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場管理辦法
第壹條
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以下稱本會）為維護台
北國際書展展場秩序、確保參展業者權益、提升國
際書展品質與形象，特訂定本辦法。

第貳條（展位承租規範）

2020 年 7 月修訂

或加封套方式於書展現場展示及銷售。
●

未遵守前項各款規定者，除應立即撤架、不

得展售外，本會並得依本管理辦法第柒條「連
續違規加重處罰」處理。
五、參展單位須以展出圖書、雜誌、書籍用品或動
漫畫類商品等為主，只展售電影或音樂 CD、
VCD、DVD、錄影（音）帶、影（音）碟，或

一、參展單位所承租之展位不得私自轉讓或分租。

展售之圖書類產品未達承租展位面積二分之一

凡私自轉讓或分租者，視同退展，並沒收所繳

以上之情事，須在展前（報名作業）向本會申

全數展位費用及保證金。

請，經同意方得展出。不符規定者本會得依本

二、參展單位 ( 非聯合參展者 ) 不得私下以任何合
作名義進駐其他參展單位之展位，亦不得私下

管理辦法第柒條「連續違規加重處罰」處理，
並取消下屆參展資格。

以合作名義於其他單位之展位招牌露出公司名

六、參展單位如欲展出大陸地區簡體字版圖書，應

稱或品牌。若有違規情事，同意無條件接受本

依《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

會取消參展單位下屆書展的參展資格。

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
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之規定申請許可銷售。

第參條（出版品展出規範）

七、參展單位如欲公開播放音樂，無論是播放自行

一、展出之出版品需符合參展書區類別。

購買之 CD、MP3、網路、錄音帶，或是收聽

二、凡違反法令規定，或涉及商標權及（或）著作

電視頻道或廣播電台，凡在公開場合公開播放

權糾紛之出版品，現場不得展出、銷售。

音樂提供公眾收聽，即為錄音著作之公開演出

參展單位已出具〈2021 年第 29 屆台北國際書

行為，依法須向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

展展品智慧財產權保證書〉，切結承諾若未依

會查詢、申請並支付使用報酬。

該保證書內容辦理，或於展覽期間發生展品涉
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糾紛情事，同意無

第肆條（展位裝潢及佈置規範）

條件立即下架有爭議之展品；如證明確有侵權，

一、展位皆須進行裝潢，至少包含隔間及基本配備。

參展單位不得銷售該展品，且同意無條件接受

面臨走道或相鄰展位之隔牆、背牆或招牌背面

本會取消參展單位下屆書展的參展資格。

應予美化，並應與隔鄰展位協調後始得施工，

三、如欲於所承租之展位展示其他出版社之出版品，

違規者經糾正得於期限內改善。本會展圖僅供

必須取得各該出版社書面授權。如衍生任何版

參考，實際以世貿展館現場設施為主，展位裝

權糾紛或索賠行為，由該參展單位自行負責。

潢佈置需由參展單位及（或）裝潢商至現場丈

四、限制級出版品應依《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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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勘查。

管理辦法》之規定，在封面明顯處標示「未滿

二、展位裝潢、佈置（含施工）皆需遵守本會〈2021

18 歲之人不得租買」字樣，以設置專區、專櫃

第 29 屆台北國際書展 參展工作手冊〉及〈外

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外貿協會承

場所進行施工 ( 貿協「服務證」有效期限至

攬廠商施工前標準作業規範〉及〈中華民國對

2020 年底止 )，同時採用人臉辨識系統驗證管

外貿易發展協會施工廠商安全衛生管理規範〉。

制。參展單位應盡責任義務與各自合約裝潢商

三、參展單位須設置展位招牌，標示參展報名表所

確認，屆時若有不符規定不得進入施工情事發

填寫之公司名稱，展位招牌上不得出現其他文
字，如需出現其他文字，僅限依《公司法》定
義之關係企業名稱。
四、展位高度 ( 含招牌 ) 限高 4 公尺。（二樓展場
之展位含招牌，限高 2.3 公尺）。
五、展品及佈置物之擺設，不得超出所承租之展位
範圍、高度不得超出展位隔間板。
六、展場內之立柱使用限制：

