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展廠商注意事項1、2、3、4 

參展廠商需求調查表

申請暫時免評鑑進口證明及相關流程、產品說明書（申請表）

展覽品會場（進 ╱ 出場）運輸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臺北市大貨車（六‧五噸以上）及聯結車申請程序1、2、3、4、5

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1、2、3、4、5、6

現場實況光碟製作說明

臺北市飯店與旅店資料

臺北世貿展場周邊位置與停車場示意圖

GTI臺北展工作小組暨大會協力廠商（供參考）一覽

附錄一：二○一二臺灣電子遊戲機國際產業展參展商中英基本資料表

附錄二：臺北世貿覽館臨時有線電話及無線手機租用申請書

附錄三：臺北世貿展覽館一館1樓臨時ADSL業務租用申請書

附錄四：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貨車及聯結車通行證申請書

內附：國內公關票、參展證、透明識別套夾

     【識別吊帶將於進場裝潢時統一提供】

※ 內容如有缺頁，在協調會現場請務必通知大會工作人員，協調會之後可洽詢浩基有限公司   
    (02)2760-7407~10轉202、217    編輯部，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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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注意事項

■ 展前進場時間

1. 裝潢公司進場時間：5月8日（星期二）上午8：00~下午5：00

2. 參展廠商進場時間：

第一階段5月8日（星期二）下午1：30~下午5：00

第二階段5月9日（星期三）上午9：00~下午5：00

□ 特別說明：

1. 參展廠商的進場時間依照上述兩個時段，如是在5月8日下午時段，請事先知會主辦單位，利於相關工作的優先安排，如

地毯的鋪設等。

2. 參展廠商如非使用大會的裝潢公司「逸茂」，而是自行委託其他裝潢公司負責裝潢工程，請告知本展所屬報名服務的業

務人員對方之聯繫基本資料，以利於任何突發狀況可做連繫與安排。

3. 裝潢與佈展的進場期間，每日務必在下午5：00之前，將所有車輛及人員撤走，逾時世貿中心將關閉B、C區貨品出入口

的鐵捲大門，不再放行。

■ 展後出場時間（參展商撤場）

5月12日（星期六）下午5：00~晚上9：00（當日必須全部撤場完畢）

第一梯次：下午5：00 主通道兩邊攤位之廠商

第二梯次：晚上6：30 所有參展廠商 

□ 特別說明：

1. 凡第一梯次出場之廠商，將由大會於5月11日（星期五）統一發給【車輛出入證】，一車一證，屆時憑證放行。

2. 第一梯次出場之廠商將由所屬服務之大會業務人員進行個別通知與發證，同時將在展前一週公佈在大會官方網站www.

gtiexpo.com.tw。

3. 茲為確實掌握第一梯次出場廠商的車輛統計，惠請廠商主動向所屬報名的業務人員告知車輛數量，以便於提供足夠之車

輛通行證。

4. 如自行裝潢的參展廠商，在撤場時必須將攤位上所有裝潢材料與器材一併撤除，否則世貿中心將針對此違規情事逕行向

參展廠商與所屬服務裝潢承包商開單罰款。

貨運路線：進出場期間，位於B區的參展廠商請從市府路B區貨品出入口進出，C區的參展廠商則從市府
路C區貨品出入口進出。

■ 5月10∼12日（星期四∼星期六）展覽期間進出場時間

參展廠商：5月10日可提早於8：40進場                    

                  5月10∼11日上午9：30  

展覽時間：5月10∼12日上午10：00∼下午6：00 （5月12日因應撤場提前到下午4:00結束）

□ 特別說明：

本展為專業展，持有大會入場券（公關票）與同業廠商憑名片可入場參觀，未滿12歲者禁止入場。



3
3

■ 展覽有關證件

1. 參展廠商識別證（參展證）:
供5月10∼12日展覽期間進出場之識別，請廠商配合規定配帶。每一個攤位發2張，依此累計，並配以等量的透明證套

與識別吊帶（吊帶爾後統一提供）以利佩掛。廠商如參展證數量不足，可向大會展務組徐永先索取，電話（02）2760-
7407~10轉分機202或217。 

2. 國內同業參觀券（公關票）：

一個攤位者發5張，依此累計。參展廠商如有需要增加數量可再洽索。

3. 海外同業參觀券：

主辦單位將全面寄發給海外客戶，參展廠商如因業務之需要亦可向台灣電玩雜誌 （02）2760-7407~10轉分機207索取，

或是在『廠商需求調查表』中註明。

4. 大會工作證：主辦單位、裝潢公司、世貿中心與大會工作人員佩帶，以利現場辨識。

5. 媒體證：海外內雜誌、網站與電視台的媒體佩帶，於現場進行採訪與拍照之用。

■ 展場臨時電話申請&寬頻（ADSL）申請

1. 參展廠商如需於展覽期間申請臨時電話，請於開展日二週前（4月25日）提出申請，於填妥申請表後連同新臺幣4,000元
即期支票（接線費新臺幣1,000元，保證金3,000元）、掛號回郵信封，以及標示攤位所在位置的平面圖，一併寄至臺北

市110信義區松仁路130號中華電信東區電信分公司。相關規定參照「臺北世貿展覽館臨時有線電話及無線手機租用申請

書」背面說明所示辦理，服務電話：（02）2720-0149。

□ 上述接線費新臺幣1,000元中華電信不予退費，保證金則在抵扣話費後退費，保證金退款請洽中華電      

信服務電話（02）2720-0290。

2. 參展廠商如需於展覽期間寬頻網路（ADSL），請於開展日二週前（4月25日）向中華電信公司洽租臨時ADSL替代，服

務電話：（02）2720-0149。每號電話乙份，其中接線費新臺幣2,500元，保證金3,000元，共計5,500元，於填妥申請表

後聯同款項，以及標示攤位所在位置的平面圖，一併寄至臺北市110信義區松仁路130號中華電信東區電信分公司。相關

規定參照「臺北世貿展覽館一館1樓臨時ADSL業務租用申請書上所示辦理。」

3. 5月9日裝機完成，5月10日通話，話機上的任何標籤勿撕下，保留完整性以利辦理退機手續。電話號碼將印製於收據上。

4. 5月12日下午3:00拆機，請廠商將話機及ATUR設備交至世貿中心一樓C區電信服務台（郵局旁邊）。如有遺失或毀損，

中華電信將酌收成本費 （話機新台幣350元、ATUR設備3,500元）。

5. 展覽期間話機或網路如有問題可電（02）2720-8154洽中華電信工作人員維修。

■ 水電設施

1. 進出場期間，僅供應展場各大柱子上110伏特插座電源，供攤位裝潢佈置使用，不供應攤位照明及動力電源。

2. 展出前一天5月9日（廠商進場佈展）下午供電，下午5：00關閉電源。

3. 展出期間，展場供電時間為上午9：30至下午6：00。

4. 展覽期間僅提供一般電力的需求，參展廠商如需特殊動力電源或使用到超額電力，必須在4月15日前向大
會指定的裝潢公司–逸茂提出申請，並自付相關費用。

■ 參展品清關

1. 參展商以參展品名義從國外進口機檯，如需辦理書面文件，可洽詢台灣電玩雜誌採訪暨編輯組長柯宗鑫（電

話:02-2760-7407轉217），以主辦單位聯名開列出示參展證明，協助參展廠商順利清關提貨，同時請參展廠商最好

預留三週（扣除假日）以上的工作時間，便於官方需審核機檯暫行通關與海關作業流程以因應展出之需，請參照「申請

參展證明流程與說明」辦理，並請於4月2日前提出申請。

2. 本次展會茲提供『凱捷國際運通有限公司』與『凌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兩家運輸公司的資料，可協助海外參展廠商處

理展品進口，以及國內參展廠商海外展品進口的報關運輸作業，請參考【2012年臺灣電子遊戲機國際產業展展覽品會場

（進╱出場）運輸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之說明，惟採專案方式辦理其相關費用可能較高，請參展廠商要先行聯繫與取  

參展廠商注意事項



4
4

得報價。凱捷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服務電話 （02）8773-5033轉18林錦煌先生，凌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電話（02）

