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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堆高機設施申請表 

(A)一般用電(110V 60HZ 附 NFB 及箱體)   ■需要  (每家參展廠商務必填寫申請) 

主辦單位提供每一攤位(贈攤不列計)免費基本用電 110V 0.5KW。 本公司參展             個攤位 x 免費基本電力 0.5KW  

=        KW，贈       個攤位，額外追加：AC 110V 60HZ                    KW。 (不足 0.5KW 以 0.5KW 計算) 

申請級數為 5A,10A,15A,2KW, 4KW, 6KW, 9KW, 12KW, 15KW, 18KW, 22KW。例：總需求電量為 2.5KW 則需申請 4KW，依此類推。 

以上，本公司總需求 110V 電力為                  KW。 

（總需求電量須為以上級數，不足將自動列計下一級數計費） 

(B)動力用電(附 NFB 及箱體)      □需要  □不需要 (請勾選) 

申請級數為 15A,20A,30A,40A,50A,60A,75A,100A,125A,150A。例：總需求電量為 68A 則需申請 75A，依此類推。 

(1) 三相三線 220V 60HZ                  (A) 

(C)特殊動力用電(附 NFB 及箱體)  □需要  □不需要 (請勾選) 

申請級數為 15A,20A,30A,40A,50A,60A,75A,100A,125A,150A。例：總需求電量為 68A 則需申請 75A，依此類推。 

(1) 三相四線 380V 60HZ                  (A)  

(D)24 小時用電(附 NFB 及箱體)   □需要  □不需要 (請勾選) 

申請的級數為：15A,20A,30A,40A,50A,60A。例：總需求的電量為 5A 則需申請 15A，依此類推。 

(1) 24 小時 110V 60HZ      (A)  ;  (2) 24 小時 220V 60HZ      (A)  ;  (3) 24 小時 380V 60HZ      (A) 

(E)進排水管□需要  □不需要  (請勾選)  申請裝設進排水管 X     組。  

(F)堆高機  □需要  □不需要  (請勾選)  (1)       噸       件; 長      寬      高      米 (超過三米者請另註明尺寸) 

                                      (2)       噸       件; 長      寬      高      米 (超過三米者請另註明尺寸) 

※單件 7 噸內及單件 7 噸以上展品，皆須詳實填寫本欄。 

※每攤位(贈攤不列計)提供 3 件展品以單件 7 噸內為免費範圍，超出每件加收 2,000 元， 

未詳實填寫而逾期申請或現場追加者，恕不受理。單件 7 噸以上展品額外計費，請自行洽堆高機廠商詢價。 

      禾昕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07)811-0016，(07)822-0422     傳真：(07)822-6802          

 

參展廠商名稱：                                            

開立發票抬頭：                                     □同上 

開立發票統編：                                             

攤位號碼：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附註】 

一、申請期限及計費規則 

(1)107 年 3 月 2 日(下午 5 點前)完成申請並繳費者，依標準計費。可開立「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抬頭，即期支票支付，禁止背書轉讓，

支票以掛號寄交。（寄送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收件人：經濟日報工商服務部服務組/02-86925588 分機 5593、

2292）。若匯款，戶名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銀行松山分行，帳號為 064031030007。 

(2)逾期申請：107 年 3 月 3-12 日(含當日)申請，須加付逾期申請費 30%。 

(3)現場追加及調整：107 年 3 月 13 日-4 月 2 日(含當日)申請視現場追加，須加付申請費 50%。(依通知處理順序，無法現場立即施工

完成) 

(4)電源箱已施工完成要求再移位者，加收該項原申請容量施工費用之 50%。 

(5)電源箱已施工完成要求取消原申請設施，再重新申請者，原申請設施不予退費。新申請設施依現場追加申請方式計價。 

二、本表請務必詳填，若因填據不實或未填，而未能於規定期限修正者，相關水電及堆高機工程費用概由參展廠商自行負責。 

三、本表資料專供主辦單位做為場地設施及攤位安排之用，因資料不實而發生之意外，由填表廠商負全部責任。 

四、參展廠商在其攤位上安裝之電器設備，因電器本身品質不良或因使用不當而引起任何財務損失及人員受傷等結果，由參展廠商負全責。 

五、本表與 p14 水電位置圖請傳真繳交至鴻冠水電承辦單位→收到申請表後，鴻冠將以電話核對申請項目並傳真「參展廠商費用統計單」→

參展商以統計單上費用，匯款或郵寄支票繳費→完成後提供繳費憑證，予經濟日報經手人確認繳費。 

申請日期以鴻冠水電收件日期為憑。敬請參展商繳款後，於 3 月 2 日前提供匯款證明予經濟日報經手人                 。 

 

