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期會議場地使用須知 

展會期間大會將提供以下會議場地予參展機構以舉辦相關會議活動，詳情如下： 

可供申請使用日期及時間： 9 月 23 日  11:00-18:00     

                         9 月 24 日  10:00-18:00 

                         9 月 25 日  10:00-17:00 

可供申請會議場地： 

1) 那不勒斯廳A       規模：可容納約75人   

2) 那不勒斯廳B       規模：可容納約150人  

3) 西西里廳          規模：可容納約150人  

4) 主舞台            規模：可容納約322人 

5) 會議廳            規模：可容納約64人 (只限澳門旅遊業參展商進行澳門B2B目的地旅遊推介會)   

免費提供設備清單： 

序號 內容 數量 

1 LED 屏背板 1 個（尺寸：10m x 3m） 

2 舞台及台階 1 組(尺寸:10m x 3m x 20cm) 

3 講台 1 個 

4 基本音響設備(包括 4 枝無線咪) 1 組 

5 基本燈光照明(包括 1 組追光燈) 1 組 

6 桌子(不包括枱布)   按不同場地設置及可容納人數提供 

7 椅子   按不同場地設置及可容納人數提供 

8 即時傳譯室(不包括傳譯人員) 1-2 間 
 

收費設備清單： 

序號 內容 收費(澳門元) 

1 單人梳化(包括茶几) $390/張 

2 皮梳化組合(包括三座位梳化一張、單座位梳化兩張及茶几) $1,700/組 

3 扶手椅 $300/張 

4 簽到枱(包括枱布) $364/張 

5 筆記本電腦 $900/部 

6 計時器 $50/部 

7 寬頻 100MB (不包括網線) $6,000/天 

8 4 埠路由器 (不包括網線) $1,600/部 

9 網線及鏈接 $350/條 

10 42 吋電視機 (連支架) $1,920/部 

11 乙太網絡交換機–8 接頭交換機(供組群用戶使用，不包括網線) $1,415/部 

 

12 

 

即時傳譯人員(2 人 1 組) 

普通話、英語 $6,000/小時(2 人 1 組) 

葡語 $8,000/小時(2 人 1 組) 

其他語言需要另行報價 

13 
攝影機組合(包括 2 部攝影機、2 位攝影師及視頻切換器、現場錄

影、現場錄音服務) 
$15,000/2 小時/程 

14 網上直播服務/轉播服務 $15,000/2 小時 

15 其他 按實際需要另行報價 

註： 1.如需要其他服務請提前與大會聯絡安排； 

     2.場地申請截止日期為2022年8月31日，於2022年8月31日後申請增加或修改收費設備須加收百份之三十附加費，2022年9月7日 

       後申請增加或修改收費設備須加收百份之五十附加費。



 
 

 

 

 

    

 

 

 

 

 

那不勒斯廳 

NAPLES 

1.那不勒斯廳 A (2704) 

2.那不勒斯廳 B (2601B、2701A) 

1.那不勒斯廳 A (2704) 

2.那不勒斯廳 B (2601B、27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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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西西里廳(2401B、2501A) 

 

 

3.西西里廳 (2401B、2501A) 

西西里廳 

SIC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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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主舞台(威尼斯人金光會展 Hall A) 

 
 

 



 

 
 
 
 

       5.會議廳 (威尼斯人金光會展 Hall B) 

              (只限澳門旅遊業參展商進行澳門 B2B目的地旅遊推介會) 

 
 
 
 

                              

電郵 E-mail: info@mitexpo.mo 

查詢 Enquiry: (853) 2870 3707  

網址 Website: www.mitexpo.mo 

傳真 Fax: (853) 2870 0238 

會議廳  

主舞台 

設備區 

同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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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會議場地使用申請表 

機構中文名稱： 

機構英文名稱： 

聯絡人：                       ☐先生  ☐女士     職銜： 

電話：                 傳真：                     電郵： 

國家/地區：                                       城市： 

地址： 

展位號碼(如有)： 

會議中文名稱： 

會議英文名稱： 

申請使用會議場地：     

☐1.那不勒斯廳 A (2704) (可於官網窗口直播)      ☐2.那不勒斯廳 B (2601B、2701A) 

☐3.西西里廳 (2401B、2501A)                     ☐4.主舞台 (可於官網窗口直播)   

☐5.會議廳 (只限澳門旅遊業參展商進行澳門 B2B目的地旅遊推介會) (可於官網窗口直播) 