2509-0366轉18吳瓊姿小姐。或是由參展廠商自行找配合的運輸報關公司代為辦理，大會將提供必要之協助。

■ 展覽期間應注意事項

1. 參展廠商不得私自接電或加裝電源，若有危險或危害發生致使展覽受影響者，該廠商需負全權責任。 

2. 依據世貿中心之規定，現場不得有零售營業行為，凡易爆、易燃及其他危險物品、違禁品禁止攜入展場。

3. 參展廠商之展品若與展覽主題不符，將請警衛立即拆撤該攤位，已繳費用不退還。

4. 參展廠商於展場內請務必配帶參展證以利識別，且依世貿中心之規定，凡未滿12歲者或身高110公分以下之兒童禁止進入

展場參觀，敬請共同遵守以維護展場之秩序。

5. 參展廠商展出之產品如不願讓參觀者拍照或攝影，請自行加設「請勿攝影」、「請勿拍照」之中英文標語於明顯處。惟

持有大會所發媒體證身份者，請儘量配合以利宣傳。

6. 臺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屬於法定禁菸場所，故展場內請遵守已頒布實施的「菸害防治法」之規定，否則主管機關得不經

勸導，直接開立罰單，罰款額度為新臺幣2,000~10,000元。進出場期間包括裝潢承包商與其員工亦必須遵守，請各位廠

商轉知所屬工作人員配合遵行，以免受罰。

7. 參展廠商在裝潢方面請詳閱並遵守「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之規範辦理。尤其是嚴禁封閉配電箱、消

防箱、滅火器及各類標誌，且消防設備、空氣品質偵測器與逃生安全門不得有任何裝潢品或展品遮

擋於其前面，嚴禁任何裝潢品、材料或展品阻塞客、貨梯前面及其通道範圍。如有違反規定者，經

貿協通知而未立即改善者，將處新臺幣5,000元之罰款。

8. 承租大攤位的廠商在攤位裝潢時要注意左右兩側是否有其他廠商的攤位，請儘量運用開放空間或是半牆方式裝潢，避免

阻隔相鄰接廠商的攤位，而對整體參觀動線有礙。

9. 外貿協會發函表示，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以減緩地球暖化效應，請儘量使用節能燈具，本會所屬展覽館展場將於

2012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使用白熾燈。敬請參展廠商確實依據「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針對攤位裝

潢應遵守事項，要求所屬裝潢承包商遵守執行。同時攤位裝潢應採用組合式或可回收、重複使用之防焰及環保材料，並

嚴禁在館內使用電鋸、噴漆、焊燒，以免造成噪音及空氣污染。

10. 臺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展館舉辦之活動，係屬公開場合，如需在展場播放音樂，依法須取得授權始得播放，否則即屬侵

害權利人之著作財產權，財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依法得提出侵權之刑事告訴及附帶民事賠償之訴訟。如有任

何授權上之疑問，請洽詢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電話(02)2717-7557，網站www.must.org.tw。

11. 參展廠商如欲於攤位內設置輸出功率大於20瓦特之音響設備，需如展前二週工作日（4月20日前）填妥『展覽攤位內設

置舞台及音響設備申請書／切結書』，讓大會裝潢統包廠商─逸茂，代為送交外貿協會外借組提出申請審核。

12.清潔：外貿協會只負責走道之清潔，貿協之清潔人員將巡迴入場清潔及收取垃圾，而攤位內的清潔工作由參展廠商自行

負責。清潔人員於每日上午9：30進場，依據目前臺北市政府垃圾分類之規定，參展商欲清潔的垃圾，必須以可透視內容

物的透明或半透明垃圾袋裝置，或者直接倒進世貿中心旁的垃圾桶內取走垃圾袋，否則清潔人員將

    不予受理。C區廠商報到處與B區VIP廠商報到處備有掃把與畚箕可供廠商借用。

13.參展廠商如聘請外籍人士表演，對方必須持有我政府發予之工作証，否則將罰款。

14.本展開幕儀式於5月10日開展首日上午10:00於B區六米走道交接處舉行，歡迎廠商蒞臨指導。

■ 展場管理須知

參展廠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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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大貨車與聯結車之車輛通行證：

1. 展覽進出場期間，參展廠商若需使用6.5噸（含以上）大貨車運貨，必須先申請通行證才能在開放時間內進入

臺北市管制區與世貿展場周圍。

2. 申請通行證請填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車輛通行證申請書」，寄交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申請通行證。聯結車比照

上述方式提出申請，詳情請上網查詢，網站http://td.tcpd.gov.tw 。

3. 有關申辦通行證申請表格及相關規定請參閱【臺北市大貨車及連結車申請程序】等書面資料，或電台灣電玩雜誌編輯部

編輯（02）2760-7407分機217徐先生洽詢。

□ 進場車輛管制：

1. 依世貿中心之規定，廠商車輛於5月8日∼5月9日進場時，每車於進場時繳納保證金新臺幣1,000元，車輛進入展場後，在

1小時內出場者，保證金原數退還，逾時出場者，每小時以新臺幣200元計收（時間從入場時起算）。

2. 小客（轎）車不得進入展場，同時所有車輛必須於規定的時間前清場。

3. 展場貨品入口高4.2公尺，寬7公尺，貨車、展品或裝潢材料如逾該尺寸，請拆解分裝後始得進出場。如若未妥善處理致

展場設施有所毀損時，該參展廠商須付相關賠償責任。

4. 貨車進出臺北市之際，請遵守「臺北市大貨車及聯結車禁止通行範圍路線圖」，以免受罰。

□ 安全及保險

1. 展覽期間（括展前進場及展後撤攤期間）配置保全管制展場入口，以維持秩序與安全，惟參展廠商對其展品、裝潢材料

及工程設施均需自行派人照料，並視需要自行辦理產物相關保險以為保障，如有損失或毀損，大會不負賠償責任。

2. 參展廠商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品在展覽期間（包括進出場期間）因設置、操作、保養或管理不當或疏忽致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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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參展廠商應加強安

全防護措施，並視需要自行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 現場設施及服務說明

1. 影印、傳真、上網服務：設於一樓展館的商務中心與台灣電玩雜誌聯合攤位。

2. 媒體發佈室：設於B區中庭主辦單位辦公室，處理新聞接待與發佈事宜，歡迎廠商有活動訊息可提供大會做公告。

3. 銀行、郵局：自基隆路與信義路方向進入世貿會場大廳入口有銀行ATM自動櫃員機，以及會場中庭的郵局自動櫃員機。

4. 餐廳：展場二樓及五樓C區有全家便利商店、潛艇堡等麵食、三明治提供，展場內B區與C區皆有世貿中心設立的餐飲

吧，有三明治與飲料付費提供。

5. 醫護室：展館一樓B、C區登記服務台旁。

6. 貿協書廊：展館一樓B、C區登記服務台旁，有各類書刊、底片、電池及電話卡代售（假日未營業）。

7. 產品型錄展區：大會在信義路B區入口VIP廠商報到處旁設有「產品型錄展區」，陳列廠商的產品目錄資料供參

觀買家自由索取，歡迎廠商於4月27日前將產品目錄寄至台灣電玩雜誌行政部收，或在展覽期間主動將產品目錄交

至大會報到處處理。

※ 如有未盡事宜請參照世貿中心相關規定，以及參展合約書及企劃書所示辦理，

   大會並將隨時修訂補充之。

參展廠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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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您好，感謝您對今年5/10~5/12於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B、C區舉行的臺灣電子遊戲機國際產業展(GTI臺北展)

之愛護與支持。茲請參展廠商如有下列任何需求，請於4月2日之前在○內打勾  並回傳至（02）2747-9835，我們會盡快為

您服務。倘若您有任何關於展覽方面的問題，歡迎您參照【2012臺北GTI展之工作小組暨大會協力廠商一覽】上說明的專

責服務人員，直接洽詢聯繫，謝謝。

                                                       登錄日期 :   2012 年                 月              日

廠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機：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

○ 需要申請臨時電話

○ 需要申請ADSL上網

○ 需要申請國外機檯進口參展證明（請參照參展證明書上所示）

○ 海外客戶需要邀請函辦理簽證

○ 需要申請大貨車通行證

○ 需要聘翻譯工讀生等（請提供聘請臨時工作人員申請表與報價）

■裝潢事項：

○ 採大會基本裝潢隔間╱每個攤位3,000元（1張桌子、2張椅子、3盞燈、公司名稱1組、地毯、隔板、基本 
      電力、1個插座╱110V╱5安培）

○ 自行裝潢付費但使用大會裝潢『逸茂公司』

○ 自行裝潢付費使用其他裝潢公司↓

             · 裝潢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

■識別證件：

○ 需要增加參展證__________________張

○ 需要增加透明套__________________個　

○ 需要增加識別吊帶__________________條

○ 需要增加國內公關票入場券__________________張

○ 需要增加國外公關票入場券__________________張

■其他事項：（請說明填寫如下）

服務電話：臺北（02）2760-7407~10    臺中（04）2247-4578   高雄（07）375-6688
FAX：(02)2747-9835   
E-mail：gametime@taiwanslot.com.tw    展覽官方網站：www.gtiexpo.com.tw/taipeicht

