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臺南商展

廠商進場說明會資料

一、 進退場時間
(一)展出時間：2018 年 11 月 9 日(五)～11 月 11 日(日)
(二)進退場時間：
日期

項目

裝潢進場

佈展進場

11/7
(三)

11/8
(四)

開放時間
工作人員
進場時間

展覽日期
11/9(五)

---

9:00

11/10(六)

撤場
11/11(日)

10:00~18:00

10:00

8:00
(請於 9:30
前準備就

8:30
(請於 9:30 前準備就緒)

11/11(日)
---

---

緒)
工作人員
撤場時間
備註

18:00

18:00~18:30

18:00 過後連
夜撤場

*每日開展前 1 小時工作人員可進場，

11/11(日)連夜

18:00

*請需裝潢的廠商於

撤場，車輛
11/7(三)進場，其他廠 敬請佩戴工作證，始可通行。
*每日閉展後 30 分鐘關閉電源，人員離 18:30 後始可
商於 11/8(四)進場佈
展。
場。
從北一門或北
二門撤場。
*11/8(四)13:00 開始鋪
設走道地毯，車輛不
得再進入展場。

二、 展覽地點
南紡世貿展覽中心(台南市仁德區義林路 77 號)─大成不銹鋼企業總部 斜對面
三、 進出場施工、開展、清潔等注意事項
(一)展場施工：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
1. 展場施工應照規定穿著繫載安全帽。
2. 二公尺以上作業禁止使用合梯，應使用高空工作車或以架設施工架或其
他方法設置工作臺。
3. 活電作業應配載絕緣防護器具。
(二)進退場廢棄物：裝潢佈置完成及拆除後之廢料，頇全部清理乾淨後運出，
未清理乾淨者除罰款貳仟元之外，若由主辦單位代為處理，雇運費用由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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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廠商負擔。
(三)清潔：本展只負責走道之清潔，攤位內之清潔請各廠商自行負責，並於每
日閉館後，請清除各自攤位周邊垃圾，以保持展場整潔。
(四)裝潢：(請裝潢廠商遵守下列規定，違規部分扣除保證金之外，若有破壞情
形請照價賠償。)
1. 依展場規定，消防箱前不得設置攤位及堆放障礙物，電箱前不得封閉且
嚴禁擋住消防逃生指示燈。
2. 本展覽場地不得裝潢超過 4 米高度之攤位。
3. 投射燈裝設應採取由上往下投射方式。
4. 裝潢時不得將裝設於地板或牆柱上之配電箱，電話出線盒及給水口，消
防栓等予以封塞，以免影響電源、電話及供水之接裝。
5. 在展館內施工時，不得使用空氣壓縮機噴塗油漆或罐裝噴漆，以免造成
空氣污染，妨礙他人工作。
6. 佈置展品或飾物時，不得超出所訂攤位範圍，不得佔用公共通道及其上
空位置以致妨礙交通與安全，施工廢料及包裝材料應自行運離展場，不
得堆置於公用走道或任意棄置。
7. 參展廠商施工、搬運及操作展品時，如有損壞展覽會場設施，參展廠商
應負責修護或賠償損失。
8. 裝潢時如需用木板，請勿在展場中鋸，應事先鋸好，再到場內組合。
9. 自行裝潢之攤位，應符合主辦單位提供之標準配備，以維持展示會之水
準，未達標準配備之裝潢要求者，視為違規參展，主辦單位有權利立即
停止其展出。
10. 裝潢佈置，僅限於廠商展覽區域範圍內，場地內外公共設施（如空地、
通道、公共牆面、大廳、太帄門、消防栓等）不可佔用、封閉、改裝或
張貼宣傳品。
11. 在出租區域範圍外與該展覽有關之廣告布旗、宣傳看板、展示路標等一
切設施需於主辦單位指定位置設置，費用由參展廠商自行負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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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天花板及其下方所設置之各式照明燈、指示燈、空調及電纜管道等，禁
止拆遷、改變、懸掛裝材、旗幟、展品、照明燈具等以免掉落，造成傷
害。並不得在天花板懸吊物品或套鐵絲繩索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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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為維護展示場地用電安全，凡需接裝動力用電及在攤位裝設投射燈、廣
告燈等照明用電者，除頇按規定期限申請繳費外，凡需要用動力用電或
照明超過 1000 瓦（1KW） 時，必頇將配電線路圖送交本會審查後，自
行交由合格電匠照圖施工。未提出申請自行配電者，本會恕不予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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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上因個人因素安裝、電器設備品質不良或使用不當，所導致之任何
財物損失及人員傷亡，該攤位參展廠商應負一切損害賠償及刑事責任。
16. 退場時，攤位上佈置裝潢均需拆除，若逾時不拆除復原者，由大會代為
僱工處理，所需費用由保證金中加倍扣繳。
(五)廠商進退場：(請參展廠商遵守下列規定，違規部分扣除保證金之外，若有
破壞情形請照價賠償)
裝潢進場時間：11/7(三)9:00-18:00
佈展進場時間：11/8(四)10:00-18:00
展期進場時間：11/9(五)8:00、11/10(六)及 11/11(日)8:30
退場時間：每日閉展後 30 分鐘內離場，最後一天連夜撤場。
所有展品之進退場必頇由配掛本次展示會工作證之工作人員運送。
展出期間，如頇運送展品進場，請於每日 9:30 前由指定入口進入，展出
期間，不得將展品攜帶出場，以便維持秩序。
7. 所有展品必頇展至最後一日 18:00 止，每日不得提前收拾或撒離會場。
提前撒離者，視為違反本展參展規定，主辦單位得視情況酌扣保證金，
廠商不得有異議。
8. 參展廠商請務必於開展前進場及佈置完竣，逾時未進場，沒收全額保證
金，廠商不得有異議。
9. 所有借用物品或設備，如有遺失損壞，一律照價賠償。
1.
2.
3.
4.
5.
6.