生，參展商自行負責。
十一、進撤場衍生之廢棄物須由參展單位負責清除，
如將廢棄物遺留於展場經由本會代為清運者，
清運費用將自該參展單位保證金中扣除。
十二、展場展位進撤場裝潢工程應依大會公佈之時
間內完成，如逾時完工導致世貿中心徵收加
班費用，其增加之費用概由逾時參展單位自
行負擔。

1. 展位佈置若施作包柱裝潢，靠 6M 走道柱面
大會將設置公設：指引看板、「現在所在位

第伍條（展場秩序管理規範）

置」標示檯及 ( 或 ) 垃圾桶，參展單位不得

一、遵守展覽時間，禁止提前撤離：參展單位於展

任意移動。參展單位事先於圈選會現場應主
動了解展圖標示之公設位置，列入展位圈選
考量，並於展場施作裝潢前，自行納入設計
規劃。
2. 包柱嚴禁封閉或阻礙公共走道
3. 靠走道面向之包柱佈置，須緊鄰柱面及柱面
上的設施，且距離不得超過 10 公分。
4. 包柱裝潢不得遮蔽柱面設施：消防栓、滅火
器

箱、空氣品質偵測器、電氣開關箱及排

風百葉窗等。
●

未遵守上述規定者，應立即改善，不得異

議，本會並得予以警告一次。
七、展位包柱裝潢、超高建築、使用空飄氣球，得
依公布時間內提出申請及（或）繳費，經同意
後始得執行施作。違規者經糾正得於期限內改
善、移除。
八、展位裝潢經貿協「裝潢結構安全檢查小組」提
出糾正者，得立即改善。若屬重大違規項目且
糾正後未改善導致貿協依辦法執行封閉展位、
禁止展出者，參展單位自行負責。本會將沒收
參展單位已繳交之保證金，並且取消其下一屆
書展的參展資格。
九、因參展單位之展位裝潢佈置違規導致本會被記
點、罰款，則本會有權要求參展單位繳付罰款
或自其保證金扣除，參展單位不得異議。
十、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未持有政府機構核發
之「臺灣職安卡」者，不得進入外貿協會會展

期應配合每日開、閉展時間，不得延遲開展或
提前撤離會場。如有違反，大會得立即糾正並
且評估該單位參加下屆展覽資格。
二、為確保台北國際書展之專業性、建立具人文氣
息且適於民眾感受閱讀氛圍之場域，嚴禁與書
展調性不符之宣傳手法。經現場糾正者，得立
即改善。
三、展場內僅限本會認定之合格參展單位其工作人
員進行宣傳、促銷、服務或營業行為。違者本
會得立即予以糾正、禁止或驅離展場。
四、參展單位之營業行為務必於所承租展位範圍內
進行，宣傳、促銷行為僅限於參展廠商所屬的
展位前 1 公尺內進行（人偶及舉牌得以低音量
走動方式進行宣傳），不得拉客及佔據公共區
域、走道或影響展場動線及其它參展單位之展
位出入口。違規者經糾正得立即改善。累計多
次投訴或大會多次現場糾正，將依本辦法「連
續違規加重處罰」辦理。
五、嚴禁使用強制手法宣傳促銷或招攬生意影響讀
者參觀行動或造成讀者不舒服之參觀經驗。違
規者經現場糾正得立即改善，累計讀者投訴或
本會多次現場糾正，將依本辦法「連續違規加
重處罰」辦理。
六、除書展主題館及活動區外，展場內僅開放參展
單位於承租展位內舉辦講座時使用麥克風，且
音量不得超過 85 分貝。經現場糾正者，得立
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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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展場內嚴禁以叫嚷或使用擴音設備等方式進行

