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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會場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一樓演講廳 

展會日期：109 年 8 月 21 日(五)至 109 年 8 月 23 日(日)，共 3 日 

開放時間：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活動定位：B2C 銷售為主，亦歡迎 B2B 採購 

展會商品介紹及大會服務 

類別 區域 商品種類 

交易區 進出口食品 1. 當季進口水果 

2. 常溫包裝食品（穀物、澱粉、堅果及種子、油脂、糖類

等） 

3. 罐裝飲料（限非酒精及可常溫保存之飲品等） 

4. 加工調理食品（含非冷凍保存食品或調理包、真空保存

肉乾及糕餅點心、常溫罐頭、調味料及辛香料等） 

文創品牌商

品 

1. 3C 電子及配件（含小家電） 

2. 玩具及禮贈品(不含食品等) 

3. 服飾及週邊配件商品(含衣褲、袋包、帽、鞋、眼鏡、

鐘錶、各類飾品等） 

彩妝保養商

品 

1. 美體沐浴：沐浴乳/皂、髮類護理、纖體乳、手足護

理、香氛/香水、體乳/按摩油等商品。 

2. 臉部部分：臉部清潔、乳液/面霜、面膜，精華液、安

瓶產品、眼唇保養、美顏儀器、防曬噴霧/乳等。 

3. 彩妝用品：粉底、蜜粉、BB 霜、眼唇彩妝用品、刷

具、美甲彩繪相關用品。 

服務台 會場服務台 會場活動廣宣、會場秩序維護及整潔、放置各文宣品、緊急

醫護站、車輛進出入登記及臨時倉庫進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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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重要時程 

No. 重要事項 時間 備註 

1 報名資訊公告 公告報名日起  

2 報名資料繳交截止日 7/17(三) P19-P20 

3 繳交參展費用截止日 7/24(五)  

4 攤位協調會 7/27(一)當周  

5 其他附件資料申請截止 8/19(三)- 8/23(日) P21 

6 活動廣宣起迄日 8/1(六)-8/23(日)  

7 開放申請預約直播時段 8/3(一)-8/7(五)  

8 會場佈置 8/20(四) 17:00 以後 

9 廠商進場 8/20(四) 

8/21(五) 

18:30-19:30 

07:30-09:30 

10 活動展期 8/21(五)~8/23(日) 10:00-18:00 

11 每日舖貨時間 8/21(五) 

8/22(六) 

8/23(日) 

18:30-19:00 

08:30-19:00 

08:30-18:00 

12 廠商問卷調查 8/23(日) 下午 6 點前 

13 廠商撤場 8/23(日) 下午 8 點前 

參展報名及繳費方式 

攤位費用 每攤位計新台幣 8,000 元整 

攤位說明 ⚫ 每家廠商僅報名一個標準攤位，不接受不同公司合併報名，亦不

得私下轉售攤位，經主辦單位發現者，以退展方式處分，並不退

還原繳納之報名費用。 
⚫ 每依標準攤位大小為長 180cm*寬 225cm，攤位布置物不得超過

該攤位所訂之範圍。 
⚫ 攤位提供：空地面積（包含基本管理及場地清潔費），並提供每

攤位基本電力 110V 500W 插座一個、180cm*45cm 長形桌２

張、摺疊椅 1 張及公司名稱橫幅輸出一式。 
⚫ 額外提供產學網紅直播服務：1 個時段（30 分鐘）。 
⚫ 報名手續完成後退展者，所繳費用依本活動所制定之退費規定退

還予廠商，主辦單位有權遞補候補廠商。 

報名手續 報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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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告日起至 7/17(三)下午 4 時止，預計招募 22 家廠商，因攤位數

有限，以郵戳為憑，報名額滿即截止受理，若遇郵戳日期相同者，

以應繳資料齊全者優先，續以抽籤決定。投遞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

否清晰，並保存「郵件收執聯」以備查考。 

報名方式： 

填具本活動參展手冊附件之報名表後，將相關附件資料以「掛號郵寄

方式」至「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4 樓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台灣好物暨進口品牌推廣會 收」，信封上請註明「2020 台灣好

