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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謹代表南加大美國台裔學生協會（ITASA）敬邀閣下參與贊助
2009年ITASA美西大會，本屆大會將於4月2日至4日間舉行。
過去十多年來ITASA號召了來自全美各地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共同
探討台裔美人的定位與認同，進而激勵了台美社區的發展，南加大很
榮幸地負責主辦此次在洛杉磯舉行之2009年美西大會，我們預期約有
300名美國西岸的大學生將前來共襄盛舉，其中包括了柏克萊加大、
洛杉磯加大、聖地牙哥加大以及史坦福等大學。
2009年的會議主題為“在混沌不明中啟發自我認同”(Creative
Identity of Ambiguity)，由於台灣錯綜複雜的文化特性以及地緣位
置，台裔美人在某種程度上有其特殊而不明確的內涵，儘管有那麼多
的不明確因素，台裔美人在工作上的卓越表現及對社會的貢獻，已為
自己及台灣取得美好的名聲。
2009年ITASA美西大會將吸引一群有雄心、有創見、有願望力且具
有不同背景的學生及演說者與會。透過此次會議，我們將檢視並探索
台裔美人在混沌不明的環境下，如何去為自己取得定位與認同。本次
會議不僅將提供貴公司一個絕佳的機會來召募優秀人才，也提供貴公
司一個良好的機會來表達對台裔及亞裔美人事務的關懷，更可藉由當
作會議的贊助人，在知名大學間拓展貴公司的商譽與知名度。
隨函附上會議贊助人之相關資料，就會議的各項活動及作為贊助人所
能衍生的利益予以說明。如果閣下還有任何其他問題，請不吝賜教，
我們的 e-mail 網址為 wcc200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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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致謝，並祝平安喜樂。

Jean Chen		
Co-Director		

Victor Lee		
Co-Director

Lina Chen		
Finance Co-Chair

Christine Su
Finance Co-Chair

美國台裔學生協會（ITASA）簡介
ITASA 2009 美西大會
南加州大學
2009年4月2日~ 4日
美國台裔學生協會為一非營利組織，舉辦各類活動並提供多項資源來探索台裔美人之認同及定位, 以
激勵並強化台裔美人社區之交流與活動。
作為一個501(C)(3)非營利組織，ITASA之工作重點為：
»»
»»
»»
»»
»»

探索存在於台裔美人本體內之願景與展望
啟發與會者去思考其本體特性，如何與世界接軌，如何來為自己定位
提供與會者策略與方向，促進其對自我之認知與定位
活化社區發展，為台裔社區發聲，促進台裔美人在社會的影響力
促進各校台裔學生協會間之和諧與團結，並加強各協會間之交流與合
作
»» 藉由對協會以及對自我的認識，指導與會者成為稱職的領導人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我們將經盡其所能來完成下列工作：

»» 培養下一代的台裔美人領袖，作為台美社區的中堅份子
»» 提倡社會回饋與志願服務的優良公民文化，以造福台美社區
»» 對內及對外倡導台裔美人之文化、傳統、觀念、自我認知等之多元性，其中涵蓋傳統
之中華文化及台灣本土文化
»» 研討台灣在世界潮流中的民主進程

南加州大學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家多元學生組成的大型學府，大學部擁
有16,500名學生，其中有超過3,500名為亞裔。洛杉磯位於美西諸多台灣
社區的中心，提供本會一個便捷的會議環境，來探討自我以及族群的認
知與定位。南加大有幸於2009年第三度主辦ITASA美西大會

對公司贊助人之助益
藉由參與ITASA 2009年美西大會，貴公司將可擁有絕佳的機會來增廣客源並召募優秀人才，我們將
透過ITASA網站，出版刊物以及會議進行的過程來為公司贊助人宣傳，而會議的刊物也會被送達全
美各大學。