(六)進出場車輛管制：
1. 11/7-11/8 進出場車輛管制
 愛心好公益、汽車展示區、商圈主題館、政府主題館、親子好時光、
旅遊好好玩、後壁商圈、生活好品味、彼緹娃主題館、高第家居、
水誠主題館、農情好伴禮、在地小農主題區等展區請從北一門進場
卸貨。
 臺南市商業會、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世界名牌重機及機車大展、
小北百貨、相楹傢俱主題館、風格好時尚、臺灣好品牌(生活用品區)、
臺灣好品牌(美食伴手禮區)、桃園金牌好禮、臺南好味道等展區從北
二門進場卸貨。
 11/8(四) 13:00 開始鋪設走道地毯，車輛不得再進入展場，改由大門
口、西側厰商出入口處進場卸貨。
2. 11/9~11/11 進出場車輛管制
 開展期間補貨及卸貨管制：
 9:30 前(開展前)：可從大門口、西側廠商出入口處進場卸貨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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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9:30 過後(開展後)：禁止車輛於大門口入口處停車卸貨，請廠商
一律從西側廠商出入口處進場卸貨及補貨。
3. 車輛進出場時間請配合主辦單位之安排進行，以利進出場順暢。
4. 車輛於進場卸貨等務必將引擎熄火。

西側厰商
出入口

大門口

北二門
北一門
(七) 廠商停車注意事項：
請各位廠商配合大會指定區域停車，下圖藍色及橘色區塊盡量方便給民眾
停車。A 區停車位於 9:30 後才開始開放停車。

11/9-11/11
9:30 後開放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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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攤位供電時間：
展出日期

11/8(四)

供電時間

15:30

9:00

提醒(廣播)

─

17:50

關電時間

18:00

11/9(五)

11/10(六)

18:30

11/11(日)

