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參展報名表

台灣國際五金工具博覽會
2022年10月12-14日  I  台中國際展覽館
Taiwan International Tools & Hardware Expo

一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中文) :                                                                                                        統一編號 :  

公司名稱(英文) : 

地址(中文) :                                                                                                                 郵遞區號 :   

地址(英文) : 

A 參展商登記資料(此欄位資訊作為展覽印刷品、展位招牌板及發票開立)

B 刊登於展會手冊資料
聯繫電話 :  (           )                                                                                   傳真 :(            )

官方網址:                                                                        電子郵件 :   

C 參展聯絡人資訊
聯絡人姓名(中) :                                                                  (英) :                                                                           先生/小姐 

連絡電話 : (           )                                                                    分機 :                              傳真: (           ) 

行動電話 :                                                                                電子郵件 : 

D 業務性質
     生產商/製造商                                 代理/經銷商                           批發/零售商                       進/出口貿易 

     平台、數位服務及顧問                 政府單位/公協會及產業輔導單位                                  媒體/行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共計4頁(第2頁、第4頁需簽署)之所有報名資料以電子郵件或傳真至 : 朗盛行銷有限公司
地址:10596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9樓 電話:(02)7746-2868
Email:tite@lanzaexpo.com 傳真:(02)7746-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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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A.工具及配件 Tools & Accessories                             

B.汽車修護用品及車用配件
    Automotive part, Repair tools & 
    Maintenance equipment 

C.緊固件及扣件 Fasteners & Fittings                           

E 請選擇一項主要參展展品分區
D.園藝、戶外、農業、居家修護 
    Garden,Outdoor, Agricultural & DIY 

E.金屬加工設備、廠房及工業安全 
    Metal processing & Safety Equipment 

F.建築五金、鎖具 Building & Lock      

G.其他 Others

台 灣 手 工 具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Taiwan Hand Too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報名表(專案早鳥優惠)



二 申請攤位面積

空地攤位 
Raw Space

(最少24平方公尺)

NT$88,200-
/24平方公尺

標準攤位包含

攤位型態 專案早鳥優惠 攤位申請面積

______平方公尺

小計

標準攤位 
Shell Scheme
(最少12平方公尺)

NT$50,400-
/12平方公尺

______平方公尺

合計攤位費用

標準攤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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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早鳥優惠限於2021年12月15日前完成遞交報名表及訂金繳款。
選位順序將依攤位大小、聯展廠商家數、報名及繳費等準則安排。
空地攤位不含配備及電力。

四 報名及繳費方式
此表格需連同50%參展費作訂金，餘下50%費用需於2022年5月13日前繳付。

公司用印及負責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 

隔間牆、地毯、公司招牌板、插
座x1(110v/500W)、投射燈x5、會
議桌x1、折合椅x3、平層板x3、
洞洞板x3(每片含掛勾x25)、鎖櫃
x1及紙屑桶x1。

※聯展規定※
1.聯展需經主辦單位書面同意後使得為之，需統一形象、整合整體空間進行展出，嚴禁私劃分租、轉讓攤位或任何形式之分割攤位，以確
保整體展效。若違反規定，主辦單位保留禁止該廠商展出、取消違規廠商合展資格等攤位使用決議權，以維護全體參展商權益。
2.僅接受空地攤位參展業者申請聯展，每家聯展廠商須至少申請24平米攤位面積，且形象裝潢圖面須於展前提供主辦單位審核。
3.所有參展商皆須完成報名表遞交，其他未盡事宜依主辦單位補充公布為主。

NT$102,900-
/24平方公尺

NT$58,800-
/12平方公尺

定價

*專案早鳥優惠僅限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會員申請

三 申請形象聯展 *每家聯展廠商須個別申請至少24平米攤位面積

聯展業者公司名稱 聯展業者統一編號 各自申請攤位面積

1

2

※展前評估※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主辦單位將於2022年7月29日前完成市場與商展環境評估，商議是否如期開展及安排相關配套措施，以保障參展商之
展效與權益。

帳戶 : 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 : 華南商業銀行 中科分行     
銀行代碼 : 008                                           帳戶 : 43-11000-11511  

