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冬季旅遊展參展業者報名表
一、 會展資訊
1.會展名稱：高雄冬季旅遊展
2.會展日期：103 年 01 月 10 日(星期五)至 01 月 13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3.會展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展覽館(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4.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5.主辦單位：高雄市國際會議暨展覽協會
博思達國際有限公司
6.協辦單位：台灣鄉村旅遊協會
千禧龍青年基金會
TTnews 大台灣旅遊網股份有限公司

二、 會展分區
本次旅遊展共分為國外旅遊區、國內旅遊區、縣市政府推廣區、美食
餐劵區、特色伴手禮及蜜月婚紗區六大區。
而「三寶二味一珍」為金酒、一條根、陶瓷、麵線、貢糖及鋼刀等六
大特產，雖已成為金門的代名詞。但為強化金門縣觀光產業的發展，本活
動企劃期望透過此次高雄冬季旅遊展的展出，藉由金門特色物產攤位與各
項主題宣傳活動的行銷模式，共同營造金門縣的能見度，並重新定義金門
地方特色產業。
並藉由帶領金門地方特色產業業者參加台灣區大型商旅展，推動金門
地方產業業者積極參與各型展覽，於參展過程中與其他地方業者相互交流
與學習，透過不同以往之攤位設計方式，同時結合時下流行之宣傳節目引
入，改善業者傳統單向推銷產品，欠缺與消費者雙向互動之舊式銷售模式，
積極突破社會大眾對「金門展」之刻板印象，展售期間執行單位亦將主動
適時提供服務，以達交流學習示範之功效。

三、 攤位與報名資訊
1.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01 月 04 日(六) AM 10：00 前，回傳報名表且確
認資料無誤後，始可完成第一階段報名程序。若報名業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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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攤位數，則於報名截止後，於 01 月 04 日(六)AM11:00
由執行單位以電腦隨機抽籤，並於 PM14:00 通知入選廠商。
2.報名費用：每攤新台幣$2,500 元，作為活動宣傳使用 (每間業者 1 攤
為限)。
3.保證金：新台幣$10,000 元
4.攤位數：8 攤
5.攤位編號：2002-2008、3002-3008
6.攤位特色：位於主要走道，具雙邊角位。
7.攤位配置圖：攤位編號 2002-2008、3002-3008

金門展區

高雄冬季國際旅展攤位設置平面圖

四、 業者須知
1.參展業者請填妥附錄一、二之回函表格後，於 103/01/0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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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6:00

前傳真至：04-2295-4449，旋之恆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報名截止後，如報名人數超過 8 攤名額，由執行單位以電腦隨機抽籤，
決定入選廠商。
3.參展業者須於 103/01/06(一)前完成繳交保證金新台幣 10,000 元與報
名費用新台幣 2,500 元，以銀行/郵局匯款或 ATM 轉帳進行繳費，並於
103/01/06(一)PM16:00 前須將繳費證明回傳且來電確認，如未完成繳
費與報名程序者，即喪失參加資格，並由候補廠商遞補，廠商不得有議。
匯款資訊：
戶

名：旋之恆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匯款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文心分行
匯款代碼：2080-01-0000210-3
4.於展期結束後，主辦單位確認場地與裝潢設施無損毀後將保證金(新台
幣 10,000 元)全額退回，參展期間若有造成場地或裝潢設施損毀者，將
扣除賠償金額後返還剩餘金額。
5.參展業者販售之物品與相關器材，請於 01/09(四)始可寄至：高雄國際
會議中心展覽館(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並由各參展廠商單位
留下廠商聯絡人資訊，於當日逕行簽收與點清，本單位恕不負保管之責。
6.展售期間販售之物品，須依營業稅法則施行細節第四條及統一發票使用
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請業者於展示期間內務必攜帶統一發票，若有販賣
行為，請據實開立統一發票，免開立統一發票之業者，也請攜帶合法收
據。
7.本次活動展出時間：103/01/10-01/13 AM10：00 ~PM18：00，工作人
員進場時間：103/01/09-01/10 AM9:00，103/01/11-01/13 AM9:30。
8.每家參展業者至少需派遣 1 人到場支援，請一併於回函處填寫支援人
數與姓名(至多 3 人)，以利製作相關名牌，執行單位於展期中，僅協助
收銀工作。
9.參展業者於展出時間，攤位內應自行就防火、防盜為必要之注意措施，
進出場作業期間，業者之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執行單位不負保管之責。
10.使用動力電源廠商應確實注意安全，不用時或每日離開會場前，應將
本身攤位內之電源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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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參展業者攤位內之清潔衛生請自行清理，垃圾及廢棄物請於每日展示
結束後放置於執行單位指示處，由大會清潔人員統一集中處理。
12.參展業者於展出期間應配合主辦單位場地使用規範，如有未盡事宜，
執行單位得隨時增補公告。