物暨進口品牌推廣會報名表」。連絡電話       02)2581-3521 分機 435

葉先生或 431 林小姐。 

繳費方式： 

1. 支票繳款： 

抬頭：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支票到期日：請開立畫線禁止背書轉讓的即期支票，到期日為

109 年 7 月 24 日。 

2. 匯款繳費： 

銀行戶名：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收款銀行：國泰世華銀行松江分行 (分行代號：0130280) 

收款帳號：028-01-0050270 

※報名後，經主辦單位通知，請於一周內完成繳費，費用一經繳

納，廠商應遵守本活動公告之退費規定，如遇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

或天災人禍等情事，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協助廠商辦理延期或

退費等事宜。 

退費規定 

(一) 如廠商已完成報名本次活動並繳交報名費用者，因故須退展，須填寫「廠商退

款申請書」，向主辦單位正式提出申請。 

(二)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地震、火災、水災、戰爭、瘟疫疾病等，以致廠

商不得不辦理退展，須依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公告是否辦理廠商退款或活

動延期等情事，且廠商不得異議。 

(三) 退費標準 

1. 如活動 24 天前(7/28 前)申請，扣除作業手續費後，全額退費。 

2. 如活動 15-25 天前(7/27-8/6)申請，按攤位報名費用酌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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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活動 15 天內(8/6 起)申請，則考量主辦單位已協助該廠商製作各項文宣

及行銷活動，以茲主辦單位人物力成本及資訊錯誤，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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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攤位協調會 

(一) 本活動攤位協調會日期暫定 109 年 7 月 27 日(一)當周進行，暫定於本會 2 樓

咖啡書廊辦理，並進行推廣會活動說明，經大會通知而未親自到場抽籤者，由

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不得異議。 

(二) 於報名截止後，由主辦單位依會場設施情形及報名狀況，確定最終規劃各區攤

位後，最終於廠商協調會時，公開分配。 

(三) 攤位分配順序：依廠商報名時間順序優先圈選，如遇同日期報名者，按完成報

名手續順序來決定優先圈選順序，如完成報名手續亦同者，於說明會當日共同

抽籤決定順序。 

(四) 主辦單位如事實需要時保有最終廠商入選及攤位更動權，報名之廠商不得異議。 

 

展會注意事項 

執行相關單位聯絡資訊 

(一) 會場-執行主辦窗口：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4 樓 

電話：+886-2-25813521 

展務聯絡人：葉書維專員、分機 435，E-mail：gtpp@ieatpe.org.tw 

行銷聯絡人：林之婷專員、分機 431，E-mail：itc@ieatpe.org.tw 

Facebook 活動粉絲專頁： 

(二) 會場-場務服務窗口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會議場地中心 

聯絡人員：楊銘祥經理 

連絡電話：02-25813521#252 

交通資訊 

(一) 會場出入口：本會場出入口位於本會(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2 樓大廳進

出，詳如下圖。 

(二) 會場交通方式： 

公車 
站名：民權松江路口（行天宮） 



 

8 

松江路：26、41、49、63、72、105、109、113、203、214、222、

225、226、279、 280、290、松江－新生線、三重客運（長庚大學~行天

宮） 

民權東路：5、33、41、49、63、214、225、285、505、527、612、

617、642、801、 敦化線 

捷運 
中和新蘆線，站名：「行天宮站」，由 4 號出口出站後左轉，步行約 2 分鐘

即可到達。 

開車 
沿國道一號前往台北的松江路。從國道一號的「23B-圓山號」出口下交流

道，接著走松江路 350 號即到達目的地。 

 

活動位置地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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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門口示意圖 

(一) 進撤場停車場進出須知(適用於所有廠商)： 

1. 進/撤場相關規定 

◆ 本會場進/撤場之臨時停車場請於本會後方停車場（請將車輛繞至錦州

街 231 巷，沿指示標於本會後方露天平面停車場進出）及地下 B1 停車

場（請廠商由松江路停車場入口進出），車輛進出路線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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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活動事項開放時間如下： 

No. 事項 開放時間 備註 

１ 廠商進場 8/20(四)18:30-19:30 

8/21(五)07:30-09:30 

進場車輛進出請於

8/19(三)中午 12 時前向

主辦單位申請。 

２ 活動展期 開放日期：8/21(五)至

8/23(日) 

開放時間：10:00-18:00 

 