 

請連同 p14 攤位水電位置圖繳交 

截止繳費日期：107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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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申請表(攤位水電位置圖) 

請主辦單位裝設 □一般用電(110V)電源箱  □220V 動力用電電源箱  □進排水管，位置圖如下：    

  請清楚填寫攤位號碼及標示走道位置   

                            

      

      

        

      

      

      

                            

 ※若貴公司的承租攤位較多，上面表單無法清楚表示電源箱及進排水口的位置，可以另外附圖。 

 

本公司於施工期間願接受展場電氣服務人員之督導外，保證由合格之電氣承包商負責攤位內電器設備配電工程，如

因上列電器裝設或使用不當引起任何財務損失或任何意外，本公司保證負擔全部責任。 

 

參展廠商名稱：                                               

參展區別：                         攤位號碼：                         

連絡電話：                       聯絡人：                                 

負責人印鑑章：                      公司印鑑章：                         

設計（裝潢）公司：                   設計（裝潢）電話：                    

設計（裝潢）公司印鑑章：           

【附註】 

一、逾期未繳交本表者，主辦單位將逕行施工，施工定位後若需移位須另外支付費用。 

二、主辦單位僅提供水、電源至攤位定點，與展示設備連接部份之管線及用電器具之安全責任，由參展廠商自行負責。 

   三、本表與 p13 水電、堆高機設施申請表請傳真繳交至鴻冠水電承辦單位→收到申請表後，鴻冠將以電話核對申請 

     項目並傳真「參展廠商費用統計單」→參展商以統計單上費用，匯款（戶名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銀行松  

     山分行，帳號為 064031030007）或郵寄支票（寄送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收件人：經濟日報工  

      商服務部服務組/02-86925588 分機 5593、2292）繳費→完成後提供繳費憑證，予經濟日報經手人確認繳費。 

  四、本表請繳交至以下承辦單位，申請日期以鴻冠水電收件日期為憑。 

       鴻冠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948-9493 傳真：(02)2948-9513 

 

 

請連同 p13 水電、堆高機申請表繳交 

截止繳費日期：107 年 3 月 2 日 

◎示意圖僅供參考◎ 
 

★110V O.5KW 

 

★3φ220V 15A 

 

★進排水 

 

★3φ380V15A 

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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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工程收費標準表 
 
 
 
 
 
 
各項電力收費標準 (以下金額以未稅計)： 

編

號 
規 格 

3/2 

17 時前定價 

3/3-12 

加價 30% 

3/13-4/2 

加價 50% 

編

號 
規 格 

3/2 

17 時前定價 

3/3-12 

加價 30% 

3/13-4/2 

加價 50% 

1 單相 110V 5A  (500W) $710  $923  $1,065  32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75A $26,370  $34,281  $39,555  

2 單相 110V 10A $1,153  $1,499  $1,730  33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100A $35,397  $46,016  $53,096  

3 單相 110V 15A $1,356  $1,763  $2,034  34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125A $43,636  $56,727  $65,454  

4 三相 110V/190V 2KW $2,188  $2,844  $3,282  35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150A $51,874  $67,436  $77,811  

5 三相 110V/190V 4KW $3,825  $4,973  $5,738  36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175A $58,538  $76,099  $87,807  

6 三相 110V/190V 6KW $7,549  $9,814  $11,324  37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200A $77,015  $100,120  $115,523  

7 三相 110V/190V 9KW $11,678  $15,181  $17,517  38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225A $88,404  $114,925  $132,606  

8 三相 110V/190V 12KW $13,247  $17,221  $19,871  39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250A $101,367  $131,777  $152,051  

9 三相 110V/190V 15KW $14,816  $19,261  $22,224  40 單相 24 小時 110V 5A $1,901  $2,471  $2,852  

