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桃園農業博覽會「美食專區」招商簡章
壹、活動目的
為配合 2018 桃園農業博覽會之舉辦，協助推廣桃園在地市集攤商、店家、商圈
名店、金牌好店、十大伴手禮、觀光工廠、優質產業、桃園市公有市場、合法立
案之公私營夜市攤商及在地特色店家等設置美食專區，藉由規劃美食專區，讓桃
園在地美食名品、名攤名店及特色伴手禮得以推廣，提升桃園美食好禮的品牌形
象。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執行單位:醇藝媒體廣告行銷有限公司。

參、活動地點
桃園市新屋區永平路上北湖國小旁。

肆、甄選辦法
(一)招募對象:本次甄選以桃園市在地獲獎或具代表性之金牌好店、十大伴手禮、
觀光工廠、新屋在地特色店家及本市公有市場攤商、合法立案之
公私營夜市攤商為優先選擇。
(二)報名期限: 2018 年 2 月 5 日(一)至 2 月 26 日(一)24:00 截止。
(三)招募攤數:預計招商 65 攤。正取 65 攤，備取 35 攤，於 2018 年 3 月 01 日(四)
經評審會議後公布正備取名單。
※備註說明：配合展售攤位數規劃，以每攤位一家廠商為原則，如有廠商須一個
以上攤位，得經評審會議同意後調整規劃內容辦理。
(四)費用
1.器材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攤，如未有器材破壞等致使主辦單位權益受損
之情事，活動結束後全額退還。
2.水電建置（佈線）費：新台幣 8,000 元/攤。
3.水電費：分為兩個階段預收，報名時預先收取新台幣 20,000 元，於 107 年 4
月 25 日前視使用狀況啟動第二階段預收，活動結束後依使用量多退
少補。
(1) 攤商可自行選擇以下兩種電費支付方式管理辦法:
選擇一：攤商可向執行單位申請安裝電表，依照台電提供之電價收取費用，
另經機關認定屬高耗電之攤位亦需安裝電表。
選擇二：攤商區總電費扣除已安裝電表之攤商電費，剩餘金額由所有未申請
電表之攤商共同均分。
(2) 水費計收方式：活動結束後依水表實際計算之度數由攤商共同均分。

4.環境清潔費用:為維護美食專區清潔，進駐美食攤區攤商需繳納清潔費，俾利
每日垃圾打包及環境清潔作業，清潔費每攤新台幣 100 元/日，
共計 4,000 元。
5.倉儲費用：須租借倉儲空間之攤商，可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請，並繳納倉儲費用
每攤新台幣 100 元/天，但執行單位不負責保管。
6.為維護報名攤位權益，請於公布錄取名單後 5 日內將保證金、預收水電費及清
潔費以現金、匯款或轉帳等方式繳清，如未能如期繳付，取消攤商資格，將
開放由後補攤位依序遞補，不得有異。
※備註說明：
本活動不收取攤租費用，攤商務必配合執行單位所訂定之管理規範辦法，共
同為「2018 桃園農業博覽會」盡心盡力；如需請假，須於 1 天前告知執行單
位，若臨時請假，請於活動前 2 小時通知執行單位。
(五)攤位設備說明(執行單位提供)
1.攤位：3mx3m 之空間大小。
2.電源：每頂帳篷提供基本照明設備，提供電力為 110V(20 安培)之插孔 2 個，
若使用超過提供之基本電力而導致跳電等因素，其造成之損害由攤商
償付。
3.長型會議桌：180cm x 60cm，2 張(含桌巾)。
4.塑膠椅：4 張。
5.攤招：1 面，並由執行單位統一依照大會所提供之主視覺設計製作。
6.其他說明：報名攤商使用火源需注意用火安全，於攤商周遭配置滅火器(共 42
支)，萬一意外走火，可迅速撲滅火勢，若發生維安事件攤商需承
擔相關責任。
(六)佈攤型式
1. 請各自發揮獨特創意佈攤，並用心陳設商品，共同營造創意市集質感。
2. 基於衛生考量，戶外擺攤，產品建議提供外包裝。
3. 攤位位置由執行單位於進駐說明會中抽籤決定，現場禁止擅自更換攤位，若
需更換攤位由執行單位初評後報主辦單位核定。
(七)報名方式
於活動網站 http://bit.ly/2BDzq6t 填寫報名表或下載紙本報名表，將紙本報名
表填妥後以下列兩種方式二擇一提供予執行單位：
1.傳真至(03)439-9893。
2.寄送電子郵件至 sysy.tv456@gmail.com，並於信件主旨說明「2018 桃園農業
博覽會美食專區報名+攤位類別+攤位名稱+連絡電話」。執行單位收到報名表
後將回電通知報名成功，如未接到回電可撥打 0973-558231 確認。
※備註說明：評審會議後將主動通知錄取攤商（審核通過名單亦將公告在活動網
站）資料不完備者通知限期補件，未於期限內完成補件視同放棄報
名。
(八)審查說明：執行單位依申請資料文件進行資格審查，資料不完備者通知限期
補件，逾期將不予受理。

