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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
招商簡章
一、 活動內容
台茂購物中心將於 2020 年底推出耶誕系列活動，其中包含最大亮點－
巨型光雕秀，本次邀請桃園在地特色好禮及特色店家共同參與，透過耶誕
市集營造年底歡樂節慶氛圍，並合作行銷推廣連結本市優質企業商品，市
集總計為期 3 天，歡迎一同共襄盛舉，創造年底購物盛事。
二、 活動時間
109 年 12 月 25 日(五)，14:00-20:00。
109 年 12 月 26 日(六)至 109 年 12 月 27 日(日) ，每日 10:30-21:00。
三、 活動地點
台茂公園（338 桃園市蘆竹區錦溪路 119 號）
。
四、 參加對象
2020 桃園金牌好禮獲選企業、歷屆桃園金牌好禮得獎企業及符合市集主題
的企業等。(主辦單位得篩選參展項目不符本展規定之企業報名參加)。
五、 攤位數－預計 50 攤。
六、 費用
(單位以每攤位計算)

攤位費
2020
桃園
金牌
好禮
台茂
耶誕
市集

本市店家
新台幣 1,500 元/3 天

外縣市店家
新台幣 2,500 元/3 天

贊助品價格門檻
至少達新台幣 3,000 元
◆ 請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三)17:00 前將攤位費匯款至活動單位
指定銀行帳戶，才算完成報名，否則將取消資格，開放候補
名額。
◆ 若於進撤場說明會前取消，全額退費(需扣除手續費$30 元)；
進撤場說明會後不接受取消，恕無法退費。
◆ 匯款資料
銀行：台灣企銀 開元分行(行號：050)
戶名：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691-12-16148-1

七、 贊助商品回饋
(一) 考量整體宣傳，企業贊助商品將全數作為回饋消費者購物抽獎商品及
活動期間活動行銷推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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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照贊助商品金額高至低優先選擇攤位位置，贊助金額相同者，現場
抽籤決定選攤順序。
八、 基本攤位及裝潢設備
基本裝備包含項目、內容如下：
(一) 每一攤位面積為 2M*2M=4M，木製展架 1 組 ，110Ｖ兩孔插座 1 組，
企業名稱招牌 1 式，接待桌 1 張(180*60cm)，椅子 2 張 。
(二) 主辦單位提供場地管理、清潔、基本保全、公共意外險及整體管控事
項。
九、 報名方式
活動官網下載活動簡章，請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三)前填妥報名資料(附
件一)，郵寄、E-mail 或傳真報名資料(附件一)，並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
(三)17:00 前完成攤位費繳費。報名截止後，主辦單位將另通知參展企業，
辦理企業進場說明會。
(一) 郵寄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92 號 3 樓
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招商小組 收
(二) E-mail 請寄到：tygoldengift@gmail.com
標題請註明「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企業名]」
(三) 傳真 (03)333-9395
(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25 日(三)止。
洽詢專線：(03)271-5915 (周一至周五 08：30-17：30)
十、 活動進撤場說明會
(一) 於報名截止後，由主辦單位核選參展企業，並透過電子郵件通知入選
及說明會時間地點。
(二) 說明會中將說明活動注意事項及現場選位作業。
(三) 抽選攤位原則如下：
1. 贊助商品金額高者可優先選擇攤位位置，贊助金額相同者，現場抽
籤決定選攤順序。
2. 嚴禁多家企業合併申請攤位，違者取消參展資格。
3. 未參加進場說明會之參展企業，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企業不得異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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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總攤位數不足，主辦單位對參展攤位大小、位置、規劃、贈攤保
留最後分配權。
十一、 平面配置與攤位圖
(一) 平面圖