３ 廠商補貨 1. 8/21(五)18:30-19:00 

2. 8/22(六)08:30-19:00 

3. 8/23(日)08:30-18:00 

1. 臨時車輛進出請先

聯絡服務台人員並

辦理車輛進出登

記。 

2. 活動展期期間，廠

商車輛皆可憑「臨

時車輛進出入證」

進場補貨。 

４ 廠商撤場 8/23(日) 18:00-20:00 撤場車輛進出請於

8/23(日)中午 12 時前向

主辦單位申請。 

 

◆ 進場佈置期間，會場內任何建築體(含天花板及本會場所鋪設之管線道路)

均不得釘、敲、槌、漆及任何形式之破壞，亦嚴禁使用鋼釘或噴漆電焊等

施工方式。 

◆ 地面不得挖掘、鑿洞、改變或使用鋼釘，如鋪設地毯時，禁止使用強力膠

及其他黏著劑，以免造成地面破損、髒污、復原困難。 

◆ 大型展品如機械類搬運時應提離地面，嚴禁在地面拖拉，以免破損，造成

地面修 復困難。 

◆ 嚴禁任何廠商之展物於會場中以任何形式自行施工吊褂，如需進行上述

施工請先行與場務人員聯繫並告知預計施工內容，由場務人員評估可行

性後，得續進行施工，如遇違反情形導致本會場牆面、攤標場地或基本配

置之桌椅損毀者，須依 IEAT 會易中心場佈規定辦理賠償。 

◆ 進場所有物品包含：廠商道具布景、展品、庫存消費商品等嚴禁阻擋於消

防設施及逃生標示標誌及通道前，進場施工延伸之回收或廢棄物等，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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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進場完成後由施工單位或廠商自行回收或帶離會場丟棄，嚴禁隨意丟

棄於會場內，違者將依規定酌收清潔費 2,000 元；另外，進撤場及展售

期間，各廠商須派員全程照料展品及布置物，貴重物品請自行隨身保管

或派專人保管，若有損失，主辦單位一概不負責。 

◆ 撤場施工期間，除基本攤標配置物品外，其他自行攜帶佈置之展物，請於

撤場時一併撤離，執行主辦人員將於 8/23(日)20:00 驗收會場場復情形，

參展廠商請準時於 20:00 完成拆除所有場佈材料及其他施工物品，俾利

主辦單位人員驗收。 

◆ 廠商進/撤場及每日鋪貨車輛管理： 

➢ 進場車輛進出申請預先於 8/19(三)中午 12 時前提出申請單；撤場車

輛進出申請預先於 8/23(日)中午 12 時提出申請單，若有逾時申請者

暫不受理。 

➢ 每日補貨進出車輛申請分時段：8/21(五)當日下午需補貨者，請於

8/21(五)當日下午 4 時前向會場服務台人員登記並領取臨時車輛通

行證即可入場鋪貨；8/22(六)或 8/23(日)最早補貨時間為早上 8 時

30 分起進場，請廠商於鋪貨前一日下午６時前向會場服務台人員辦

理登記並領取臨時車輛通行證，若有逾時申請者請於當日上午主動

聯繫主辦單位服務台或場務人員。 

➢ 因本會地下 B１及後方露天停車場之車位數有限，進撤場時每家廠

商須配合停車場管理人員指引停放車輛，並依原申請之預定時間進

出並裝／卸展品及商品，，裝卸完畢後得依停車場管理人員引導駛

離臨停車位。 

➢ 請勿將車輛停放於車道上，避免影響他人使用權益；裝卸貨時，除配

合引導停放於指定車位外，下車時請司機關閉引擎，避免造成不必

要之公共危險。 

➢ 本會地下 B1 停車場進出車輛限高 1.8 米，切勿超過限高，若造成

建物或相關物品損害須依價賠償，停車場內暫不開放借放展物或商

品，若於展期間有遺失或損毀請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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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場地配置 

(一) 場地配置：每攤位尺寸 225*180cm，預計 22 個攤位，攤位配置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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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攤位平視配置：編號 1-16 為攤位 A；編號 17-22 為攤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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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攤位說明 

