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展覽基本資訊 

【展覽概要】 

時間 2016 年 8 月 31 日(三)至 9 月 3 日(六) 

地點 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四樓 

主辦單位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濟日報 

合作單位 德國經濟辦事處 

贊助單位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大會協力商 裝潢服務-天力公司、水電氣服務-西北公司、堆高機服務-上昇公司 

【聯合開幕典禮】 

時間 2016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 點 40 分 

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一樓 J 區大廳 

與會嘉賓 

政府長官貴賓： 

總統府蔡英文總統 

經濟部沈榮津政務次長 

科技部蔡明祺政務次長 

教育部陳良基政務次長 

國發會詹方冠處長 

工業局蕭振榮副局長 

經濟部技術處羅達生副處長 

主辦單位貴賓：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林茂廷總經理 

經濟日報黃素娟社長 

聯合主辦單位貴賓：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卓永財理事長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許敘銘理事長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鄭振中副理事長 

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游文相理事長 

台灣物聯網協會梁賓先理事長 

台北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王之任理事長 

3D 列印協會鄭正元理事長 

法人、公協會及廠商代表貴賓： 

國貿局徐大衛副局長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會梁國新董事長 

德國經濟辦事處賀安德處長 

等近 200 位與會貴賓 



 

【展覽新服務】 

一、 無紙化參觀方式 

配合自動化趨勢及環保意識抬頭，且提供參觀來賓更優質的觀展體驗，今年展覽參觀來賓

一律以線上登錄的方式，憑線上登錄後取得的入場條碼快速入場，節省往年紙本填寫資料

及紙本證件所造成的資源浪費。 

二、 「買主資料即時 GET」加值服務 

為提升展覽品質、並提供參展廠商更優質的服務，今年展覽期間特別推出「買主資料即時

GET」的加值服務。搭配自動化參觀方式，讓參展廠商可透過掃描參觀來賓的入場條碼，

輕鬆且快速掌握買主資訊，大大提升參展之效益及效率! 

貳、展覽數據統計 

迎接工業 4.0 時代 • 智能製造思維再進化 

亞洲工業自動化/機器人展年度代表作 國際品牌齊聚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為國內歷史最悠久的機械展會之一，也是台灣國際工業展會的

龍頭，帶領台灣自動化產業在國際間嶄露頭角，並佔有一席之地！無論在專業及規模上，皆具國

際水準，成為亞洲最具代表性的自動化機械展覽會之一。今年展覽以「迎接工業 4.0 時代，智能

製造思維再進化」為主軸，為產業提供全方位的智能製造解決方案。展出項目涵蓋工業 4.0 智能

設備/技術、工業機器人/機械手臂、自動化控制與傳動控制設備、五金工具暨廠房設備、專用機

及檢測設備等，打造產業最佳交流平台。 

【參展廠商統計】 

今年參展商數量及攤位數量與去年相比皆有大幅成長，也由於歷屆參展廠商反應熱烈，今年

攤位提早於去年展會期間即告額滿。而明年度(2017)的展會報名，更於今年 6 月底展覽開始前

即報名額滿，足見業界對本展會之重視。 

展覽年度 2015 2016 成長率 

廠商數量 356 408 15% 

攤位數量 1,089 1,326 22% 

 

 

 



 

 ◎參展廠商一覽表：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1 BIHL+WIEDEMANN GMBH  39 五連軸承有限公司 

2 DURI MITEC CO., LTD.  40 仁安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HARMONIC DRIVE SYSTEMS INC.  41 允際有限公司 

4 MARKSMAN  42 元祿亦有限公司 

5 MECHATROLINK  43 元裝企業有限公司 

15 NINGBO DEGSON ELECTRICAL CO., LTD.  44 元資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6 OPTO ENGINEERING  45 元廣貿易有限公司 

7 PEPPERL+FUCHS PTE LTD  46 升圓企業有限公司 

8 SAMICK PRECISION IND. CO., LTD.  47 友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SUNG-IL MACHINERY CO., LTD.  48 友士股份有限公司 

