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亚太电子制造论坛 
2021 Asia-Pacific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5G 重塑 PCB产业新价值- 5 高技术+智能再突破 

迎向高频、高速、高多层、高电压厚铜、高阶 HDI 大时代 

台湾电路板协会(TPCA)，2021 年首度将全球电子展会知名品牌「TPCA Show」于深圳扩大举办。受惠于 5G 通

信、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高速发展趋势，对 PCB 制造工艺中的“高频、高速、高电压厚铜、高阶 HDI、高多

层”五大技术层面提出更高要求。 

TPCA 2021 年全新规划“亚太电子制造论坛(深圳)”，擘划“5高技术+  智能再突破   (迎向高频、高速、高多

层、高电压厚铜、高阶 HDI 大世代)”之主题，引领产业先进探讨 5G 时代所带来的技术挑战与发展机遇。本次展览

并安排多场精彩论坛，其中，TPCA 特别安排百大高峰会，邀请百大板厂领导同台探讨关键议题，另针对应用趋势、

高端材料、先进制程与产学合作、HR Workshop 用留之道及 ESG 绿色永续等项目进行分享，为首届展会一大亮点！

内容精彩可期，敬请各界先进踊跃参加！ 

【主办单位】 台湾电路板协会、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支持单位】 
依字母排序 

中国覆铜板信息网/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覆铜板材料分会(CCLA)、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学会印制电路专委会（CEPC）、广东省印制电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GDPIA)、

湖南省电子电路行业协会(HNPCA)、国际电子制造商联盟(iNEMI)、江西省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JXPCA)、PCB007 中国在线杂志、Yole Développement、珠海市线路板行业协会(ZHPCA)、

维文信 

【赞助单位】 
赞助募集中 

《钻石级》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材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维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金级》全成信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思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普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祺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同期展会】 2021 国际电路板展览会-深圳、汉诺威-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地点】 2021.8.4(三) ~8.5(四)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9 号馆会议室 

【议程资讯】 

日期 场次 主题 时间 会议室 
RMB 费用 

早鸟价(~7/23) / 原价 

8/4 

(三) 

T1 百大高峰会 10:30-12:00 A+B 全免费 (席次有限) 

T2 应用趋势 13:30-16:10 A+B 
会员：600/900 

非会员：900/1200 

8/5 

(四) 

T3 高端材料 10:00-12:00 B 
会员：600/900 

非会员：900/1200 

T4 先进制程 13:30-17:00 B 
会员：600/900 

非会员：900/1200 

T5 HR Workshop 用留之道 09:30-12:15 C 全免费 

T6 ESG 绿色永续 13:35-15:35 C 
*会员/展商：免费* 

非会员：300/500 



 

   

<T1>Top 100 Summit 百大高峰会 日期: 2021 年 8月 4 日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人 

10:30~12:00 
5 高技术下的领导

思维与战略 

【鹏鼎控股】沈庆芳董事长 

【博敏电子】 

叶新锦 PCB 营运总裁 

【胜宏】 陈涛董事长 

【奥士康】 程涌董事长 

【欣强科技】 俞金炉总经理 

<T2>Trending Innovation 应用趋势 日期: 2021 年 8月 4 日  

时间 主题 讲师 

13:30~14:10 中国大陆 PCB 行业现状与趋势 楊海燕 資深分析师【申万宏源研究】 

14:10~14:30 載板市場趨勢 (視頻) Prismark 姜旭高博士 

14:30~15:10 
The Growth of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and the 

Role of Substrate Technologies 
Rozalia Beica, CSO【AT&S】 

15:10~15:50 Market Trends of 5G & System in Package (視頻) 
Favier SHOO, Team Lead Analyst  

