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暫訂）

主辦單位：人間福報社、社團法人中華福報生活推廣協會

活動日期：2022年5月6-9日

活動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展覽一館B、D區

5.6� 5.9五 一

Joyous  Vego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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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企 劃 書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攤位徵展

徵展

一般廠商

單位數：1攤 淨空特惠 基裝特惠（含稅）

攤位金額 新台幣45,000元

攤位保證金 新台幣5,000元

合計每攤金額 新台幣50,000元

優惠贈送 1.貴賓券40張

備註
1.一攤不提供淨空攤位

2.無廣告

單位數：2攤 淨空特惠（含稅） 基裝特惠（含稅）

攤位金額 新台幣80,000元 新台幣90,000元

攤位保證金 新台幣10,000元 新台幣10,000元

合計每攤金額 新台幣90,000元 新台幣100,000元

優惠贈送

1.貴賓券100張

2.人間福報插牌稿1次

（價值6825元，高7.3cm * 寬7.2cm）

備註

1.淨空：不含隔間、燈光、桌椅等

2.基裝：含隔間版、1張展示台桌、1張椅

子、3投射燈、1門眉、500W插座

3.匯款資訊：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70470026），永豐銀行（807） 

松山分行111-001-000-67771，匯款後請

提供後5碼與匯款單。

4.人間福報插牌廣告稿示意 (紅框處妙檀

香廣告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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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企 劃 書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單位數：4攤 淨空特惠（含稅） 基裝特惠（含稅）

攤位金額 新台幣160,000元 新台幣180,000元

攤位保證金 新台幣20,000元 新台幣20,000元

合計每攤金額 新台幣180,000元 新台幣200,000元

優惠贈送

1.貴賓券150張

2.人間福報3全廣告1次

（價值31,500元，高7.3cm * 寬29.4cm）

備註

1.淨空：不含隔間、燈光、桌椅等

2.基裝：含隔間版、1張展示台桌、1張椅

子、3投射燈、1門眉、500W插座

3.匯款資訊：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70470026），永豐銀行（807） 

松山分行111-001-000-67771，匯款後請

提供後5碼與匯款單。

4.人間福報3全廣告稿示意（紅框處冷氣毯

廣告範本)

3全廣告

插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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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企 劃 書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單位數：6攤 淨空特惠（含稅） 基裝特惠（含稅）

攤位金額 新台幣240,000元 新台幣270,000元

攤位保證金 新台幣30,000元 新台幣30,000元

合計每攤金額 新台幣270,000元 新台幣300,000元

優惠贈送

1.貴賓券200張

2.人間福報10半廣告1次

（價值52,500元，高24.8cm * 寬14.6cm ）

備註

1.淨空：不含隔間、燈光、桌椅等

2.基裝：含隔間版、1張展示台桌、1張椅

子、3投射燈、1門眉、500W插座

3.匯款資訊：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70470026），永豐銀行（807） 

松山分行111-001-000-67771，匯款後請

提供後5碼與匯款單。

4.人間福報10半廣告、10全廣告示意
● 人間福報10半廣告紅框處-薑薑好湯麵

● 人間福報10全廣告紅框處-5倍券廣告

10半廣告

10全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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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企 劃 書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單位數：8攤 淨空特惠（含稅） 基裝特惠（含稅）

攤位金額 新台幣320,000元 新台幣360,000元

攤位保證金 新台幣40,000元 新台幣40,000元

合計每攤金額 新台幣360,000元 新台幣400,000元

優惠贈送

1. 賓券200張

2.人間福報10全廣告1次

（價值105000元，高24.8cm * 寬29.4cm）

備註

1.淨空：不含隔間、燈光、桌椅等

2.基裝：含隔間版、1張展示台桌、1張椅

子、3投射燈、1門眉、500W插座

3.匯款資訊：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70470026），永豐銀行（807） 

松山分行111-001-000-67771，匯款後請

提供後5碼與匯款單。

4.人間福報10半廣告、10全廣告示意
● 人間福報10半廣告紅框處-薑薑好湯麵

● 人間福報10全廣告紅框處-5倍券廣告

10半廣告

10全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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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企 劃 書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單位數：10攤 淨空特惠（含稅） 基裝特惠（含稅）

