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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屢破新高，龐大採購商機

2019年「世貿年貨大展」共邀請353多家廠商參

展，使用近600格攤位，除國內指標性政府單位

及知名廠商，如財團法人養殖漁業開發基金會、

糖菓餅乾公會、台北世貿廠商聯誼會、中華文創

展拓交流協會、澎湖縣工策會共襄盛舉外，更吸

引全球19個國家、68家廠商82個攤位參展，分

別為不丹、越南、澳洲、馬來西亞、印度、尼泊

爾、印尼、泰國、韓國、奧地利、南非、日本、

土耳其、西班牙、加拿大、美國、斯洛伐克、烏

克蘭、史瓦帝尼等，參觀人數多達32萬人次。

搶占春節商機，發揮最大參展效益

2020第7屆「世貿年貨大展」大會將延續辦理多

元年貨、送往迎來禮贈品採購盛會，提供世貿專

業展館與服務，期望成為參展廠商，歲末提升銷

售業績的最佳衝刺平台。

展覽介紹

消費零售族群
●展前募客活動：透過官網預約活動、滿額

贈、大會抽獎等各項活動，增加人潮提升

買氣、刺激消費。

●展期現場活動：透過展位活動宣傳、現場

限定活動直接與消費者接觸，進行體驗行

銷，促進買氣及商機。

●預約抓糖好運旺：以單手抓糖方式，抓到

的年節糖果即可通通帶回家！讓你吃甜甜

過好年，抓越多好運越旺！

●千元紅包免費送：過年大採購、年貨展大

方送！各式南北雜貨、年菜、乾貨等，只

要預約，千元紅包優惠立即送給您！

活動規劃

業界廠商優勢
●鎖定族群、極大化擴充市場規模

透過行銷活動推廣，觸及主打消費族群，

更可在既定市場規模中創造最大效應，別

於傳統，消費者免風吹日曬、一站式購足

各式年節食品、用品，為年貨採購最佳室

內平台。

●產業匯流、最佳化交互相乘資源

本次展覽擬邀請相關產業、公協會與政府

相關單位全力支持與參與，所有與會者共

同投入之相關資源以及行銷宣導，將透過

本次展覽集中所有能量，完全發揮匯流效

應，同時提升全體利益。

●品牌延伸、高效能提升口碑人氣

短期於展期間擴充最大市場規模，再從展

期中所有行銷推廣所完成之最大人氣效應

，達成本展最大目標與效能，創造每一個

參展業者最大的品牌延伸效應，成就其產

業內領導品牌地位。

參展效益



整合行銷策略 通路虛實並進，多元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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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內各大通路、廠商

及相關單位發送展覽資訊

，增加活動人潮及熱鬧度

，同時加強各單位認同感

，提升支持度。

應請政府單位、公

協會、品牌企業、

店頭通路、雜誌、

學校機關等共享資

源，達雙方互利。

每日舉辦多場活動，吸引媒

體、獲民眾青睞，直接與消

費者接觸，大量吸客至現場

，進而消費。

於網路報紙廣播雜誌電視等刊

登相關訊息，曝光度百分百。

透過官網、粉絲團

互動、關鍵字搜尋

、社群網站、手機

APP等工具，散播

展覽好康訊息。

針對數十萬喜好看

展的族群，發送活

動EDM，深度溝通

效果倍增。

公車、捷運車體廣告、路

燈旗等戶外資源宣傳。

2019展覽紀實



2020年貨大展暨禮贈品展

異國布料、特色商品、伴手禮等，以及來自日本、韓國、泰國、東南
亞等各國的零食。

一甲子老店、經典傳承老店、知名品牌。

飯店、餐廳、酒店、渡假村等。

冷凍食品批發之行業，包括冷凍點心、冷凍麵糰、冷凍蔬菜、冷凍漢
堡肉、冷凍火鍋用料、冷凍裹麵油炸食品、冷凍料理燒烤食品等，以
及熟食調理包、粉料滷包、即時調理包、即溶沖泡等。