10 UNIVERSAL ROBOTS PTE LTD.  49 友聯機械有限公司 

11 WITTENSTEIN AG.  50 天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一佳有限公司  51 天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一寶實達有限公司  52 天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8 九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3 文筆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19 九龍灣通風企業有限公司  13 日立地區產業支援中心 

20 力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4 日商大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21 力浦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5 日商川崎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22 三德科技有限公司  56 世紀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23 久而久企業有限公司  57 加耐力油封有限公司 

24 大匠實業有限公司  14 北京亞控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25 大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8 北爾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6 大柱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59 可杰企業有限公司 

27 大振春有限公司  60 可嘉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28 大榮金屬科技有限公司  61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9 大慶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62 台灣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2 山東藍博精密軸承製造有限公司  63 台灣三軸科技有限公司 

30 川上企業有限公司  64 台灣三豐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31 工業技術研究院 量測技術研發中心  65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32 工業技術研究院 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  66 台灣山洋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33 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與系統研究所  67 台灣正時皮帶科技有限公司 

34 中一五金股份有公司  68 台灣向榮腳輪實業有限公司 

35 中日噴霧股份有限公司  69 台灣安川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36 中和碁電股份有限公司  70 台灣西克股份有限公司 

37 中國軸承展業股份有限公司  71 台灣伺服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38 中華檢測科技有限公司  72 台灣快密刀科技有限公司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73 台灣那智不二越股份有限公司  111 光淙股份有限公司 

74 台灣易力軟體有限公司  112 光道視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台灣易格斯有限公司  113 光藝股份有限公司 

76 台灣東方馬達股份有限公司  114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 台灣泛達儀控有限公司  115 全冠企業有限公司 

78 台灣牧田股份有限公司  116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台灣帝業技凱股份有限公司  117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80 台灣耐落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8 全葳科技有限公司 

81 台灣脈動股份有限公司  119 匠星光電儀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2 台灣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  120 向揚工業有限公司 

83 台灣凱恩孚有限公司  121 好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4 台灣開天傳動科有限公司  122 宇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5 台灣奧騰有限公司  123 宇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4 宇創視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 台灣電綜股份有限公司  125 安良電氣有限公司 

88 台灣廣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26 年弘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9 司麥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7 成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0 巨偉自動化有限公司  128 旭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 弘士有限公司  129 汎宇股份有限公司 

92 弘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 聿鼎股份有限公司 

93 永隆空油壓機械有限公司  131 艾可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94 永鉅電機有限公司  132 艾波比 

95 永鵬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33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96 玄燕電子國際有限公司  134 伸運工業有限公司 

97 石益貿易有限公司  135 克普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 禾宇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6 孚佑實業股份公司 

99 禾耕企業有限公司  137 宏名實業有限公司 

100 立翔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138 宏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1 立達軟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9 希愛比科技(股)公司 

102 亦勵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140 志隆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103 仲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1 志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104 企誠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142 町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伍得福企業有限公司  143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06 兆山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4 防震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 兆和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5 京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兆義新實業有限公司  146 佳記股份有限公司 

109 先構技術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147 佳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 光美光電有限公司  148 佳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149 佳燁精密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7 冠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 函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 冠盛機械有限公司 

151 卓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89 勇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2 協昌軸承有限公司  190 厚利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53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1 品宏科技有限公司 

154 奈米趨勢科技有限公司  192 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5 宙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3 威利國際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156 宜福門電子有限公司  194 威強電工業電腦 

157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195 威畯傳動國際有限公司 

158 承大電氣有限公司  196 威圖有限公司 

159 承邦有限公司  197 威鋒貿易有限公司 

160 承鈞企業有限公司  198 威耀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1 明柱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199 宥拓有限公司 

162 昕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 帝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3 東日科技有限公司  201 星泰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4 東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 映奧股份有限公司 

165 東佑達自動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3 春名股份有限公司 

166 東京佑齒輪有限公司  204 春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7 東欣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5 昱展科技有限公司 

168 東野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206 昱銘穎有限公司 

169 欣橋科技有限公司  207 柏叡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170 泓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8 盈生貿易有限公司 

171 泓瑜科技有限公司  209 盈達貿易有限公司 

172 炘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0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173 直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1 科誠股份有限公司 

