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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行前通知信 
 

【活動名稱】XXXXXXXXX 

【報到時間】2022/9/21 (三) 13:00- 13:30 

【活動時間】2022/9/21 (三) 13:30-17:00 (會議 13:30 準時開始) 

【活動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米開朗基羅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服裝】: 正式服裝，講師與工作人員請穿著正式服裝，男襯衫/西裝+深色皮鞋；女生除牛仔褲外正式服裝 

 

【人員聯絡電話】 

 

職務 英文 手機 職務 單位 姓名 手機 

Marketing   講師    

Marketing   講師    

Marketing   講師    

Marketing   講師    

Sales   講師    

Sales   貨運    

Sales   場地    

 

【議程表】 

 

Period Time 議題 講者 

13:30 – 14:00 30min 報到 

14:00 – 14:30 30min   

14:30 – 15:00 30min   

15:00 – 15:30 30min   

15:30 – 15:50 20min 中場休息 / 展品觀摩 

15:50 – 16:20 30min   

16:20 – 16:50 30min   

16:50 – 17:00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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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 Run Down】 

Time Item Note 

09:20 貨運收件 沛勁快遞，送往台大集思會中心 Jersy 代收 

10:10 – 10:45 從公司出發 10:10 出發：Cindy 搭 Marshall 的車；Bryan 自行開車 

      自行前往(機車/公車)：Melody、Jamie、Nan 

從家裡出發：Bob、Jack 

10:50  大家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門口集合 (Jamie 1200 到) 

10:50 – 11:00 找午餐地點 大家在公館買想吃的東西後，到 Bob 的台大管院一辦公室用餐休息 

11:00 – 11:50 午餐 Jack 與 Jamie 請於 12:00 到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請事前先行用餐 

12:00 – 13:00 場佈 廳內：設備測試、投影片、音源、翻頁筆、檔案就定位(Melody)、 

      贈品、抽獎箱、易拉展(Marshall)； 

廳外：報到區、型錄、簽到表、筆、問卷(Jamie, Cindy, Jack)、 

      展品區、A3 廣告稿與壓克力(Nan)、易拉展(Marshall) 

13:00 – 13:30 Standby /  

講師到 

✓ 講師 1300 到 (Marshall 追蹤講師行蹤)，全到場後合影； 

✓ 飲品 13:00 上桌；桶裝咖啡(1 熱/1 冰)、桶裝紅茶(1 熱/2 冰) 

13:30 – 14:00 學員報到 內場：Cindy(操作電腦), Melody(司儀), Bob(講師) 

外場： 

報到區 1 (核對身分與簽到) - Jamie, Jack 

報到區 2 (釘名片於問卷左上、給講義包) Nan 

報到區 3 (帶位引導到位置上) – Marshall, Bryan 

(若報到區有問題，Bryan 請協助排解，開場前五分鐘請入廳內準備) 

14:00 – 14:05 活動開始 Melody 司儀主持，宣告 1 分鐘注意事項並介紹 Bryan 出場 

Bryan 開場三分鐘 

14:00 – 16:50 研討會進行中 廳內：Melody (司儀)、Cindy (操作電腦) 

      Nan – 拍照、舉倒數時間牌  (請備牌子: 5 分鐘/3 分鐘/1 分鐘/時間到) 

報到區：Jamie、Jack  (有一些零星來賓報到) 

機動小組：Marshall，會議進行過程中，內外場看哪邊有狀況支援 

15:00 – 15:15 茶點出 ✓ 請 Jamie 協助確認 1500 茶點是否上了，以及 1200 的時候跟 Jersy 確認茶

點桌的位置。 

✓ 茶點為盤裝自助式自取，每人 90 元叫 100 份。 

16:50 – 17:00 抽獎時間 ※ 先 Q&A，最後再進行抽獎 

問答時間遞麥克風給來賓：Jack 

抽獎規則說明：Melody 

投影片、頒獎音樂：Cindy 

收來賓問卷：Jamie, Nan, Jack, Marshall (兩邊走道各站 2 人) 

            收完後，集體放入抽獎箱  (請聽眾捲起黏上, Nan 提供?) 

抽獎者：Bryan 

端抽獎箱，走到舞台中央給 Bryan 抽：Marshall 

頒獎前，獎品端給 Bryan 的人：Jamie 

頒獎時，得獎者與 Bryan 拍照：Nan 

頒獎後，得獎者領獎、領獎簽收單：Jamie (簽收外，跟他要 ID 影本) 

結束時，散場音樂播放、投影片轉「下次再見」：C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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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表】 

時間 事件 Melody Cindy Bryan Bob 

12:00 – 13:00 場佈 
筆電安裝、檔案測試、音

源、翻頁筆、麥克風 
報到區   Rehearsal 

13:00 – 13:30 就緒 練稿 播放音樂 / 議程表 練稿 測試投影片 

13:30 – 14:00 學員報到 協助報到區拍照 切換檔案 報到區 就緒 / 交流 

14:00 – 16:50 會議進行 司儀 / 主持 / 機動 切換投影片 / 音樂 開場 
•演講 

•中場休息交流 

16:50 - 17:00 QA 抽獎 司儀 / 主持 / 機動 切換投影片 / 音樂 抽獎   

 