參展廠商需求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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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為符配合經濟部商業司對於參展廠商的機檯產品「申請准予免依評鑑分類方式而得暫時進口參展」的規範，敬請參展廠

商遵守下列規定辦理申請參展證明暫時免評鑑進口證明與遞交文件資料，以免延誤產品清關放行影響本身參展權益。同時

經濟部將不會受理廠商個別提出申請的函件，統一由主辦單位遞交以掌管流程。

● 申請注意事項

1. 申請廠商必須檢附參展證明、暫時免評鑑證明、產品說明書、授權委託書、Packing List與Invoice相

    關資料，並於申請通過之後再行運輸。

2. 上述申請與資料最慢必須於4月2日之前提出且繳交，否則公文往返與官方審核費時，恐延誤造成不便之處。

3. 參展結束後，機檯產品須即行退運出口，或者重新申請機具評鑑與查驗貼證，否則依據電子遊戲場業管

    理條例將不得於國內販售或營業。

● 參展證明以及暫時免評鑑進口證明提出流程

註：以上內容將視實際情況做修改

本專案服務人員：台灣電玩雜誌編輯部採訪暨編輯組長 柯宗鑫  (02)2760-7407~10轉217

向台灣電玩雜誌提出，並交付產品說明書、授權委託書(中英文)
、Packing(中英文)、Invoice(中英文)

編輯部受理撰寫參展證明，暫時免評鑑進口證明

TAMA協會發函用印

台灣電玩雜誌用印

連同申請表與資料交付經濟部商業司第三科

回函

交付個別廠商

申請暫時免評鑑進口證明及相關流程、產品說明書(申請表) 



8
8

● 一款產品一張表，不夠可自行影印使用

公司名稱：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分機：                 傳真： 

機具名稱

遊戲流程

遊戲說明

圖片介紹
(規格/型號等)

中文

英文

產品說明書（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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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進口參展品：

A.海運貨物最晚到港日（SEA）DEADLINE：APR.30 2012（2012年4月30日）

   空運貨物最晚到港日（ AIR ）DEADLINE：MAY.02 2012（2012年5月2日）

B.為使海外參展廠商(含中國大陸)，參展品運送作業順利，需於MAR.15,2012（2012年3月15日）以前，經由本公司海外（大陸）

代理網路,先行和國外（大陸）參展廠商取得聯繫,安排貨物包裝╱保險╱報關╱文件╱出口等事宜。

配合台灣進口報關作業，所有報關文件及提單作法，會各別告知本公司國外出口代理及台灣進口參展商（有需要者），唯請主辦

單位提供參展邀請函。（報關用）參展函與相關送審文件部分必須在規定的2012年4月2日前向《台灣電玩》提出申請。

C.進口參展品，出貨前都會於外箱上註明，展會名稱╱參展廠商英文名字╱HALL：_____ ╱BOOTH: ____ ╱製造國____。 
D.所有進口參展品清關提貨後，會集中儲存於倉庫。重新整理，於開展前指定日期╱時間送達會場。

E.木箱(紙箱)、空箱儲存╱退運：本公司會提供儲存空箱標籤貼紙，供需儲存空箱廠商使用。（本公司會於展前先行對所有參展

廠商逐一確認/簽字）。  展前一天儲存空箱，展覽結束當天送回原攤位，展品重新包裝，並由本公司現場人員點交簽收後，貨物

運回倉庫儲存，清點後安排退運或轉運。

二、國內廠商參展品運輸作業:

A. 提貨前本公司會提供各參展廠商〝攤位標籤〞（註明HALL：___BOOTH:____ 參展商英文名字…），貼於外箱。

B. 廠商可選擇貨物直接送會場或提前送到倉庫儲存。

C. 空箱儲存╱退運：本公司會提供空箱儲存標籤貼紙給各廠商，於展前一天貨物定位後，於各攤位收取空箱儲存，並於展覽結束

當天空箱送回原攤位，貨物包裝後簽收提出，先行放置倉庫，一週內陸續送達各廠商指定地點。

3.由於世貿展示會館，貨物（空箱）進出通道有限，因此，所有貨物（空箱）進場出場順序，會於展前協調及規劃。

4.本公司於展會進╱出場現場作業人員均配備手機及對講機，如遇貨物異常可即刻處理。

5.貨物送達攤位及退場，參展廠商均須於簽收單上簽名，以減少掉貨機率。

6. 本公司運輸作業協力單位：

A.保險公司：

B.木箱╱包裝：

C.卡車╱吊車╱堆高機╱起重機：

D.倉儲：

E.貨物保全：

F.公證行：

7.本公司作業組織表如下：

專案承辦人員：#18 林錦煌 0955-486-538     E-mail：jackei@carrier-logistics.com
客戶服務 ( C.S.)： #15 葉惠珠 ╱ #10 楊湘琳

海運進口報關：周先生 0952-428-198
空運進口報關： 劉小姐 02-2509-3811
現場工作人員  :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

以上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敬請參考，有不清楚地方及意見，歡迎來電!

敬  祝  展示會   順利 ! 成功 ! 

凱捷國際運通有限公司 Carrier  Logistics Corp. / TAIPEI
5F., No.249-1, Sec.3, Zhong Xiao E. Rd., Taipei, Taiwan
TEL: +886-2-8773-5033 ext.18   FAX:+886-2-8773-7545
E-mail: jackei@carrier-logistics.com
Website: http://www.carrier-logistics.com

※以上內容由大會配合運輸公司–凱捷國際所提供，請詳閱內容並事先詢問報價。

2012年臺灣電子遊戲機國際產業展（GTI臺北展）
之展覽品會場( 進╱出場 ) 運輸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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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周圍道路，已列入大貨車及聯結車管制範圍，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自2002年10月1日起，嚴加取締違規車輛，

廠商需依規定申請載運裝潢或展品之大貨車（六．五噸以上）或聯結車之車輛通行證。

● 說明：

1.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為改善信義計畫區之交通，自2002年8月1日起已公告大貨車（六．五噸以上）、聯結車及貨櫃車進行信義

計畫區，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係在管制範圍內。

2. 聯結、貨櫃車得比照大貨車身領通行證進入信義計畫區，惟限於夜間22時至翌晨6時前行駛。

3. 大貨車（六．五噸以上）申領通行證後，應避開交通尖峰時間（上午6時30分至9時、下午16時至20時）進出，以減輕交通衝擊。

4. 各家廠商請於即日起（為避免作業時程耽擱，請廠商儘早提出申請）提出申請，並檢附申辦通行證所需文件｛一、申請書一

份。二、申請通行車輛行車執照影本一份（行車執照不得過期，且需當地監理機關檢驗通過）。三、公司執照或工地地址建

築執照資料影本一份。四、訂貨單、買賣契約書、送貨單影本一份。五、其他證明文件。六、車輛如非公司車輛，檢附車

輛委託證明書。｝，親自向臺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行政組（電話：02-23214666分機3106、傳真：02-

23968071）辦理通行證申請事宜，或於4月10日前統一交由台灣電玩編輯部採訪編輯徐永先（電話：02-

27607407轉217、傳真：02-2747-9835）統籌造冊提出申請。

5. 有關申辦通行證相關規定及審請表格如下所述，亦可至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網站 http://td.tcpd.gob.tw 查詢。

6. 展會結束後，通行證須歸還申辦單位，若未歸還致影響日後車輛辦理相關證件時，責任自負。

7. 臺北縣市、桃園縣、基隆市汽車貨運商業公會會員申請大貨車通行證，請至四縣市公會申請核發，臺北市交通大隊已委託代

為申辦，不再受理上述縣市申請。

● 申請方式：

一、 親自到場或委託他人櫃檯辦理

1. 申請書乙份（申請書上用印：公司大小章）。   註：申請書所填公司名稱需與公司執照一致

2. 申請通行車輛行車執照影本乙份（行車執照不得過期，且需當地監理機關檢驗通過）。

3. 公司執照或工地地址建築執照料影本乙份。

4. 訂貨單、買賣契約書、送貨單影本乙份。

5. 其它証明文件（運送危險物品請附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

6. 申請公司車輛如非公司車輛，請檢附車輛委託證明書（如車子屬台北市汽車公會，則需附上台北市汽車公會證書影本）。

二、 通信郵寄申請

1. 申請書乙份（申請書上用印：公司大小章）。  

2. 申請通行車輛行車執照影本乙份。（運送危險物品請附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

3. 公司執照或工地地址建築執照影本乙份。

4. 訂貨單、買賣契約書、送貨單影本乙份。

5. 回郵掛號信封一個。

6. 申請公司車輛如非公司車輛，請檢附車輛委託證明書（如車子屬台北市汽車公會，則需附上台北市汽車公會證書影本）。  

三、 網際網路線上申請

1. 填寫申請書內相關資料。

2. 申請人於網際網路完成申請程序三日（工作天）後，請持公司大小章、行車執照、公司執照或工地地址建築執照、訂貨單、

買賣契約書、送貨單等證明文件影本，親洽或委託他人至本大隊聯合服務中心辦理審驗認證事宜，經審驗文件無誤當場核發

通行證，審驗不合格（證件不符或資料不足）者，須於三日內補足相關證件，逾期作廢），請重新申請。

臺北市大貨車（六．五噸以上）及聯結車申請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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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驗項目、內容：

