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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際 CAE模具成型技術研討會  
(ACMT2018 台灣年會) 

 
 

企業贊助企劃書 
2018 CAE Molding Solution Alliance-Taiwan  

Dec. 12, Taipei 
 

 
 
 

 

  

日期：2018/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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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主辦單位： 

 ACMT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 

 

協辦單位：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TAMI) 

 

承辦單位： 

型創科技顧問公司(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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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 各位產業、學界先進及嘉賓們 

自從 2010 年舉辦首屆的【CAE 模具高校產學聯年會】(CMSA2010) 開始，今年 2018 年 3 月於蘇州

舉辦已經是第九屆的年會了(CMSA2018)，本次研討會將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三)於台北富邦國際會

議中心盛大舉辦。 

 

ACMT 協會(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成立於 2004 年，源自於台灣清華大學化工系張榮語教

授所創辦的 CAE 研究室，從 1989 年開始致力於塑膠加工產業的技術提升，希望藉由產學研各界的技

術交流，以促進產業升級，提升塑膠加工產業的發展與競爭力。這次的研討會承襲協會宗旨，提供學術

與產業專業知識和技能交流的機會，致力於提供研究成果與技術應用的發表平台。經由產官學研彼此交

流與溝通，共同探討模具成型相關產業的發展及趨勢，進而創造教育深耕及產業發展的機會。 

 

今年議程安排內容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共有五大主題，41 篇技術論文。議題包括模具與成型產業物聯

網、先進模具加工、成型技術、模具設計優化精密檢測與自動化技術及、LSR 液態矽膠射出成型技術等

等，隨著加工技術不斷推陳出新，面對工業 4.0 以及智能製造的新時代，我們也廣邀並邀請學術界多位

學有專精之教授進行專業演講與經驗分享，內容精彩可期，預計會有 400 位與會人員，也誠摯邀請嘉賓

及會員踴躍參加。 

 

AC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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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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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MT 協

會窗口聯繫。 

敬祝 商祺 

 

 

 

壹、贊助邀請 

ACMT協會  
理事長 蔡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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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2018 國際 CAE 模具成型技術研討會(ACMT2018 台灣年會) 

英文名稱：2018 CAE Molding Solution Alliance-Taiwan 

會議日期：2018/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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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人 

官方網址：http://www.caemolding.org/acmt/cmsa2018tw/ 

活動議程(暫定)： 

 

 

 

 

 

 

 

 

 

 

 

 

 

 

 

貳、大會資訊 

http://www.caemolding.org/acmt/cmsa2018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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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際 CAE模具成型技術研討會(台灣) 
2018  CAE  Mo lding Solut io n  Al l ian ce -Ta iwa n 

 

 會議內容：預估參加人數為 300-400 人。 

1 天會議、41 篇技術論文、五大主題、1 個大會場、5 個分會場。 

【研討會贊助方案】 

A. 套裝贊助方案 
 

贊助廠商享有之權利 
白金級贊助 黃金級贊助 銀級贊助 

NT$80,000- NT$40,000- NT$20,000- 

現場 

宣傳 

贊助單位名額 【4】 【8】 【5】 

大會主海報曝光 【√】 - - 

25 分鐘簡報(分會場) 【2 場】 【1 場】 - 

贊助商展示區(現場洽談/現場發放資料) 標準展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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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MT 官方雜誌 CMM 廣告刊登(單面彩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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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Line@..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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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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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T2018 研討會使用) 

參、贊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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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會手冊廣告贊助(可加選或單選) 
 
編號 贊助內容 預計製作數量 贊助金額(新台幣) 說明 

A-1 大會手冊封底廣告 (A4 全彩) 350 $30,000. - 獨家贊助 

A-2 大會手冊封面裡廣告 (A4 全彩) 350 $30,000. - 獨家贊助 

A-3 大會手冊封底裡廣告 (A4 全彩) 350 $20,000. - 獨家贊助 

A-4 大會手冊內頁廣告 (A3 全彩跨頁) 350 $18,000. -  

A-5 大會手冊內頁廣告 (A4 全彩) 350 $10,000. -  
 
C. ACMT 官方雜誌廣告贊助(CMM雜誌) (可加選或單選) 
 

編號 廣告刊登位置 
預計發行量 

(台灣 30%，大陸 70%) 
贊助金額(新台幣) 說明 

B-1 雜誌內頁廣告 (A3 全彩跨頁) 5000 本 $28,000. -  

B-2 雜誌內頁廣告 (A4 全彩) 5000 本 $15,000. -  

B-3 雜誌版權頁對頁廣告 (A4 全彩) 5000 本 $20,000. - 獨家贊助 

B-3 雜誌封底裡廣告 (A4 全彩) 5000 本 $30,000. - 獨家贊助 
 
D. 展示攤位說明 

 
基本攤位設備 

品項 尺寸(公分) 數量 
接待桌 180(W) x 65(D) x 75(H) 1 
桌巾 - 1 
椅子 - 2 

110V 插座 - 2 

  

攤位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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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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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際 CAE模具成型技術研討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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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贊助方案】-白金級贊助 NT$80,000- 

 2 【會務贊助方案】-黃金級贊助 NT$40,000- 

 3 【會務贊助方案】-銀級贊助 NT$20,000- 

 4  其他贊助_________(請填寫編號)  

□ 本公司同意成為 ACMT2018台灣年會贊助廠商。 

 

贊助金額為 新台幣 NT$_______________元。(開立技術服務收據) 

 

                                  承辦人簽名/公司章用印： 

                                                   日期： 

 

匯款帳戶： 
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 
銀行名稱: 彰化銀行 北新竹分行  
銀行代號: 009  
帳號: 9627-01-0000-3900 
 
請於活動前將贊助款項匯入，並持匯款憑證傳真與以下人員確認。衷心感謝貴司的支持! 
聯絡人：林靜宜 小姐 
電  話：02-8969-0409 #216  
郵  箱：ellie.lin@caemolding.org 
 

 

肆、贊助申請表&付款方式 

ACMT 協會 活動聯絡窗口：Amber 林佩璇 小姐 
Tel：+886-2-8969-0409 #236｜Email：amber.lin@caemold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