174 肯定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212 美之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175 金上源機械有限公司  213 美格力特國際有限公司 

176 金洺國際有限公司  214 美商艾羅德克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77 金剛機械有限公司  215 美商康耐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78 長友企業有限公司  216 英特士凸輪科技有限公司 

179 長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17 迦南通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0 非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18 郁冠工業有限公司 

181 俊誠實業有限公司  219 韋成機械有限公司 

182 俐光機械企業社  220 飛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83 信佳電機有限公司  221 香港商史陶比爾(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184 信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22 香港商歐洲機械服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85 冠宇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23 凌碩計量有限公司 

186 冠佳科技有限公司  224 展熤實業有限公司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225 庫卡股份有限公司  263 傑地有限公司 

226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64 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7 晉曜有限公司  265 凱懿國際有限公司 

228 晟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6 創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9 泰山資訊有限公司  267 創勢捷國際有限公司 

230 泰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8 創碁儀器有限公司 

231 泰菱有限公司  269 勝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32 海達鴻業國際有限公司  270 勝風格通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33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271 博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34 能馳國際有限公司  272 喬越實業有限公司 

235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73 富宸自動控制有限公司 

236 高杰教學設備有限公司  274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237 高泰精工有限公司  275 惠而邦衡器控制有限公司 

238 高鹿興業有限公司  276 惠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239 高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77 惠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0 偉允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8 敦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1 偉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79 普登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242 健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0 普羅菲司 

243 動程科技股份有份公司  281 景興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244 啓原精密有限公司  282 晶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5 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3 晶賀科技有限公司 

246 國家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84 森雅貿易有限公司 

247 國揚精密軸承有限公司  285 琥盛企業有限公司 

248 國際直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6 舜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9 康普艾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7 華儲物流設備有限公司 

250 彩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88 菲尼克斯有限公司 

251 捷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9 視傑科技有限公司 

252 捷鋮興業有限公司  290 賀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53 敏石系統有限公司  291 超威國際有限公司 

254 晨嘉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292 超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5 盛豐科技有限公司  293 進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56 祥詠國際鴻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4 鈞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7 笙閎有限公司  295 鈞揚企業社 

258 統嶺實業有限公司  296 開放電子有限公司 

259 翊豐通風有限公司  297 開創水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0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298 閎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1 通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9 陽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262 通琦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陽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301 隆福行股份有限公司  339 精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2 雅速達通風降溫有限公司  340 精瀚有限公司 

303 集博股份有限公司  341 維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4 順茂股份有限公司  342 維恆實業有限公司 

305 匯佳科技有限公司  343 聚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06 奧馬企業有限公司  344 臺灣巴魯夫有限公司 

307 嵩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45 臺灣皮爾磁有限公司 

308 新力旺智慧精工  346 臺灣旺科股份有限公司 

309 新協祥貿易有限公司  347 臺灣新大陸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0 新耀光科技有限公司  348 臺灣維思科技有限公司 

311 暐捷機電整合科技公司  349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2 極大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 銓品有限公司 

313 極馬亞洲有限公司  351 銘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4 楷燁有限公司  352 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5 源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3 儀錩企業有限公司 

316 滙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54 億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17 瑞比德化工有限公司  355 億豐精密有限公司 

318 瑞亞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356 廣生科技有限公司 

319 瑞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357 廣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0 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358 廣豐興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1 碁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9 德士凸輪股份有限公司 

322 群英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360 德圳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323 萬註機器廠有限公司  361 德居有限公司 / 鞍政有限公司 

324 誠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2 德芮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5 達振泡綿企業有限公司  363 德美士貿易有限公司 

326 鈺政企業有限公司  364 德商兆鎂新有限公司 

327 鉅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365 德國經濟辦事處(博智) 

328 鉦富機械有限公司  366 德盟儀器製造有限公司 

329 鼎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67 德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30 鼎信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8 歐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1 鼎強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369 歐迪爾股份有限公司 

332 僑光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370 潤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33 僑梓企業有限公司  371 輝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4 僑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72 鋒碩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335 漢馬克驅動科技有限公司  373 黎鳴企業有限公司 