註：紅色方格為攤位處。

(二)攤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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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其它注意事項
(一) 因主辦場地有限，若企業報名情形踴躍以致超過會場可容納之空間，
主辦單位有權篩選參展企業。依下列遴選資格篩選(需報名始具遴選資
格)：
1. 榮獲 2020 桃園金牌好禮企業為優先。
2. 歷屆桃園金牌好禮企業為優先。
3. 配合本活動整體行銷，提供回饋贊助品之項目及數量具吸引力及競
爭力者為優先。
4. 符合本次市集活動氛圍與特殊性廠商為優先。
(二) 活動期間，參展企業之垃圾請自備垃圾袋及廚餘桶清理，並做好垃圾
分類，撤場時請完成攤位清理及垃圾分類並放置於大會指定集中區後，
向執行單位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場地點交。
(三) 參展企業須配合大會規定的進撤場時間，非活動時間請一律配戴廠商
工作證進出場。
(四) 為利於現場保全及管理人員維護現場秩序，非活動時間，未經主辦單
位同意者，恕不開放提早進場。
(五) 務必在每日活動開始前半小時完成場佈作業，活動期間車輛不得進入，
若有補充商品需求，請用手推車搬運為主(手推車請自行準備)。
(六) 參展企業進撤場時間、活動當天現場優惠及進撤場須知以說明會報告
內容為主，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與變更的權力。
(七) 請企業依法提供發票或收據予消費者，以利現場優惠活動推行。
(八) 攸關商品展售相關事宜(例如:發票、收銀機等機制)，請企業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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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踴躍配合參與並出席相關宣傳活動。
(十) 現場禁止使用明火，若需烹調熟食，請提出用電申請(請提出設備規格
電流量等資訊)，經主辦單位審核確認後始得使用，並應維持適當安全
距離，同時需指派專人於現場看管，若發生民眾或孩童誤觸受傷等情
事，該展位企業需自負後續法律、醫療等相關訴訟與賠償事宜。
(十一) 本活動嚴禁展示有違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商品標示法、
商品檢驗法、食品衛生法等相關法令之產品，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
訟或受任何損害，參展業者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十二) 參展企業展出之產品，如屬食品類型，應依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理局公告，其內含的食品添加物，需照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不得
添加塑化劑、順丁烯二酸酐(又稱毒澱粉)等其他有害物質，周邊的食
品器具、容器、包裝以及食品用洗潔劑，皆需經過合法單位的查核及
檢驗。
(十三) 參展企業於展售期間，應配合以下規定，違者主辦單位有權停止其展
售，且於 3 年內不得再參與主辦單位辦理之任何活動：
1. 嚴禁陳列展售標示不實或仿冒他人商品商標及侵害他人專利權之
產品。
2. 參展者不得將展區展櫃私自轉租。
3. 參展企業不得無故不參與展售。
4. 商品販售價格不得高於市售價格、展品與提報核定之商品不符。
5. 未開發票或收據有逃漏稅情形。
6. 參展企業使用範圍限於該展售區域內，切勿阻礙公共空間及安全動
線。
(十四) 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而須變更活動日期或地點，主辦單位不負賠
償責任。
(十五)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或調整活動日期、地點及展區規劃及參展展區之最
後決定權，並有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作出解釋或裁決。
(十六) 會場不提供網路線與電話線。
十三、 安全及保險事項
(一) 活動期間(包括活動前佈置及活動後拆除期間)，主辦單位提供活動場
地範圍內基本保全管理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但參展企業對其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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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潢物料及工程設施應自行派員照料，如有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不
負賠償責任。
(二) 參展企業請於活動期間自行投保火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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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地遺失或毀損，主辦單
位恕不負賠償責任。
(三) 參展企業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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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自負一
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十四、 服務窗口
(一) 執行單位：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招商小組(地平線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3)271-5915 (周一至周五 08：30-17：30)
聯絡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92 號 3 樓
電子郵件：tygoldengift@gmail.com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發展科)
聯絡窗口：(03)332-2101 分機 5123 林小姐、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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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報名表
請配合填寫報名資料，並提供展期期間之優惠商品折扣與數量，可以做為企業行銷焦點及亮點話題，
除提高消費誘因，增加民眾購買意願外，主辦單位也將為企業所提供的優惠商品，於活動 DM、網
站、粉絲團加以介紹，增強企業的優惠商品之能見度。
本表填妥後請依序進行以下程序，完成後始為報名完成。(請自行影印留存，逾期視同放棄報名)

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三)前，郵寄、E-mail 或傳真報名資料(附件一)，並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三)17:00 前完成攤位費繳費，才算報名完成。
郵寄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92 號 3 樓
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招商小組 收
E-mail tygoldengift@gmail.com
標題請註明「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企業名]」
傳真 (03)333-9395
註：完成報名表並繳交攤位費才算報名成功。
報名表資料如有異動，請於進撤場會議前以書面資料聯繫活動單位(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逾期恕不受理。

(一)企業基本資料(必填)
公司/機構名稱：
攤位招牌資訊：（請正確填寫欲放置顯示於招牌之攤位名稱）
參展商品：
公司負責人：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公司網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二)活動聯絡人資料(必填，以供主辦單位聯絡通知)
活動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

活動聯絡人手機：
分機：

傳真電話(若無則免填)：

聯絡人 E-mail ：
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 招商簡章

--第7頁--

109.11.03 版本

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
招商簡章
(三)攤位需求(必填)
特殊電力需求：□有 (若電力需求大於 110V，5 安培/或需要 220V 大電，需另行報價收費)
□無 (使用現場提供 110V，5 安培)
*註 1： 場內禁止使用明火，攤位若需烹調或加熱處理者請以使用電器用品為主，不得使用瓦斯器具。
*註 2： 關於插座插頭，我們提供的為兩槓插頭，若規格不同，業者務必請自備轉接頭。

(四)攤位費繳費方式
註：若未通過主辦單位遴選，企業已繳納之攤位費將全數退還。

付款方式：銀行匯款。
匯
款：銀行：台灣企銀 開元分行(行號：050)
戶名：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691-12-16148-1
(五)攤位照片(本欄位將列為參展攤商遴選主要條件)
請提供預計佈置的攤位照片 3 張，並將照片上傳雲端資料夾並傳送共用連結於下。
攤位照片連結：
(六)提供主辦單位無償贊助商品(本欄位可自行增列/本項目列為參展攤商遴選主要條件)
因考量整體宣傳包裝，贊助商品將全數作為回饋消費者購物抽獎獎品及活動期間活動行銷推廣之用。
商品名稱

市 價

贊助份數

總計

元

份

註 1：恕不接受商品折價券或抵用券之贊助。
註 2：贊助商品於進場時，繳交到大會服務台。若贊助之商品需冷藏，則請提供商品兌換券代替。
註 3：贊助商品之保存期限請至少大於一年以上，或有效期限不低於保存期限的二分之一。
本公司承租「2020 桃園金牌好禮台茂耶誕市集」攤位，願遵守主辦單位之參展辦法、場地使用等相關
規定，並同意自負一切法律賠償責任，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同意接受「未來三年不得參加本項活動」
之規定辦理。

此 致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填表人：
請蓋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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