*展費需全額到付，請展商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

支票郵寄

T/T 電匯

訂金:總攤位費用50%/即期票 ；尾款 : 總攤位費用50%/票期2022年5月13日 

Email:tite@lanzaexpo.com 傳真:(02)7746-3860



五 參展產品檢索

A 工具及配件 Tools & Accessories 
A1 手動工具 Hand tools                             
A2 電動工具 Power tools                                      
A3 氣動工具 Pneumatic tools
A4 機械工具 Machine tools                      
A5 研磨材料及工具 Abrasive tools       

請選擇預計刊登於展會手冊主要產品類別(含主要產品最多選6項，填寫代號即可)

F 建築五金、鎖具 Building & Locks
F1建築材料及配件 Building materials, interiors fittings &  accessories
F2 家具五金 Furniture fittings & hardware
F3 廚房、衛浴及其他家用五金材料 Kitchen, sanitary & general household fittings
F4 裝飾五金 Decorative metal wares
F5 建築化學材料及黏合劑 Construction chemicals
F6 建築鎖具、櫃鎖及系統  Furniture Locks, cabinet locks & locking Systems
F7 鑰匙及其配件 Keys & accessories 

B 汽車修護用品及車用配件 Automotive part, Repair tools & Maintenance equipment 
B1 汽車保養及修護設備 Vehicle maintenance & repair equipment
B2 汽車及其他運輸工具維修工具 Vehicle & other transportation repair tools 
B3 汽車零件及車載系統 Automotive parts, on-board device & system 
B4 汽車維護及清潔相關產品 Service station & car accessories

C 緊固件及扣件 Fasteners & Fitting
C1 螺絲 Screws         
C2 螺桿和螺栓 Threaded rods & studs         
C3 螺帽及螺母 Nuts   
C4 螺栓、釘及銷 Bolts, nails & 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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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園藝、戶外、農業、居家修護 Garden, Outdoor, Agricultural & DIY
D1 園藝機械 Garden machinery
D2 園藝工具 Garden tools
D3 戶外休閒設備及用品 Outdoor, leisure 

E 金屬加工設備、廠房及工業安全 Metal Processing  & Safety Equipment
E1 金屬加工設備 
Metal processing machine, equipment
E2 表面處理設備 Metal surface treatment equipment 
E3 焊接設備 Welding & soldering equipment
E4 泵浦與閥門 Pump & Valve                   

A6 管鉗工具 Plumbing tools  
A7 檢測儀器及測量工具 Measurement, examination instruments & tools
A8 工具儲存用品及包裝用品 Tool bags, boxes, cabinets & packaging
A9 工具相關配件及設備 Other accessories & equipment
A10 梯子及腳輪 Ladders & casters

主要產品 :

次要產品 : (1)                     (2)                      (3)                      (4)                      (5)      

C5 墊圈、擋圈及環 Washers, circlips & rings
C6 彈簧 Springs
C7 配線產品 Wiring components
C8 其他緊固件、扣件周邊零件 Others  

(主要產品限填寫一項)

D4 農業機械及系統 Agriculture machine & systems
D5 農業工具 Agriculture tools
D6 居家修護 DIY tools

E6 個人安全防護設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E7 防火產品及系統  Fire protection products and systems
E8 高壓清洗設備 High pressure cleaners 
E9 倉儲物流設備、推車 Logistic equipment & trolleys

Email:tite@lanzaexpo.com 傳真:(02)7746-3860



標準條例及規則
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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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已閱讀並且明白、同意上述標準條例及規則，並同意此聲明所概述的蒐集及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使用及提供本人個人資料
以供直接促銷用途。