年節用品禮盒、伴手禮、尾牙/春酒禮品、企業禮品等。

酒類、茶飲、果汁類、碳酸飲料、咖啡、其他(牛奶、豆漿、提神飲
料、運動飲料、可可、乳酸飲料)等。

堅果核桃、各式蜜餞、瓜子花生、開心果、軟硬糖、肉乾、鳳梨酥、
蛋捲、餅乾、花生酥、牛軋糖、巧克力、海苔等。

團購名店美食、人氣熱銷美食、網路超夯美食等，以及根莖菜類、葉
菜類、花果菜類、菇菌類、水果類等。

產前產後調理、彌月禮盒、嬰幼兒食品、親子旅遊、童裝、孕媽咪用
品、益智遊戲、兒童書籍。

保養品、頭髮保養、護膚商品、塑身器材、美容家電、按摩用品。

保健品、有機食品、護具、居家照護。

租車、旅行箱、露營用品、戶外服飾、旅遊套裝行程、溫泉旅館、特
色民宿、主題樂園、渡假村。

裝置藝術品、手工藝品、設計精品、設計擺設品、居家佈置用品、盆
栽園藝、清潔用品。

佛事用品、天珠、水晶、開運小物、佛具、佛像。

招商內容主題區名稱

品牌形象區

名廚年菜區

國際風情區

即時料理 (冷凍)區

禮尚往來區

香醇飲品區

吃貨零食區

團購美食 (蔬果)區

年節育兒禮品

年節寵愛女人

年節健康樂活

年節春遊區

年節家居布置

年節開運良品



攤位費用 108年10月31日前 (早鳥優惠) 支票開立日期

108.11.05

匯款方式（匯款後憑證請傳真至本公司）

支票抬頭：上聯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銀行匯款：戶名「上聯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
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
銀行代碼：011  帳號：43-102-0000-10529

每格33,000元每格40,000元

參展單位名稱看板

75CM

30CM 公司名+攤位號碼

投光燈3盞

系統組合鋁料

白色背板

接待桌一張

折疊椅一張

插座110V 500W一個

地毯

250CM

總寬300CM

電源需用220V者另行申請收費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資格審查及攤位數確定
審查合格之廠商，請於接到繳款通知單，依繳款單上之說明方式於繳款期限內完成繳款，以確定參展資格。

參展攤位及攤位位置作業
一、大會將另通知參展廠商圈選攤位時間及地點。未繳清費用者無法參加攤位圈選。
二、廠商圈選攤位順序：
      1. 攤位數目較多者先選。
      2. 攤位數相同者，先完成全額繳費者優先選位。
      3. 攤位權及繳費時間皆相同時，先報名者優先選位。
      4. 以上皆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選位順序。
      5. 未參加協調會之廠商攤位位置，將俟相同攤位數之廠商選完後，由大會代選，廠商不得異議。
三、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刪減廠商申請攤位數或縮小每一攤位之面積，或變更展出場地，廠商不得有異議。
四、報名廠商不得越區挑選攤位，例如報名異國風情區之廠商，不得越區至飲品區挑選攤位。
五、同一參展廠商之所有攤位均應相鄰接，且不得跨越走道選攤位。
六、為免影響其他廠商權益，協調會中不受理現場增加攤位，惟經本會評估不致影響其他廠商者例外。
七、大會得視實際狀況，調整廠商攤位位置。
八、攤位一經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

基本裝潢 3Mx3M標準攤位裝潢設備圖 

攤位規格與租金

參展流程表

1
完整填寫
報名表

2
參展
資格審核

3
繳交費用

4
參加選位
協調會

5
參   展

①以上報價含5%營業稅、基本裝潢及基本電力110V(500W)之費用。

②不含基本裝潢者，每一攤位退新台幣2,000元整。

③標準攤位3公尺*3公尺(攤位有水泥柱，實際面積不足9平方公尺)。

④兩邊臨走道之攤位(角位)，另加收新台幣3,000元。

⑤若遇水泥柱，每格遇柱攤位可減免3,000元。

⑥以上攤位費用不包含場地供電端至攤位內之電力佈線及器材費用(詳細訊息請洽大會裝潢公司)。

1. 填寫報名表後傳真或郵寄至本公司(需蓋公司大小章，請自行影印存參)。
2. 請繳交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3. 全部費用請於報名參展時一併以現金、支票或匯款方式繳納。
4. 選為協調會前未繳清參展費用者，視為無條件放棄參展權益，主辦單位將不另行通知參與選為協調會，且以繳交之費
用概不退還，充作本展經費。

