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攤位申請表及營運計畫書 

基本資料 

自然人【一般民眾(本國人□新住民)□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公司行號 

姓名(公司行號) 林小明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A111111111 

電話 0900-000-000 
生日 

（公司行號免填） 
1985-01-01 

聯絡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 108 號 3 樓 

戶籍地址/ 

公司設立地址 

同上 

□ 

電子信箱 yinggemfood@gmail.com 

加分項目 

■在地居民(戶籍地位於鶯歌區) 

□設籍新北市的青年商家(40 歲以下) 

□新住民 

攤位基本資料 

攤位名稱 等等喫鍋 

預計進駐攤數 

□一大型店鋪(約 36 坪) 

單一攤位 (約 3 坪) 

□合併攤位（即同一商家合併 2 個單一攤位） 

□其他（若合併 3 個攤位以上，需交由市場處評估） 

餐飲類型 
 中、台式料理  □ 異國料理  □ 飲品／甜點／輕食 /其

他 

預選區域 

及投標金額 

 預選區域：_攤位 10_____________  (請填代號) 

 投標金額：__$2,948______元（請依彙整表金額填

寫） 

 我同意如預選區域額滿，願意依選位會議擇定之攤

（鋪）位調整承租金額。(同意請勾 V) 



 

 

商家配合事項 

同意進駐鶯歌美食廣場，商家應配合事項: 

1. 願充分配合輔導進行 

2. 參與市場處辦理輔導課程 

3. 如有需要願配合媒體廣宣 

4. 如有需要願供觀摩點之用 

5. 如有需要願同意作成果發表 

6. 願維護輔導成果及配合追蹤查核 

7. 願配合安裝電子化支付設備 

8. 願配合市府政策推動 

商家簽名：＿＿林小明＿＿＿ 

申 請 內 容 

經營特色 

(45%) 

有 □無 
有食品安全認證或其他商品相關認證標章: 

蔬菜廠商獲得 CAS 認證（填寫認證名稱） 

有 □無 

曾獲中央或地方頒獎紀錄: : 

入圍 2020 新北市好市節攤位（填寫獎項名

稱） 

有 □無 
商品食材、料理方式具獨特性，曾獲媒體報

導、當地產銷等。 

有 □無 

創新服務: 

1.提供網路購物: 

□官網蝦皮□PChome□其他: 

2.多元支付: 

悠遊支付LINE PAY 

街口支付 □歐付寶□APPLE PAY 

□台灣 PAY □其他: 

3.提供外送服務: 

□自送 Foodpanda 

Ubereats □Lalamove 

□其他:           



 

 

店家或食品 

特色介紹 

等等喫鍋提供多種口味的湯底，搭配上一般

大眾火鍋常見的牛肉、豬肉、雞肉三種肉

品。湯底的部分除了昆布高湯、韓式泡菜、

沙茶之外，等等喫鍋特別推出具有客家口味

的「客家鹹湯圓鍋底」，以客家傳統鹹湯圓

的湯頭去熬煮，上桌時也會附帶一碗煮好的

湯圓，可以讓大家自行搭配使用。 

而牛肉則是選用澳洲進口的牛肉、豬肉跟雞

肉則是選用台灣本地的肉品，蔬菜的部分也

是跟在地小農合作，要讓大家吃到臺灣本土

最鮮甜的味道。 

「電子商城」或「社群網站」請提供網址或網頁名稱 

 

FB 粉絲團：等等喫鍋 https://www.facebook.com/waitwaitpot 

對於「多元支付」、「外送平台」您有什麼樣的看法或實際

經驗? 

現在的年輕人採用多元支付的比例越來越高，因此雖然多元

支付會有手續費的問題，但如果能多這個支付方式而提高消

費者的消費意願，相對就多一個機會能推銷自己的產品。 

而近年來疫情肆虐，之後的餐飲已經不能只是單純思考內用

這個方式，在創業初始就要將「外送」的選項放入，因此不

能因為外送會讓產品風味降低而不考慮，如果能進駐鶯歌美

食廣場的話，會希望能跟目前兩大外送平台合作，除了可以

增加客源之外，也能藉由外送平台當作宣傳的管道。 



 

 

認證標章、獎狀、證書照片等佐證資料 

 

   肉品廠商獲得產銷履歷認證    蔬菜廠商獲得 CAS 認證 

             

 

  入圍 2020 新北市好市節攤位 

 

 

媒體報導照片或連結佐證 

 

參與 2018 新北市場美食嘉年華  參與 2020 新北市好市節 

 

      



 

 

回饋計畫 

(10%) 

1. 可提升市場效益或自治組織運作的具體作為?(例如:協助

市場維運社群粉絲專頁等)：(請自行描述，無格式限制) 

 

1.願加入市場自治組織，用工作之餘協助組織運作 

2.建議除了粉絲專頁之外，可以增加經營 IG 帳號，比較

會吸引年輕人了解市場的訊息。可以協助拍攝相關照

片，提供給自治組織當作圖文的素材。 

3.未來有計畫跟外送平台合作，可以協助其他商家一起

申請外送服務。 

2.其他回饋社會大眾的具體作為?(例如:參與公益活動、使用

當地產品加工做為營業品項等): (請自行描述，無格式限制) 

 

1.每月捐出營業額的 5%給社會福利單位。 

2.內用提供的皆是鶯歌生產的餐具，不使用免洗餐具，

不但注重環保，也符合當地文化氛圍。 

3.每月提供 10 份愛心餐給里長，提供有需要的家庭使

用。 

品牌設計 

(15%) 

