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

參展報名日期

15
星 期 三

2017 丁酉 2017 丁酉

14
星 期 五

二 月 四 月參展單位召募中
募集100種生活提案

如果每日、每周、每年的行程表都是固定的，有時候也會覺得有點無力吧？

想要為生活添加一些新元素，除了出國旅遊、找才藝課、看展覽⋯⋯

「嘗試新事物」其實有更多樣的形式跟面貌！

以發掘新的興趣為目標，募集 100 項各領域達人真心分享的體驗，

邀請你一起拓展日常的活動版圖。

放課後／下班後想做些什麼？來和我們一起同樂吧！

展覽募集：
✽ Hobbyist X Idealist

✽兩日限定的興趣者與玩家遊樂園

✽跳脫日常，其實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真正「做好做滿」，聚集醉心於自身   

 愛好的達人

主辦單位：
翰尼斯企業有限公司

CAVEDU 教育團隊

展覽資訊：
2017/05/27  ｜ 10:00~20:00

2017/05/28 ｜ 10:00~17:00

----------------------------------

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東 2 四連棟 ABCD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 1 號



招募 夥伴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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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日常，其實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招募「做好做滿」聚集醉心於自身愛好的達人

 不論你是創作者、設計師、發明家、夢想實踐者以及擁有特別嗜好玩家等箇中好手，

歡迎大家一起同樂。

展出內容規劃：
玩社團

興趣或是活動取向結合的團體，藉由本次

展覽與同好聚會同樂，並與民眾分享。

研究室

學術、科技、知識相關。

撒野區

沒有特定主題，放手玩樂的地方。

報名方式：
參展報名採用線上報名方式。

報名流程：
1）請先完成線上報名。

2）主辦單位將審核資料後，以 Email  

 告知報名結果。

報名連結：
https://goo.gl/forms/KlLvvtNzoFDxp32l1

進退場時間：
進場時間：2017/05/26 13:00~18:00

撤場時間：2017/05/28 17:00~19:00

購票方式：
本活動全展區需購票入場，相關售票方式

將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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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攤位規格說明：

基本設備攤位 淨地攤位

攤位尺寸 長 3mX寬 2mX高 2.5m 長 3mX寬 2m

攤位費用
每單位新臺幣 10,000元 /兩天
（如需申請兩個單位以上，皆以累加計算，
如兩攤位即 $20,000元，以此類推）

每單位新臺幣 3,000元 /兩天
（如需申請兩個單位以上，皆以累加計算，
如兩攤位即 $6,000元，以此類推）

保證金 新臺幣 2,000元 新臺幣 2,000元

設備清單

✽長桌 180X60cm 乙張
✽塑膠椅 兩張
✽ Partition骨架（不含隔板）
✽攤招輸出 150X100 cm 乙份
✽電力 -插座兩個（ 110V）
✽場地清潔

✽攤位空地
✽電力 -插座兩個（ 110V）
✽場地清潔

（展覽主辦單位僅提供電源與空間，其他
設備皆需另行租賃。相關申請方式與租借
費用請參考下方「追加設備說明」，如有
其他硬體需求，主辦單位將另行報價。）

參展證 3張 3張

追加硬體說明：
設備名稱 費用 設備名稱 費用

長桌 /張 新臺幣 400元 桌巾 /條（不挑色） 新臺幣 70元

夾燈 /盞 新臺幣 400元 不鏽鋼告示牌 /座 新臺幣 300元

塑膠椅 /張 新臺幣 50元 靠背折疊椅 /張 新臺幣 70元

伸縮紅絨 /座 新臺幣 400元

✽若有其他硬體需求，主辦單位將另行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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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參展報名日期

2017 年 2 月 15 日 ~2017 年 4 月 14 日止

參展說明會

展前將舉辦說明會並藉此與參展單位交流

意見，說明會之時間、地點將另行 mail 通

知各參展單位。

攤位分配

本展覽之展區分配由主辦單位全權處理，

因場地空間有限，若各參展單位申請攤位

總數超過規畫上限，主辦單位有權刪減或

修改各參展單位之攤位。

保證金

✽為維護場地安全及展出品質，參展各單

位務必繳交場地保證金。

✽參展期間（含進撤場）如有任何違規事

項，主辦單位將依規定扣除保證金；若

無任何違規事項，保證金將全額退還。

✽若有違規事項造成主辦單位之損害，該

參展單位應負責復原並全額賠償。

其他

✽有關本展覽進、撤場及活動期間各注意

事項，將於展前另行 Email 通知各參展

單位。

✽追加硬體項目將額外計費。

✽主辦單位保有參展資格審核之權利

活動聯絡人
放課後 | 官網：www.cavedu.com/funschool

放課後 | 信箱： info@cavedu.com

放課後 | 電話：（02）2306-2900、（02）2306-0147

放課後 | 傳真：（02）2306-2911

-------------------------------------------------

展務諮詢：翰尼斯企業有限公司　放課後小組

聯繫電話：（02）2306-2900、（02）2306-0147

聯繫時間：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 10:00 至下午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