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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永續之電子連接產業高峰論壇 2022 

贊助意願表 

 

企業贊助企劃書 

Oct. 05, Taipei 
 

 
 

 

 

  

日期：2022/10/05（三) 

地點：富邦人壽大樓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主辦單位： 

 台灣電子連接產業協會 

 

協辦單位： 

(招募中) 

 

 



 

https://www.e-teca.org.tw                                                                              

2022/8/16 Page 2 of 9  

目錄 

壹、 贊助邀請……………………………………………………………………………………..3 

貳、 活動資訊…………………………………………………………………………………..4-5 

參、 贊助方案…………………………………………………………………………………..6-7 

肆、 贊助申請表&付款方式………………………………………………………………….8 

 

 

 

 

 

 

 

 

 

 

 

 



 

https://www.e-teca.org.tw                                                                              

2022/8/16 Page 3 of 9  

壹、贊助邀請 

敬致 各位產業先進及嘉賓們： 

    受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影響，全球人流、物流、金流等流動困難，衝擊著生產

製造、消費、貿易、金融及就業等各行各業，在家工作下的 5G 商轉、資料中心、雲端、

伺服器、電腦、筆電及視訊設備...需求大增，危機就是轉機，許多的挑戰接踵而至也醞釀

出新的商機。TECA 延續去年頗受好評之突破多變發展之電子連接產業高峰論壇，規劃了

5G、高頻、智慧製造、物聯網、工業 4.0、電動車、自駕車、ESG、數位轉型…..等先進

議題與大家共同研討，期望為產業再次灌注新驅力，大家一起邁向後疫新未來，共同面

對危機並共創商機！ 

    本次議程安排內容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當天共會 22 個先進議題，內容精彩可期，預

計會有 250 位與會人員，也誠摯邀請嘉賓及會員踴躍參加，協會特別規劃數種贊助行銷

方案，提供廠商一個直接行銷的機會，藉由展示、廣告曝光……等方式， 和與會者近距

離接觸，藉此拓展您的貿易版圖並增進品牌商譽。 此外，透過此次贊助，您還可將獲得

的論壇門票提供給您的客戶，建立彼此更良好的關係。 

   素仰 貴公司對產業貢獻良多，誠摯邀請您加入這個絕佳的贊助行銷機會。如蒙應允，

請逕與 TECA 協會窗口聯繫。 

 

      順頌  商祺 

 

 

 

  

TECA 理事長   楊政綱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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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資訊 

 

會議名稱：邁向永續之電子連接產業高峰論壇 2022 

會議日期：2022/10/05(三) 

會議地點：台北富邦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參加人數：預估參加人數為 250 人 

官方網址： https://www.e-teca.org.tw/friendship-page124 

  

活動議程(暫定)： 

上午：主會場 （邀請發表） 

時間 上午主會場議題 單位 

9:00 會議報到  - 

9:25 大會開幕  - 

9:30 數位化轉型，打造智慧平台競爭優勢   

10:00 鎖定趨勢產業，從以色列鏈接全球商機 

台以商業文化促進會 

正凌精密工業(股)公司 

徐季麟理事長/董事長 

10:30 茶歇 - 

11:00 企業淨零碳排的理想與現實 
貿聯集團 

鄧建華總經理 

11:30 EV 產業—得電者得天下 
信邦電子(股)公司 

王紹新董事長 

12:00 午餐 Lunch - 

 

https://www.e-teca.org.tw/friendship-page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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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第一分會場(A)先進電子連接器技術（贊助發表） 

時間 議題 單位 

13:00 

| 

16:00 

從 5G 到 6G 淺談高頻連接器設計方針   

5G 毫米波高速連接器技術應用   

毫米波需求下的材料應用與測試  是德科技  

茶歇 - 

高效能自動化建模   

3D 智慧設計製造銜接技術   

低軌衛星  台灣製造   

會議結束 - 

 

下午：第二分會場(B) 車用電子連接器技術（贊助發表） 

時間 議題 單位 

13:00 

| 

16:00 

全球電動車技術與測試驗證新趨勢  是德科技  

車用電子產業解決方案   

車用連接器環境試驗與耐久性分析   

茶歇 - 

解析車用電子零組件可靠度與壽命要求   

電動車散熱對策與設計   

電動車的先進模擬技術   

會議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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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第三分會場(C) ESG 永續製造與數位轉型（贊助發表） 