5.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額滿為止。主辦單位有權就展出品質及報名廠商其他參展紀錄，決定接受或拒絕受理報名。



參展廠商須嚴格遵守「參展一般規定」，違規者經大會勸導無效，得當場停止其展出。
參展一般規定

502

601

1.一份報名表只限填一個報名單位，不得合併報名。

2.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分租轉讓或非以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

  助廠商名稱)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

  報名廠商繼續展出。

3.取消與退費：

(1)凡已繳交攤位費用完成報名手續者，如因故欲退展者，需填寫「參展廠商

  退展申請書  」 向大會提出正式申請。

(2)於展覽三個月前提出申請者，按攤位費用酌退50%，費用於展後退還；逾期

  申請者，恕不退費，該項費用將充作本展宣傳推廣之經費。

4.參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有關，否則不得展出。如有矇混報名

  進場展出者，一經發現除立即停止其展出外，所繳納之參展費用概不退還。

5.為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本展覽會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

  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展品。參展廠商如明知其參展產品業經判決確定

  有標示不實或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情事，而仍予以陳列時，一經發

  覺，主辦單位除立即停止其全部產品之展出及沒收其所繳參展費用。凡於

  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

  主辦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參展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

  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6.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展出日期及地點之權，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而須變

  更展覽日期或地點，主辦單位已收之費用概不退還，亦不負其他賠償責任。

7.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酌減商攤位面積或攤位數。

8.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請儘量使用節能省電燈泡。

9.參展廠商在展覽期間因示範、操作展品而產生煙霧、廢氣、灰塵、惡臭及

  刺激性氣體與揮發性有機化學溶劑汙染物等，需自備汙染處理設備，立即

  妥善處理，不得影響附近攤位及現場展出，否則主辦單位得禁止該廠商現

  場示範操作或立即終止展出。

10.攤位之展品、裝潢材料及廢棄物應在出場期限前全部清除完畢並運離展場。

11.展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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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攝錄影」中英文標示牌，惟對持有主辦單位所發記者證(PRESS)者，

  請儘量配合以利宣傳工作之進行。

12.攤位之展品、裝潢材料及廢棄物應在出場期限前全部清除完畢並運離展場。

13.展出期間參展廠商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會場。

14.定型化契約：

(1)如欲於展期中銷售旅館業禮券(住宿券、泡湯券、餐券)等，需符合「觀光

  旅館業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相關規定。

  非旅館業禮券，亦應符合消保法有關之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旅行

  業依規定不得發行禮券；亦不得代銷售非旅行業所發行之會員卡或折扣卡。

(2)於展覽三個月前提出申請者，按攤位費用酌退50%，費用於展後退還；逾期

  申請者，恕不退費，該項費用將充作本展宣傳推廣之經費。

(3)謝絕被消保會或地方政府消保官及消基會指名之問題廠商參展。

▓一般事項

▓展覽場秩序

1.參展廠商在展覽期間音量不得超過85分貝，如於展覽期間欲使用大型音響、

   喇叭或大聲公，需向主辦單位登記申請，經審核通過者方可使用。

2.展覽期間欲使用明火設備，依各館方規範辦理，請逕洽主辦單位登記辦理申請。

3.參展廠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各自攤位內，不得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

  走道或牆柱上陳列商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或分發型錄、出版品、紀念品

  等宣傳資料。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強制清除。

4.凡易爆、易燃及其他危險物品、違禁品禁止攜入展場；如經發現，主辦單

  位得強制予以搬離展場，由參展廠商負擔一切費用及責任。

5.展覽期間(含進出場)，參展廠商如因債務、個人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導致

  他人至其攤位或展場內外鬧事或進行抗議，因而影響展覽之秩序或形象，

  而該參展廠商又不能有效處理時，主辦單位有權終止其展出，所繳費用概

  不退還；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

  切賠償責任。

6.安全及保險：

(1)參展廠商應於事前估算耗電量，其估算值超出基本供電量則應向主辦單位指定

    之裝潢公司提出申請，未申請者如因超負荷使用而致會場電源故障、中斷，

    參展廠商須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2)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主辦單位管理人員負責管制展場出入口，

