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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邀請函



大會主席 台灣藥理學會理事長 林琬琬 敬邀

暨 全體理監事與籌備委員

亞太國際藥理學會議（Asia Pacific Federation of Pharmacologists, APFP）是亞

太地區藥理醫藥學者每四年舉辦一次的重要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藥理學會很榮幸主

辦第十四屆大會（2021 APFP，2021年11月26日-29日，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本

屆會議主題是“Pharmacology for Precision Medicine”將邀約世界知名演講者，包

括2018年度諾貝爾獎生理醫學獎得主Tasuku Honjo博士闡述免疫療法的前瞻發展，

2020唐獎三位得主C. Dinarello, M. Feldmann及T. Kishimoto闡述細胞激素在發炎及

COVID-19所扮演的角色及治療，翁啟惠前中研院院長將探討疫苗開發在免疫治療的進

展及洪明奇院士將探討癌症藥物開發的研究進展。將有來自亞太地區超過十個國家的

學者專家參與本會議，研討議題橫跨最新醫藥發展相關各領域。

近年來全球新藥開發有許多嶄新突破，本會議題涵蓋所有生醫新興領域的研究範

疇，藉由在台灣舉辦本屆APFP會議，國際專家學者們的學術演講與意見交流，能實質

地刺激相關生醫產業發展，帶動新一波台灣生技醫藥產業升級與突破，而相關業界生

技公司的參與，更能加速產業搭上這波國際科技新潮流，與科技進步一起共榮。誠摯

邀請支持台灣科技發展的政府相關單位、國內生技產業公司、財團法人、基金會等，

能共襄盛舉贊助本會議的舉辦。您的支持及參與必定會讓台灣生醫科技發展更加蓬勃

與成功！

招商邀請函

籌備委員：

學術組：張文昌組長、張偉嶠執行秘書

招商組：符文美組長、陳文彬執行秘書

大會組：林琬琬組長、蕭哲志執行秘書、許銘仁執行秘書

財務組：曾清俊組長、李燕媚執行秘書、許準榕執行秘書、

謝政穎執行秘書

宣傳組：華 瑜組長、嚴錦城執行秘書
請掃描QR-Code詳閱參展資訊



大會資訊

• 展示日期：2021年11月26日(五) -29日(一)  09:00-17:00

• 展示地點：TICC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 主辦單位：台灣藥理學會

• 大會官網：http://www.2020apfp.com/

• 大會廠商事宜聯繫窗口：漢肯事業有限公司-王以萱小姐

TEL：02-2740-8000 ext. 137

E-mail：planning-122@hancan.com.tw

展攤贊助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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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一律採傳真/Email方式，時間︰即日起至額滿完為止，攤位

有限敬請把握，額滿為止。

• 各廠商除承租攤位外，另有贊助其他項目者，大會將依照a.總金

額最高者b.較早入帳者 決定選位優先順序，第二高者次之，以

此類推。(若遇二者皆相同之廠商則由漢肯進行協調。)

年份 日期 內容 備註

2021年

9月30日 (四) 參展確認表回傳
請傳真或Email至漢肯公司並
來電確認。

10月10日 (日) 廠商繳費截止 匯款手續費由廠商自行負擔。

10月29日 (五) 廣告檔回傳截止
含各式廠商及廣告圖檔、影
片檔、海報圖檔。

重要時程

http://www.2020apfp.com/
mailto:planning-122@hancan.com.tw


研討會場地資訊

交通資訊

如何前往：
https://www.ticc.com.tw/main_ch/traffic.aspx

停車資訊：
國際會議中心
50元／時
遇特定展覽調整為60元／時

• TICC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 網站：https://www.tic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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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贊助

顏色 尺寸(長*寬) 名額 定價(新台幣/元)

