及名單）

加值
服務

視訊採洽會
＊展前 EDM	Banner 廣告 (1
則 )

視訊採洽會
＊展覽官網刊登廠商新聞稿
(2 篇 )
＊展前 EDM	Banner 廣告 (1
＊則 )
＊展前 EDM專題 (1 則 )
線上產品發表會 (1 場 )

注意事項 :
＊展後報告 :	謹提供有進入該參展商攤位之數據 /名單，非提供大會全部數據 /名單。
＊展前 EDM	Banner 廣告：	由參展商自行設計後提供完稿檔案，參展商須配合主辦單位規定之廣告尺寸 /規格 / 檔
案繳交期限。

＊展覽官網刊登廠商新聞稿 :	由參展商供稿，新聞稿將刊登於www.	beautytw.com.tw
＊線上產品發表會 :	參展商須配合主辦單位錄製以及資料繳交之規定及期限。

線上展虛擬攤位示意 :
＊僅供參考，主辦單位將依實際
執行情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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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8日 ( 三 )	 當天上午 9時起開放報名		( 額滿提前截止 )

2020 年 7月 -9 月 報名完成後，主辦單位將進行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將收到繳款單 (郵寄紙本 )，請於
規定期限內完成繳款。

2020 年 10 月 7日 ( 三 ) 前 繳交虛擬攤位之展出資料 ( 如公司 LOGO、文字介紹、
影音檔案等 )	

2020 年 11 月 2日至 30 日 																																												

參展流程

報名方式

＊以上流程僅供參考，主辦單位將依實際執行情況調整。

網路報名：
1. 報名方式：請至本展網站www.beautytw.com.tw 進入「線上報名參展」項下填妥參展報名表
（完成線上報名後，即可收到自動回覆之確認函）。

2. 報名時間：自 2020 年 7月 8日上午 9時起開放報名，額滿截止。
註 :	(1)	網路報名，請按「確認」送出，寄出後即無法在網路上更改，如需更改報名表資料，請主

動與主辦單位聯絡，電話：(02)2725-5200 轉 2221 分機，或 email：beauty.tw@taitra.
org.tw	

(2)	請於線上報名後一週內將下列資料以掛號郵寄至「台北市 11011 信義路 5段 5號 2樓外貿
協會展覽處展五組」收，信封請註明報名參加「2020 年台灣國際美容展」（資料未備齊者
恕不受理）。
a.	線上報名表（請列印後用印公司大小章，並請自行留存一份影本）
b.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至經濟部商業司網站列印公司基本資料
c.	參展產品型錄 1份
d.	外商授權書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文件 (若為展出國外產品之代理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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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本會將依據廠商之報名時間先後，審查廠商參展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於接到繳款單後須
在規定期限內繳納參展費用。

	(二)如展品性質不符，或報名廠商過去曾有參展不良紀錄者，主辦單位有權拒絕受理其報名參展。

依照公司名稱之開頭英文字母排序。

(一 )	凡欲退展之廠商請出具切結書。
(二 )	參展費用一經繳納，概不退還。
(三 )	參展費用繳交後，如退訂部分攤位，該退訂攤位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且不得抵繳任何費用。
(四 )	逾期未繳參展費用者，視同退展，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

(一 )	攤位費不分訂金及尾款，請於收到本會寄發之繳款單後一次全額繳納。
(二 )	攤位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如退訂部分攤位，不得以所繳費用抵繳任何費用。
(三 )	逾期未繳清參展攤位費用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

資格審查

攤位排序方式

退展規定

繳款作業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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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規定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 下稱
主辦單位 ) 所擬定。

2. 本展報名資料、參展手冊及因展覽所衍生之資料 ( 下
稱本展資料 )，均視為本規定之一部分，對於本展參展
廠商、聯展廠商及其分公司 (下稱廠商 ) 均適用之。

3. 廠商如已報名完成，視為已充分閱讀、理解本展資料
及本規定並無條件同意遵守之，並同時授權主辦單位
於展覽官網、展覽新聞稿以及展覽行銷素材中使用其
提供之資料。

4. 廠商於展覽期間所為之行為，是否符合或違反本規定，
均由主辦單位認定、解釋並執行之，不得異議。

5. 主辦單位有權拒絕外界競爭展或相關展承辦單位參展
( 包含子公司或代理商或相關企業為由 )。如有矇混報
名展出者，經發現除立即停止其展出外，所收費用概
不退還，此條文所規定之情形，由主辦單位認定、解
釋、執行之，不得異議。

6. 主辦單位有權視參展產品類別、實際報名情形及攤位
需求狀況，規劃廠商展示區域及核定攤位數；同時有
權視參展產品性質及廠商以往參加台灣專業展或主辦
單位所辦理之國內外推廣活動之紀錄，決定是否接受
報名參展、調整報名展區及核定攤位數。

7. 主辦單位於展覽期日前約 90 日，將本展資料及本規
定寄送廠商，並同時公布本展網站「www.beautytw.
com.tw」供廠商閱覽、列印。廠商不得以未收受本展
資料及不知其內容規定、說明，或以任何理由主張不
受本規定之拘束。