攤位金額 新台幣400,000元 新台幣450,000元

攤位保證金 新台幣50,000元 新台幣50,000元

合計每攤金額 新台幣450,000元 新台幣500,000元

優惠贈送

1.貴賓券250張

2.人間福報10全廣告1次

（價值105,000元，高24.8cm * 寬29.4cm）

備註

1.10攤以上需為資本額新台幣3千萬元以上

單位，始得登記，或專案報備

2.淨空：不含隔間、燈光、桌椅等

3.基裝：含隔間版、1張展示台桌、1張椅

子、3投射燈、1門眉、500W插座

4.匯款資訊：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70470026），永豐銀行（807） 

松山分行111-001-000-67771，匯款後請

提供後5碼與匯款單。

4.人間福報10半廣告、10全廣告示意
● 人間福報10半廣告紅框處-薑薑好湯麵

● 人間福報10全廣告紅框處-5倍券廣告

10半廣告

10全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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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企 劃 書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單位數：12攤 淨空特惠（含稅） 基裝特惠（含稅）

攤位金額 新台幣480,000元 新台幣540,000元

攤位保證金 新台幣60,000元 新台幣60,000元

合計每攤金額 新台幣540,000元 新台幣600,000元

優惠贈送

1.貴賓券250張

2.人間福報20全廣告1次

（價值210,000元，高49.8cm * 寬29.4cm）

備註

1.10攤以上需為資本額新台幣3千萬元以上

單位，始得登記，或專案報備

2.淨空：不含隔間、燈光、桌椅等

3.基裝：含隔間版、1張展示台桌、1張椅

子、3投射燈、1門眉、500W插座

4.匯款資訊：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70470026），永豐銀行（807） 

松山分行111-001-000-67771，匯款後請

提供後5碼與匯款單。

5.人間福報20全示意

（整面報紙，可豐富內容報導）

20全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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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企 劃 書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單位數：14攤 淨空特惠（含稅） 基裝特惠（含稅）

攤位金額 新台幣560,000元 新台幣630,000元

攤位保證金 新台幣70,000元 新台幣70,000元

合計每攤金額 新台幣630,000元 新台幣700,000元

優惠贈送

1.貴賓券300張

2.人間福報20全廣告1次

（價值210,000元，高49.8cm * 寬29.4cm）

備註

1.廠商同一單位最多申請14攤

2.10攤以上需為資本額新台幣3000萬元以

上單位，始得登記，或專案報備

3.貴賓券得兌換貴賓禮

4.淨空：不含隔間、燈光、桌椅等

5.基裝：含隔間版、1張展示台桌、1張椅

子、3投射燈、1門眉、500W插座

6.匯款資訊：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70470026），永豐銀行（807） 

松山分行111-001-000-67771，匯款後請

提供後5碼與匯款單。

7.人間福報20全示意

（整面報紙，可豐富內容報導）

20全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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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企 劃 書

2022國際蔬食文化節

 備註：

1.申請通過後，請於14天內繳清攤位費。簽約廠商支票到期日

請開立111年2月10日

2.菸酒、葷食、五辛素婉拒招商，蛋奶素可以，新廠商要先報

備審核確認後才執行（確認營業登記、產品照片、食品驗證

等，涉及醫療行為要有衛廣字號）

3.宗教團體要先審查後才能簽約

 帳戶資訊：

1.銀行名稱：永豐銀行 松山分行

2.帳戶名稱：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3.銀行帳戶：111-001-000-67771

4.銀行代號：807

如果是用匯款請提供後5碼回傳以供查詢金額

 傳真：02-87871820

抬頭：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470026

 報名表正本、訂金、保證金、尾款都繳齊，廠商報名即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