時間 議題 單位 

13:00 

| 

16:00 

企業因應 ESG 議題的挑戰與機會  

 

佈局設計生產之高效能策略   

碳盤查從智慧綠能工廠開始   

茶歇 - 

全方位佈局，永續揭露在即   

智慧工廠與數位轉型   

零碳新鑰  循環解方   

會議結束 - 

https://dsaelearning.digiwin.com/?m=Course&c=Index&a=index&course_id=1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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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贊助方案 

邁向永續之電子連接產業高峰論壇 2022 
 會議內容：預估參加人數為 250 人 

1 天會議、22 個主題發表、1 個大會場、3 個分會場 

【論壇贊助方案】 
 

 
 

贊助廠商享有之權利 
鑽石級贊助 白金級贊助 黃金級贊助 

NT$150,000- NT$50,000- NT$30,000- 

現場 

宣傳 

贊助單位名額 【10】 【6】 【3】 

大會主海報曝光 【√】 【√】 - 

25 分鐘簡報(主會場 1+分會場 3) 【3 場】 【1 場】 - 

贊助商展示區(現場洽談/現場發放資料) 標準展位 2 個 標準展位 1 個 標準展位 1 個 

免費參加研討會名額 

(價值 NT$3,600 元/位) 
【6 位】 【4 位】 【2 位】 

媒體 

曝光 

活動網頁內設置介紹專區，放置贊助商 

Logo、公司網址及中文簡介(100 字以內) 
【√】 【√】 【√】 

主辦單位網路平台宣傳文章推送 【√】 【√】 【√】 

贊助商公司 Logo 標列於活動相關文宣中及

LOGO 連結* 
【√】 【√】 【√】 

週邊 

商品 

大會手冊廣告(單面彩印)(或贈送雜誌廣告一期) 【√】 【√】 - 

赞助商文宣品及宣傳品(1 種)随主辦單位活動

文宣*一同發放(會議前一週寄送到指定地點*) 
【√】 【√】 【√】 

會議相關官方宣傳品放置贊助商 LOGO 

(banner、海報、會場入口處看板) 
【√】 【√】 【√】 

其他 其他贊助方式，請與主辦方詳談。 

附注： 

1. 活動相關文宣包含：活動官方網站、電子報、海報、CMSA 大會手冊等 

2. 活動電子報發送至大中華地區相關產業超過 50,000 筆名單。 

3. 請提供貴公司 Logo(解析度 300dpi 以上)與公司簡介(字數 100 字以內)。 

4. 須於會前一週寄至 台北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B2 李先生 收(外箱註明：TECA-9 月 10 日研討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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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桌及椅子 

(免費提供桌子&椅子) 

可自行攜帶 X 展架 

(設計內容、展架須廠商自行提供) 

基本攤位設備 

品項 尺寸(公分) 數量 

接待桌 180(W) x 60(D) x 75(H) 1 

桌巾 - 1 

椅子 - 2 

110V 插座 - 2 

 攤位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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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贊助申請表&付款方式 

TECA 活動聯絡窗口：朱靜慧 

Tel：+886-3-5910003｜Email：shiner@teca.itri.org.tw 

邁向永續之電子連接產業高峰論壇 2022 

贊助意願表 
 

公司全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稱  

公司電話  手機  

E-mail  

贊助方案 

勾選 編號 項目 價格(新台幣) 

 1 鑽石級贊助 NT$150,000- 

 2   白金級贊助(擺攤＋發表) NT$50,000- 

 3   黃金級贊助(擺攤) NT$30,000- 

 4   其他  

□ 本公司同意成為電子連接產業高峰論壇 2022 贊助廠商。 

贊助金額為 新台幣 NT$_______________元。 

 

                                  承辦人簽名/公司章用印： 

                                                   日期： 

匯款帳戶（手續費用請自付）： 

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電子連接產業協會 
銀行名稱: 土地銀行 工研院分行 
銀行代號: 005 
帳號: 156001000292  

 
請於 9 月 15 日前將贊助款項匯入，並持匯款憑證傳真與以下人員確認。衷心感謝貴司的支持! 
贊助款項聯絡人：林珮芳 小姐 

電  話：03-5910002｜郵  箱：kate@teca.itri.org.tw 

 

mailto:shiner@teca.itri.org.tw
mailto:kate@teca.itr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