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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速覽 



Overview 

Date 2015/6/2 (二) 

Theme 
SMARTxLIVING  

NEW LIFE STYLE 新生活運動 智慧潮 

Venue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 三樓大會堂 (TICC) 

Website http://www.e21forum.com.tw 

Attendee 預計超過2,000位與 ICT相關之產業、公家機關及學術界人士參與 

Format  主題演講 

Language 英文 

Organizer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TAITRA) 

台北電腦公會 (TCA) 

e21摩奇創意 (e21MagicMedia) 

http://www.e21forum.com.tw/


June 2nd , 2015 (Tue.), 13:20 – 16:10 PM 

Time Agenda 

13:20 - 13:50 Registration 

13:50 - 14:00 Welcome Speech from TAITRA (貿協秘書長) 

14:00 - 15:00 

Keynote Speech I 

Technology at the Heart of Smart Living, Today and Tomorrow 

Kirk Skaugen 

英特爾資深副總裁暨客戶端運算事業群總經理 

15:00 - 15:10 Lucky Draw I 

15:10 - 16:00 

Keynote Speech II 

物聯網：造就真實世界的成功 

王寶慶 

Business Transform Director, PTC參數科技 

16:00 - 16:10 Lucky Draw II 

＊e21FORUM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in content and schedule. 

Agenda 



成果與效益 



￭  報名人數共 2487 人 

         ─ 本國人數： 1965   人，海外人數：522   人   

￭  出席人數共 2254人 

– 本國人數： 1846   人，海外人數：408   人 

￭  國內外媒體記者共 149 位 

￭  贊助廠商招募狀況良好，共有 5 家 

￭  贈品贊助商共計送出近千數量的贈品 

￭  77.79%以上的與會者屬於電腦資訊相關產業，目標聽眾精準，符合贊助商的期望 

￭  媒體宣傳管道豐富多元，包含行動廣告、網路、報紙、雜誌、宣傳DM，宣傳效益超過250萬元。 

￭  84.43%明年將願意再參加 e21FORUM。 

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e21FORUM 2015 

活動時間 2015 年 6 月 2日 (星期二) 13:20 – 15:50 PM 

活動地點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 三樓大會堂 (TICC)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TAITRA) 
台北電腦公會 (TCA) 
e21摩奇創意 (e21MagicMedia) 

活動成果 

• 國外與會人數438人 
• 臺灣與會人數1965人 
• 來自超過31個以上不同的國家 

包含臺灣、中國、日本、加拿大、印尼、印度、法國、美國、英國、香港、
泰國、紐西蘭、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義大利、德國、澳洲、韓國、
巴西、以色列、波蘭、荷蘭、土耳其、越南、西班牙、瑞士、俄羅斯、緬甸、
葡萄牙、愛沙尼亞…等 



活動效益 
藉由e21FORUM平台，促進ICT產業國際交流 

– e21FORUM與會貴賓皆來自國內外知名大廠，除了ICT產業外，也有學者、財經等對ICT有所影

響之人士。不只提供了產業間國際交流平台，更讓許多不同領域的貴賓有機會深入了解ICT，進

而尋求發展更多不同的合作方向。 

加強台灣在產業中的國際專業形象 

– 今年一樣邀請到產業中最具影響力的龍頭─Intel外，同時也吸引百名國內外媒體爭相報導這一

年一度的盛會，成功塑造出國際專業形象，同時更代表台灣對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具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力。 

異業結盟，擴大商機 

– 此次會議邀請到台灣品牌手機廠商─InFocus贊助抽獎贈品，呈現出跨界合作交流。另外許多現

今正夯的產品，如：bPoint智慧電源管家、天瑞行動電源、液態手機包膜、N次貼等，更在這

次活動中大力贊助，提昇活動的豐富性與多元性，進而吸引更多貴賓參與。 



贊助廠商 



媒體名稱 傳播型態 

DIGITIMES Online /報紙 

經濟日報 報紙 

Facebook Ad Online / Facebook 

iThome Online  

CTimes Online /雜誌 

Global Sources (EDN Taiwan) Online 

網管人 Online 

新電子 Online 

媒體宣傳通路 



N:2,487 每日報名及累積人數 



N:2,487 

報名資料分析 –產業別 



報名資料分析 –職務別 

N:2,487 



活動記錄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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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及開幕 
開幕長官致詞 現場報到與大會堂人潮 



主講人 : Kirk Skaugen 英特爾資深副總裁暨客戶端運算事業群總經理 

主    題：Technology at the Heart of Smart Living, Today  and Tomorrow 

 

 

主題演講 I 



主題演講 II 
主講人 : 王寶慶 PTC 參數科技協理 
主    題：The Internet of Things: Real-world Successes 



大會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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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人潮 



海外禮Taipei Pass 

發放方式： 
 
e21FORUM特別針對海外人士設立報到處
(圖一)及製作出席確認函(圖二)。只要海外人
士提供護照號碼，即可獲得Taipei Pass一張 

圖二 圖一 



活動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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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抽獎 



報名早鳥禮及社群抽獎 

現場FB活動抽獎 

早鳥報到禮 

海外人士專屬禮 
問卷回填禮 

勤學有禮抽獎 



宣傳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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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mes 

• 5月份雜誌 



CTimes 

• 科技傳真(跑馬燈) 



CTimes 

• eDM代發 



CTimes 

• 首頁特開腰帶Banner 



CTimes 

• 科技論壇Banner 



CTimes 

• 科技日報Banner 



CTimes 

• 英文網站首頁小橫幅 



CTimes 
• 智動化網站首頁 

       特開腰帶Banner 

TBC 



Digitimes 

• eDM代發(5/7) 



Digitimes 

• eDM代發(5/19) 



Digitimes 

• eDM代發(5/22) 



• 電子報服務快訊(5/5~5/7) 

Digitimes 



• 中文網首頁矩形方塊一 

Digitimes 



Digitimes 
• 中文網首頁矩形方塊二 



• 中文網科技網矩形方塊一 

Digitimes 



• 中文網科技網矩形方塊二 

Digitimes 



• 英文網Ros Top Button 

Digitimes 



• 英文網Ros Top Button 

Digitimes 



Digitimes 
• 5/20電子時報

第3版全十 



Digitimes 
• 5/21 電子時報

第5版全十 



Digitimes 
• 5/25 電子時報

第5版半十 



Digitimes 
• 5/26 電子時報

第8版半十 



EDN Taiwan 

• Banner (Bottom 
leaderboard) 



EDN Taiwan 

• Weekly Newsletter 



iThome 

• 首頁19文字 



iThome 

• eDM代發 



新電子 

• eDM代發 



網管人 

• eDM代發 



軟協 

• eDM代發一 



軟協 

• eDM代發二 



軟協 

• 網站Banner 



經濟日報 
• 6/2 Computex 專刊 

12版全十 



經濟日報 

TBC 

• 6/2 Computex 專刊 
1版 



Meet Taiwan 

• 網站新聞稿 



聯合財經網 



聯合財經網 



大會 FB 



大會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