依撤場時間而定

(九) 電信申請：
如需申請臨時電話、ADSL、Wi-Fi 之廠商，本大會不代為辦理，請依中華
電信申請辦法辦理。
(十)其它注意事項
1. 提供大會贊助品之廠商，請於進場時(11/7~11/8)交至大會服務台即可，
並領取工作證。
2. 11/9～11/11 期間，廠商及工程人員、工作人員等，進出展場請一律佩戴
工作證，始得通行。
3. 每日開展前 1 小時工作人員可進場，每日閉展後 30 分鐘關閉電源，人
員離場。
4. 11/7、11/8 進場佈置時間至 18:00 止，請廠商於規定時間內佈置完成。
5. 攤位編號若選到編號 11(農情好伴禮)、88-89(在地小農主題)、292-296(臺
南好味道)，請於 11/8(四)14:00 過後進場佈置。
6. 每日結束後，展場配有保全人員管制出入，以維護會場安全。惟主辦單
位不負保管責，各廠商如有貴重物品(如展示珠寶者)，請自行採取安全
措施保管之。
7. 展示會場不負責產品之安全，請廠商自行投保產品安全險以免萬一。每
日展出結束後，請自行保管貴重物品。會場將由主辦單位聘請之保全人
員看守，但不負保管責任。
8. 本次展覽地點為南紡世貿展覽中心，凡展覽期間，廠商與民眾頇收取停
車費，採每日計次制，汽車 50 元、機車 20 元。若再次進場憑當日停車
費發票可免再收費。進場期間(11/7-11/8)將不收取停車費。
9. 展出期間音響音量不得影響臨攤之安寧，最多不得超過 85 分貝。請共
同維護活動及展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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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11 撤場時間為 18:00 後連夜撤場，18:00~18:30 室內展區先收走道地
毯，以手推車搬離物品為主，18:30 後車輛始得進入展場搬運。
11. 廠商若有任何關於裝潢服務需求，請跟裝潢公司聯繫洽談需求細節。
12. 室內展區廠商於展出時間禁止使用瓦斯桶、明火設備，展出期間如發生
事故，由參展廠商負責一切損失。
13. 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適時補充之。
四、 廠商圖檔資料回傳
 以下圖檔若廠商尚未提供，請於最慢 9/21(五)前提供，以利製作臺南商展手
冊及宣傳（圖檔檔名請註明廠商名稱及用途），感謝各位的配合。
 圖檔請寄到 highlevel.promo@gmail.com(標題請註明：2018 臺南商展-廠商名
稱-活動名稱-商品名稱)。
圖檔資料

受理截止日期

1. 破盤商品：請提供商品圖檔，圖檔於手冊露出
2. 年終商品下殺 1 折起：請提供商品圖檔，圖檔
於手冊露出
3. 臺南購物節 App-臺南商展專屬優惠折扣券：請
提供商品圖檔或相關圖檔(如公司 logo)，圖檔
於臺南購物節 App 及官網露出
4. 舞台活動：請提供相關圖檔，圖檔於手冊露出
5. 手冊廣告：請提供廣告設計稿(1/6 版：
10cm*8.3cm；1/4 版：10cm*12.5cm；1/2 版：
21cm*12.5cm)，圖檔於手冊露出

9/21(五) 17:00 前回傳

備註：因手冊於 10/5(五)送印，以上圖檔逾期不候，若影響廠商之權利，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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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南商展
廠商進撤場回函(必填，請回傳)
如有裝潢需求之廠商，請填寫本回函。
※請於 10/ 11(四)前回傳至 FAX：06-6995041 或 tnnsoleil@gmail.com

廠商名稱
聯絡人

Email

連絡電話

手機
□ 大會裝潢：朝陽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TEL:06-6995020

工程進場

□ 自行裝潢
工程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裝潢進場時間

11/7(三)9:00-18:00

佈展進場時間

11/8(四)10:00-18:00

撤場時間

11/11(日)18:00 後，連夜撤場
11/9(五)~11/11(日)10:00~18:00

展出時間

※每日開展前 1 小時工作人員可進場，敬請佩戴工作證，始
可通行。
※每日閉展後 30 分鐘內關閉電源，人員離場。

請確認所有作業流程並確實告知相關工作人員，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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