(一) 攤位標準配備項目 

Ｎo. 配備項目 數量 單位 

1 公司名稱橫幅輸出或立架 1 式 

2 長形桌(45*180cm) 2 張 

3 一般折疊椅 １ 張 

4 延長電力插座(非中間攤位) 1 個 

５ 廠商參展證 2 張 

※一家參展廠商初發給２張參展證，若於展售期間不敷使用者，可臨時向服務台人

員申請，以示進出入登記，至多加領以４張為上限。 

(二) 布置物及展品物注意事項 

◆ 如有自行輸出宣傳品需求，請於標攤尺寸範圍內擺放，各廠商活動宣傳海報部分請

張貼於本活動會場牆面或海報架指定位置或桌緣處。 

◆ 嚴禁泡棉式雙面膠、紙類雙面膠、透明膠帶、亮面膠帶或強力膠等附著物黏貼非標

攤場地之牆面，會場內標攤佈置以布膠、黏土、無痕膠帶為限，如使用其它工具黏

貼致殘留痕跡，經場務人員驗收確認後，須於展期結束後繳付一次性清潔費 2,000

元，如傷及裝潢需照價賠償。 

◆ 電力配置：本會場每一標攤場地提供電力插座(110 伏特)1 個(中間攤位會另規劃一

處充電區)，展會期間至多提供免費用電 500 瓦，嚴禁廠商私自於會場內接取電源，

違者將由主辦單位予以警告，若因違反規定造成公共危險或設備、財物損失或人員

傷亡時，由違規之廠商負擔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 廠商布置展品或宣傳物應於各自標攤場地內為之，展覽期間不得占用其他標攤場地

進行推廣或銷售，且不得占用走道，妨礙人流動線與安全。 

◆ 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請盡量使用節能省電燈具或電器用品，避免使用高瓦數

功率之展品。 

◆ 會場內嚴禁使用任何形式所產生火花、明火之特效（如爆點、煙火、火花瀑布、蠟

燭、可燃氣體、粉塵或火焰等），且因會場場地有限，為避免造成會場跳電及其他

公共意外，嚴禁使用加熱用品（含煮熱水壺、微波爐、烤箱、電烤盤、水波爐、蒸

氣爐等），會場內佈置陳設請盡量以防焰、防火材質為主。 

◆ 其他注意事項若有不盡之處，則依 IEAT 會議中心公告「場佈及會展廠商注意事項」

辦理，公告網址：https://reurl.cc/ZOod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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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臨時倉庫配置說明 

◆ 本活動規劃一處「臨時倉庫」，僅提供需求廠商存放原攤位「貴重展品」、「活動

用庫存贈品或試用品」或「少量庫存商品」等物資，請廠商於填寫申請表時一併勾

選需求，主辦單位將視廠商需求規劃各廠商擺放區域（依編號排序），並於 7/27(一)

當周召開協調會公告各廠商擺放區域說明。 

◆ 因場地有限，廠商不得要求及自行選擇擺放區域，一切遵照主辦單位安排，亦不得

隨意擺放於其它攤位預定倉儲區域，影響其它廠商權益。 

◆ 臨時倉庫預定開放時間如下： 

No. 開放日期 開放時間 

１ 8/20(四) 18:30-19:30 

２ 8/21(五) 07:30-19:00 

３ 8/22(六) 08:30-19:00 

4 8/23(日) 08:30-18:00 

 

◆ 活動主辦單位將派服務台工作人員負責管理臨時倉庫，並設置攝影機隨時錄影監控

倉庫內各人員進出狀況，若廠商於進/撤場及活動展期有進出入需求者，請主動聯絡

服務台人員。 

◆ 本臨時倉庫僅提供上述廠商物資倉儲服務，針對倉庫保管安全問題，一概不負全責，

如發生倉儲內物資遺失、損毀等情事，主辦單位可協助廠商調查上述情況，並請肇

事者針對原物資照價賠償或負相關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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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期間應注意事項 

(一) 參展人員： 

◆ 參展廠商進/撤場及展售期間應配戴參展證，使得入場。一家參展廠商初

發給２張參展證，若於展售期間不敷使用者，可臨時向服務台統一發給

參展證，至多加領以４張為上限。 

◆ 車輛進出入通行部分請向主辦單位服務台人員申請。 

◆ 展售期間請廠商自行處理買賣行為（以現金、簽帳或信用卡、行動電子支

付等付款方式），並請依法開立統一發票或收據，如因開收據導致糾紛、

受罰，該廠商須自負所有法律責任。 

◆ 嚴禁販售仿冒商品：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本活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