申請參展公司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 ______________

公司用印及負責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權責範圍
下列定義適用於本條款及細則：
“申請表”指包含本頁共4頁的完整申請參展報名表。
“合約”指參展商依據該條款，於申請參展時與展覽主辦單位或業務
代表簽訂之參展規定。
“展覽”指在本申請參展報名表上所註明會議展覽活動。(包含線上線
下及相關行銷活動)
“展覽場館”指在申請表上註明的中心或主辦單位可按第3條選擇的其
他地點。
“展覽場館營運者”指當時的展覽場館所有人或營運方。
“展覽空間”指主辦單位按合約准許參展商作為展覽展示之空間，包
括標準攤位及淨空地空間。“參展商”指在申請表內註明的人商號/企
業的所有雇員，並需於展前完成基於安全及防疫等目的之參展商人
員實名登記。
“參展商手冊”指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經授權後發給參展商的展覽相
關資訊手冊。
“費用”指使用展覽空間或廣告行銷承租應支付的款項。
“主辦單位”指負責主辦或執行展覽並在申請表上被註明其名稱之商
號/企業/公協會及代表人。
“條例及規則”指由展覽中心營運方訂立的當時適用於在展覽場館的
參展商及其他人士的條例及規則。
2. 申請參展
本展所有參展申請均須以申請表(接受掃描電子檔申請、紙本檔案只
在必要時提供)進行，申請表須連同展覽空間租金中的不予退還/不能
轉讓之訂金呈交給主辦單位(全額到付)。主辦單位保留權利接納或拒
絕任何申請。若主辦單位接納以申請表以外的方式進行的申請，該
項接納仍受制於該等條款及細則，而參展商亦須在主辦單位要求時
填妥及呈交申請表。參展商須與主辦單位合作，提供需要而有關的
任何合理資料。任何參展商若取消或減少預留的展覽空間，將不獲
退款。直至獲分配攤位地點或經主辦單位書面回覆，否則繳交款項
並不代表參展報名申請成功。
3. 展覽空間授權使用及分配
3.1.在未經主辦單位事先書面同意下，參展商不得將展覽空間轉讓其
他人士使用或以其他方式放棄或與其他人士共用展覽空間。參展商
須確保任何經授權而獲准許入場者遵從及遵守本合約及相關規定與
細則，並須對該等經授權而獲再授權准許入場者的失責行為負責。
一旦發生未經授權的攤位分租情況，主辦單位保留權利取消參展商
的授權准許使用及參與資格，並且參展商將不會得到任何退款。
3.2.參展商如希望在其展覽空間使用有別於在其申請表格上所註明的
公司名稱，必須在展覽開始至少三個月前將此項變更的通知連同以
下文件呈交主辦單位：(a)公司變更登記，以證明參展商公司名稱變
更；或 (b)相關證明文件顯示新的參展商名稱足以代表原參展商(包含
品牌)。
主辦單位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法分配展覽空間，並可考慮參展商遞
交申請表的先後次序和參展商的業務性質等因素。
3.3.主辦單位保留權利全權更改展覽地點或會場、展覽開放時段、展
覽期間或期限、更改分配給參展商的展覽空間、改變在申請表上申
請的展覽空間的大小尺寸、更改或關閉入口及出口及進入會場、展
覽及/或展覽空間的通道，以及對展覽空間作出任何種類的改變。
所有標準攤位均根據主辦方規範呈現，不得更改標準招牌及字體格
式。除非已接獲主辦單位或經授權的官方搭建商之書面同意，否則
展品及展示物均不得超過攤位隔板高度。參展商若承租淨空地，必
須依規定及作業時程提交設計計畫書及設計圖予主辦單位批核。獲
得分配標準攤位的參展商會按參展商手冊內的附表獲安排攤位服務
。根據條例及規則，淨空地空間的平面圖樣、繪圖及計畫書必須遞
交批核。該等一式三份的圖樣須於主辦單位在參展商手冊內註明的
日期前遞交給主辦單位批核。
3.4.主辦單位保留權利隨時下令更改或移除不符合已批核的規格或不
遵守條例及規則的攤位。該等更改或移除的全部費用須由參展商承
擔，參展商已繳付作租金及收費的任何款項概不退還。如任何上述
更改或移除沒有在主辦單位所規定的時間內作出，則主辦單位可執
行該等更改或移除，風險及費用由參展商承擔，而參展商應在被要
求時向主辦單位付還其就此所產生的一切費用及開支。
4. 展品
4.1.任何展品均不得在沒有正式運送許可或通行文件下進入或離開展
覽場館(含停車場)。參展商須自費和自行安排運輸展品進入及離開展
覽場館 (包括但不限於安排所需的清關手續，以及監管機構的批准和
許可)、儲存展品及包裝物料。展示任何操作式的或流動式的展品均
須事先得到主辦單位的書面許可。參展商須採取如提供護衛或其他
保護方法等預防措施，以保護公眾免受該等操作或移動式的展品傷
害。操作或移動式的展品只可由參展商授權人士展示或操控，不得
於該等人士不在場下啟動。
4.2.所有展品及攤位的裝備必須在展覽空間之內。參展商不得在展覽
空間內存放或准許在展覽空間內存放任何危險物品(具有危害性化學
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和舉行展覽會所在地的適用法例和規定所界定的
含義)。廣告刊物只應從參展商經分發及授權的展覽空間，在分配的
攤位範圍以外，參展商及/或其員工不可進行任何業務活動。不可在
展覽場館公共空間或出入口進行廣告或推銷。
4.3.參展商不得在展覽上展出假冒貨品或侵犯任何協力廠商的智慧財
產權權利的任何貨品(合稱“侵權貨品”)或當地法律或規例所禁止或限
制的任何貨品(合稱“違禁貨品”) ，若因展品問題造成主辦單位或其他
參展商損失，該參展商須負完全責任，包含而不僅限於民事、刑事
責任、財物損失、訴訟、程式、賠款、判決、支出、費用(包括法律
費用)及任何衍伸損失與責任。