8. 廠商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經主辦單位發現並要求改善
未果後，得取消參展資格、停止其展出，所收費用概
不退還，該廠商至少 2年不得參加主辦單位主辦之展
覽，且其參展年資全部歸零，主辦單位如因此涉訴或
受有損害，廠商應負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
裁判費等），不得異議：
1.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冒用他人名義等方式參
展。

2. 於報名時提供之參展產品型錄與報名資料或實體不
符者。

3. 於展覽開始前 10 天尚未繳清參展費用。
4. 拒絕或終止授權主辦單位於展覽官網、展覽新聞稿
以及展覽行銷素材中使用其提供之資料。

5. 參展產品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虞而仍予以販
賣、陳列、或廣告。

6. 參展產品或展示方式有違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公
平交易法、商品標示法、商品檢驗法、食品衛生管
理法等相關法令。

7. 參展產品或展示方式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
虞。

8. 經第三人向主辦單位提出和解書、民事敗訴判決書
或刑事有罪判決書（不論判決是否確定）等佐證參
展產品有侵害其權利之情形。

9. 攤位招牌以及資訊露出與報名表所列之公司中英文
資訊不符。

10. 私自分租、轉讓攤位或以非報名之公司名稱（包括
贊助廠商名稱、關係企業（子母公司）、原報名公
司之第三地分公司、子公司等）參加展出。

11. 參展產品為我國政府限制進口地區或該地區製造、
生產、販賣之產品或我國法律規定之違禁品。

12. 參展產品與展覽主題不符。
13. 在展覽平台內零售。
14. 展覽攤位資訊空白或不齊全，未依主辦單位規定繳
交公司文字介紹、公司 LOGO 檔案、產品簡介、
產品圖片等資訊。

15. 於展覽平台播放之音樂、影像、圖片或相關資料有
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虞。

9.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展出日期及地點之權，如因天災、
法定傳染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須變更展覽日期或
地點，廠商已繳交之參展費用，主辦單位於扣除成本
及必要費用（包含但不限於主辦單位因辦理本次展覽
已支付廠商而無法取回之金額）後之餘額，無息退還
廠商。

10. 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展覽之權，如因天災、法定傳染病
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須取消展覽，廠商已繳交之參
展費用，主辦單位於扣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包含但不
限於主辦單位因辦理本次展覽已支付廠商而無法取回
之金額）後之餘額，無息退還廠商。

11. 廠商如因非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欲退出參展，參
展費用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12.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

外貿協會台灣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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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Profile 展品類別代碼表
產品代碼 Product Code Product Name 產品名稱
5410		 Makeup	&	Makeup	Tools 化粧品及彩粧用具
541005		 Makeup	Base	&	Concealer 粧前乳及遮瑕
541010		 Foundation		 粉底	
541015		 Face	Powder		 蜜粉	
541020		 Blush		 腮紅	
541025		 Eyebrow	Pencil		 眉筆	
541030		 Eye	Shadow		 眼影	
541035		 Eyeliner		 眼線	
541040		 Mascara	&	Eyelash	Products		 睫毛膏及睫毛用品	
541045		 Lipstick		 口紅	
541050		 Lip	Gloss	&	Liner		 唇蜜及唇線筆	
541055		 Lip	Balm		 護唇膏		
541060		 Makeup	Sets		 彩粧組合		
541065		 Body	Art	&	Glitter		 身體彩繪及亮粉		
541070		 Makeup	Mirror		 化粧鏡		
541075		 Makeup	Brush		 彩粧刷具		
541080		 Tattooing	Supplies		 紋身用品		
541099		 Other	Makeup	&	Makeup	Tools		 其他化粧品及彩粧用具		
5420		 Skin	Care		 保養品
542005		 Facial	Cleanser	&	Makeup	Remover		 潔面乳及卸粧液	
542010		 Skin	Toner		 化粧水		
542015		 Skin	Care	Concentrate	&	Serum		 精華液及精華濃縮液		
542020		 Face	Lotion		 乳液		
542025		 Face	Cream		 面霜		
542030		 Eye	Cream	&	Gel		 眼霜		
542035		 Pearl	Powder		 珍珠粉		
542040		 Exfoliator	&	Skin	Care	Scrub		 去角質及磨砂膏		
542045		 Face	&	Body	Mask		 面膜		
542050		 Eye	Mask		 眼膜		
542055		 Hand	Cream	&	Lotion		 護手霜		
542060		 Body	Lotion		 身體乳		
542065		 Foot	Care		 足部護理		
542070		 Essential	Oil		 精油		
542075		 Sun	Protection	&	Tanning		 防曬及助曬		
542080		 Baby	Oil	&	Powder		 嬰兒油及爽身粉		
542085		 Baby	Lotion		 嬰兒乳液		
542099		 Other	Skin	Care	Products		 其他保養品		
5430		 Skin	Care	Tools	&	Equipment		 肌膚保養用具		
543005		 Cotton	Pad		 化粧棉