ITASA將提供機會讓貴公司的目標客戶可以收到貴公司所要傳達的訊息：
• 大會議程資料上刊登貴公司廣告：本會將提供會議參考資料予與會
的代表、顧問及工作人員，該資料將於會議期間被廣泛使用，可大
幅提升貴公司知名度。
附加 / 或
• 網頁廣告：貴公司的全名、商標以及網頁連結方式將被刊登在大會
網站上。該網站將被廣泛的使用在大會報名、議程、內容搜尋、會
議紀錄及進度報告等。
附加 / 或
• 會場背景招牌: 在特定之會議場所，貴公司的大名將被放置在背景
招牌上。

此外，作為一個公司贊助人亦可取得大會之表彰與感謝：
• 口頭表彰與致謝：在會議的各種場合及活動，我們會藉機感謝貴公
司的贊助。歷年來，由於重量級人士的與會，校際及區域報章雜誌
均會予以廣泛報導。
• 參與大會並於會議上致詞：贊助人將可派出代表參與大會並於會議
上致詞。

贊助方式
贊助種類

贊助金額

大會贊助人

$5,000+
$3,000
$1,000
$500
$200

主辦贊助人
協辦贊助人
支援贊助人
友情贊助人

相關優惠及助益
大會贊助人
於大會網站及議程資料中刊登貴公司大名予以感謝, 並在網頁上給予特別欄位、免費
參與全部議事活動、全頁彩色廣告、優先安排會議席次、陳列貴公司大名於所有活動
看板，並由司儀予以口頭表彰。
主辦贊助人
於大會網站及議程資料中刊登貴公司大名予以感謝, 並在網頁上給予特別欄位、免費
參與全部議事活動、全頁彩色廣告、優先安排會議席次、陳列貴公司大名於所有活動
看板。
協辦贊助人
於大會網站及議程資料中刊登貴公司大名予以感謝, 並在網頁上給予特別欄位、免費
參與全部議事活動、半頁彩色廣告、優先安排會議席次。
支援贊助人
於大會網站及議程資料中刊登貴公司大名予以感謝, 並在網頁上給予特別欄位、免費
參與全部議事活動、四分之一頁彩色廣告。
友情贊助人
於大會網站及議程資料中刊登貴公司大名予以感謝、免費參與全部議事活動。

廣告
雖然大多數的贊助人均會得到本會之免費廣告，我們仍
然建議貴公司考慮加刊更多的廣告版面。我們的議事程序
資料將廣為所有與會者參閱使用，其內容不僅包含所有會
議的活動與時間，更包括與會者不可或缺的相關資訊，例
如：南加大校園介紹、附近餐廳及商店簡介、活動詳情以
及主要參觀景點之資訊等。

廣告價目表
$350
$200
$100
$75

全頁
半頁
1/4頁
名片尺寸

廣告版面
全頁 ( 8.5”x 11” )
半頁 ( 8.5”x 5.5” )
1/4頁 ( 4.25”x 5.5” )
名片尺寸 ( 3.5”x 2” )

贊助 ITASA
如蒙貴公司惠予贊助ITASA大會或刊登廣告，請將以下表格填妥並寄回至下列地址：
USC Asian Pacific American Student Services
C/O: ITASA, Student Union 401, 3601 Trousdale Parkway, Los Angeles, CA 90089
公司名稱:
聯絡人:

First Name			

			

Middle Initial			

Last Name

職稱

地址:
		

Street Address

		

										

		

										

		

City				

電話: 					

State				

Zip Code

E-mail: 				

傳真: 						

Website: 				

我願支持 ITASA 2009 年美西大會，成為:
贊助人
			
大會贊助人 ($5,000+)
			
主辦贊助人 ($3,000)
			
協辦贊助人 ($1,000)
			
支援贊助人 ($500)
			
友情贊助人 ($200)
		
其他贊助金額: 				
本贊助可抵免稅捐，請告知稅籍號碼並以開立以ITASA為受款人之支票，感謝您的支持與贊助

刊登廣告
			
			
			
			

全頁 ($350)
半頁 ($200)
四分之一頁 ($100)
名片尺寸 ($75)

簽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