4.4.在主辦單位指明的展覽結束後的時間或本合約提早結束時，須從
展覽空間移除和清理所有展品，把狀況跟起初准許參展商使用時同
樣完好及潔凈的空置展覽空間的管有權交還給主辦單位。在主辦單
位指定移走所有物品的最後日期之後，任何遺留下來的財物視為遺
棄物論，主辦單位可將之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費用由參展商負
責。展覽結束前不得把任何物品搬離展覽。
4.5.地面距天花板高度為 7 米，攤位限高 4 米。貨物進出口為 寬度
5.8公尺，高度5.6公尺。攤位上如遇消防箱、電箱及空氣偵測器之面
依規定須保持淨空，不得以隔板圍覆。會場禁止使用明火。十 八 歲
以下嚴禁入場。
5. 付款條款
若主辦單位給予繳款通知、優惠或補助款申請，參展商須依循相關
行政作業規範及繳費時程，然主辦方或展覽管理單位保留變更受理
報名、優惠價格或補助款配給等權利。如果本合同項下應支付的款
項（不論是費用或其他款項）沒有如期支付給主辦單位，則主辦單位
，不論在判決之前或之後，有權對前述款項從付款到期日起徵收利
息，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時提供的基本借貸利率加年利率百
分之四及複季度利息每日累積來計算。
6. 參展行為基礎規範
在展覽期間或因任何展覽作業而在展覽場館時，參展商須對其代表
的良好操守負責，而其代表、工作人員及承包商亦須在各方面受到
條款及細則的限制及遵守條款及細則，如因違反合約規範造成任何
人之損失，由該參展商完全負責。
展覽及各項會議論壇時間詳情將開列於參展商手冊或由主辦單位以
其他形式通知公告。參展商在展覽期間應確保：（a）該展覽空間有由
參展商授權的人員負責；（b）所有展品能運作和完成銷售所需之展示
；及（c）參展商業務人員具專業。
參展商應提報給主辦單位一名負責人，負責並充分了解展品的安裝
、操作和拆除，並應確保主辦單位在展覽開放時間時和必要時在展
覽期間的其他時候能夠與該負責人取得聯絡。
參展商應負責並承擔責任為其展覽使用的任何展品或其他材料之合
法使用權。參展商及其代表不得做出、或容許做出主辦單位合理地
認為會對任何人或東西或其健康或安全造成或很可能造成騷擾、不
便、破壞、損害及危險等風險的、或不符合展覽的一般標準或違反
或可能違反條款及細則或條例及規則的任何事情，然主辦單位具有
要求該參展商離開展覽空間之權利，且不需退款。
7. 其他義務
7.1.主辦單位與參展商當為維護商業秘密，將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以
書面或口頭或任何其他形式收到的、任何性質的、有關對方的所有
資料(屬公眾領域內者除外)均作機密處理及不得使用或向任何第三者
披露，除按本合約參與主辦單位的展覽、法律或任何有權處理的法
院或展覽場館有關。
主辦單位除需於遵守本協議的條款外，參展商亦授予主辦單位，就