五、未遵守前項 ( 第陸條一至四 ) 規定者，除應立

宣傳、促銷、營業等行為，違規者經現場糾正

即改善外，本會得強制搬離違規設施，並得予

得立即改善，連續違規或違規情節重大者除沒

以警告一次；其因強制搬離所產生之費用，將

收保證金外，本會得取消該參展單位下屆之參

由違規參展單位自行負擔。

展資格。

六、參展單位展期 ( 含進場、撤場 ) 之裝潢與陳列

八、展期參展單位之工作人員請一律佩戴本會核發

應注意安全，如於進退場施工及展覽期間因設

之「參展工作證」，凡未佩戴「參展工作證」

置、操作、保養或管理疏失導致成現場工作人

者禁止進行宣傳、促銷、服務或營業行為，違

員、參觀民眾傷亡或財物損失或造成本會受到

者本會得立即予以糾正或驅離展場。

記點、罰款，則參展單位應負責一切損害賠償、

九、參展單位之各式廣宣製作物僅限放置於展位內，

罰款繳交並且負擔法律責任。

嚴禁佔用公共區域、沙龍、走道，違者本會得
立即予以糾正並移除。
十、參展單位得依〈2021 台北國際書展活動場地租
借辦法〉之規定，於舉辦活動時於沙龍區設置
廣宣製作物。其露出內容，僅限以參展單位公
司名稱、Logo；旗下品牌名稱、Logo；廣宣產
品、活動之圖像文案為主體。不得藉由廣宣物
行銷非參展之第三方合作單位，或放置第三方
合作單位之宣傳物品。違者經本會予以糾正且
罰款 ( 費用比照廣告委刊 / 每一件製作物新台幣
10 萬元 )。
十一、參展單位不得私自印製或偽造本會證件、門

第柒條（連續違規加重處罰）
一、凡經本會口頭警告二次後，參展單位未立即改
善處理者，本會得立即開單警告。經本會開單
警告二次仍未改善者，本會得將所繳保證金全
數沒收。
二、凡經本會依前項規定沒收保證金後，參展單位
仍未立即改善處理，仍持續違規者，本會得取
消該參展單位下屆之參展資格。

第捌條 （其它相關需知）

票及相關文件，並且不得冒用書展名義對外發

一、參展單位於展覽期間從事銷售活動，請務必開

函、發佈訊息或逕行邀請。違者本會得沒收保

立統一發票，如經稅捐稽徵機關查獲有逃漏稅情

證金，依相關法律移送法辦，並得以取消該單

節者，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並自行繳納罰鍰；

位下一屆書展的參展資格。

必要時本會並得自其繳納之保證金代為扣還。

十二、參展單位於展位舉辦活動，需主動加派人手

二、參展單位於 9 天的展位使用期間內，如因損壞

管理現場，且預先知會本會，以便協助維護展

展場設備導致世貿中心要求賠償者，應自負賠償

場秩序。活動排隊人潮應派員導引，隊伍勿超

責任；必要時本會並得自其繳納之保證金扣還。

越展位 1 公尺範圍。

三、參展單位於展期 ( 含進場、撤場 ) 內展位使用
期間，應自行派員於展覽現場進行管理；展品

第陸條（展場安全規範）
一、展位物品之堆置不得妨礙安全門及消防栓使用，
臨電箱旁之展位佈置物必須為活動式。嚴禁展
位佈置或物品堆放超越展位界線、佔用走道，
影響動線及安全。
二、瓦斯爐、電熱器、其他易爆、易燃及違禁品等
危險物品禁止攜入展場。
三、不得於展場內烹煮食物，以維護展場安全以及
讀者參觀品質。
四、不得於展場內設置販賣飲食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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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遺失損壞，本會不負賠償之責。
四、如遇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本會得將
當屆書展延期或取消，參展單位不得求償或提
出異議。
五、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防疫規定，參展
單位須配合及遵守大會所規畫之防疫措施，共
同防疫以確保自身及民眾安全。

第玖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處，得由本會隨時修訂公布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