一、申請書上用印（公司大小章）

二、行車執照有效（檢驗）日期（運送危險物品請附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

三、公司執照或工地地址建築執照。

四、訂貨單、買賣契約書、送貨單。

五、申請公司車輛如非公司車輛請檢附車輛委託證明書（如車子屬臺北市汽車公會，則需附上臺北市汽車公會證書影本）。

● 處理期限：

一、親自到場或委託他人櫃檯辦理三天（工作天）

二、通信郵寄申請自本大隊受件起三天（工作天）

三、網際網路線上申請三天（工作天）

● 備註： 

一、處理期限三天其程序為受理申請審核證件簽核後，打字、用印、核發通行證。

二、以電子郵寄（線上申辦）方式申請者，請先與承辦單位電話聯繫與確認；惟申請人仍須於承辦單位答覆後三日內，親洽

或委託他人攜帶公司大小章至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辦理認證事宜及領取通行證。

三、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行政組；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1號

有關新修訂之「臺北市大貨車及聯結車禁止通行範圍路線圖」，自2002年8月1日起實施，茲將修訂管制範

圍及路線說明如後：

一、大貨車

（一） 全日禁行範圍（圖一）：

1.忠孝西路（中華路至中山南路）以南（含忠孝西

路）、中山南路（忠孝西路至愛國東路）以西（含中

山南路）、羅斯福路（愛國東路至南海路）以西（含

羅斯福路）、南海路和平西路（至中華路）以北（不

含南海路和平西路）、中華路（和平西路至忠孝西

路）以東（含中華路）範圍內之道路。

2. 建國南北高架道路（建國南北路全線平面道路及

長安東路與忠孝東路間高架跨越路段准予通行）、辛

亥路穿越羅斯福路之車行地下道、水源快速道路景福

街下橋匝道及新生北路高架道路、市民大道高架道路

（基隆路至環河北路）、環東大道（舊宗路以東高架

段）。

（二） 每日7時至22時（例假日除外）禁行範圍（圖二）：

1. 民權東西路（環河北路至光復北路）以南（不含民權東西路）、光復南北路（民權東路至忠孝東路）以西（不含光復南

北路）、忠孝東路（光復南路至松仁路）以南（不含忠孝東路）、松仁路（忠孝東路至信義路）以西（不含松仁路）、信義

路（松仁路至基隆路）以北（不含信義路）、信義路（基隆路至杭州南路）以北（含信義路）、杭州南路（信義路至愛國東

路）以西（含杭州南路）、愛國東路（杭州南路至中山南路）以北（含愛國東路）、中山南路（愛國東路

臺北市大貨車及聯結車申請程序
臺北市大貨車及聯結車禁止通行範圍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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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忠孝西路）以東、忠孝西路（中山南路至中

華路）以北、中華路（忠孝西路至桂林路）以

西、桂林路（中華路至康定路）以北（不含桂林

路）、康定路（桂林路至環河南路）以東（不含

康定路）、環河南北路（康定路至民權西路）以

東（不含環河南北路）範圍內之道路（上述區域

不含基隆路）

2. 中山北路向北延伸至福林橋北端、羅斯福路向

南延伸至和平東路口、民生東路向東延伸至塔悠

路。

（三） 每日上下午尖峰時段（7時至9時、17時至  

    19時）禁行範圍（圖三）：環河南北快速道路高架段、水源快速道路高架段、堤頂大道（往北延伸至內湖路一段一

     段91巷）、麥帥一橋（上、下層橋）、麥帥二橋及環東大道（平面段、高架段）

二、聯結車（貨櫃車）

（一）全日禁行範圍（圖三）：

1. 民權東西路（環河北路至塔悠路）以南（不含

民權東西路）、塔悠路（民權西路至南京東路）

以西（不含塔悠路）、基隆路（南京東路至忠孝

東路）以西（不含基隆路）、忠孝東路（基隆路

至松仁路）以南（不含忠孝東路）、松仁路（忠

孝東路至信義路）以西（不含松仁路）、信義路

（松仁路至基隆路）以北（不含信義路）、基隆

路（信義路至和平東路）以西（不含基隆路）、

和平東西路（基隆路至環河南路）以北（不含

和平東西路）、環河南北路（民權西路至和平西

路）以東（含環河南北路平面道路）（上述區域

不含基隆路）。

2. 環河南北快速道路高架段、水源快速道路高架段、麥帥一橋（上、下層橋）、麥帥二橋及環東大道。

（二） 所有禁止大貨車進入之管制時間路段，聯結車同受管制。

臺北市大貨車及聯結車禁止通行範圍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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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制時間內（不包括上下午尖峰時間）因左列特殊需要，得經相關單位（人員）提附有關證明文件及申請書，向臺北市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行政組（電話：02-23214666分機3106）申請核發大貨車及聯結車通行證，按照指定路線及時間進

入管制區，辦理特定之事務（聯結車屬24小時禁止通行，不得申請通行證）。

二、交通警察大隊填發通行證應特別注意行駛路線，盡量避免交通擁擠路段為原則，必要時得指定繞道行駛（行駛路線應在

通行證正面一一列舉）。

三、交通警察大隊接受民眾申請通行證案件，應隨到隨辦，力求便民：定期換發者，亦應爭取時間，三日內核發避免延誤。

四、公務特種車（必須持有主管機關核可公務派車單者，不包括行政委託或契約委託之委外作業車輛）應憑公務派車單依規  

定行駛建國南北高架道路、新生北路高架道路、市民大道高架道路及環東大道（舊宗路以東高架段），俾利本府警察局攔檢

、取締之執法依據。

五、管制之執行：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各分局、保安大隊及女警隊，應運用固定崗位及巡邏勤務，切實執行稽查取締，凡遇

大貨車及聯結車違反管制規定，擅自進入管制區行駛或持通行證不按指定時間及路線行駛者，應即攔車掣單舉發，並責令立

即駛離管制區，在管制範圍內發現停放之大貨車，應按違規停車併予舉發，發現路邊停放拖車及貨櫃者，應通知拖吊處理。

● 貴公司如有需要代辦大貨車通行證，請於4月10日前填寫好下列問題後回傳至本社，或交由本社業

務人員代為處理；本社將於收到回函後，儘快與貴公司聯絡人聯繫處理大貨車通行證申請事宜。（代

辦大貨車通行證專案負責人：台灣電玩編輯部採訪編輯 徐永先，電話：02-27607407轉217；傳真：

02-2747-9835）。

公司名稱：

電話： 

聯絡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處理程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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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

委託                                                                                                                      有限公司

車號                

載運                                                                                ，車輛需行駛臺北市市區道路，申請通行證，

依臺北市相關法令辦理大貨車（聯結車）通行證，並遵守交通法規，特立此委託書為憑。

      此致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委託公司：                                                 簽章                    

                       負責人 ：                                                 簽章                    

                     受託公司：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委託書



15

15

(展覽主辦單位應遵守及要求參展廠商及裝潢承包商確實遵守本作業規定)

一、依外貿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裝潢工程承包商管理規則規定，承包商須於各年度填具

登記表格並檢附相關文件，向本會管理單位辦理承包商登記，未依規定完成登記並繳交保證金之廠商，

本會有權拒絕承包商進入展場施工。

二、裝潢承包商登記、進出場管制及繳交╱領回保證金相關作業：

（一） 欲進入本會展場承包展覽相關裝潢工程之展覽服務業廠商，必須於進場前至本會展場管理組辦理登記並繳交保證金（管

理組辦公室位於世貿一館2樓H區北側，電話：2725-5200轉2276或2213）；所有工作人員必須佩戴本會核發之展場服務證，

或主辦單位製發之工作證，方得進場作業。

（二） 承包商須備妥下列資料申請製發展場服務證：

1.承包商登記表與切結書（需蓋公司與負責人章）

2.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影本

3.保證金即期支票（新臺幣2萬元整，受款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4.展場服務證申請表