參展實施規範

12

產品代碼 Product Code Product Name 產品名稱
543010		 Facial	Cleanser	Brush	&	Skin	Scrubber		 肌膚清潔器		
543015		 Facial	Steamer		 蒸臉器		
543020		 Skin	Massager		 美容按摩器		
543025		 Skin	Analyzer		 肌膚檢測儀		
543099		 Other	Skin	Care	Tools	&	Equipment		 其他肌膚保養用具		
5440		 Hair	Care	&	Salon	Equipment		 美髮護理		
544005		 Shampoo	&	Hair	Conditioner		 洗髮乳及潤髮乳		
544010		 Hair	Dye		 染髮劑		
544015		 Hair	Treatment		 美髮及頭皮修護品		
544020		 Hair	Curler	&	Straightener		 電棒捲及離子夾		
544025		 Hair	Clipper	&	Trimmer		 電動剪髮器		
544030		 Hair	Dryer		 吹風機		
544035		 Hair	Styling	Products		 美髮造型品		
544040		 Shower	&	Conditioning	Heat	Cap		 浴帽及護髮帽		
544045		 Hair	Steamer		 蒸氣護髮機		
544050		 Comb	&	Hairbrush		 梳子		
544055		 Hair	Scissors		 美髮剪刀		
544060		 Hair	Roller		 髮捲		
544099		 Other	Hair	Care	&	Salon	Equipment		 其他美髮護理產品		
5450		 Nail	Supplies		 美甲用品		
545005		 Nail	Polish		 指甲油
545010		 Artificial	Nails	&	Nail	Art		 假指甲及指甲彩繪		
545015		 Nail	Drill		 磨甲機		
545020		 Manicure	Tool		 指甲修護用具		
545025		 Nail	Polish	Remover		 去光水		
545099		 Other	Nail	Supplies		 其他美甲用品		
5460		 Shaving	&	Hair	Removal		 除毛用品		
546005		 Razor	&	Razor	Blade		 刮鬍刀及除毛刀		
546010		 Nose	Trimer		 修鼻毛器		
546015		 Electric	Shaver		 電刮鬍刀		
546099		 Other	Shaving	&	Hair	Removal	Products 其他除毛用品
5460		 Shaving	&	Hair	Removal		 除毛用品		
5470		 Perfume	&	Deodorant		 香水及除臭劑		
547005		 Perfume		 香水		
547010		 Deodorant	&	Antiperspirant		 除臭劑及止汗劑		
5480 Personal	Care		 個人清潔用品		
548005		 Soap		 肥皂		
548010		 Body	Wash	/	Shower	Gel		 沐浴乳		
548015		 Bath	Brush	&	Sponge		 沐浴刷及沐浴球		
548020		 Hand	Wash		 洗手乳及乾洗手		
548025		 Toothbrush	&	Interdental	Brush		 牙刷及牙間刷		
548030		 Toothpaste	&	Mouthwash		 牙膏及漱口水		
548035		 Dental	Floss	&	Toothpick		 牙線及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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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40		 Sanitary	Napkin	&	Pantyliner		 衛生棉及護墊		
548045		 Tissue	Paper		 衛生紙		
548050		 Cotton	Bud		 棉花棒		
548055		 Wet	Wipe		 濕紙巾		
548099		 Other	Personal	Care	Products 其他個人及衛浴清潔用品		
6235		 Machine	Tool	Accessories 工具機零組件
5160 Health	Supplement 健康補給品
515030 Yeast 酵母
515035 Lactobacillus	&	Probiotics 乳酸菌及益生菌
515040 Enzyme	&	Enzyme	Extract 酵素及淬取物
515050 Food	Concentrate	&	Extract 食品濃縮物及萃取物
516005 Herbal	Nutrient	Extracts 漢方食補品
516010 Ganoderma 靈芝
516015 Ginseng 人蔘
516020 Antrodia	Cinnamomea 牛樟芝
516025 Honey	&	Honey	Products 蜂蜜
516030 Pollen 花粉
516035 Bird's	Nest 燕窩
516040 Chlorella,	Spirulina	&	Other	Algae 綠藻、藍藻及其他藻類
516045 Vitamin 維他命
516050 Slimming	Tea 減肥茶
516099 Other	Health	Supplement 其他健康補給品
517040 Carbonated	Drinks 碳酸飲炓
517045 Tea	Drinks 茶葉飲料
517050 Vinegar	Soft	Drinks 醋飲
517055 Energy	Drinks 機能性飲料
517070 Powdered	Drinks 沖泡式飲料
5730 Special	Purpose	Bags
573030 Cosmetic	Bag 化妝包
5660 Hosiery 襪子
566010 Pantyhose	&	Tights 絲襪
566020 Socks,	Sockettes	&	Stockings 長襪、短襪及半統襪
566030 Body	stocking 女用緊身連褲內衫
8440 Cosmetics	Containers 化粧品容器
844010 Cosmetic	Bottle		 化粧瓶		
844020		 Squeeze	Tube		 膏狀管		
844030		 Lipstick	Container		 口紅容器		
844040		 Powder	Compact	Case		 粉餅盒		
844050		 Eye	Shadow	Case		 眼影盒		
844060		 Nail	Polish	Bottle		 指甲油瓶		
844070		 Atomizer		 噴霧器		
844080		 Perfume	Sprayer		 香水噴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