【Yole Développement】 

15:50~16:30 5G 毫米波芯片的系统集成 吴伯平 系统架构师【华为技术】 

<T3>High-end materials 高端材料 日期: 2021 年 8月 5 日 

时间 主题 讲师 

10:00~10:40 电动车厚铜 铜箔应用趋势 陈郁弼 常务副总裁【诺德投资】 

10:40~11:20 5G 高频 PCB 材料的发展趋势及挑战 高菲 市场开拓经理【罗杰斯科技(苏州)】 

11:20~12:00 高解析干膜解决方案-载板/类载板应用 杜永杰 研发部经理【能动科技】 

<T4>PCB Innovatech 先进制程 日期: 2021 年 8月 5 日 

时间 主题 讲师 

13:30~14:10 车用 77GHz毫米波雷达 PCB及基材需求及发展趋势 江银辉 项目经理【广东生益科技】 

14:10~14:50 新世代低损耗内层键合产品组合 梁有善 全球产品支持经理 【安美特(中国)】 

14:50~15:30 服务器类高多层板背钻效能提升技术探讨 陈世金 技术中心总监【博敏电子】 

15:40~16:00 
丝网印刷石墨烯/金电极器件化研究及对电镀镀液中

金/铜金属离子传感响应 
朱瑞【中山大学 】 

16:00~16:20 
高端印制电路板加工用高可靠性微细刀具制造关键

技术及其产业化 
严冰【广东工业大学】 

16:20~16:40 
用于 PCB 镀液及废液金属离子便捷快速检测的电化

学仪器开发 
高鋆函【华南理工大学 】 

16:40~17:00 PCB 湿流程化学镍/钯/金表面处理技术的研究 吴博【广东工业大学 】 

<T5> HR Workshop 用留之道 日期: 2021 年 8月 5 日 

时间 主题 讲师 

09:30~12:15 做好企业关键人才的留用 栾光宇【企业人才管理实战专家】 

<T6> ESG 绿色永续 日期: 2021 年 8月 5 日 

时间 主题 讲师 

13:35-14:15 板厂空气污染防制 突围十面霾伏、窗外蓝天愿景 陈俊吉 经理【联能科技(深圳) 】 

14:15-14:55 加热器的风险与标准 贺金波 亚太 EHS 总监【TTM Technologies】 

14:55-15:35 气候变迁与节能减排之策略与实务 左宇正 经理【鹏鼎控股(深圳)】 

 



 

   

【单场价格】(RMB) 

時間 8/4 (三) 8/5 (四) 

上午 

<T1> 

百大高峰会论坛 

*免费* 

<T3> 

高端材料论坛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 

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T5> 

HR Workshop用留之道论坛 

*免费* 

下午 

<T2> 

应用趋势论坛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 

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T4> 

先进制程论坛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 

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T6> 

ESG 绿色永续论坛 

*会员/展商：免费* 

非会员：早鸟 300/原价 500 

說明 

(1)早鸟优惠截止日为 7/23 
(2)付费场次含经讲师授权的讲义资料、简易茶水点心 
(3)TPCA 会员抵用券需经 TPCA 核算无误后始可折抵 
(4)会员指主办单位 TPCA 與支持單會之会员 
(5)展商指 TPCA Show Shenzhen 之展商 
(6)主办单位保留变更之权利 

 

【优惠办法】 (主办单位保留变更之权利) 

No 适用对象 优惠办法 

A 我想 T1~T4 全听 
(会员)1,500 RMB(非会员)2,200RMB 

可参加 T1~T4，包含所有纸本讲义资料， 

B 我是 TPCA 與支持單位会员！ 欢迎会员使用抵用券，可全额折抵各场次报名费用！ 

C 我们公司报名很多人！ 
单一公司同一场次，买二送一！(即三人同行、其中一人免费)  

*超值 VIP 享有相同优惠 

 

【付款方式】 

(主办单位将于确认款项后开立发票，已付费者若 7 月 26 日后取消不予退费，因资源已经备妥，将采会后提供讲义资

料，恕无法退费。台币付款/抵用券请来电洽询 

 

台翔科技咨询（苏州）有限公司  

【银行】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园区支行 

【帐号】3256 0500 0018 0100 65236 

 

【报名论坛&联络人】 

整体论坛:【苏州】金倩倩 Molly  (T)+86-512-68074151 #708  (F)+86-512-68074152  (E) molly@pcbshop.org 

T5&T6: 【苏州】杨静 Joyce  (T)+86-512-68074151 #703  (F)+86-512-68074152  (E) joyce@pcbshop.org 