5.施工前安全衛生承諾書

「上述1、4與5之表格可向管理組索取，或自下列網站下載：http://www.twtc.com.tw→展場設施暨裝潢服務 → 展覽裝潢服務

（→申請年度展場服務證辦理程序與說明）」

（三）保證金須開立即期禁止背書轉讓支票，憑管理組製發之繳款單，由申請廠商至臺灣銀行世貿中心分行繳納。再憑蓋有銀

行收款章之繳款單申請展場服務證。已登記之廠商，日後如不擬在本會展場再提供服務而退出登記者，如無違規罰款亦無損害

賠償之情形者，原保證金無息退還。

（四） 所有裝潢相關廠商（如人力公司、組合、木工、美工、油漆、地毯、水電、音響、燈光、運輸、鐵工、堆高機、報關等

業者）均須分別自行登記，不得依附於統包之設計或裝潢公司名下。

三、攤位裝潢應遵守事項：

（一）攤位應予適當之裝潢，並應於攤位招牌或攤位內其它明顯位置標示參展公司名稱及攤位號碼。

（二）攤位高度以2.5公尺為限（2樓展場以2.2公尺為限），但公司招牌或產品標誌得提高至4公尺（2樓展場為2.3

公尺）惟提高部份應與相鄰攤位自攤位外緣向內縮0.5公尺搭設。面臨走道之攤位裝潢，其牆面建築長度必須小

於該面向攤位長度之50%，且連續封閉之牆面之長度不可超過 9 公尺。如因特殊情形，需搭建超高建築時，參展廠商應於展

前14天檢具切結書、公共意外及第三人責任險保單影本、設計結構及設計地點圖說等文件，向本會申請，經本會同意並繳納

「超高建築使用費」每座新台幣10萬元後，方得興建。惟參展廠商需承租4個攤位以上，始得搭建超高建築；超高

建築物之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外圍必須自走道外緣內縮1公尺，超高建築與其他廠商攤位相連接之一面，應自相鄰界線

向內退縮1公尺搭建。超高建築使用費以設計圖之上視圖投影面積18平方公尺為1單位計收新臺幣10萬元（含稅）， 如超過18

平方公尺，則以超高建築上視圖投影面積除以18平方公尺換算單位數，按單位數乘以新臺幣10萬元計收。如搭建面積少於18

平方公尺，仍以新臺幣10萬元計收超高建築使用費。

（三）面臨走道或相鄰攤位之隔牆、背牆及招牌背面應予美化，或先與隔鄰攤位協調，取得協議後施工，如有違反此項規定，   

外貿協會（以下簡稱本會）將不供電，如造成設施損壞或人員傷亡，概由違規之參展廠商及承包商負責賠償並負法律責任。

（四）世貿一館1樓中庭（即D區）之攤位，因展示效果需要，欲裝設天花板時，從頂面前後左右鳥瞰視線所及之部份必須美

化，且不得放置任何物品。

（五）攤位裝潢布置，採用封閉式之面積，不得超過所承租攤位面積的一半。

（六）攤位之搭建、展品及裝飾物品（含招牌、旗幟、盆栽、地毯、投光燈等）之布置，不得超出攤位地

 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請參展廠商務必通知裝潢承包商共同遵循本作業規定〕

2011年6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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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基線及垂直空間以外之範圍，違者經通知未改善，本會得停止供電。

（七）天花板及管線不得懸掛任何物品，牆柱不得張貼海報及宣傳物，如違規經通知仍未改善，本會得強制拆除，拆除費用由

參展廠商及裝潢承包商負擔。

（八）嚴禁封閉配電箱、消防設備、逃生安全門、空氣品質偵測器及各類標誌，且消防設備、空氣品質偵測器與逃生安全門

不得有任何裝潢品或展品遮擋於其前面，嚴禁任何裝潢品、材料或展品阻塞客、貨梯前面及其通道範圍，違規經通知仍未改

善，外貿協會將強制移除，移除費用由參展廠商及承包商負擔。

（九）嚴禁拆除及破壞展場用電設施，或配接與展場用電設施不相容之電氣配件以免導致設備過載或不良，造成跳電、走火等

意外，查獲違規設施，本會一律強制拆除，拆除費用由違規參展廠商或承包商負擔，攤位將停止供電；未遵守本會規定及愛

惜公物，任意拆除或破壞展場用電設施之承包商，在1個月內被查獲2次或1年內被查獲3次(含)以上者，每次罰款新臺幣10萬

元整或禁止進場工作6個月。

（十）禁止裝置霓虹燈及閃爍、跳動或旋轉式之跳燈及串燈（攤位內之展品除外）違規經通知仍未改善，攤位將停止供電。各

種燈具不得向上方照射，以避免落物停留於燈罩上，遇熱燃燒，造成危險。

（十一）如需架設螢幕面積合計超過5平方公尺之電視牆、大螢幕牆等，須遵守下列事項，以免參觀人潮阻塞交通，影響鄰近攤

位之權益：

 1.高度不得超過2.5公尺，且正面必須距離走道邊線1公尺以上或與走道邊線成30度以上斜角。

 2.如因需要高度超過2.5公尺，最高不得超過4公尺，且正面必須距離走道邊線2公尺以上或與走道邊線成30度以上斜角。

 3.放映影片必須符合展覽主題，不違反善良風俗。

 4.主辦單位與參展廠商如違反上述任一規定且未能改善，本會將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十二）攤位四周垂直範圍內，如需懸升汽球，應於開展14天前向本會申請，如未申請而擅自懸掛，將強制拆

除，拆除費用由參展廠商負擔（申請辦法及申請表請洽GTI展大會裝潢廠商逸茂公司索取）。懸升汽球僅限於攤位內且大型

廣告汽球頂端距地面不得超過5公尺，裝飾用小型汽球頂端距地面不得超過4公尺。汽球如飄浮於天花板於天花板管道懸掛絲

線，汽球未於出場前取下，每個汽球罰1萬元；天花板之絲線每條罰1萬元。因懸升汽球而發生任何意外，由參展廠商自負一

切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世貿三館因展場高度較低，不開放懸升廣告汽球。）

（十三） 攤位內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規定：

 1.參展廠商欲於攤位內設置舞台或輸出功率大於20瓦特之音響設備，須檢附設計圖（應載明舞台、喇叭位置，舞台活動或播

放音響時間等）及保證金（依各展不同規定，至少新臺幣5萬元），依各展覽規定期限(至少於開展20天前)向主辦單位與本會

提出申請，具結遵守本規定；申請書請洽GTI展大會裝潢廠商逸茂公司索取。未經申請而擅自設置舞台或音響者，本會得予強

制拆除或不供應該攤位之電力。

 2.參展廠商須於開展14天前填妥「展覽攤位內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申請書/切結書」，彙集申請廠商名冊、攤位配置圖，送交

本 會展場外借組申請核備（另並於展前送交分段播放音響時間表）。

 3.舞台外緣必須距離走道邊線2公尺以上，喇叭數量以2支為限(特殊情況經本會同意者除外)，並須面向自己攤位內場及保持俯

角，音量須保持在85分貝（2樓展場為60分貝)以下（開展前須配合本會將音響音量定格）；相鄰攤位不得同時辦理舞台活動

或播放音響。

 4.展覽主辦單位必須約束廠商遵守上述規定，並指定專人配合本會稽查小組會同辦理稽查；如主辦單位拒絕會同，本會得逕

行稽查，並依違規情況對參展商處以罰款；違規之廠商續由主辦單位負責追蹤改善及處以罰款。

 5.違規將分三階段處理：

第一階段：測量放音量超過規定之分貝或其他違規，經口頭勸導未當場改善者，即開立警告單，並註明如再次違規將處以罰款。 

第二階段：經複查違規仍未改善者，即開立告發單按次罰款：第1次罰1千元、第2次罰4千元、第3次罰1萬元、第4次罰1萬5

千元、第5次罰2萬元（本會得依各展經驗調增對廠商罰款金額）。

 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請參展廠商務必通知裝潢承包商共同遵循本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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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參展廠商拒不改善者，且累積罰款次數達5次時，本會將停止供應該攤位之電力。其他因裝潢商或音響商之施工

或操作違規，本會將另依本展覽裝潢作業一般規定第七條：違規處理辦法處置。

6.音量測量方法：分貝計置離地面或樓板1.2至1.5公尺之間，接近人耳高度；測量地點以擴音設施音源水平距離3公尺之位測定。

7.參展廠商如未違反上述規定，本會於展後無息退還該保證金。

（十四）申請展覽用水電：

1.主辦單位與參展商應於進場14天前，備妥水電需求資料1份，並註明用電規格及容量，經合格電氣工程行簽證後送本會審

查，並應交由合格之電工按圖施工；如因安裝之電器設備品質不良、配線不良、或使用不當致財物損失或人員傷亡，承包

商應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2.進出場期間，僅供應展場各大柱子上110伏特插座電源，供攤位裝潢布置使用，不供應攤位照明及動力電源。

