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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 20日（自創品牌協會與台灣精品品牌廠商聯誼會合併）

• 會員家數：80~85家（贊助會員：貿易局、智財局、工研院、貿協、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 歷屆理事長

一、TEBA簡介

第一、二屆 第三、四屆 第五、六屆 第七、八屆 第九屆 第十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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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EBA簡介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理監事



標竿會員（2015~16)---天下雜誌2000大排名（註）

公司名稱 2014 2015 產業別 公司名稱 2014 2015 產業別

宏碁科技 6 5 資訊設備銷售與服務 建準電機 313 281 電腦周邊與零組件

裕隆汽車 33 31 汽車及其零件 訊連科技 437 463 軟體

東元電機 68 71 機電設備 中國砂輪 572 593 非金屬礦物製品

微星科技 42 44 電腦周邊與零組件 大田精密 579 536 育樂用品

技嘉科技 66 67 電腦周邊與零組件 優盛醫學 718 659 精密儀器

美利達 127 118 其他運輸工具 聚和國際 720 700 化工製品

瑞軒科技 192 161 家電 恩德科技 729 700 機電設備

堤維西 187 217 汽車及其零件 曜越科技 780 800 電腦周邊與零組件

上銀科技 227 220 機電設備 錦明實業 929 1066 金屬製品

泰山企業 329 344 飲料 和椿科技 988 1039 電子

（註）2016天下雜誌「2000大調查」，以2015年營業收入進行排名，
製造業排名1350名，服務業排名650名。 4

一、TEBA簡介



序號 會員公司 外銷比重 序號 會員公司 外銷比重

1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 14 興勤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0%

2 錦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7% 15 云辰電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90%

3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16 力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

4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5% 17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88%

5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5% 18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

6 廣隆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19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6%

7 湧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95% 20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

8 曜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21 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5%

9 訊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22 精華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84%

10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94% 23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2%

11 瑞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 24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1%

12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90% 25 建準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0%

13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90%

外銷比重達八成以上的會員超過三分之一

資料來源： cmoney資料庫及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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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EBA簡介



品牌對談 品牌觀摩 品牌行銷

品牌學苑 品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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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品牌活動



品牌
對談

• 舉辦日期：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 舉辦地點：高雄舊振南漢餅文化館

建準電機 李為仁副總興勤集團 隋台中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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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品牌活動

企業CEO分享會~傳授經營心法



品牌
對談

• 舉辦日期：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 舉辦地點：高雄舊振南漢餅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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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品牌活動

品牌CEO品心會~交流餐會



品牌
觀摩 企業參訪＋大師開講

• 舉辦日期：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       

• 舉辦地點：曜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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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品牌活動



品牌
行銷

利用三大數位平台─TEBA官網、TEBA臉書粉絲頁、Youtube

主動推播會員企業與產品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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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品牌活動

TEBA官網 TEBA臉書粉絲頁 Youtube



品牌
學苑

第一屆品牌經營策略總裁班

• 課程規劃：7堂課、45小時、36位講師，全方位囊括17個品牌學習主題

• 辦理期間：2016/10/01~2017/01/14

• 招收學員：36人

• 師資：台科大盧希鵬教授、政大葉匡時教授、台大湯明哲教授…等各界名師

學員上課情形 參訪中信造船 11

二、五大品牌活動



品牌
學苑

第二屆品牌經營策略總裁班

辦理期間：2017/09/09～2017/12/09

品牌經營策略總裁班顧問團隊

姓名 現職或資歷

總顧問

施振榮
台灣品牌之父
宏碁集團創辦人

總策畫暨執行長

方至民

中山大學亞太EMBA主任
經濟部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審查委員
經濟部科專計畫審查委員
小巨人獎選拔計畫主持人

產業召集人

林培熙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理事長
曜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產業召集人

李雄慶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常務理事
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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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品牌活動



品牌
資訊

2017年即將推出

• 品牌線上學習-品牌趨勢報(影音版)

• 線上社群短片-台灣隱性創新力(影音版)

• 台灣品牌產業發展現況及概要報告

品牌電子報

品牌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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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品牌活動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會員遍布全省，涵蓋各產業的精英，
2017年第25屆台灣精品獎計有23家會員獲得75個獎項

過去10年TEBA輔導超過700家次台灣企業，培訓專業品牌
執行人員超過2000人。

歡迎有志於提升品牌價值，樂於與同業切磋交流的企業加
入TEBA，共同為發揚台灣品牌價值而努力。

更多協會資訊，歡迎進入
-協會官網 www.teba.org.tw

-TEBA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FB https://www.facebook.com/tebaorg/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PwNGgzbbdHfTzwVvjZG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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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http://www.teba.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tebaor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PwNGgzbbdHfTzwVvjZGTA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入會資訊請洽 黃綉惠執行秘書

電 話：+886-2-2723-1780

E-mail ： teba@teba.org.tw

傳 真： +886-2-2723-1850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5號台北世界貿易中心3樓G區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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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官網 FB粉絲團 Youtube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