特A (9x6.3m) 2 $250,000

A (4x4m) 6 $200,000

B (3x2m) 23 $150,000

贊助資訊

大會手冊廣告

項目 贊助費 名額

封 底 $50,000 *已額滿

封面裡 $40,000 *已額滿

封底裡 $40,000 *已額滿

封面裡對頁 $30,000 *已額滿

封底裡對頁 $30,000 *已額滿

內頁 $25,000 不限

• 請提供w21*h29.7cm的ai及jpg檔(請留超過3mm印刷出血)。

• 醫療器材請備註許可證字號、廣告字號

基本配備

1.組合隔間

2.公司門楣一組(含公司名稱)

3.110V插座(三孔)

4.10W投射燈三盞(黃光)

5.會議長桌一張(含藍色桌巾)

6.黑色折合椅二張

7.淺灰色地毯

8.基本用電500W

隔間說明

(長180cm、寬60cm、高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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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贊助項目

項目 說明 贊助費 名額

大會紀念提袋/紀念品
1. 可將Logo印製於大會提袋/紀念品上

(圖檔需經大會審核)
$150,000 *已額滿

識別證帶Logo 1. 可於識別證帶上印刷廠商的LOGO $50,000 *已額滿

大會識別證 1. 識別證"正面"，公司Logo露出 $50,000 *已額滿

精神堡壘

(拍照背板)

1. 可放上公司名稱及LOGO圖檔及尺寸

須經大會審核

2. 露出尺寸，依整體設計而定

$50,000 數名

總議程表
1. 可放上公司名稱及LOGO

2. 露出尺寸，依整體設計而定
$50,000 數名

點心桌
(上/下午)

1. 點心由學會統一處理

2. 請提供2張60*90cm海報，主辦單位

於上午/下午時張貼於茶點桌

3. 可於點心桌上放置廣告，廣告需經大

會審核

4. 咖啡、點心每天兩次，分單次贊助

$40,000

/場
6名

網頁廣告 1. 大會官網頁面下方廣告或logo露出 $30,000 不限定

大會用筆
1. 大會統一處理

2. 筆上面可印刷廠商的LOGO。
$30,000 1名

廣告看板
1. 大會統一處理

2. 看板尺寸：200*200cm 
$20,000 7名

大會瓶水腰封
1. 大會統一處理

2. 可放上公司名稱及LOGO
$20,000 1名

花禮 統一由大會訂購佈置 $3,000 不限

注意事項

• 贊助項目確認書將統一以電子郵件寄發予貴公司，並請於2021年10月10日前完成

匯款(匯款手續費由廠商自行負擔)；未完成繳費手續視同放棄，由大會依序遞補後

補廠商，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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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資訊



其他贊助項目

項目 說明 贊助費 名額

大廳LED顯示屏廣告

輪播

1. 放置於1樓大廳背墻220吋LED顯示屏

2. 可放置廠商廣告(需提供大會審核)

$20,000/則/每

時段
數名

大廳掛旗(北側)

1. 放置於1樓大廳北側

2. 可放上公司名稱及LOGO圖檔及尺寸

須經大會審核

3. 露出尺寸，依整體設計而定

$20,000/每則

(Logo露出)
數名

手扶梯吊旗

1. 放置於1樓往2F南側或北側手扶梯

2. 可放上公司名稱及LOGO圖檔及尺

寸須經大會審核

3. 露出尺寸，依整體設計而定

$20,000/每則

(Logo露出)
數名

1，2樓電視廣告輪播

1. 放置於1，2樓南側或北側電視(一台)

上輪播

2. 可放置廠商廣告影片(靜音)

$8,000/台/則/

每時段
數名

注意事項

• 廣告放置時段：08:30-12:30/13:30-17:30/18:30-22:30，廠商可選擇贊助幾個時段。

• 贊助項目確認書將統一以電子郵件寄發予貴公司，並請於2021年10月10日前完成匯款(匯

款手續費由廠商自行負擔)；未完成繳費手續視同放棄，由大會依序遞補後補廠商，不得異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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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資訊