3.展出前1天依主辦單位申請時間供應展場用電，下午5時關閉電源。

4.凡申請水電者（含24小時全天候供給水電者），應自行加設保護措施（如不斷電系統等），若遇台灣電力公司供電廠

（含自來水供水中斷），或本會電（水）力設備臨時性故障時，本會均不予賠償。

5.每1展出攤位用水用電之需求，均應向展覽主辦單位提出申請。未經申請不得私自接取電源，違者除停止供水供電外，並

視情節輕重禁止該攤位展出，承包商如參與違規者，並撤銷該承包商之登記；為維護與保障本會展場之公共安全，攤位之

照明與燈具均須委託領有甲級以上電器承裝業證書並向本會相關單位完成登記之水電廠商提供與施作，嚴禁參展廠商自行

攜入與裝設（燈具展品除外），違者除停止供電外，並視情節輕重禁止該攤位展出，若因而造成公共危險或財物損失或人

員傷亡時，概由違規參展廠商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十五）搭設2層樓攤位之廠商，應依規定先行提出申請並繳費（申請辦法及申請表請洽GTI展大會裝潢廠商逸茂公司）。

世貿一館2樓與世貿三館不得搭設2層樓攤位。

（十六）嚴禁佔用本會展場內外公共區域（如大門、大樓周邊人行道，休息區及地下停車場、卸貨場、貨梯區等)並嚴禁參

展廠商於前述公共區域設置精神堡壘、架設活動看板、旗桿、懸掛廣告物品或張貼文宣海報、擺置花籃等。

（十七）攤位內及臨近走道包柱裝潢如需施作，臨走道包柱必須事前經本會同意方得施工（包柱外緣距柱面限30公分以

下），並須遵守下列規定：（1）不得封閉消防箱（94公分寬、126公分高）及滅火器箱（65公分寬、75公分高）；

【世貿三館：不得封閉消防箱（75公分寬、130公分高）】（2）不得封閉電箱(60公分寬、136公分高)（3）須於新增牆

板上留設60公分高、60公分寬以上之牆洞，俾供該牆面既有排風百葉設備直接外露（4）空氣偵測器

必需外露，且其前方不得以隔間牆或任何物品遮蔽，一顆偵測器（15公分寬、15公分高） ，2顆偵測器(30公分

寬、15公分高)，3顆偵測器（45公分寬、15公分高），且須於偵測器上下方各留15公分之牆洞（5）包柱牆面高度不得

高於4公尺。如違反上述規定，經本會通知而未立即改善者，將罰該參展廠商每一事件新台幣5,000元；如消防及相關單

位開立罰單時，該罰款及相關責任概由參展廠商負責。施工單位則將依第七條規定處罰。

四、進場前應準備工作：

（一） 所有裝潢作業，參展廠商及裝潢承包商必須投保工程險及第三人責任險。如因裝潢施工，而致設施

損壞或人員傷亡，概由參展廠商負責賠償並負法律責任。

（二）未向本會展場管理組辦理登記之裝潢承包商應於開展18天前依第二條規定補辦登記，並辦妥展場服務證(或制服核 

備)，或自行向展覽主辦單位申請辦妥該展使用之工作證，否則不得進場施工。展場內未佩戴前述證件或未穿著制服者，管

理單位有權要求其即刻離開展場。

（三） 展覽主辦單位應事先將其展覽工作證交予有需要之參展廠商以便利其工作人員或下包商工作人員於展覽裝潢期間進

入展場。

（四） 展覽主辦單位應將展覽工作證之樣張各八份於裝潢進場3日前送達本會外借組俾供展場入口警衛鑑別用。

 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請參展廠商務必通知裝潢承包商共同遵循本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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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一館一樓展場樓板與進出展場車輛載重規定

1.樓板載重限制（展品） 每平方米不得逾1.3噸。

  2.貨車載重限制

  （含車輛及貨物總重）

 (1) 2軸車輛不得逾15噸；2軸以上車輛不得逾25噸。

 (2) 2車安全距離為9公尺以上。

  3.堆高機載重限制  (1) 單一堆高機舉重不得逾13噸。

 (2) 相鄰2部堆高機分舉不同貨物作業時，距離須維持9公尺以上。

  4.吊車吊載重量限制  (1) 單一吊車舉重不得超過15噸，相鄰2部吊車分舉不同貨物作業時，距離須

       維持9公尺以上。

 (2) 作業前須於載重支撐架下方襯墊木板或鋼板，尺寸不得小於30公分（長）

       X 30公分（寬）X 15公分（高）。

五、布置施工中應遵守事項：

（一）車輛入場管制及申請：

1. 展覽主辦單位應執行下列車輛管制以加強展場秩序、安全與空氣品質之維護。

2. 小客（轎）車不得進入展覽場；進場之車輛到達定位後必須關閉引擎；車輛不得穿越郵局與景觀電梯前。展場內車輛行車速

度不得逾每小時10公里。

3. 載運裝潢品等之貨車須依主辦單位排定之時間及順序進場，未遵照排定時間者，警衛人員得視場內狀況禁止該車輛進入展場。

4. 貨車進場時，應於入口處繳交保證金新臺幣1,000元（機械類或大型展覽得另訂較高金額）， 車輛進入展場後，在 1小時內

出場者，保證金原數退還，逾時出場者，每小時以新臺幣200元計收 （時間從入場時起算）。車輛離場如因場內車輛壅塞而致

延誤出場時間者，經本中心聘僱警衛蓋章證明，得減收20分鐘逾時出場費。

5. 世貿一館展場入口高4.2公尺，寬7公尺，世貿三館展場入口高5公尺，寬6.5公尺（但世貿三館之展場高度係4.47公尺），貨

車、展品或裝潢品如逾該尺寸，請拆解分裝後始得進入。如未妥善處置致展場設施毀損時，須負相關賠償責任。

6. 世貿一館一樓展場地板載重上限為1300公斤╱平方公尺，展品或裝潢品如超越限重者，請拆解分裝後始得進入。未妥善處置

致展場設施毀損者，須負相關賠償責任。

相關載重限制之規定如下表：

車身總重在15公噸以上之貨車(以車身或行車執照載明者為準），應經由主辦單位與參展廠商於入場10天前向本會提

出書面入場申請。另任何噸位之吊車（含吊貨卡車）入場均應向本會提出申請，並須於入場5個上班日前將該申請送達本會

展場管理組。 車身總重在15公噸以上之車輛若有裝載貨物，於進場時須提示24小時內過磅之證明單經本會展場管理組同意

後於許可之時段內入場作業。

柴油堆高機數量限制：原則上於同一時間世貿一館全展場最多僅得容納4部堆高機作業，另中庭(D區)最多允許2部堆高機同時

作業。堆高機入場應事先向本會提出申請。

7. 吊車 （含吊貨卡車）入場作業空氣污染防治費收費方式：

(1) 於上班時段（上班日上午6時至下午7時）入場作業：

申請單位至遲須於入場5個上班日前填妥「吊車（含吊貨卡車）入場作業申請表」並送達展覽中心展場管理組，入場時並須繳保

證金新臺幣2千元（機械類或大型展覽得另訂較高金額）。車輛使用者須負責將現場警衛提供之轉接頭與鋁風管套接於車輛之排

氣管出口，並於作業結束後將該轉接頭與鋁風管交還該警衛。

上述空污防治之費用為第1小時收費新臺幣5百元，之後每小時3百元，計價時間自車輛入場時起算至離場為止，不足1小時之部

份，以1小時計。車輛入場申請未及於5個上班日前送達展場管理組者，費用依上列標準加收50%。

 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請參展廠商務必通知裝潢承包商共同遵循本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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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非上班時段（上班日上午6時前，下午7時後及國定例假日）入場作業：免洽收全額空污管制費，但仍須執行車輛廢