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之商品，若主辦單位發現以上情形，除請

廠商立即停止展售外，且所收之報名費用一概不退還；如活動主辦方因

而連帶涉及法律責任，該廠商須負一切賠償及相關法律責任。 

◆ 活動主辦方將於 8/22(六)中午 12 時發送「廠商展售後意見調查表」乙

份，並於展售最後一日 8/23(日)下午 4 時回收，請廠商配合填寫，其問

卷內容將予以保密，並僅供主辦方成果結案分析及未來續辦理活動之參

考。 

◆ 除服務台設定之音樂或廣播外，所展出之音響器材，需設置隔音設備或

耳機，以免造成噪音。 

◆ 廠商於展售期間請勿從事政治性，或利用視聽設備播放政治性資訊及發

送政治性傳單，違者將立即終止廠商展售資格。因展售期間，廠商因展售

方式衍生髒亂、惡臭或超過 80 分貝以上噪音，或導致影響其他攤商展售

之行為，經主辦方確認情形屬實，將先以口頭警告之，若不聽規勸改善

者，主辦方有權終止其廠商展售資格。 

◆ 為避免妨礙觀瞻及行走動線，各廠商宣傳單發放僅限於報名攤位內，不

得佔用公用走道或其他攤位區域。 

◆ 若廠商展售之產品如不願讓參觀者拍照或錄影，請自行加設「請勿拍照」

或「請勿錄影」之中英文標示牌，惟對持有主辦單位所發記者證者，請盡

量配合以利宣傳工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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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險注意事項 

◆ 進/撤場及展售期間，活動主辦方將配置 1-3 名工作人員協助管制進出入

秩序及安全，且惟主辦方提供之基本標攤配備物品外，其他各廠商展物

及商品須派人照料且自行保管，若有損失或毀損之情形，活動主辦方概

不負責。 

◆ 主辦方提供標攤上基本配備物品如廠商發生操作不當或疏忽以致物品損

毀或遺失者，須照主辦方配合之供應廠商最後報價賠償。 

◆ 進/撤場及展售期間，應加強安全防護措施，廠商宜視需要自行投保（如

竊盜險、火險等），並於每日展售結束時，將貴重物品收好或暫放臨時倉

庫統一上鎖保管。 

其他注意事項 

◆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菸害防治法自 98 年 1 月 11 日起，「室內公

共場所」及「三人以上室內工作場所全面禁菸」，於禁菸場所吸菸，最高

處新台幣 10,000 元罰款。敬請告知貴單位展售業務人員或裝潢施工人

員(含進/撤場施工期間、展售期間)勿於場內吸菸。 

◆ 攤位上不得嚼檳榔及放置易燃物品。 

◆ 展覽期間(含進退場)參展廠商如因債務、個人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導致

他人至其攤位或會場外鬧事或進行抗議，進而影響會場之秩序及形象，

主辦單位有權終止其廠商展售，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主辦單位如因此牽

連訴訟或受到其他損害，該廠商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 嚴禁在展售會場內外，及出入口等公共場所散發非展售商品之宣傳單、

海報，如有違法之處，一切法律責任由參展廠商自行負責。若有相關展售

商品文宣可派放於服務台，如需派發文宣品，請記得勿擋到會場出入口

動線及影響其它攤商展售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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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項申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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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物暨進口品牌推廣會】參展廠商報名表 

郵寄
文件
內容 

1. 報名表 1 份（蓋公司大小章之正

本） 

2. 最近一期產品型錄 

3. 聯絡人名片一張 

 

報名序號(由主辦方填寫) 

 
 

年  月  日  時  分收件 

一、 基本資料填寫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品牌名稱：(中)___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 __。 

廠商名稱：(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廠商簡稱：(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於攤位地圖，宣傳ＤＭ等所列出之名稱，中文請勿超過 6 字，英文請勿超過 12 字，英文請以大寫字母填寫，如此項未填，主辦單位決定) 