• 展覽攤位設置參展辦法：

 攤位租金：贊助金額請詳閱下方贊助說明及項目。

 展示攤位佈置時間：將於時程較近時，以電子郵件寄發詳細資訊。

 本展主辦單位之基本裝潢統一由大會指定裝潢商漢肯事業有限公司負責。

 本展攤位限高為2.5公尺（含展品陳列及攤位隔間），凡超過規定之以上廣告

招牌及產品標誌，其前後左右視線所及部分，均應予美化。

 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請儘量使用節能省電燈具，避免使用白熾燈具。

 如需架設電視牆、大螢幕牆等，請先聯繫大會秘書處。

 參展廠商對其展品及裝潢材料應自行投保產險，展覽期間（包括展前進場佈置

及展後出場拆除期間）參展廠商如有任何財物損失應自負一切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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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大廳LED顯示屏廣告輪播位置示意

1樓大廳北側掛旗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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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南側/北側手扶梯吊旗位置示意

1，2樓電視廣告位置示意



公司名稱 (為方便開立收據，請以正楷書寫)

業務
聯絡人

姓名： 公司電話： 分機：

職稱： 公司傳真： 行動電話：

E-mail： 公司地址：

項目 贊助金額（元） 數量 小計

贊助攤位

☐特A攤位 250,000 _____個

☐ A攤位 200,000 _____個

☐ B攤位 150,000 _____個

大會手冊
廣告

☐封底(全彩) 50,000 *已額滿

☐封面裡(全彩)/封底裡(全彩) 40,000 *已額滿

☐封面裡對頁(全彩) 30,000 *已額滿

☐封底裡對頁(全彩) 30,000 *已額滿

☐內頁(全彩) 25,000 _____頁

其他贊助項目

☐大會紀念提袋/紀念品 150,000 *已額滿

☐識別證帶Logo 50,000 *已額滿

☐大會識別證 50,000 *已額滿

☐精神堡壘/拍照背板 50,000 _____名

☐總議程表 50,000 _____名

☐點心桌 (上午/下午) 40,000/場 _____場

☐網頁廣告 30,000 _____名

☐大會與會者用筆 30,000 1名

☐廣告看板 20,000 7名

☐大會瓶水腰封 20,000 1名

☐花禮 3,000 _____個

☐大廳LED顯示屏廣告輪播 20,000/每時段 _____時段

☐ 1樓大廳掛旗(北側) 20,000/每則 _____則

☐手扶梯吊旗 20,000/每則 _____側

☐ 1，2樓電視廣告 8,000/台/每時段 _____時段

合 計：新台幣$ 元

注意事項：

一、參展攤位以單一獨立公司報名，無聯合報名之情事，若經主辦單位證實違規，同意接受主辦單位更
換之攤位。

二、為維護參展權益，會場禁止使用廣播宣傳設備。

三、欲取消報名者，請參考贊助說明書 第11頁。

第十四屆亞太國際藥理學會議參展單位認購單

業務負責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已確實閱讀並同意本手冊相關注意事項）

※ 請將此份參展單位確認表於2021年9月30日17:00前傳真至(02-2752-9009)或E-mail至漢肯事業有限公司
Letisha planning-122@hancan.com.tw 並請來電確認02-2740-8000#137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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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貴公司贊助「第十四屆亞太國際藥理學會議 」讓此次活動圓滿順利。

＊全數款項(不可內扣手續費)請於2021年10月10日(日)前繳款，並於匯款當日將電匯單

Email至台灣藥理學會秘書處，並來電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TEL：02-2312-3456 / Email：tpharmacol@gmail.com

※付款方式如下：

一. 銀行匯款

戶名：台灣藥理學會

銀行：合作金庫開元分行 帳號：5230-871-000101

二. 開立即期支票

支票抬頭：台灣藥理學會

寄送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台大藥理所

＊欲取消報名「攤位贊助」者，須書面提出，於2021年10月20日(三)前(含)提出，退回

總金額之50％ ; 2021年10月21日(四)至10月31日(日)(含)之間提出取消，退回總金額

之25% ;於2021年11月1日(一)(含)以後提出者，則不退費。

＊因整體活動相關規畫，除「攤位贊助」外之其他項目，不接受取消退費之申請，敬請

海涵。

付款方式：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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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C 1樓配置圖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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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C 2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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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C 3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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