場地設置方式：   

 

 

               ☐課桌式    ☐劇院式     ☐ O型式     ☐ U型式     ☐其他 ：                

申請會議日期：             會議對外開放： ☐是   ☐否   預計出席人數：                      

第一選擇：☐ 9 月 23日   ☐ 9月 24日   ☐ 9月 25日     會議使用時間：                       

第二選擇：☐ 9 月 23日   ☐ 9月 24日   ☐ 9月 25日     會議使用時間：                          

會議是否需要綵排：☐是    ☐否                          綵排所需時間：                       

是否同意大會將會議名稱、舉辦日期和時間上載至大會網站日程表作宣傳 ： ☐是    ☐否 

會議流程簡介：                                                                                  

                                                                                                

演講題目： 

演講人姓名：                                    ☐先生     ☐女士     職銜：                

演講語言： ☐廣東話     ☐普通話     ☐葡語     ☐英語     ☐其他：                         

演講內容簡介請以電子檔形式於 9月 7日前或隨附件遞交 ： 

形式：☐PowerPoint (PPT)    ☐PDF     ☐錄像    ☐其他：                附件數量： 

大會提供免費設備項目：  ☐桌子(不包括枱布)：         張       ☐椅子：         張 

需大會提供其他設備及服務(價格請參照收費設備清單)： 

☐單人梳化       ☐皮梳化組合      ☐扶手椅     ☐簽到枱(包括枱布)    ☐筆記本電腦       ☐計時器   

☐寛頻 100MB(不包括網線)            ☐4埠路由器(不包括網線)           ☐網線及鏈接 

☐42吋電視機(連支架)               ☐乙太網絡交換機–8接頭交換機(供組群用戶使用，不包括網線) 

☐即時傳譯     位，按演講語言翻譯至現場播放之語言： ☐廣東話 ☐普通話 ☐葡語 ☐英語 ☐其他：          

☐攝影機組合(包括 2部攝影機、2位攝影師及視頻切換器、現場錄影、現場錄音服務)    ☐網上直播/轉播服務   

☐其他：                                                                                            

                                                                                                    

電郵 E-mail: info@mitexpo.mo 

查詢 Enquiry: (853) 2870 3707 

網址 Website: www.mitexpo.mo 

傳真 Fax: (853) 2870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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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主辦單位對演講者所發表的言論及內容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並保留使用、發放及宣傳的權利。 

2. 申請者請提供演講者簡介資料、發表內容及相關資料予大會備案之用。 

3. 根據第 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演講者所提供的機構及個人資料，只會用做處理與本次活動直接相關的用途； 

-演講者明白第十屆澳門國際旅遊 ( 產業 ) 博覽會主辦機構將會在會議上拍攝活動現場觀眾照片及錄製視 

頻，並同意相關照片和視頻可用於官方宣傳媒體作活動推廣。 

4. 每場會議不能超出指定使用時間，使用時間包括會議前佈置和清理會場所需之時間。 

5. 各申請者可提出舉行會議之日期及時段，大會不保證能按所選擇的時間作出安排，敬希見諒。 

6. 對會議場地及設備使用之申請，大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利。 

7. 場地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2年 8月 31日，於 2022年 8月 31日後申請增加或修改收費設備須加收百份之三十附

加費，2022年 9月 7日後申請增加或修改收費設備須加收百份之五十附加費。 

 

 

   ☐ 本人明白上述會議場地之申請、安排不能得到保證。 

 
 

 

 

 

 

                                                                                             

                 公司印章及負責人簽署                                 申請日期 

 

 

 

  場地申請截止日期：2022年 8月 31日 

 

 

 

 

 

 

 

 

 

 

                                                                     此欄由大會填寫 

主辦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收表日期：                     

                                                 

承辦單位：                                                  批准使用場地：                                                         

澳門旅行社協會 

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 1023號南方大廈四樓 A座                 批准使用日期及時間： 

電話：(853) 2870 3707                              

      (853) 6318 1337吳小姐                                                                

      (853) 6620 8652談小姐                         

傳真：(853) 2870 1083                               

電郵：info@mitexpo.mo                                                                      

                                                                       簽名及日期 

   

電郵 E-mail: info@mitexpo.mo 

查詢 Enquiry: (853) 2870 3707  

網址 Website: www.mitexpo.mo 

傳真 Fax: (853) 2870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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