(九)審查流程
1. 第一階段：於 2018 年 2 月 5 日(一)至 2 月 26 日(一)24：00 前提出報名(以收
件時間為憑)，並由執行單位審查報名表完整性。
2. 第二階段：於 2018 年 3 月 01 日（四）進行審查會議。
3. 第三階段：於 2018 年 3 月 02 日（五）公布正、備取攤位。
4. 第四階段：於 2018 年 3 月 05 日（一）舉辦進駐說明會及辦理備取替補事宜。
5. 第五階段：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一）公布最終錄取名單。

伍、管理辦法
(一) 錄取廠商若因故欲取消設攤，須於活動前 1 週通知執行單位，備取廠商依
序遞補。
(二) 請遵守攤位進退場規範時間，請勿遲到、早退或缺席。凡有遲到、早退或
缺席者，早退、遲到每次自保證金扣除 500 元，無故缺席者，每日自保證
金扣除 1,000 元，
(三) 園區內禁止吸菸及嚼食檳榔，若發現違規之攤商，每次自保證金扣除 500
元。
(四) 安全衛生品管:凡可食用之商品，須符合食物新鮮及衛生，方可上架，活動
期間，不定時抽查檢驗，不合格之攤商第一次進行口頭警告，若後續未改
善，依情節輕重將予以罰款，每次自保證金扣除 500 元或撤攤。
(五) 攤商須進行垃圾分類，油漬及餿水集中處理，未進行垃圾分類、油漬、餿
水亂倒之攤商，若經查證後違規之攤商，每次自保證金扣除 500 元。
(六) 如保證金全數扣完，得自預繳水電費中扣除。
(七) 攤商須自行配戴口罩及手套，以確保食品衛生。
(八) 攤商於販售商品時須配戴主辦單位發放之帽子，並統一使用公版設計之 A4
價目表，以方便管理。
(九) 如發現擺設販賣違法之商品，將立即取消現場資格，不退保證金，並依法
送辦。
(十) 攤位擺設需隨時維護周邊環境清潔，每日結束營業前需將攤位周邊垃圾打
包後清運至指定地點。
(十一) 活動若因天災或氣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有取消情事，統一依大會發佈消
息為準。
(十二) 錄取設攤展售之店家與廠商，需配合本案出席相關會議。
(十三) 攤商進退場時間:須配合大會開、閉園時間，於活動早上 8 點前進場完畢，
下午 7 點前退場完畢；如須臨時補貨，請告知執行單位，並配合大會規
定之時間。
(十四) 環境共同維護計畫:美食區之軟硬體設備，廠商應配合管理及維護，如有
蓄意毀壞將予以求償；環境清潔必須配合大會之環境清理規範辦理。
(十五) 有關攤商是否開立發票，攤商須依統一發票使用辦理第 3 條及第 4 條規
定，營業人除第 4 條規定免用統一發票者外，均需開立統一發票。
(十六) 攤商商品標示須符合商品標示法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規定。

(十七) 為響應環保，美食專區內禁止使用塑膠拋棄式餐具，請一律使用紙類具。
(十八) 若民眾自備環保餐具或環保袋，攤商願意提供之折價優惠，優惠方案將
納入評選參考。

陸、評審會議
預計 2018 年 3 月 01 日(四)辦理，地點於桃園觀光夜市遊客服務中心 1 樓會議室
(暫定)。

柒、進駐說明會
預計 2018 年 3 月 05 日(一)辦理，地點於中壢藝術館演講廳（暫定）。

捌、攤商硬體設備進場時間:
硬體設備進場時間:2018 年 3 月 26 日(一)至 4 月 2 日（一）。

玖、聯絡方式
2018 桃園農業博覽會-美食專區執行單位(活動小組)
電話：0973-558231 傳真(03)439-9893
E-mail: sysy.tv456@gmail.com

拾、預計期程
預期日程

工作項目

12/20-01/20

提交及審核招商簡章

01/21-02/11

公布招商辦法與宣傳

02/5-02/26

受理報名（期間舉辦 2 場招商說明會）

03/01

舉辦評審會議

03/02

公布正取及備取名單

03/05-03/09

舉辦進駐說明會、收取保證金、執行備取替補事宜

03/12

公布最終錄取名單

03/26-04/03

開放商家進場布置及教育訓練

04/04-05/13

農業博覽會美食區營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