    維持人員及展品進出展場公共秩序，惟參展廠商對其展品、裝潢物料及工程

    設施均應自行派人照料，貴重展(物)品請自行投保並聘僱警衛加強保全，如有

    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3)參展廠商自展品及裝潢品運至展場起，至展覽結束運離展場止，必須自行投保

    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包括天然災害附加險，如颱風、

    地震、洪水、豪雨及其他天然災害等)；任何展品及裝潢品於上述期間在展出

    場地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4)參展廠商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

    期間)因設置、操作、保養或管理不當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員或第三人遭受傷亡或

    財物損失，應由引起傷亡損失事故之參展廠商自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5)參展廠商應於進場第二天下午2時至大會服務台領取識別證，展出期間必須

    佩帶方得進出展場。

(6)除主辦單位外，任何人不得於公共區域散發傳單、推廣活動或置放物品。

參展廠商如違反以上規定，經主辦單位勸告無效或情況急迫無從勸告時，主辦單

位將立即停止水、電之供應及採停止展出之措施。

‧本企劃書所載展覽名稱及內容均屬「預計、規劃」之性質，其具體之展覽名稱、

   內容、廣告及宣傳之名稱及展區規劃等細節，將視實際招商之情況，予以調整。

‧參展廠商同意所提供之圖片及文字資料，均擁有著作權或已取得合法授權

   提供給主辦單位廣告宣傳使用，主辦單位得作適當之修改及整理。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

▓違規處理

▓注意事項



公司名稱

產品簡介

展區分類

工作證每一攤位5張，每增加一攤位加2張，超出需求可向大會申請每張300元

請填寫所需工作證張數_______張  擬申購工作證張數_______張

聯 絡 人

E - MAIL

地     址

發票抬頭

裝潢招牌名稱

參展費用

大會贈品贊助
□願意贊助 品項： 數量：

電  話 傳   真

負 責 人

行動電話

統一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報
名
專
線

□台北 TEL : 02-2759-7167 分機 :  FAX : 02-2759-6067 承辦人 : 

□高雄 TEL : 07-331-0188 分機 :  FAX : 07-331-0877 行動 : 

參 展 切 結 書

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1.本公司已詳讀且承諾遵守本展﹝參展一般規定﹞上所列各項條文，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賠償責任。
2.本公司所提供之圖片及文字資料同意大會刊登於本展宣傳期間之所有新聞訊息曝光，所有提供之 著作均授權給大會做廣宣使用。
3.本展委託保全加強現場展品戒護。大會及保全將善盡管理人之義務，但不負責賠償責任。相關保險逕洽產險公司辦理投保，衍生之投保費用概
由參展商各自承擔。
4.參與本展會即表承諾大會，參展品項之授權、貨源、品管均具有合法性，必要時，願配合主辦單位出示相關證明文件。若於展期間產生任何客
訴、爭議，概由參展商自行承擔，概與主辦單位無涉。
5.明火之廠商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自備滅火器。

1/3-6˙台北世貿一館

標準攤位：□40,000元（含基本裝潢）   淨地攤位：□38,000元

攤位數_______格　　□委託大會裝潢   □自行裝潢

總計：新台幣_______拾_______萬_______仟_______佰_______拾_______元整

將露出於『官網活動頁面』、『網路50萬會員EDM 』、『現場海報』⋯等平台。

1/3-1/6世貿年貨大展暨禮品贈品展2020

□國際風情/品牌形象    □名廚年菜/即時料理(冷凍)    □禮尚往來/香醇飲品    □吃貨零食/團購美食(蔬果)

□年節育兒禮品    □年節寵愛女人/年節健康樂活    □年節春遊區    □年節家居佈置/年節開運良品



TAIWAN NEW YEAR MARKET FAIR

世貿年貨大展
暨禮品贈品展

3-61 台北世貿一館
展出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