廠商地址：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市(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廠商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網站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Ｅ-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聯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料供參展聯繫用，如更換承辦人，敬請通知主辦單位) 

二、 展售商品資料 

商品類別：□進出口食品   □文創品牌商品   □彩妝保養商品 

※商品類別攤位區域代由主辦單位視報名狀況規劃，恕無法指定，報名採時間優先順序排列並統一抽籤，如攤位選定後亦不可更換。 

是否有臨時倉儲需求：□是  □否（因場地有限，臨時倉庫僅提供放置貴重展品或庫存贈品、試用品及部分庫存商品等） 

展售商品(請填寫品名，先請填寫 1-2 項，其他優惠商品請提供「最近一期產品型錄」或填寫「展售商品明細表」 

商品名稱 商品規格 原定價格 期間優惠價格 

1.    

2.    

三、 規範切結聲明 

本公司已詳閱並承諾遵守本展參展手冊內制定之活動辦法及展售期間販售之商品均符合安全規範，

並同意上述所列各項條文內容，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自負一切法律賠償責任及相關賠償處分。 

 

 

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填表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1-參展廠商報名表 
郵寄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號 4樓 

郵寄單位：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貿易服務處「台灣好物推廣會」

收 

公司 logo照片 

(須提供電子圖檔給主辦單位 

檔案形式須為 AI 或 PNG 檔) 

以上個人資料僅供本會辦理展覽或貿易推廣相關活動，透過電話、郵件等通訊方式與提供資料之個人聯繫接洽用。提

供資料之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

利用。5.請求刪除。如欲行使以上權利可洽本活動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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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商品明細表(請填寫主要商品 5-10 項) 

廠商基本資料 

廠商名稱  攤位號碼 (主辦單位後填) 

商品類別 □進出口食品   □文創品牌商品   □彩妝保養商品 

展售商品明細 

商品型號 商品名稱 商品照片 定價 折數 優惠價 備註 

例: SOS110M-

603 

健康果汁機  $4,600 70% $3,220  

 
  

   
 

 
  

   
 

 
  

   
 

       

       

       

       

       

       

       

◎請附公司簡介、品牌介紹、產品型錄。

附件 2-展售商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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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車輛通行證申請表 

攤位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參展廠商基本資料 

廠商名稱：  

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現場聯絡人員資訊 

現場聯絡人姓名： 電子郵件：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填寫進／撤場車輛資訊 

⼞進場 

【8/20(四) 18:30-19:30】 

車輛牌照號碼： 

司機姓名： 

連絡手機： 

【8/21(五) 07:30-09:30】 

車輛牌照號碼：  

司機姓名： 

連絡手機： 

⼞撤場 
【8/23(日) 18:00-20:00】 

車輛牌照號碼：  

司機姓名： 

連絡手機： 

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 

1. 申辦窗口：葉專員，電話：02-25813521#435，E-mail：gtpp@ieatpe.org.tw 

          林專員，電話：02-25813521#431，E-mail：itc@ieatpe.org.tw 

2. 進／撤場車輛進出申請可分批填寫，進場申請預先於 8/19(三)中午 12 時前提出，撤場申請於

8/23(日)中午 12 時前提出，若有逾時申請者暫不受理，填妥本申請表後請聯絡人於下方簽名回

傳置申辦窗口 E-mail，主辦單位受理申請單後會用印回傳給廠商再次確定進/撤時段及進出說明，

當日車輛請憑此單影本進/撤場。 

3. 因本會後方露天平面停車場及地下 B１停車場之車位數有限，進撤場時每家廠商須配合停車場管

理人員指引停放車輛，裝卸完畢後得依停車場管理人員引導駛離臨停車位。 

4. 請勿將車輛停放於車道上，避免影響他人使用權益；裝卸貨時，除配合引導停放於指定車位外，

下車時請司機關閉引擎，避免造成不必要之公共危險。 

5. 本會地下 B１停車場進/撤場車輛限高 1.8 米，切勿超過限高，若造成建物或相關物品損害須依

價賠償，停車場空間暫不開放借放展物或商品，若於展期間有遺失或損毀請自行負責。 

廠商聯絡人簽名或蓋章 主辦單位申辦窗口簽名或蓋章 

  

 

附件 3-廠商車輛通行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