氣排導並自行負擔排導車輛廢氣之警衛費用。

（3）如申請案太多，或基於其他考量，本會有權修改時段或更改日期或不同意此申請。         

8. 抓斗車作業時間應依本規定「第六條：出場時應遵守事項」辦理。抓斗車於同一時間世貿一館全展場最多僅得4輛  

入， 並須比照前述關於吊車之規定執行車輛廢氣排導並自行負擔排導車輛廢氣之警衛費用。

9. 吊車及抓斗車禁止進入世貿三館展場內作業。

（二）進場順序與應注意事項：

1. 水電承包商應於進場施工前將承包攤位之平面圖一份交予本會展場管理組備查，否則不得進場施工。水電承包商並得

向本會展場設施組與展場管理組申請於展覽空檔期間先行進場佈線，於獲准後入場。若係申請於展覽之場地租用時間內先

行進場或加班作業，則須先經由主辦單位同意。

2. 地毯承包商應於進場施工前將承包攤位之平面圖1份交予本會展場管理組備查，否則不得進場施工。遇大型機械展覽或

重型展品展覽時，地毯承包商並得向本會展場設施組與展場管理組申請於展覽空檔期間提前入場，並於獲准後，進場進行

攤位地毯之鋪設工作。若係申請於展覽之場地租用時間內先行進場或加班作業，則須先經由本會與主辦單位同意。 

3. 油漆及美工廠商，配合木作及系統組合之進度進場施工，水性油漆器具（刷子、刷桶等）清洗，請使用編號122、

131、134等3間設有拖布盆之廁所（另144廁所外與166廁所外各有1個拖布盆，170廁所外有2個拖布盆可供使用），其中

122、134等二間女廁，為配合展覽進出場期間施工需要，將允許男性工作人員進入清洗裝潢工具，並另開放126、137、

169等三間女廁，供女性人員如廁使用，嚴禁於廁所內洗滌油性油漆器具或於廁所內調漆；美工貼紙之廢料仍具有黏著

性，施工單位須隨時負責清理，並集中至垃圾桶丟棄。

4. 禁止進入展場兜售礦泉水；送水、花、餐盒等服務業者，其車輛禁止進入展場（攤位美化、布置及造景使用之盆栽，

不在此限）。  

（三）佈置展品或裝潢時應於各攤位內為之，不得佔用走道，妨礙交通與安全。

（四） 如攤位裝潢採木作方式，應事先於展場外施工完成後運至展場組合。2樓展場須使用防焰及環保裝潢材料，並須是組

合式或可回收、 重覆使用者，且2樓展場須統一委由1家承包商施作裝潢。2樓展場原則上禁止木造裝潢。

（五）展場內嚴禁使用鋼釘、噴漆、油性油漆、電焊及電鋸，違者將斷電。

（六）油漆時不得汙染地面，應先使用PVC布或夾板鋪於地面後再施工。

（七） 地毯舖設：禁止以黏膠塗抹於地面的方式施工，應先沿擬舖地毯之地面內緣約10公分寬，以不脫膠之膠帶固著地

面，不脫膠膠帶的上層再以布紋雙面膠帶貼上，用以黏固地毯。出場時，所有膠帶及地面殘膠均須完全清除並集中於垃圾

桶，違者禁止進場工作6個月。

（八）施工材料處理：

1. 施工廢料及包裝材料應逐日清除，不得置於走道，妨礙交通與安全。

2. 嚴禁將剩餘之油漆傾倒入廁所洗面檯及馬桶；應在指定廁所內之拖布盆洗滌水性油漆刷子。違反此規定，本會因此須

清潔之費用由參展廠商及裝潢承包商負擔。

3. 逾時清除之廢料由主辦單位負責完全清除，其費用由參展廠商及違規承包商負擔。若因廢料之逾時留置展場而影響後

續展覽作業之進行，則參展廠商與承包商應負責賠償。

（九） 施工或搬運時如損壞展館設施，應負責修復或賠償。如因施工不慎而致財物損失或人員傷亡，概由參展廠商及裝潢

承包商負責賠償並負法律責任。

（十） 嚴禁於展場內飲酒(含酒精飲料)、嚼食檳榔或口香糖及吸菸，為顧及形象及安全，禁止打赤膊或穿著拖鞋。

（十一）展場內外黃色網線區域內、空調機或販賣機旁嚴禁任何裝潢物品或材料佔用，違者禁止進場工作6個月。於攤位

內，不得自設空調設備。

 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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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展前攤位之清潔如欲委由清潔公司處理，則此清潔工作應委由展館之合約清潔公司。 

（十三）安全及保險：

1. 展覽期間參展廠商對其展品物料、裝潢及工程設施均應自行派人照料，並視需要自行辦理保險，如

有遺失或毀損，本會不負賠償責任。 

2. 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展覽期間（包含展前布置及展後拆除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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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委託之裝潢商負責一切賠償及法律責

任；參展廠商及其委託之裝潢商應加強安全防護措施，並視需要自行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確實執行

勞工安全衛生法令及其他法令之規定。

六、出場時應遵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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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理由而需使用抓斗車者，主辦單位應事

先提出申請。抓斗車作業地點限於世貿一館A、B、C區，嚴禁於D區及展館外圍主要出入口作業。抓斗車於展場內之作業

時間，於上班日限定在19:00以後與06:00之前，假日之作業時間不限制，惟主辦單位應自行考量水電、地毯等拆卸工作所

需之先期作業時間。展覽╱活動主辦單位與參展廠商須於抓斗車入場7日前向本會展場外借組提出「展覽大樓抓斗車入場

申請表」。本會得依安全秩序之考量拒絕或核准該申請。

七、違規處理辦法：

如違反本作業須知規定，除施以上述各項條款所列之罰則外，如有未盡事項，本會得視情節採下列處置：

（一）斷水、斷電。

（二）封閉攤位，禁止展出。封閉攤位之費用由參展廠商負擔。

（三）禁止該主辦單位與參展廠商在2年內舉辦或參加該項展覽。

（四）裝潢承包商如違反上述規定，本會得視情節輕重採取下列懲罰措施：

1. 展場內吸菸者：

第一次抽菸→開立告發單不罰款，並要求裝潢承包商(統包)責成抽菸者改善。

第二次抽菸→開立告發單罰款500元。

第三次抽菸→開立告發單罰款1000元。

後續每增加乙次則採每次加罰500元方式累進罰款，付款對象以抽菸者所屬承包商為主，若無，則溯及其裝潢攤位之最上

層統包商（非直接對抽菸者處罰）。

另有關上述抽菸次數累計，係針對同一抽菸者，如不同抽菸者，則另行累計。

2. 其餘違規視情節輕重及違規次數，每一事項處以新臺幣2,000至5,000元之罰款（如逾期未繳罰款，得自保證金中加倍

扣抵）；因違反本規定第三條或第五條而導致火災或其他重大安全事故者，每一事件罰款新臺幣2萬元。

3.  管理人員得拍照存證並強制停工驅離展場。

4. 違規之裝潢或設施經勸告而未依本中心規定改善者，立即強制拆除，拆除費用由違規之承包商全數負責。

5. 依違規情形議處違規承包商禁止進場之時間，情節重大者，2年內禁止進入本會展場承作任何裝潢工程。  

 外貿協會展覽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請參展廠商務必通知裝潢承包商共同遵循本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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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為延續展覽效益，向全球買家做推廣宣傳，特別規劃製作2012GTI臺北展多媒體光碟，由專業攝影公司出機現場拍攝。

此份光碟將配合GTI海外專刊在世界各地參加展覽的機會，做免費派送以再次強化GTI臺北展的對外宣傳，打造廠商國際形

象、累積產品知名度、爭取更多市場商機。

 製作內容

1.片頭         2.活動集錦     

3.廠商介紹     4.片尾：2013展會預告

 拍攝原則

廠商名稱、攤位全景、產品介紹、與參觀買主的互動。

 拍攝時間

5/10-11日兩天，依據B.C區廠商攤位的位置進行現場拍攝。

    2012年GTI臺北展現場實況光碟製作表單
攤位號碼                                    攤位數

公司名稱                                                    拍攝長度                                                              （由主辦單位填寫）

聯繫人                                                                                                    （只拍攝當時需於現場攤位之負責人）

手機

 

 影片方面

請大概條列重點以利現場拍攝的進行，參展商的光碟內容中的主要畫面與主力機檯會出現，其他部分則是光碟容納的長度

而定取決是否放入。

主要畫面

次要畫面

主力機檯

其他產品

 備註  

                                        ☆ 表單填好請最慢於4月16日前傳真至臺北(02)2747-9835 ☆

現場實況光碟製作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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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信花園酒店

臺北市市民大道三段83號
電話： +886-2-8772-8800 
傳真： +886-2-7702-5159
網址： www.miramargarden.com.tw
房價:$2,700~5,500 

■  臺北王朝大酒店

臺北市敦化北路100號
電話：+886-2- 2719-8399 
傳真： +886-2- 2545-9288
網址： www.sunworlddynasty.com
房價:$4,277起

■  兄弟大飯店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55號
電話：+886-2-2712-3456 
傳真：+886-2-2717-3334
網址：www.brotherhotel.com.tw
房價：$4,300~5,700

■  臺北馥敦飯店南京館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32號
電話：+886-2-2763-5656＃8105