336 漳毅電機工業有限公司  374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37 睿怡科技有限公司  375 樺皓企業有限公司 

338 福宮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376 璟騰科技有限公司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序號 參展廠商公司名稱 

377 錏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93 豐穎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378 錦程電機有限公司  394 醫電鼎眾股份有限公司 

379 錩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5 鎧點科技有限公司 

380 優必勝包裝機材有限公司  396 鎬億企業有限公司 

381 優特克儀器有限公司  397 雙梅鋼鐵有限公司 

382 擎翔實業有限公司  398 雙群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3 環璟科技有限公司  399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84 聯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 騜瀧有限公司 

385 臂力人有限公司  401 寶迪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386 鍵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2 寶應企業有限公司 

387 鴻均興業有限公司  403 耀毅企業有限公司 

388 鴻璿股份有限公司  404 攝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89 禮榮貿易有限公司  405 鐸驥企業有限公司 

390 薹莊實業有限公司  406 灝天科技有限公司 

391 豐煒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7 鑫本系統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392 豐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8 鑫堡股份有限公司 

 

 
 
 
 
 
 



 

 

 

 

 

 

 

 

 

 

 

 

 

 

 

 

 

 

 

 

 

 

 

 

 

 

 

 

 

 

 

 

 

 

 

 

 

 



 

24%

21%

15%

20%

6%

2%

5%
3%

2% 2%

製造及加工業24%

機電家電業21%

電子業(半導體/光電/電路板)15%

電腦通訊資訊業20%

汽機車業6%

玩具/文具/禮品業2%

模具廠5%

物流業3%

教育學術媒體單位2%

其他2%

【參觀來賓統計】 

  2016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 4 天檔期，共吸引 76,016 人次的專業買主到場參觀採購，再

度寫下傲人紀錄。若與同檔期的１樓展覽合計，總參觀人次達 112,858 人。 

 

 

▲2015 及 2016 年參觀人次統計 

今年展覽參觀人次開低走高。除了第一日參觀人次略比去年少，後續幾日參觀人次看俏，即使遇

上陰雨天，參觀人次皆比去年展覽成長許多，總參觀人次比去年成長３％。 

   

 

  

 

 

 

 

  

  

 

 

 

 

 

▲參觀來賓公司業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2015 16908 19915 20306 16377

2016 16025 21126 22338 16527

16908

19915
20306

16377
16025

21126

22338

16527

15000

17000

19000

21000

23000



 

3%
10%

21%

16%
5%

20%

2%

3%

13%

2%

1%

2%

2%
董事長/副董事長/總經理3%

高階主管10%

基層主管21%

採購16%

研發設計5%

生產製造20%

品管2%

行銷企劃3%

銷售業務13%

人力資源2%

軍公教1%

學生2%

其他2%

22%

27%

17%

13%

4%

11%

1%

3%

2% 廠商邀請22%

郵寄邀請函(主辦單位)27%

電子邀請函EDM17%

電視廣告/新聞13%

網路訊息4%

報章雜誌11%

廣播1%

簡訊3%

其他2%

 

 

 

 

 

 

 

 

 

 

 

  

 

 

 

  

▲參觀來賓職務類別 

 

 

 

 

 

 

 

  

 

 

 

 

 

 

▲參觀來賓得知展覽訊息的主要管道 

 

 



 

22%

9%

39%

2%

17%

8% 3% 建立商業與合作關係22%

尋找新供應商或代理商9%

採購設備.原物料及訂貨39%

參加研討會及展會相關活動2%

提昇本產業資訊及知識17%

評估未來參展的可能8%

其他3%

 

 

 

 

 

 

 

 

 

 

 

 

 

 

▲參觀來賓的主要參觀目的 

今年約有 39%的參觀來賓主要參觀目的為至展覽現場下單採購，約 31%的參觀來賓是來展覽現

場尋求建立合作關係，足見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在相關產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也致力

於為產業界建立良好的溝通及採購平台。 

 

▲參觀來賓的參觀次數 

超過一半的參觀者已參與三屆以上的展覽，多數的參觀來賓都對展覽給予正向回應。也非常

感謝業界先進對於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的支持，讓我們可以屢屢突破自己創下的紀錄。 

