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易用，適用各種裝置
FreemanOnline® 為您提供所有合適工具，確保於展場順暢完成從佈展到撤展的整個流程。透過增強版
FreemanOnline，我們可以讓您比以往更輕鬆地獲得成功參與展覽所需的所有支援。
•
•
•
•
•
•
•

存取重要的展會資訊
追蹤貨運情況
接收通知
在展會現場透過「禮賓服務」獲得協助
在展前、佈展期間和展會期間訂購 Freeman 產品和服務
加快撤展過程
在展覽後存取發票

健康和安全
隨時了解產品、服務和資源最新消息，有助您規劃安全返回，進行下一場活動。請點按此處了解我們的
「健康和安全資源」。
展位設備
每個 10 x 10 英尺展位均將設置 8 英尺高後帷幕和 3 英尺高側隔板。每個展館均將以其顏色突出顯示，
以增強識別度。請參閱下列展館顏色，以暸解更多詳情。
300 平方英尺或以下的展位將收到一個附有 InfoComm 標誌的 7” x 44” 雙行識別標誌。超過 300 平方英
尺的展位可應要求提供一個附有 InfoComm 標誌的 7 x 44 英寸雙行識別標誌。
任何標準展位套組訂單均不包含電氣服務。可在「公用設施」索引標籤下找到電氣服務。

展廳地毯
展覽區域未鋪設地毯。一般通道將鋪設藍色地毯。展館通道地毯將因展館而異。每個展館均將以其顏色
突出顯示，以增強識別度。請參閱下列展館顏色，以暸解更多詳情。
您可向 Freeman 租用地毯，提升展位能見度。請參閱本服務手冊中的「地毯手冊」和「預訂表」。
展館顏色

展館

音訊
會議與合作
數位標牌
一般展品
現場活動
新參展商

通道地毯
Tuxedo
梅紅色
午夜藍
藍色
灰色
梅紅色

後帷幕 (8')

黑色、灰色和白色
黑色和灰色
黑色和灰色
黑色、灰色和藍色
黑色和灰色
黑色和灰色

側帷幕 (3')
黑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折扣價格截止日期
提早於 FreemanOnline 進行預訂，即可享有提前預訂折扣費率。於 2021 年 9 月 23 日前完成預訂。

參展商常見問題
欲進一步了解產品和服務、預訂和開立發票、運送貨物以及其他常見問題等相關資訊和實用建議，請前
往 FreemanOnline 常見問題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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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Comm 2021

會議：2021 年 10 月 23 日至 29 日
展覽：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
橙郡會議中心 (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
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FREEMAN 概要

展會時程

參展商佈展

展廳 A3-D2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展廳 A1-A2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展覽時間

2021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目標佈展
2021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目標佈展
2021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一般佈展
2021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一般佈展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一般佈展
202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一般佈展
2021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目標佈展
2021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一般佈展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一般佈展
202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一般佈展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4:00 至晚上 11:00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1 月 1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1:00

參展商撤展

展位拆除和撤展資訊

• 展館樓面的通道地毯移除後，Freeman 將立即開始歸還空容器。整個過程將持續幾個小時。
• 所有參展商物料必須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00 前撤離展場設施。殘留於展場設施的任何
物料將由 Freeman 重新安排貨運送回倉庫，相關費用由參展商承擔。
• 為確保所有參展商物料在參展商撤展截止日期前全部撤出展場設施，請安排所有承運人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8:00 前辦理登記手續。
展會後文書和標籤

我們的「參展商服務」部門將很樂意為您提前準備撤場「物料搬運協議和標籤」。填寫預訂表上的「撤
場物料搬運」部分，即可在展會現場取得您的文書資料。展會結束，安排提取展品時，請確保承運人知
道您的公司名稱和展位號碼。
過量垃圾和展位廢棄物

如有任何過量垃圾（包括展示材料、地毯、襯墊、板條箱和/或貨盤），我們將進行處置，並在參展商佈
展期間收取搬運費和處置費。在公布的參展商撤展時間結束時，留在展位且未貼有離場貨物標籤的過量
展位物料及/或文宣資料，將被視為遺棄物品並作為垃圾處理。我們將向參展商收取這些物品的移除和
處置費用。費用可能包括安裝和拆卸勞務服務、鏟車/吊索勞務服務和/或垃圾清運費。請撥打「參展商
支援」專線 (888) 508-5054 以取得估價。
FREEMANONLINE®

在 2021 年 9 月 23 日前在 FreemanOnline 進行線上預訂，即可享有折扣價。利用增強版 FreemanOnline，
您可以輕鬆享受新增功能，以及您所期待的 Freeman 高品質服務—於展覽之前、期間和之後。
欲進行線上訂購，須輸入您的專屬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若您是首次使用 FreemanOnline，請點按「建立
帳戶」連結。如要在不使用電郵連結的情況下存取 FreemanOnline，請造訪FreemanOnline。

如需 FreemanOnline 相關協助，請聯絡我們的參展商支援中心，美國和加拿大請撥打 (888) 508-5054
免付費電話，本地和國際請撥打 +1(512) 982-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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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營業時間

Freeman 服務中心在下列時段會有工作人員提供服務：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運送資訊

2021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11:00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2021 年 11 月 1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1:00