整体论坛:【深圳】高静敏 Chelsea   (T)+86-188-1323-3314   (F)+886-3-3815150   (E) chelsea@tpca.org.tw  

 

  

 

 

 

 

 

 

 

===============【2021 亚太电子制造论坛报名栏位】================== 

mailto:molly@pcbshop.org
mailto:joyce@pcbsh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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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票抬头)：                                      联络人：                              

发票寄送地址：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貴公司是否為主辦與支持單位會員:  □ 會員  □ 非會員              

基本资料 请留下证件资讯（请 “□”勾选）*为必填 

1 

*姓名: *职称: 部门: 国家: 

*手机号: 所在城市: 省份: 

*证件类型  

□ 身份证 □ 台胞证 

□ 护照   □ 其他 _________ 

*证件姓名: *证件号码: *邮箱: 

日期 場次勾選 費用(RMB) 

8/4 
上午 □ T1 百大高峰会  免费 

下午 □ T2 应用趋势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8/5 

上午 □ T3 高端材料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下午 □ T4 先进制程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上午 □ T5 HR Workshop 用留之道 免费 

下午 □ T6 ESG 绿色永续 (会员/展商)免费；(非会员) 早鸟 300/原价 500 

8/4-5 全場次 □ T1~T4 (会员)1,500；(非会员)2,200 

費用合計:   

備註事項: □我要使用 TPCA 會員抵用券  

           

2 

*姓名: *职称: 部门: 国家: 

*手机号: 所在城市: 省份: 

*证件类型  

□ 身份证 □ 台胞证 

□ 护照   □ 其他 _________ 

*证件姓名: *证件号码: *邮箱: 

日期 場次勾選 費用(RMB) 

8/4 
上午 □ T1 百大高峰会  免费 

下午 □ T2 应用趋势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8/5 

上午 □ T3 高端材料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下午 □ T4 先进制程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上午 □ T5 HR Workshop 用留之道 免费 

下午 □ T6 ESG 绿色永续 (会员/展商)免费；(非会员) 早鸟 300/原价 500 

8/4-5 全場次 □ T1~T4 (会员)1,500；(非会员)2,200 

費用合計:   

備註事項: □我要使用 TPCA 會員抵用券 

   

 



 

   

3 

*姓名: *职称: 部门: 国家: 

*手机号: 所在城市: 省份: 

*证件类型  

□ 身份证 □ 台胞证 

□ 护照   □ 其他 _________ 

*证件姓名: *证件号码: *邮箱: 

日期 場次勾選 費用(RMB) 

8/4 
上午 □ T1 百大高峰会  免费 

下午 □ T2 应用趋势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8/5 

上午 □ T3 高端材料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下午 □ T4 先进制程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上午 □ T5 HR Workshop 用留之道 免费 

下午 □ T6 ESG 绿色永续 (会员/展商)免费；(非会员) 早鸟 300/原价 500 

8/4-5 全場次 □ T1~T4 (会员)1,500；(非会员)2,200 

費用合計:   

備註事項: □我要使用 TPCA 會員抵用券   

                      

4 

*姓名: *职称: 部门: 国家: 

*手机号: 所在城市: 省份: 

*证件类型  

□ 身份证 □ 台胞证 

□ 护照   □ 其他 _________ 

*证件姓名: *证件号码: *邮箱: 

日期 場次勾選 費用(RMB) 

8/4 
上午 □ T1 百大高峰会  免费 

下午 □ T2 应用趋势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8/5 

上午 □ T3 高端材料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下午 □ T4 先进制程 (会员)早鸟 600/原价 900；(非会员)早鸟 900/原价 1200 

上午 □ T5 HR Workshop 用留之道 免费 

下午 □ T6 ESG 绿色永续 (会员/展商)免费；(非会员) 早鸟 300/原价 500 

8/4-5 全場次 □ T1~T4 (会员)1,500；(非会员)2,200 

費用合計:   

備註事項: □我要使用 TPCA 會員抵用券   

 

 請回傳給聯絡人窗口  molly@pcbshop.org         費用總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molly@pcbsho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