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uch Taiwan 2017

~ 創 新 產 品 發 表 會 ~
升級、轉型、創新

活動窗口：
台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TDUA）/台灣電子設備協會(TEEIA) 

電話(02)27293933 傳真(02)27293950 楊于德(ext.12) yang@teeia.org.tw

mailto:yang@teeia.org.tw


活動起源
2017 Touch Taiwan 智慧顯示與觸控展& Smart+ 智慧製造與監控辨識展，於 9/20-22 在台北南

港展覽館 4F 展開，本次藉由創新產品發表會的方式以最直接的方式發表企業核心價值或關

於產業的創新想法，給予產品、技術等新定位的應用與新市場開發概念的主題盛會，即創

新、轉型、升級、應用等產業市場密切相關或未來科技技術的發展趨勢。

活動場次執行時程規
申請時間 9月20日(三) 9月 21日(四) 9月 22日(五)

11:00-11:30 開幕典禮 第八場 第十六場

11:35-12:05 第一場 第九場 第十七場

12:10-12:40 第二場 第十場 第十八場

12:40-13:20 Lunch

13:20-13:50 第三場 第十一場 第十九場

13:55-14:25 第四場 第十二場 第二十場

14:30-15:00 第五場 第十三場 第二十一場

15:05-15:35 第六場 第十四場
---活動結束----

15:40-16:10 第七場 第十五場

參加資格
 Touch Taiwan / Smart+ 參展商

 任何有興趣之廠商

參加辦法與費用
 參展商：NT$ 5,000 元/場    非參展商: NT$ 20,000 元/場 ；場次有限，僅限報名一場！

    ※ 會員廠商(TDUA、TTLA、TDMDA、TEEIA)報名再享折扣優惠（NT$ 3,000 元/場）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7/8 /31 前傳真或 E-mail 至本展專員；主旨：2017 創新產品發表會

推廣方式
 報名參加創新產品發表會之展商，將於 Touch Taiwan 與 Smart+ 官方網站進行露出。

 集客 EDM 推廣與現場 DM 發送。

 展後於官網展後報告中刊登創新產品發表會之主題與公司名稱。

創新產品發表會贊助專案
一、 目的：

為擴大廠商廣告效益，增加廠商曝光機會，於展覽期間開放各種宣傳及推廣管道，使廠商獲

得最大宣傳效果。

二、 贊助辦法：

(一) 報名原則：舉凡本展相關之廠商皆可報名，期限至 2017 年 8 月 16 日止。

(二) 報名方式：請填妥委刊單後於報名期間內逕行傳真予業務承辦人。

(三) 贊助項目：如贊助項目公設報價。

三、 廣告效益：

 提昇企業形象，吸引潛力客戶

藉由創新產品發表會會廣告行銷方案，選擇適當宣傳品塑造公司企業形象，強化買主

及參觀民眾之印象，打造無可取代的宣傳效果。

四、 其他規定：

(一)基於整體性之考量，由廠商自行設計製作之贊助項目，均需由主辦單位之合約廠商製作，

以維持展覽品質一致性。



(二)贊助廠商廣告設計圖稿須經主辦單位核可，並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前提交圖檔完稿。

(三)圖檔規格：photoshop檔，300dpi 以上解析度，輸出版面大小需符合贊助面積規定。

2017 創新產品發表會贊助公設報價
贊助項目 圖示 規格說明 備 註

超高看板

創新發表會 L732
 □ NT$15,000 (未稅)

創新發表會 N530
 □ NT$15,000 (未稅)

300寬×100高 公分 共 1面

背板廣告

創新發表會 L732
 □ NT$10,000 (未稅)

創新發表會 N530
 □ NT$10,000 (未稅)

90寬×240高 公分 L732
共 6面
N526
共 3面

2017 創新產品發表會贊助委刊單 
公司名稱 ( 中 ) 

公司名稱 ( 英 ) 
郵遞區號 公司地址 
統一編號 承辦人員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Email Web 
贊助項目 
廣 告 金 額 元整 (5% 營業稅外加 ) 
公司大小章 經手人簽名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 凡參加主題與內容，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違反專利、違反著作權法、非自行製作或違

反政府法令相關侵權行為，經他人檢舉並查證屬實者，本協會將取消作品報名資格。

(二) 為推廣本活動，所有參加者於報名時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供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

表。且主辦單位擁有將該演講主題編製成任何形式的文宣進行推廣，並以報名表當作同意證

明，不另立據。

(三) 凡主講題目或產品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請詳細說明或註明來源。 

聯絡資訊
TEEIA：02-27293933 # 12 楊先生 E-mail：yang@teeia.org.tw

mailto:yang@teeia.org.tw


2017 創新產品發表會申請說明
報名辦法:

 活動說明：參展廠商皆可優先參加「2017 Touch Taiwan智慧顯示與觸控展 / 2017 

Smart+ 智慧製造與監控辨識展覽會」產品發表活動，共計42個場次，每場30分鐘(換場時

間5分鐘)，時段請參閱下方申請表:

 活動地點：展館內《Open Theater區》；場地一：L732；場地二：規畫中

 進行語言：中英文皆可

 現場提供：主持人、長桌、麥克風、音響設備等

 廠商自備：主講人、發表產品相關資料（ex.產品PPT、影片等）、公司宣傳文宣品、

小贈品等

 報名費用： 參展商: NT$ 5,000元/場    非參展商: NT$ 20,000元/場  

    ※ 場次有限，每家廠商僅限報名一場!

    ※ 會員廠商(TDUA、TTLA、TDMDA、TEEIA)報名可再享有6折優惠（NT$ 3,000元/場）!

 報名時間：2017年 8月 31日(星期四)前傳真或E-mail至本展專員 (主旨：2017創新

產品發表會報名)，聯絡人資訊如下：
 -TEEIA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聯絡人: 楊先生(Harry)  電話:02-27293933#12  傳真: 02-27293950  Email: yang@teeia.org.tw

2017 創新產品發表會申請表
公司名稱(中)

公司名稱(英)

會員 □ TDUA □ TTLA  □ TDMDA  □ TEEIA       □非會員

攤位編號 聯絡人

電話/手機 傳真

E-mail

公司地址

主講人姓名 主講人職稱

主講題目

產品簡述

申請時間 9月20日(三) 9月 21日(四) 9月 22日(五)

場地 場地一 場地二 場地一 場地二 場地一 場地二

11:00-11:30 開幕典禮 ■第八場 ■第八場 ■第十六場 ■第十六場

11:35-12:05 ■第一場 □第一場 ■第九場 ■第九場 ■第十七場 ■第十七場

12:10-12:40 □第二場 □第二場 ■第十場 ■第十場 □第十八場 ■第十八場

12:40-13:20 Lunch

13:20-13:50 ■第三場 ■第三場 ■第十一場 ■第十一場 ■第十九場 ■第十九場

13:55-14:25 ■第四場 ■第四場 ■第十二場 ■第十二場 ■第二十場 ■第二十場

14:30-15:00 ■第五場 ■第五場 ■第十三場 ■第十三場 □第二十一場 ■第二十一場

15:05-15:35 □第六場 ■第六場 ■第十四場 ■第十四場
---活動結束----

15:40-16:10 □第七場 ■第七場 ■第十五場 ■第十五場

名額有限額滿為主，以上為場次示意主辦單會保有場次與時間修改權益，詳情請洽聯絡窗口

mailto:claire@teei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