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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辦法 
一、 主辦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IPT,NTHU) 

     中華民國光電學會(TPS) 

二、 活動時間： 
民國 104 年 12 月 4 日(五)至 12 月 6 日(日)。 

三、 活動簡介： 
台灣光電科技研討會暨國科會光電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以下簡稱 OPTIC)為全國光電學

術與產業界一年一度的盛會，每年皆有高達一千五百人共同參與，相當於美國 OSA 年

度會議。藉此良機促使產官學界專家面對面討論技術發展主軸與未來趨勢，打造光電研

究與產業菁英交流之平台。 

本屆會議特色如下： 

(1) 歷史經驗傳承過往的 OPT(Optics & Photonics Taiwan)，去年於國立中興大學舉辦 

    的 OPTIC 2014，依舊為全國最大光電學術研究界盛會，與會者為全國及國際間 

各大專院校的光電相關領域系所師生及光電相關產學界人士。 

(2) 預計邀請多位國際學者專家，國內光電/物理/生醫/電機/電子/材料/化學/化工等 

學術領域師生及產業界研發技術工程師等產經學研菁英齊聚一堂。 

(3) 配合光學學會聯合國國際光之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Light 2015)系列活動，預期與 

    會人潮會更勝以往。 

 

     

 

 

   

 

 

 

相關新聞連結：國際光之年連結： http://www.light2015.org/Home.html  

http://www.light2015.org/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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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地點： 
(1) 國立清華大學台達館&旺宏館。 

(2) 台達館場地使用說明-報到處、參展場地、session、海報區。 

(3) 旺宏館場地使用說明-光電學會會員大會、國際主講人演講會場。 

    (以上場地規模將視參展狀況予以擴充) 

五、 參展對象： 

光電相關廠商及學研相關單位。 

六、 參展定價： 

(1) 攤位定價 

 
 
 
 
 

 
 
 
 
 
 

(2) 產品、技術、徵才說明會 

說明會時間  定價(含稅) 

20 分鐘  $15,000(名額有限) 內容包含：說明會場地、廠商說明會 

30 分鐘 

 $30,000(名額有限) 內容包含：上列內容及於報到時額外

發放說明會廣告宣傳單(彩色海報紙 A4 一面)，如欲雙

面，需加收$10,000。 

以上說明會會安排於人潮集中時間。 
 
 

攤位類別  定價(含稅) 

一般展覽攤位  $45,000 

早鳥(9/15 前完成繳費)優惠  $36,000 

攤位優惠  第二個以上攤位，定價 9 折(可與早鳥合併使用) 

備註  攤位尺寸為：2M*2M；須報名並完成費用繳納方

享有攤位保留權利，每家廠商皆有 2015 年 OPTIC

手冊內文插頁全版黑白廣告乙頁(如欲改成其他

廣告項目可折抵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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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會手冊及提袋廣告定價 

位置及印刷方式  定價(含稅) 

大會提袋 logo (半面)  $60,000 (僅限一家廠商) 

大會提袋 logo (一面)  $100,000(僅限一家廠商) 

手冊封面裡（彩色）  $50,000(僅限一家廠商) 

手冊封底（彩色）  $50,000(僅限一家廠商) 

手冊封底裡（彩色）  $40,000(僅限一家廠商) 

內文彩色首頁  $30,000(僅限一家廠商) 

內文插頁(A4，1 頁) (黑白)  $10,000 

內文插頁(A4，1 頁) (彩色)  $15,000 

內文插頁(半頁 A4) (黑白)  $5,000 

內文插頁(半頁 A4) (彩色)  $8,000 

備註  凡欲刊登版面有重覆情形者，最早申請並完成繳費程

序者得刊，故請貴單位提早申請作業，以免向隅。 

購買攤位廠商可以皆有 2015年OPTIC手冊內文插頁

全版黑白廣告乙頁(如欲改成其他廣告項目可折抵一

萬元) 

(4) 其他形式廣告定價 

位置及印刷方式  定價(含稅) 

廣告筆 LOGO(單色)  $40,000 

筆記本(20 頁) 廠商 LOGO  $40,000 

LOGO L夾  $40,000 

(5) 研討會名額贊助定價 

金額  贊助名額 

將於近期在網頁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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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攤位廠商其他優惠： 

1. 參展加值服務 – 105 年度光學工程『產業專區』贈刊廣告一年。 

2. 參展以下金額範圍內，免費提供廠商參加研討會之名額： 

  (1) 3 萬~5 萬，免費提供 1 位；(2)5 萬~7 萬，免費提供 2 位； 

(3) 7 萬~9 萬，免費提供 4 位；(4)9 萬以上，免費提供 6 位。 

3. 凡贊助 3 萬元以上之廠商，免費提供大會入口網頁超連結至貴公司網站。 

4. 參加展覽攤位廠商贈送OPTIC 2015大會手冊內文插頁全版黑白廣告(如欲改成彩色或 

  其他廣告需貼補差額)乙頁。 

 

八、 大會手冊廣告檔規格及注意事項： 

(1) 大會手冊廣告截稿日期：104 年 11 月 10 日。 

(2) 全頁完稿尺寸：210mm X 297mm (A4)。 

(3) 半頁完稿尺寸：190mm X 135mm。 

(4) 請提供電子檔，指定 C.M.Y.K.色版(特別色/加工無法處理)。 

(5) 參展廠商須於大會手冊截稿日前完成報名手續，並提供廣告稿件，否則取消該廣告。 

九、 攤位分配及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參展單位圈選攤位日期。 

(2) 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不適廠商報名。 

(3) 選攤位順序：依參展攤位數(第一序)，贊助款繳納入帳日期(第二序)，報名表送達

日(第三序)，排列選位順序，同順序抽籤。支票繳納以支票到期日為準。 

(4) 數家廠商不得合併登記圈選攤位。 

(5) 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刪減廠商申請攤位數，或變更展出日期及場地，廠商

不得有異議。 

(6) 參展廠商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參加展出。如有

違反者，主辦單位得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參展廠商繼續展出，且不予以退

費。 
※於 2015 年 OPTIC 開始列入積分，當攤位數相同者，以積分決定優先選位順序，積分

較高者，優先分配攤位。積分計算方式：(歷年參展次數*2)+(歷年參展攤位數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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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11 月 10 日止，先報名先受理。 