使用參展商提供給主辦單位之品牌(“參展商品牌”)於全球之許可使用
權。該授予之權利是非專屬、不可轉讓的、免版稅的、可撤銷的。
參展商品牌僅嚴格用於推廣、市場行銷、宣傳展覽為目的。
8. 保險
主辦單位依法投保活動公共意外險，若政府主管機關或展覽場館要
求參展商進行必要之保險，參展商同意遵從及遵守有關保險的要求
。在參展商擬進入展覽場館前及在任何展覽期間，參展商或其任何
代表或其展品位於展覽場館內時，參展商必須提供有效保險單，保
險單涵蓋政府主管機關或展覽場館所開列的風險及以參展商手冊中
開列的一項(或以上的)最低投保金額。
9. 延期及取消
除了主辦單位根據第3條的權利外，主辦單位有權在不須原因及負上
任何責任的情況下,除了第12條的責任外,自行認為在下列情況出現下
，可取消展覽或自行選擇,無限期延期展覽、或作其他展覽方面更改:
9.1.主辦單位舉行展覽或主辦單位履行其義務或參展商及/或到訪者
出席展覽已因任何一項或多項原因而不可能、不合法或大部分或實
質地受干擾或影響，而該等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原因：天災、政
府行為、戰爭、火災、水災、爆炸、內亂、武裝敵對、恐怖主義行
為、革命、封鎖、禁運、罷工、閉廠、靜坐、工業或貿易糾紛、惡
劣天氣、疾病、公共衛生風險、廠房或機械意外或故障、任何物料
、勞工、運輸、電力或任何供應短缺、監管性干預、任何政府(包括
政府代辦處或部門)、監管性機構或國際機構對旅遊、展覽及/或公眾
聚會的一般性勸導或建議、或展覽中心變得不可及/或不宜佔用及/
或使用；
9.2.任何其他情況、事變或起因而令主辦單位認為要如最初所計畫的
舉行展覽是不可能, 不切實際, 或不理想的。
10.終止
本合約可因發生下列事件，由主辦單位通告終止：
(a)展覽按第9條取消；
(b)主辦單位認為展覽空間未得到適當地使用，已造成整體展覽成效
、展覽形象受損；
(c)參展商未按第5條支付費用；
(d)參展商未按第8條安排保險；
(e)參展商因任何理由不能使用所租用的展覽空間；
(f)參展商因資產受到司法管轄清盤、行政接管、清算或破產等遭受
強制執行、面對法律程續或被收回管理權；
(g)參展商涉入刑事罪行罪名成立；
(h)參展商違反本合約條文,包括但不僅於合約中關於侵權、違禁貨品
或參展商手冊的任何責任；
(i)參展商違反任何適用於當地法律、或違反適用于參展商或其代表（
包括主辦單位及其代表書面批准的攤分者）的相關法律或規則下的任
何出口限制、金融管制或制裁規定。
本合約因任何原因終止時，任何展覽空間的分配將立即自動取消。
若本合約根據以上第10(b)至第10(i)條款中任何條文而被終止，主辦
單位有權立即重新授予使用展覽空間的准許。就展覽空間作出的所
有付款須被沒收，主辦單位有權追討費用的餘額及其繼後由或為主
辦單位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或引起的額外支出。

