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線上形象展申請書 

Taiwan Expo Online Application Form 

    駐泰國代表處，為協助台灣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與泰國 4.0 相互鏈結，邀請 1111

人力銀行於台泰人才平台共同協辦成立「臺灣線上形象展」。歡迎善加利用！ 

 

    請依照下方欄位，填寫完整資料。如有英文版，或泰文版的企業簡介、

產品介紹，煩請提供。或掃描 QR Code 線上填寫資料亦可。 

    Please Fill ou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completely. if your company 

have an english or thai edition,please provide us with your more info. or scan 

QR Code to fill out Information. 

※ 有任何疑問，煩請向我們聯繫：（02）8787-1111，分機 2066 王玉雯小姐 

一、公司 / 單位資料  Company / Institution Information 

1. 公司/單位名稱  Company/ Institution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負責人    Person in charg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統一編號  Tax ID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公司/單位型態  Company / Institution type：  

□ 製造商      （Manufacturer） 

□ 進出口貿易商（Import and Export trader） 

□ 通路商      （Distributors） 

□ 批發商      （Wholesaler） 

□ 代理商      （Agent） 

□ 零售商      （Retailer） 

□ 諮詢業者    （Consultant） 

□ 系統整合業者（System integrator） 

□ 服務業      （Service Industry） 

□ 原廠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 工作室      （Studio） 

□ 其他        （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產業說明  Industry description： 

 

 

 

 



6. 公司/單位商標  Company / Institution Logo： 

規格：JPG、GIF 圖檔，圖片大小 200x200 像素、50KB 內 

傳送至：將圖片寄到 yuwenwang1990@staff.1111.com.tw。 

檔名命名為："臺灣線上形象展_公司名稱" 

 

7. 公司/單位簡介  Company/ Institution Profile（3,000 字以內）： 

 

 

 

 

 

 

 

 

 

 

 

8. 主要產品服務 Main Products（3,000 字以內）： 

 

 

 

 

 

 

 

 

 

 

 

9.  註冊帳號  Register Accou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註冊密碼  Register Passwor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凡於申請表中填入註冊帳號/密碼，將有權限管理自家的商品後台） 

 

11. 希望了解人才需求服務？Want to know more about Recruitment Services？ 

 □ 是 Yes 

 □ 否 No 

12. 希望更多人看到您的企業及產品？I hope more people will see my Company and Products Info 

 □ 是 Yes 

 □ 否 No 

........................................................................................................................................................... 



二、聯絡人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 

1.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Mr./Mrs./M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_______________分機（extension no.）_______________ 

3. 公司傳真 Fax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手機     Cell-phone Number：________________（不便公開可不填） 

5. 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網址     Websi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電子郵件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三、商品 / 服務資料 Product / Service Information 

（不限筆數，每筆商品均請提供下述三種資料） 

1. 商品/服務名稱 Product / Service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商品/服務說明 Product / Service description（1000 字以內）： 

 

 

 

 

 

 

 

3. 商品/服務圖片 Product / Service picture： 

規格：JPG、GIF 圖檔，圖片大小 480x360 像素，300KB 內 

傳送至：將圖片寄到 yuwenwang1990@staff.1111.com.tw。 

檔名命名為："臺灣線上形象展_公司名稱" 

或者 

□ 授權給『臺灣線上形象展』相關的合作單位（如：外貿協會、駐泰國泰表處、1111 人力銀

行及其所屬子網站）擷取公司簡介，及產品介紹資料與圖片。 

授權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商品/服務影片連結 Product / Service video lin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先上傳至 youtube，再把上傳後的連結附上） 

注意事項： 

※ 資料填寫完畢，請傳真至（02）8787-5454，並註明 "王玉雯小姐收"。或者將檔案寄信到

yuwenwang1990@staff.1111.com.tw 亦可。 

※ 所有上線參展的公司行號，會經過 1111 人力銀行公司向駐泰國代表處報請後，才可上線

露出。 

※ 若貴公司同意將公司簡介，及產品介紹資訊，呈現於『臺灣線上形象展』平台網站上，煩

請貴公司詳閱下列條款，並簽核『免責條款同意書』。 



『臺灣線上形象展』合作單位 

免責條款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詳閱下列條款，如有違反下列條款之約定，本人除遵守下列條款外，並願自

負法律上之責任：  

 

1. 本人保證所上架之商品均符合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著作權法及所有中華民國

法令及國際公約或其他國家法令之規定，如有違反中華民國法令及國際公約或其他國家法

令或經消費者向本網站或網頁提供者投訴，本人除自負法律責任與網站或網頁提供者無關

外，並同意本網站或網頁提供者不經同意片面自行下架，絕無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損害

賠償或損失補償。 

2. 本人同意上架之商品網頁及網站之所有有關版面設計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等權

利，均歸屬於本網頁及網站設計公司所有，本人不得主張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權利。 

3. 本人同意實際買賣行為均存在於本人與實際購買者之間，其所產生之消費爭議均由本

人與實際購買者自行依法解決並由本人自負法律上責任，與本網站或網頁提供者無關。 

4. 本人同意不得冒用、盜用或損害有關本網站或網頁提供者之商標或其他權利，亦同意

除本網站或網頁提供者所登載之頁面外，不得提供他網或他人作為商業或非商業用途，否

則願同意給付本網站或網頁提供者所上架商品價值之一百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5.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會員資料及登載於網頁之資料均為真實，如有不實，除自負民、刑

事責任外，概與網站或網頁提供者無關。 

6. 本人同意不登錄及販售販售限制級成人商品、酒類製品、以型錄與連結方式銷售物品、

毒品及吸毒用品、槍、砲、彈藥或其他經政府法令公告禁止販售之商品等，若有違反除由

本人自負法律責任外，概與本網站或網頁提供者無關。 

7. 本人同意並保證所登載之商品及其內容不得侵害他人或他網之著作權、智慧財產權、

隱私權或其他任何法律上之權利，若有違反除由本人自負法律責任外，概與本網站或網頁

提供者無關。 

8. 若因本人之行為或有違反本約條款約定之行為造成本網站或網頁提供者損害或損失，

本人同意除本約規定外，對網站或網頁提供者為損害賠償或損失補償，絕無異議。 

 

   以上條款均經本人詳閱無誤後，勾選「同意」並視同為本人之親自簽名。 

□ 我同意遵守以上的條款 

□ 我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