(2) 填妥參展報名表(頁 6)後將電子檔案或掃描檔 email至 ynhuang@mx.nthu.edu.tw，收

到回信後即完成報名。 

十一、 費用繳交： 

(1) 項目因數量有限，請務必等回信確認報名項目成功後再行匯款。 

(2) 匯款戶名：中華民國光電學會；銀行：第一銀行平鎮分行；帳號：283-100-21073。 

    支票抬頭：中華民國光電學會；支票請連同匯款憑據寄至：32001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 

    路 300 號國立中央大學國鼎光電大樓 4 樓 425 室 

(3) 請務必於 11 月 13 日前匯款完成，參展項目名額有限制者及攤位選擇優先順序與匯款時

間有關，逾期者未繳款者視為取消參展資格。 

(4) 匯款完成後 2 天內，請務必回傳匯款憑據(頁 7)電子檔或紙本掃描檔至光電學會秘書處，

Email 至 ythuang@dop.ncu.edu.tw，以便核對金額及確保您的匯款無誤，確認匯款後會

再行通知報名已全部完成。 

十二、 如欲查詢，請洽本展相關聯絡人 

參展事務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清華大學 
光電所 

 

黃怡娜小姐 
0914-151-596 
Line ID：
emily853017 

ynhuang@mx.nthu.edu.tw 

盧志軒先生 0972-332-589 lzch2000@hotmail.com 

   匯款對帳事務 

光電學會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黃耀田先生 03-427-1466 
0912-446-946 

wtt168xp@gmail.com 
ythuang@dop.ncu.edu.tw 

mailto:wtt168x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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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位承諾遵守本活動參展辦法及國立清華大學校區活動等相關規定。 

如有違反情事，本單位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單位章 
中華民國光電學會(TPS)                                      

國立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IPT, NTHU)                 負責人章 

                            中華民國 104年    月      日 

OPTIC 2015台灣光電科技研討會暨企業博覽會參展報名表 
大會編號  單位全銜(中)  

統一編號  單位全銜(英)  

單位電話  單位網址  

單位傳真  單位(總部)地址 □□□-□□  

聯絡地址 □同單位(總部)地址  

活動參展 

主管(官) 

姓名 部門/職稱 電話/分機 行動電話 E-mail 

     

活動參展 

承辦人 

姓名 部門/職稱 電話/分機 行動電話 E-mail 

     

贊助廠商類別資料 

 □攤位擺設：攤位數：     個 ； □早鳥優惠 ； □一般 
 □產品或技術說明會 
□20min $15,000  □30min $30,000(名額有限，以先完成報名及匯款者為優先) 

 □大會手冊(名額有限，以先完成報名及匯款者為優先) 
(1) □封面裡（彩色） (2) □封底（彩色）(3) □封底裡（彩色）(4)□內文彩色首頁 
(5) □內文插頁(A4，1頁) □黑白 □彩色 (6) □內文插頁(A4，半頁) □黑白 □彩色 

 □提袋廣告 (半面)  □提袋廣告 (一面) (各限一家廠商，以先完成報名及匯款者為優先) 

 □其他形式廣告定價(各限一家廠商，以先完成報名及匯款者為優先) 

 □廣告筆 LOGO(單色)  □筆記本(20頁) 廠商 LOGO □ LOGO L 夾 

 □研討會名額贊助定價 

 將於近期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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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 2015 台灣光電科技國際會議暨企業博覽會參展匯款確認表 

單位全銜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寄送地址  

 帳款聯絡人 

    姓名 

 帳款聯絡人 電話  

 匯款人姓名  帳款聯絡人 email  

 匯款金額  匯款時間  

匯款收據或支票影本黏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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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 Taiwan 2015 
台灣光電科技國際會議暨企業博覽會 
2015/12/4~12/6 
  
簡介 

 舉辦歷史約 15 年，每年定期由全國大專院校各相關系所輪流主辦，為
國內最大型之光電技術學術研討會。  

 OPTIC 地位相當於 OSA 或 SPIE 美國年度會議。  
 近年主辦之學校分別為  

• 2011 年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 2012 年國立台灣大學光電所  
• 2013 年國立中央光電所  
• 2014 年國立中興大學光電所  
• 2015 年國立清華大學光電所  

 會議形式以口頭論文與海報論文進行光電相關研究成果發表，並同時有
廠商展覽，打造光電研究與產業交流之平台。 
  

與會對象 
 國內外光電/物理/電機/電子/材料/生醫/光通訊/等學術界師生及產業界
研發工程師、專家。  

 2014 年與會人數共計 1391 人，論文篇數 774 篇(國外 44 篇，國內 730
篇) 
 

參展優勢 
 最唯一全國最大的光電學術研討會(約 1500 人) 
 最多光電相關科系的學生、老師、專家聚集的會場。(包含光電、物理、
材料、電子及其他相關系所) 

 最集中人潮的會場(session、poster、報到處、點心區全設在同一棟別) 
 最空前聯合國國際光之年系列活動  

研討會網址：http://optic2015.conf.tw 
 
國立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IPT, NTHU)、中華民國光電學會(TPS) 敬邀 

http://optic2015.conf.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