         ～8106

傳真：+886-2-2767-9347
網址：www.taipeifullerton.com.tw
房價：$3,400起

晶璽商旅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68號3F
電話：+886-2-2345-9777
傳真：+886-2-2720-3000
網址：www.at-boutique-hotel.com
房價： $2,500~3,700

■  友友商務飯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4號
電話：+886-2-2531-6767
傳真：+886-2-2511-9637
網址： www.fth.com.tw
房價： $1,800~2,300

臺北香城大飯店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295號
電話：+886-2-2704-9546 
傳真：+886-2-2707-6468
網址：www.city-hotel.com.tw/
business/b1/b1-tw.htm
房價: $2,520~3,300

■  東華唯客樂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56號
電話：+886-2-2579-6162 
傳真：+886-2-2577-9463
網址：www.donghwa.com.tw
房價：$2,300~3,250

北城大飯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79號
電話：+886-2-2501-7601 
傳真：+886-2-2504-3635
網址：www.cityhotel.com.tw
房價：$1,900~2,640
■ 此特惠價格針對持參觀與參展證

件者

宏都金殿飯店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100號
電話：+886-2-2755-6599 
傳真：+886-2-2700-5966
網址：www.HDpalace.com.tw
房價：$3,750~5,600

丹迪旅店（大安店）

臺北市信義路三段33號
電話：+886-2-2707-6889
傳真：+886-2-2706-5777
網址：www.dandyhotel.com.tw/
DandyD/Index.aspx
房價：$2,000~4,500

太平洋商務中心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95號11F
電話：+886-2-8780-8000
傳真：+886-2-8780-5000
網址：www.businessscenter.com.tw
房價：$5,200~7,800

豪麗飯店

臺北市大安路ㄧ段81之1號
電話：+886-2-2776-6599
傳真：+ 886-2-2753-7388
網址： www.royalpalace.com.tw
房價：$5,000起

福泰桔子商旅酒店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41號 
電話：+886-2-2388-1523 
傳真：+886-2-2388-1526 

網址：www.forte-hotel.net
房價：$2,100~2,600

捷絲旅西門町館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41號 
電話：+886-2-2370-9000 
傳真：+886-2-2370-9969  
網址：www.justsleep.com.tw
房價：$2,800~4,800

伸適商務旅館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77號　

電話：+886-2-7743-1000　
傳真：+886-2-7743-1100 
網址：www.hotelsense.com.tw
房價：$7,500~15,000

城市商旅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411號
電話：+886-2-2742-5888          
傳真：+886-2-2742-2697
網址：www.citysuites.com.tw
房價：$3,190起

首都大飯店

臺北市建國北路二段7號
電話：+886-2-2507-5577
傳真：+886-2-2507-7890
網址：www.capital-hotel.com.tw/ 
房價：$3,900起

附註說明：

1. 以上價格除有註明外一律以新臺幣收費。

2. 訂房價格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各飯店當時計價為

準，部分飯店的房價會區分為本國人或外國人，

價格不同。

3. 參展廠商如有訂房之需要請依據上述資料主動洽詢

飯店，並注意是否含稅、早餐與服務費，以及住

宿和退房的規定。

4. 更多其他飯店資料，請至大會網站www.gtiexpo.

com.tw「交通住宿→飯店」將有更詳盡的資料提

供。

■  代表該飯店提供優惠給2012 GTI臺北展的廠商。

臺北市飯店與旅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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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中心:50元╱時

國貿大樓:50元╱時

世貿一館:70元╱時

府前地下:30元╱時

世貿三館:40元╱時

101金融大樓:50元╱時

松壽:40元╱時

世貿二館:70元╱時

信義廣場:40元╱時

忠信:40元╱時

附註：停車費用僅供參考，如有變動請依照停車場規定

GTI臺北展(GTI Asia Taipei Expo 2012)將於臺北世貿一館B、C區舉行，欲知世貿周邊停車場更多詳情，

請上臺北市停管處網站查詢。

臺北市世貿展場周邊位置與停車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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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為使所有參展服務事項得以盡善盡美，主辦單位特成立了GTI臺北展工作小組，有關GTI展相關事宜，歡迎您洽詢

台灣電玩雜誌執行小組任何一位工作成員。此外，關於海外參展品進口、裝潢、飯店資料等，可洽詢大會提供的

相關服務廠商。

《台灣電玩》·《GTI國際專刊》·《神州動漫》   祝您  展出成功！

服務電話：(02)2760-7407~10 傳真專線：(02)2767-8965, 2747-9835

E-mail: gametime@taiwanslot.com.tw   大會專屬網站: www.gtiexpo.com.tw

GTI臺北展工作小組劃分與職責一覽

●  公關組：

總編輯孫竣豪，負責國內新聞發布，以及參展廠商展覽期間活動公告等。歡迎廠商主動提供活動訊息以便於大會官方網站

公告，以及做媒體新聞發佈。分機218，E-mail：eric@taiwanslot.com.tw。

●  展務組：

採訪暨編輯組長柯宗鑫，負責受理展品申請暫時免評鑑進口參展、廠商聯誼餐會、進出場規劃等服務。分機217，E-mail：

jim@taiwanslot.com.tw。

●  勤務組：

編輯部徐永先，負責受理參展證明書、邀請函、飯店及設置舞台和音響的諮詢，國外入場券、參展證、識別吊帶等

提供與服務。大貨車通行證申請、網路ADSL與臨時電話申請以及展商名錄資料相關規定與表格服務提供。

分機217，E-mail：Jacky@taiwanslot.com.tw。

●  海外服務組與國際媒體：

海外部編譯徐翊庭（Ian），負責國外參展服務、VIP買主接待、海外雜誌收件、海外邀請函、國際媒體接待等處理等。

分機207，E-mail：ian@taiwanslot.com.tw。

●  網路組：IT專員余培榮、沈孟冠，負責大會網路訊息公布，服務專線：（02）2769-2212。

●  美術組：

設計部主任于維琪、美術設計林雅萍、王珩，負責海報、文宣品等製作。分機205，E-mail：vicky@taiwanslot.com.tw。

●  會計組：

行政部主任陳相琴，負責發票與相關款項處理。分機226，E-mail：acc@taiwanslot.com.tw。

●  行政組：

行政部人員楊芷安，負責國內廠商索票與資料交寄等。請打總機或轉分機202或225。

●  業務部門：

北部

劉明     分機223（0910-004-077）E-mail：ming@taiwanslot.com.tw

劉學傑 分機221（0932-167-113） E-mail：david@taiwanslot.com.tw

陳惠宗 分機228（0910-114-899） E-mail：john@taiwanslot.com.tw

葉美秀 分機224（0932-185-925） E-mail：michelle@taiwanslot.com.tw

中部

陳麗君（0929-304-183） E-mail：wom193@yahoo.com.tw

南部

鍾翰璋（0930-776-268） E-mail：chc@taiwanslot.com.tw

工作小組暨大會協力廠商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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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協力廠商（提供參考）

參展廠商如需翻譯、訂製花籃，以及有關裝潢細節事宜可聯絡本次展會的協力廠商，其將為您作進一步的說明與資料提供。

● 運輸／報關公司（負責國外展品海空運及清關，相關費用報關公司另行向廠商洽索）：

1. 凱捷國際運通有限公司

電話：（02）8773-5033 分機18 林錦煌（0955-486-538）

客戶服務 （C.S.）葉惠珠 分機15、林湘琳 分機10 　

傳真：（02）8773-7545 

E-mail：carrier.tw@msa.hinet.net

網站：www.carrier-logistics.com

● 裝潢公司：

逸茂有限公司

電話：（02）2659-1998 江先生（0920-411-311）或李小姐（0935-566-229）  

傳真：（02）2659-1996  E-mail：yimao2@ms61.hinet.net

● 翻譯與人力派遣公司：

① 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84-5352   傳真：（02）2784-5332

② 泓順展會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780-2355   傳真：（02）8789-6263

● 快遞：

大榮貨運 電話：（02）2653-5691

成龍快遞 電話：（02）2586-5285

● 花店：

薆儷國際花藝工坊

電話：（02）2727-8090  傳真：（02）2759-6314

● 礦泉水：

立可得商行

電話：（02）2648-4800 傳真：（02）2763-8348

● 名片印製：

晉華網路印刷設計 

電話：（02）2571-8161  網址：www.e-wd.com.tw

● 飯店：

如有訂房需要者請參照所附飯店資料自行洽定，大會網站www.gtiexpo.com.tw可直接連結飯店之網站或E-mail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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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暨大會協力廠商一覽

2. 凌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509-0366 分機18 吳瓊姿

傳真：（02）2509-0356
E-mail：eliza@glory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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