有□無 
打造品牌形象，使攤位具有記憶點，如設計

專屬品牌 LOGO 及形象主視覺 

有□無 推出品牌周邊商品，如包裝及提袋 

有□無 推出節慶優惠組合套餐 

有□無 商品陳列整齊、菜單標示及價格標示清楚 

有□無 
透過 DM、摺頁、部落格、社群粉絲專頁等

方式行銷商品 



 

 

請具體說明店家或品牌特色(如經營理念、品牌故事等): (請

自行描述，無格式限制) 

 

等等喫鍋， 希望到鶯歌觀光的遊客，能在這邊稍微「等一

等」，放慢自己的步調，在這充滿藝文氣息的小鎮慢慢觀

光，也能放鬆心情的品嘗一鍋。當吃完、逛完，回去的時

候，眼睛裡留下了鶯歌的風景，嘴巴裡留下的是美食的味

道，讓每個離去的遊客，都在期待下一次再回來。 

店家正面照片（或店鋪預計設計樣貌、品牌形象照） 

 

 

 

 

餐點品項 (菜單項目與價格制定)例如:麻醬麵 50 元，牛肉麵

100 元(可張貼菜單) 

 

澳洲牛肉鍋   200 元 

臺灣豬肉鍋   180 元 

臺灣雞肉鍋   180 元 

 

特殊推薦 

客家鹹湯圓鍋底  +50 元 

餐點照片(盛盤、包裝及提袋等) 

  



 

 

設備投資 

(30%) 

請說明具備（或預備購買）哪些營業設備? 

 

預計購入 

小型瓦斯爐   1 組 

 

營業用冰箱   1 座  

 



 

 

請說明設備是否符合公共安全及採用安全材質或環保節能標

章? 

 

櫃台裝潢     1 式 

 

營業用冰箱   1 座 

 



 

 

注意事項： 

1. 本計畫之美食廣場攤(鋪)位分類為中、台式料理類、異國料理類、飲品／甜點

／輕食類／其他：其他經市場處核准者，市場處得視美食廣場特性，個別規範

區位配置及營業種類。 

2. 申請人所送申請文件經收件後，由市場處鶯歌美食廣場招商案委託執行小組辦

理初審，初審未符合本計畫規定者，經通知於 7 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視

同放棄資格。 

3. 申請人所送申請文件經初審合格後，為公平各申請人之身分別，原則依一般民

眾、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者分組，另依業種分區、分類及攤位分組情形評選之。 

4. 經評選後由正、備取者依分數高低進行攤位分配程序，經市場處核定後，繳納

履約保證金辦理簽定契約，倘放棄簽約者得依序由備取者遞補。 

5. 經營期間本市市場處將不定期進行評核，由委員會派員現場評核營運情形，如

查未依營運計畫書審核通過之內容投入營運者，即應接受市場處輔導並限期改

善，倘拒不接受輔導或屆期仍未改善完成，將提前終止契約並收回攤位，評核

次數以 2 次為原則。 

6. 申請之攤(鋪)位使用應與申請書計畫相符，且不得作倉庫使用或堆置非販賣用

之其他物品。 

7. 經營期間應利用原有設備營業，不得任意變更位置、規格及營業種類。如需增

加裝置或設備時，應事先繪製圖說敘明理由並取得所屬市場自治組織書面意

見，報經市場處同意後，始得添置。申請變更營業種類者，應符合分區分類原

則，提送營運計畫書送委員會審查，經委員會審核通過始得變更。 

8. 如需合併市場處改造工程辦理室內裝修，可自行委任建築師，或委託市場處協

助改造工程施；惟需於 111 年 1 月 28 日前（視主辦機關通知而定）提出申

請，且需自行付費。。 

9. 本案計畫係提供場內設施完善且具成本扣抵優惠攤(鋪)位，吸納優質商家進駐

市場，使用人除市場處開立繳納使用費外，仍應須繳納自治組織管理費、清潔

費及水電費、保險費等費用。 

10. 如營運未滿 2 年，因可歸因於使用人之事由致使契約終止或解除時，使用人所

繳之履約保證金不予發還。 

11. 補助辦法與進駐使用規定請參考「新北市政府市場處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設

施設備及搬遷進駐補助作業要點」、「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改建暨攤位改造攤

(鋪)位進駐使用規定」。 



 

 

12. 如有違反「零售市場管理條例」、「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設置管理辦

法」或「各公有市場公約」等相關法令或約定者，市場處及自治會將依相關規

定辦理。。 

13. 申請人如為立案公司行號，應派遣具有管銷專長之管理人員 1 名以上常駐本營

業場所，並將營業期間營業場所之作業人員（如店長等）及緊急聯絡人等人員

之姓名、職稱、電話等資料造冊，於正式營業日後 10 日內提報市場處備查，

人員資料如有變動時，亦同。如為自然人，經核准使用後，不得轉租分租、頂

讓或不自行經營而僱人代為經營。如有違反經市場處書面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終止契約，收回攤（鋪）位。 

14. 以上規定倘有未盡事宜，本處得視實際需要適時檢討修正之。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以上規定。簽名：＿＿林小明＿＿＿＿ 

 

 



 

 

申請文件自主檢核表 

項次 文件名稱 
申請人自行

檢核勾稽 

1 申請表暨營運計劃書  

2 營業登記證明(限公司行號)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限自然人)  

4 最近３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限自然人)  

5 身心障礙手冊(限身心障礙者)  

6 工作證(限新住民)  

7 居留證(限新住民)  

*請務必備齊應備文件，如有缺件未於指定期限內補齊，則列為資格不符者。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樣本 ▲全戶戶籍謄本 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