29%

18%

8%

45%

第一次29%

第二次18%

第三次8%

三次以上45%



 

參、展覽活動 

 

 

 



 

 

 

 



 

肆、媒體宣傳統計 

【展覽宣傳】 

一、郵寄邀請函： 

    共印製三十萬份邀請函，透過參展廠商、協力商及主辦單位共同寄發給國內外買主。 

二、電子邀請函(EDM)：     

    透過資料庫超過二十萬筆資訊，寄發展會相關訊息 EDM，邀請國內外買主參觀本展會。 

三、國際展會宣傳： 

    搭配展昭自辦與代理展會，於相關展覽現場發送文宣廣告及人員推廣。 

四、電視廣告： 

    兩支 10 秒廣告先後搭配播出、非凡新聞跑馬燈資訊露出。 

五、報紙廣告： 

經濟日報、工商時報、電子時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等報紙廣告及專

業報導露出。 

六、專業雜誌及網站： 

酷比聯播網、台灣網路廣告 UDN、微信、鼎新、德經處、電子時報科技網、機械工業雜

誌、亞冠、產經網 ….等相關產業雜誌及平台露出。 

七、官方網站： 

首次啟用參展廠商管理後台，所有參展商皆可透過管理後台於展覽官網發佈公司簡介、產品

介紹、產品圖片及展商新聞稿等訊息。讓所有參觀來賓可於線上直接獲取所需資訊，達成展

前提早宣傳、展後延續效益得成果。並透過參展商的分享及網路搜尋為展覽及參展廠商達到

相互拉抬的宣傳效果。 

八、廣播： 

    IC 之音 30 秒廣播廣告及 30 分鐘的專題訪問。 

九、戶外路旗： 

    經貿一路、經貿二路、南港路、康寧路、舊宗路、成功路、重慶北路、延平北路及北安路等 

    幹道，於用路人與駕駛、乘客之間做簡單但有效的展會資訊曝光。 



 

【媒體露出成果】 

一、 六展綜合媒體露出總數統計： 

種類 電視 報紙 網路 總數 

數量 13 80 168 261 

二、 電視新聞露出明細： 

NO. 日期 新聞標題 電視頻道 

1 
2016/8/31 

跨業結盟推智慧機械 解決工業 4.0 瓶頸 東森新聞台 

2 
2016/8/31 

出席機器人展 蔡總統熱情回抱機器貓 民視新聞台 

3 
2016/8/31 

蔡總統 60 歲生日 出席工業展玩機器人 台視 

4 
2016/8/31 

機器人展登場! 攤位數 2600 創新高 東森新聞台 

5 
2016/8/31 

自動化大展 首度秀出 VR 結合機器人 三立財經台 

6 
2016/8/31 

拚工業 4.0!智慧製造展 歷年最大規模 非凡新聞台 

7 
2016/8/31 

自動化大展 首度秀出 VR 結合機器人 三立財經台 

8 
2016/8/31 

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展 規模再創新高 中天新聞台 

9 2016/9/1 亞洲工業展登場 老字號品牌掀改革風 東森新聞台 

10 2016/9/1 亞洲工業 4.0 滿館展出突破紀錄 SETN 台 

11 2016/9/1 拚工業 4.0!智慧製造展 歷年最大規模 非凡新聞台 

12 2016/9/2 工業 4.0 智慧製造機器人大廠會師台北 年代電視台 

13 2016/9/2 台達電拚工業 4.0 發表二款機器人 東森財經台 

三、 報紙媒體露出明細： 

NO. 日期 報紙標題 媒體名稱 

1 2016/8/24 東方馬達 AZ 系列吸睛--2016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工商時報 

2 2016/8/24 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大廠齊聚 工商時報 

3 2016/8/24 上銀跨業結盟 攻工業 4.0--攜手鈺創、新保、偉詮電 經濟日報 

4 2016/8/24 
東方馬達 差異化新品功能進化--產品多元完整品質受肯定 滿足

各類廣泛需求 將於自動化工業大展展出 
經濟日報 

5 2016/8/24 
《新漢觀點》2016 年台北自動化展 新漢完整演繹工業 4.0 與雲

端整合方案 
電子時報 



 