時間 事件 Marshall Jack Jamie Nan 

12:00 – 13:00 場佈 
•協助架設易拉展 

•聯絡講師 
報到區 報到區 展品區 

13:00 – 13:30 就緒 聯絡講師 報到區 1 報到區 1 報到區 2 

13:30 – 14:00 學員報到 帶位 報到區 1 報到區 1 報到區 2 

14:00 – 16:50 會議進行 機動小組 報到區 
•報到區 

•15:00 出茶點 

•拍照 

•舉倒數時間牌 

16:50 - 17:00 QA 抽獎 
•回收問卷 

•端抽獎箱 

•QA 時遞麥克風 

•回收問卷 

•端贈品給 Bryan 

•贈品簽收單 (x2) 

•回收問卷 

•頒獎拍照 

 

【展品與型錄】 

Demo Kit Catalog / Flyer / Datasheet 

1. APOI-7164GC 

2. FJLD-6032 

3. REGW-500 

4. DSCKL-K354at 

Catalog 100 

New Product Flyer 100 

GPU Computing Flyer 16 

DGS-7000 Series Flyer 100 

GADFB-7164GC one page datasheet 100 

ADF-8208GC one page datasheet 100 

ADBFAE-7000EP Series Datasheet 100 

ABR-6000 Series Datasheet 100 

AERBEA-5306 Datasheet 100 

PDFWF-500 one-page datasheet 100 

【外場報到區 13:00 –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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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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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更多交通資訊 

請掃 QR code 

 

【內場的 Run down 另外提供一個 word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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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與擺放區域】 

 

放置區域 品項 細目 數量 

講台旁 佈置物 易拉展  (共兩座，報到區/講台旁) 1 

講台旁長桌 抽獎用 抽獎贈品：Apple AirPod 1 

講台旁長桌 抽獎用 獎品簽收單 1 

講台旁長桌 抽獎用 抽獎箱 1 

講台旁長桌 抽獎用 頒獎音樂檔案 1 

講台旁長桌 抽獎用 抽獎時間 ppt Slide 1 

講台旁長桌 設備 筆記型電腦 (播放用) 1 

講台旁長桌 設備 無線翻頁筆 1 

講台旁長桌 設備 雙頭都是 HDMI 的線 / VGA to DVI Connecter 一條  1 

講台旁長桌 / 報到區 設備 延長線 * 2 條 (廳內筆電 / 廳外報到區) 2 

講台旁長桌 檔案 播放的影片 (huigig-5306) 1 

講台旁長桌 檔案 報到/中場休息/散場的音樂檔 數個 

講台旁長桌 檔案 議程表 ppt、講師電子檔、中場休息 ppt、再會 ppt 8 

 

 

放置區域 品項 細目 數量 

Nan 保管 道具 倒數時間牌 (5 分鐘/3 分鐘/1 分鐘/時間到) 4 

展式桌 (報到區旁) 佈置物 直式夾廣告稿用的 A3 壓克力架 * 5 個 (其中一個備用) 5 

展式桌 (報到區旁) 展品相關 DSVW-7164GC 1 

展式桌 (報到區旁) 展品相關 PWV-500 1 

展式桌 (報到區旁) 展品相關 NEWVWEV-6032 1 

展式桌 (報到區旁) 展品相關 PCIe-WEVEW354at 1 

展式桌 (報到區旁) 展品相關 折疊式手機座(For PCIe card) / 板卡壓克力架 (含魔鬼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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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區域 品項 細目 數量 

報到區 文具 
文具袋：釘書機*2 / 釘書針*1 盒 / 美工刀*2 / 封箱膠帶*2 / 封箱膠台*2 / 粗的麥

克筆 / 中細麥克筆 / 雙面膠 / 剪刀 / 原字筆 10 隻(簽到用&工作人員用) 
1 組 

報到區 佈置物 易拉展  (共兩座，報到區/講台旁) 1 

報到區 型錄類 Catalog 100 

報到區 型錄類 New Product Flyer 100 

報到區 型錄類 GPU Computing Flyer 16 

報到區 型錄類 Ncdckvo-7000 Series Flyer 100 

報到區 型錄類 sdacmko-7164GC one page datasheet 100 

報到區 型錄類 Nancko-8208GC one page datasheet 100 

報到區 型錄類 Nqcmkvo-7000EP Series Datasheet 100 

報到區 型錄類 Nuqcno-6000 Series Datasheet 100 

報到區 型錄類 Qcqis-5306 Datasheet 100 

報到區 型錄類 PCIe-Podmdslc 334LP+PCIe-Pm 354/352at 78 

報到區 型錄類 PCIe-m0X+PCIe-UmB380/340 56 

報到區 型錄類 PmS-500 one-page datasheet 100 

報到區 Leads 蒐集 原子筆 120 

報到區 Leads 蒐集 問卷 120 

報到區 Leads 蒐集 問卷手寫板 (板夾)  3 

報到區 通訊錄 通訊錄 (講師 5 位、工作人員、場地、快遞司機) 每人 

報到區 名冊 學員名冊：6 份 (Melody / Bryan / Jamie / Marshall / Jack / Cindy) 6 

報到區 簽到表 學員簽到表：2 份 2 

報到區 簽到表 空白簽到表：2 頁 2 

報到區 名片 名片收納盒*1 個 1 

報到區 名片 業務名片 (Bryan / Marshall / Jack) 各 1 盒 

報到區 名片 壓克力名片座 1 

 
 

【Packing List 另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