11. 責任、賠償及退款
參展商參與展覽時自行承擔風險。
參展商同意在被要求時，就參展商或其任何代表違反本合約或參展
商手冊的失責行為，直接或間接造成主辦單位、其代表、代理人或
承包商任何種類的一切申訴、責任、損失、訴訟、賠款、判決、支
出、財物(包括法律費用)及收費，主辦單位有權向參展商要求賠償。
所有展品因參展而運送至展覽場館、在展覽場館展示及撤出展覽場
館時，參展商自行承擔風險、承擔保管責任。
主辦單位不須就與展覽有關事宜所引致參展商或任何其他人士所蒙
受或產生的任何種類的損失(包括間接損失)、損害賠償、要求、費用
、申索、收費或其他開支負責；該等與展覽有關的事宜應包括(但不
限於)：(a)任何偷竊、火災，(b)使用保安室服務，(c)展覽中心不論
由於任何原因而產生的缺陷，(d)基於非主辦單位所能控制的任何原
因，展覽被取消或提早結束或延遲開始或結束，(e)任何種類由政府(
包括任何政府機構或部門)向參展商或其代表所徵收的稅項，(f)任何
自然災害或任何天災，不論如何產生。參展商對任何協力廠商的任
何申索、損傷或損害負責，其中包括就由其展亭及其展台計畫部分
所引致的任何申索、損傷或損害負責。參展商及/或其代表無權對主
辦單位作出任何經濟上或其他的索賠。
12. 私隱政策聲明
主辦單位重視個人私隱。此聲明解釋主辦單位的政策及實務，並依
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規。參展商向主辦單位提供任何個別人士(
包括其代表)的個人資料，應確保該個別人士已閱讀並同意發布的本
聲明，並當主辦單位要求時提供上述證明。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主辦單位
基於展覽會推廣、行銷與廣告宣傳與顧問服務，及其他經營合於營
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並為行銷、客戶管理、統計調
查與分析、資訊與資料庫管理之目的，在個資法規範下蒐集、處理
及利用參展商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為了確保使用者之個人資料、隱
私及權益之保護，參展商簽署並提供本合約亦即代表已閱讀及同意
相關資料之使用與保存。
個人資料之類別：
(a)基本資料(包括但不限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聯絡方式等）。
(b)個人特徵（包括但不限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等）。
(c)公司相關資訊(包括但不限於職務、負責領域或營業範圍等)。
(d)財務資訊(包括且不限於：信用卡或帳戶資訊等)。
主辦單位尊重參展商的私隱並實施下列措施：
(a) 各項電腦、實體及軟體上的保護措施，合理保障主辦單位所收集
個人資料之保護及機密。
(b) 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僅使用於更佳服務所需範圍
(c)只准許經授權的雇員接觸個資
(d)不會向外界合作夥伴或協力單位披露參展商的個人資料，但如經
參展商同意、或在法律上合法使用或主辦單位已通知參展商的披露
則不在此限。
(e)查明主辦單位有關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務以及主辦單位所持有的
個人資料的性質。
如有需要查閱或更正資料、停止通信、有問題或投訴, 請來函至:
朗盛行銷有限公司
10596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9樓
電話 : (02)7746-2868
Email: tite@lanzaexpo.com
主辦單位可能會就查閱/查詢/複印資料之請求收取合理費用。
如果本聲明的中文與英文版本有任何抵觸，應以中文版本為准。
13. 一般事項
參展商無權轉讓、委託給承包、協力廠商此合約對參展商產生的任
何權利或義務(除按照參展商手冊使用官方承包商外)。主辦單位有權
在未通知或獲得參展商同意前轉讓此合約利益（及負擔如有）。
本合約中任何一方關於資訊或要求的通知皆必須採用書面形式，而
由專人、快遞或電子郵件發送至另一方註冊地址或其他地址。其中
，快遞發出的通知，信件交給快遞後的第三個工作日，並證明通知
信封上具有正確位址和預付郵費，將被視為已送達。通過專人遞送
的，在送交時即視為送達。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若寄件者沒有收
到郵件發送失敗的自動回復寄件者，則於伺服器發送即視為送達。
參展商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諾事項，或發生其他不法行為，願自負一
切法律及行政責任。若致主辦單位聲譽或實際上受損害時，願負回
復名譽及損害賠償責任。
參展商不可基於參與展覽前主辦單位本身或代主辦單位作出的任何
陳述、保證、附屬合約或其他保證做出衍伸陳述(該等條款及細則和
參展商手冊開列者除外)。
本合約或該等條款及細則不在主辦單位與參展商之間訂立業主與租
客的關係、或給予參展商享有對展覽空間的非專屬性准許使用權以
外的任何房產或利益。
該等條款及細則各條、段及子段內包含的條文可各自獨立地強制執
行，而其有效性在其他任何條文無效時亦不受影響。若任何該等條
文無效但卻會在刪除該條文若干部份後有效，有關條文須作出適當
的必需更改以令其有效。
一旦該等條款及細則與參展商手冊之間有任何衝突，在有任何該等
不一致情況下便以該等條款及細則為准。
14. 管轄法律/爭議的解決
本合約受中華民國(臺灣)的法律管轄。如果雙方就本合約或展覽會有
任可爭議或分歧，任何一方可將該爭議提交中華民國(臺灣)法院非專
屬性司法管轄權進行審理。
15. 增補條款
主辦單位保留權利發出該等條款及細則中的規則或指示以外的增補
規則或指示，以確保能順利管理展覽。任何附加書面規則或指示應
被視為該等條款及細則的一部份，並對參展商具有約束力。

Email:tite@lanzaexpo.com 傳真:(02)7746-3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