10 三相 110V/190V 18KW $16,031  $20,840  $24,047  41 單相 24 小時 110V 15A $2,711  $3,524  $4,067  

11 三相 110V/190V 22KW $17,651  $22,946  $26,477  42 單相 24 小時 110V 20A $3,116  $4,051  $4,674  

12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15A $2,920  $3,796  $4,380  43 22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15A $8,759  $11,387  $13,139  

13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20A $5,521  $7,177  $8,282  44 22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20A $13,575  $17,648  $20,363  

14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30A $7,571  $9,842  $11,357  45 22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30A $17,607  $22,889  $26,411  

15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40A $9,864  $12,823  $14,796  46 22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40A $20,693  $26,901  $31,040  

16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50A $11,890  $15,457  $17,835  47 22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50A $23,780  $30,914  $35,670  

17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60A $15,638  $20,329  $23,457  48 22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60A $31,276  $40,659  $46,914  

18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75A $17,953  $23,339  $26,930  49 38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15A $14,454  $18,790  $21,681  

19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100A $24,173  $31,425  $36,260  50 38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20A $18,065  $23,485  $27,098  

20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125A $29,606  $38,488  $44,409  51 38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30A $24,341  $31,643  $36,512  

21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150A $35,039  $45,551  $52,559  52 38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40A $29,672  $38,574  $44,508  

22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175A $38,897  $50,566  $58,346  53 38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50A $35,003  $45,504  $52,505  

23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200A $54,568  $70,938  $81,852  54 380V 24 小時動力用電 60A $44,744  $58,167  $67,116  

24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225A $63,151  $82,096  $94,727  55 
給/排水管/組 

(給水管 1/2 英吋，排水管 3/4

英吋，水壓每平方公分 3kg) 

$2,363  $3,072  $3,545  

25 三相 220V 動力用電 250A $73,309  $95,302  $109,964   

※高雄展覽館規定： 

一般用電與動力用電，參展廠商須依本表級數申請

總需求電力。每家廠商僅提供一般用電與動力用電

各一個 NFB 箱體。展場內禁止使用發電機。 

 

以上，違反者展館得逕行自攤位移除存放，並由參

展廠商承擔費用與風險。 

26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15A $7,227  $9,395  $10,841  

27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20A $9,032  $11,742  $13,548  

28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30A $12,170  $15,821  $18,255  

29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40A $14,836  $19,287  $22,254  

30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50A $17,501  $22,751  $26,252  

31 三相 380V 動力用電 60A $22,372  $29,084  $33,558  

敬請參展廠商如期完成申請與同步完成繳費動作 

※ 107 年 3 月 2 日(下午 5 點前)完成申請並繳費者，依標準計費。 
※ 107 年 3 月 3-12 日(含當日)申請，須加付逾期申請費 30%。 

※ 107 年 3 月 13 日-4 月 2 日(含當日)申請視現場追加，須加付申請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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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備消耗功率參考表 

※一般用電計算說明： 

(1) 110V 攤位總用電量(KW)=攤位上照明用電(投光燈等)+各種電器用品用電(電視、電腦、咖啡機等)+展品用電。 

(2) 110V 需申請之電量=110V 攤位總用電量-110V 免費累計電量。 

 

※若需要 24 小時供電(如水族箱、冰箱、冷凍或冷藏櫃)或使用 220V(含)以上動力用電及進排水管，均需按規

定日期申請。 

 

※無論是否有超出免費累計電量，均需填寫、傳真 p13、p14 攤位水電申請與位置圖。 

電器設備消耗功率參考如下表： 

 

品名 耗電量(瓦) 

方型投光燈 300W 

投光燈(圓型) 100W 

日光燈 10～40W 

個人電腦(桌上型) 100～200W 

個人電腦(筆記型) 20～50W 

雷射印表機 500～800W 

噴墨印表機 30～150W 

電 視 150W 

錄放影機 50W 

音 響 100～200W 

冰箱(家用) 80～200W 

開水機 600W 

電磁爐 800W 

微波爐 800W 

咖啡機 600W 

投影機 800W 

傳真機 100W 

◎本表僅供參考，實際消耗功率應以設備標示為準 

◎1KW=1000W(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