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廠商參展廣告刊登暨贊助辦法 

一、展覽目的： 
本會議將營造一個有效的資訊交流平台，俾以結合世界各國的技術及整合全球觀測資

源，進而運用於「災害、健康、能源、氣候變遷、水資源、氣象、生態系統、農業、生

物多樣性、以及產業與政策」等十大領域之研討與交流，冀期達到增進人類健康、提升

災害防治能量、促進地球永續發展之目標；提供給專門從事地球觀測之自然與社會科學

的國際專家學者，針對氣候變化、環保災害和生態環境影響等議題，進行交流與探討相

對應的建議和策略；讓與會者不僅分享自己的經驗，也有機會與參展廠商間互動。參展

廠商將可在與會的國際專家學者面前展露公司多元產品與技術能量，聚焦臺灣掌握國際

資訊，並經由與國際專家學者的直接接觸而引發合作商機。 

二、主辦單位： 
國立聯合大學 
社團法人台灣地球觀測學會 

三、展出地點： 
國立聯合大學 八甲校區 國際會議中心（苗栗市南勢里聯大2號） 

四、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 
展期： 6月23日10:00 至6 月24 日16:00 
進場： 6月22日15:00 開始佈展 
開展： 6月23日10:00 開展 
撤展： 6月24日15:00 

五、承辦聯絡人： 

國立聯合大學研究發展處：陳慧珍小姐 
e-mail：2014@iceo-si.org.tw 
電話：037-381214 
傳真：037-357301 
 
社團法人台灣地球觀測學會 ：陳昱璇 
Email: camille@tgeo.org.tw 
電話：03-6589495 #506 
傳真：03-6589470 
 
匯款資料： 

帳戶戶名：台灣地球觀測學會 

帳號(A/C No.)：0473‐940‐012823 

銀行名稱(代號)：玉山銀行(808)；分行名稱：壢新分行 

完成匯款後，煩將匯款單據郵寄、傳真或掃瞄 email至本會聯絡處 30274新竹縣竹北市

高鐵二路 32號 13樓之 3  陳昱璇  小姐收 



六、報名： 

(一) 時間： 即日起至額滿為止或至 5月20日止。 
(二) 方式： 採e-mail 報名，報名時請附「廠商參展及廣告刊登申請表」於附件中。 
(三) 攤位分配：以先繳費者優先選攤位為原則(攤位限額:10個)。 

七、展覽攤位設施及參展優惠內容： 
(一) 展覽攤位設施 

費用 備 註 
NT$20,000(US$700)/個 每攤位設施配備包含： 

1. 帳篷 300×300(單位:cm) (暫定) 
2. 基本隔間W300*D200*H200(單位:cm) (暫定) 
3. 公司全銜一組(看板內容只提供中文或英文公司名

稱一組。) 
4. 18W 投射燈3盞 
5. 110V 插座1個 
6. 折椅2張 
7. 長桌1張 

(二) 參展優惠內容： 
優惠項目 說明 

大會報到處 標示為贊助單位 
標示為贊助單位 大會網頁 

提供網站連結 
標示為贊助單位 大會手冊 
彩色廣告（內頁一頁） 

報到桌 放置參展單位廣告品 
（廣告品請參展單位自行準備） 

註冊費 2位免費名額 
中餐、點心、晚宴 2位免費名額 

八、廣告刊登與優惠說明： 
項目 規格 收費 優惠說明 

大會報到處 標示為贊助單位 
標示為贊助單位 

大會網頁 
提供網站連結 

大會手冊 標示為贊助單位 

報到桌 
放置廣告文宣品（廣
告文宣品請報名者
自行準備） 

註冊費 1位免費名額 

大會手冊彩色
廣告封底 

A4(直式)1 頁 NT$15,000 
(USD$500) 

晚宴、中餐、
點心 1位免費名額 

大會報到處 標示為贊助單位 
標示為贊助單位 

大會手冊彩色
廣告內頁 

A4(直式)1 頁 NT$10,000 
(USD$350 ) 

大會網頁 
提供網站連結 



項目 規格 收費 優惠說明 
標示為贊助單位 

大會手冊 
彩色廣告（內頁） 

報到桌 
放置參展單位廣告
品（廣告文宣品請報
名單位自行準備） 

註冊費 1位免費名額 
中餐、點心、
晚宴 1位免費名額 

大會報到處 標示為贊助單位 
標示為贊助單位 

大會網頁 
提供網站連結 

大會手冊 標示為贊助單位 

A5(橫式)1 頁 NT$6,000 
(USD$200 ) 

報到桌 
放置參展單位廣告
品（廣告文宣品請報
名單位自行準備） 

九、贊助捐款說明：金額不限。(不參展也不刊廣告頁)。 

優惠項目  說明 

大會報到處  標示為贊助單位 

大會網頁  標示為贊助單位與提供網站連結 

閉幕式  頒發感謝狀 

備註：1.  原則上贊助金額每 1萬元，提供免費註冊名額一名，依此類推。 

2.  提供所有贊助者於報到處放置公司簡介和產品資訊等手冊或贈品(參展單位自行準

備)。 

3.  最遲請於 4月 30日(一)前將企業標誌及廣告檔案寄至秘書處信箱。 

 

       



2014  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廠商參展廣告刊登暨贊助申請表 

填表日期：                     

統一編號 
 

 
（請務必填寫）

公司網址  

（中文） 
公司全銜 

（英文） 

負責人  （中文）  （英文） 

（中文） 
公司地址 

（英文） 

電  話    傳  真   

經營類別 

（可多選） 

□製造商  □出口商 

□進口商  □代理／經銷商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產品

 

 

聯絡人 
 
（中文） 

 
（英文） 

職稱 

 

（中文） 
 

（英文） 

聯絡電話 

 
 

（請留手機）
e‐mail   

展覽攤位 

展覽攤位數  個  ×  NT$20,000(US$700)/個 

參展內容 
（中文）  （英文） 

 

報名截止日：103年5月20日；廣告文宣電子檔請於103年5月27日前提供。 

廣告刊登(大會手冊) 

彩色A4(直式)封底  頁  ×  NT$15,000(USD$500)/頁 

彩色A4(直式)內頁  頁  ×    NT$10,000(USD$350)/頁 

彩色A5(橫式)內頁  頁  ×    NT$6,000(USD$200)/頁 

報名截止日：103年5月20日；廣告文宣電子檔請於103年5月27日前提供。 

（空間不足，請自行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