五、 展場活動
1.銅板商品：執行單位結合業者提供特價產品，每天 2 間業者將於不同時
段推出「50 元銅板商品」的每日優惠(原價市值需大於新台
幣 100 元以上)，以小包裝之主力產品，吸引消費者聚集，
結合體驗行銷的宣傳概念，引發後續購買意願，亦增加業者
人氣曝光度。
2.打卡按讚：活動期間民眾於服務區出示打卡按讚紀錄，經由工作人員確
認後，即可依當天公告的優惠帶回與業者配合特價之商品。
3.早鳥優惠：與參展業者配合，獎勵參加觀光展的早鳥們，特別規劃每日
前 66 位抵達金門物產攤位參觀選購的民眾，可至服務區兌
換獎品。

六、 聯絡方式
旋之恆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專案聯絡人：楊惠琄
電話：0980-131-737
傳真：04-2295-4449
地址：40667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三段 1023 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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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0 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金-金門整合型地方產業升級計畫
高雄冬季旅遊展參展 業者回函

店家基本資料
業者名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傳真電話
職稱
行動電話

業者回函
人
力
派
遣
銷
售
物
品

一、 人數：
人
二、 展場聯絡人：
三、 工作人員姓名：
工作人員姓名：
工作人員姓名：
一、
二、
三、
四、
一、 促銷商品(展覽期間)
1. 商品名稱：
2. 優惠內容：

，聯絡電話：
，性別：
，性別：
，性別：

須
配
合
活
動
請
務
必
填
寫

(

二、 □銅板商品(限量優惠)
1. 商品名稱：
2. 價格：50 元
3. 提供份數：50 份
三、 □打卡按讚(配合打卡按讚之活動)
1. 商品名稱：
2. 優惠價格：
元
四、 □會場活動摸彩品贊助(市值 500 元以上)
1. 贊助商品：
2. 數量：
※填寫完畢後，請於 103/01/04(六)PM10:00 前傳真至 04-2295-4449，旋之
恆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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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金門整合型地方產業升級計畫-高雄冬季旅遊展
參展同意書
願參與金門縣政府主辦之「金門整合型地方產業升
級計畫-高雄冬季旅遊展」
，共同執行參展及相關事宜，相關說明如下：
1. 參展前須繳交活動費用新台幣 2,500 元及保證金新台幣 10,000 元，待
撤場確認無任何損壞後退還保證金(新台幣 10,000 元)，參展期間若有造
成場地或裝潢設施損毀者，須依法賠償。
2. 參加之金門縣地方產業業者，須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之相關規定事
宜及參與展覽相關事務，以期達到參展之最大成效。
3. 參展期間倘若發現有異常情況或違法者，執行單位得要求參展之業者立
即改善，若未立即改善者，執行單位得逕行撤離該店家之商品。
4. 展出期間，攤位內應自行就防火、防盜為必要之注意措施，進出場作業
期間，參展廠商之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本單位不負保管之責。
5. 廠商不得攜入或展出易燃、易爆之各種危險產品，或具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示範操作，以致發生任何意外事故造成會展展覽受阻，相關責任將由
本次旅展主辦單位逕行裁量。
6. 參展業者於展出期間應配合主辦單位場地使用規範，如有未盡事宜，執
行單位得隨時增補公告。
參展業者：

中 華 民 國 ：

(負責人簽章)

年
2

月

(公 司

章)

(填 寫

人)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