倉庫收貨地址：

參展公司名稱 / 展位號碼 ____________
InfoComm 2021
轉交 FREEMAN
10088 General Dr
Orlando, FL 32824

倉庫收貨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 至下午 3:30。

駕駛員必須在下午 3:00 前報到，以便於
抵達日卸貨。

Freeman 將自 2021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起於上述地址接收板條箱、包裝箱或滑動墊木包裝物料。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之後抵達倉庫的物料將被收取額外的截止日期後費用。請注意，Freeman 倉庫不
接收未裝箱貨物（鬆散、襯墊包裝物料及/或未使用滑動墊木機械）、貨到收款貨物、危險物品、需要冷
藏或冷凍儲存的貨物、單件重量超過 5,000 磅或尺寸超過 108 高x 93 英寸闊的貨物。倉庫收貨時間為星
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 至下午 3:30。所有貨物皆須附經認證的重量單據。若需要，請向您的承運人提
供下列電話號碼：(888) 508-5054。
展會現場收貨地址：

參展公司名稱 / 展位號碼 ____________
InfoComm 2021
轉交 FREEMAN
橙郡會議中心 (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
9800 International Dr
Orlando, FL 32819-8111

所有普通承運人和貨車運輸公司均應在調
車場辦理報到手續（請參閱隨附地圖）。

Freeman 將自 202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起，在展場設施接收貨運。在此日期前抵達的貨物可能會被設
施拒收。由於設施提前接收貨物而導致的費用，將由參展商承擔。所有貨物皆須附經認證的重量單據。
若需要，請向您的承運人提供下列電話號碼：(888) 508-5054。

本展會將執行調車作業。請參閱本服務手冊中的調車場地圖。

請注意：Freeman 收到的所有物料均將收取物料搬運費，並且此筆費用由參展商承擔。這亦適用於未經
由官方展會供應商訂購的物件。請參閱物料搬運表，了解服務費用。
請注意，物料搬運費並不包括展品處置。請聯絡 Freeman 以了解適用於展品處置的估價費率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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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508-5054 傳真：(469) 621-5605
ExhibitorSupport@freeman.com

(800) 868-6886
EventTechServices@freeman.com

FREEMAN 展品運輸

(800) 995-3579（美國和加拿大）
+1 (512) 982-4187（美國境外）
+1 (817）607-5183（國際運送服務）
(469) 621-5810 傳真
exhibit.transportation@freeman.com
訂購條款

Freeman 可能修改本「訂購條款」，恕不另行通知，本條款適用於所有提交予 Freeman 以訂購商品或
服務的訂單。欲檢閱現行「訂購條款」，請點按此處。
勞務服務資訊

可能需要工會勞務服務來協助安裝並拆卸您的展品。請詳閱「勞工管轄權」來決定您的需求。監督
Freeman 勞務服務的參展商需要在 Freeman 服務中心接回和解散其僱用的勞工。有關「正常工作時段」
和「加班時段」，請參閱預訂表的「勞務服務」內容。
協助

我們衷心希望您有個成功的展會。如果您需要我們的協助，請撥打「參展商支援」專線 (888) 508-5054。
十分感謝您的惠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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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承包商連絡方式/資訊：

翻譯服務
Freeman 很高興為我們的國際參展商提供涵蓋 150 種語言的快速口譯和翻譯新服務。此服務不僅可以
提供三方對話口譯服務，還可以翻譯來自客戶的電郵。如需此服務，請聯絡 Freeman 參展商支援部
門，美國和加拿大請撥打 (888) 508-5054 免付費電話，本地和國際請撥打 +1(512) 607-5000。

實用建議

節省費用
提早於 FreemanOnline 進行預訂，即可享有提前預訂折扣費率。於 2021 年 9 月 23 日前完成預訂。
避免延誤
提前運送貨物以避免延誤。貨物延誤抵達展會現場將浪費您的金錢和時間並影響您的業務！

安全提示
請使用梯子，不要使用椅子。站在椅子、桌子和其他租用的家具上是不安全的行為，可能會對您或他人
造成傷害。這些物品並非用於支撐站立體重。
注意周圍環境。在佈展和撤展期間，您處於環境不斷變化的活躍工作區域。請注意安全。小心障礙物以
及使用中的機器和設備。
請留意滑板車和鏟車。這些車輛的駕駛員可能無法看到您。
請避開碼頭區域、卡車和拖車。這些區域可能特別危險。

請小心避免電擊、物品掉落和物料損壞。請勿將物品或設備附在為您的展位提供的帷幕或金屬框架上。
這可能導致嚴重傷害或損壞物料。
佈展、展覽和拆卸期間，未滿 16 歲的任何人均不得進入展廳或展場。基於安全和責任考量，不得出現
例外。無論任何時候，嬰兒車皆不得進入展場。

Freeman 不運送或搬運危險物料。如果您要運送到展會的任何物料屬於此類別，請聯絡 Freeman 以確
保物料可進入設施並獲得協會許可。此外，如果經設施和協會核准，您將需要單獨安排經批准物料的運
輸和搬運，因為 Freeman 不運輸或搬運這些物料。
參展商或參展商指定的承包商 (EAC) 不得操作或使用任何電動升降機和電動物料搬運設備來安裝/拆除
展品。謝謝您的合作。
如有任何疑問或需求，請撥打參展商支援專線 (888) 508-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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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一般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