NO. 日期 報紙標題 媒體名稱 

6 2016/8/25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 8／31－9／3 南港展覽館 1．4

樓滿館展出 
自由時報新北市 B 

7 2016/8/25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 經濟日報 

8 2016/8/25 國際知名大廠齊聚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盛況空前 電子時報 

9 2016/8/26 北爾智慧人機介面 8/31 全球首發 經濟日報 

10 2016/8/26 3D 列印展與國際研討會 8/31~9/4 南港展覽館登場 經濟日報 

11 2016/8/26 西門子創新方案 自動化生產利器 經濟日報 

12 2016/8/26 所羅門發表 自動穿鞋帶機 經濟日報 

13 2016/8/26 軸承暨傳動件公會 9/2 辦工業 4.0 研習 經濟日報 

14 2016/8/28 14 檔自動化展題材 法人卡位 工商時報 

15 2016/8/28 
工業 4.0 展 機器人廠大會師--31 日登場 900 個國內外廠商、

2,600 個攤位滿館展出 規模創新高 
經濟日報 

16 2016/8/29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展 參展創新高 工商時報 

17 2016/8/29 
兩岸機器人 月底在台較勁--上銀、金仁寶等精銳盡出，對上

「小優」領軍的 8 款大陸機器人 
工商時報 

18 2016/8/29 所羅門自動穿鞋帶機 節省人力 工商時報 

19 2016/8/29 
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周三登場--聚焦工業 4.0 提供機器人產

業技術、採購、設備、服務及解決方案的一站式服務 
工商時報 

20 2016/8/29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 8／31 南港展覽館展出 中國時報桃園 A 

21 2016/8/29 工業 4.0 新推手 全球首發—北爾電子全新人機介面 電子時報 

22 2016/8/29 氣立於 2016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盛大展出 電子時報 

23 2016/8/29 
亞州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8/31-9/3 南港展覽館 1.4 樓滿館

展出 
蘋果日報 

24 2016/8/30 PMC 智慧手機組裝產線 犀利--明在機器人展亮相 工商時報 

25 2016/8/30 自動化工業展 兩岸大咖攜手與會 工商時報 

26 2016/8/30 
工研院機器人研磨技術 和成採用--每件水五金研磨時間 從十分

鐘縮短為四分半 
中華日報 

27 2016/8/30 
當水五金遇上機器人 軟硬整合--工研院攜手和成 公開亮點技術 

引領加值創新 
台灣新生報 

28 2016/8/30 
台灣三軸雷射設備 價格親民--高性價比光纖切割機 助產業輕鬆

升級工業 4.0 
經濟日報 

29 2016/8/30 NI 將於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揭櫫最先進的工業物聯網應用 電子時報 

30 2016/8/30 研華攻工業 4.0 智造 聯合晚報 

31 2016/8/31 工業 4.0 新利器 東方產品訊息回饋 業界第一 工商時報 

32 2016/8/31 
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展 4 亮點吸睛--工業機器人領導品牌齊聚、

多元展覽活動、3D 列印帶動模具產業轉型、奔騰物流回歸展出 
工商時報 



 

NO. 日期 報紙標題 媒體名稱 

33 2016/8/31 友士 強推多種機器人應用 工商時報 

34 2016/8/31 
台達 推 3 大機器人方案--以「靈活製造、綠色智慧工廠」為主

軸；垂直多關節機器人 DRV90L 系列亮相 
工商時報 

35 2016/8/31 恆智 展出磁軌自動導引拖板車 工商時報 

36 2016/8/31 
施耐德電機 打造新藍海--近兩年整併普羅菲司後的雙品牌綜

效，作完整呈現，展現制霸工業 4.0 企圖心 
工商時報 

37 2016/8/31 祥儀自製機器人 首度登場 工商時報 

38 2016/8/31 
羅昇企業 引領智慧工廠需求--台達高階伺服 A3、AS-PLC 與

MS300 變頻器、Scare 機器人完善提供解決方案 
工商時報 

39 2016/8/31 
善用自動電擊器 提高急救效率--確認病人沒有意識及適當呼

吸、脈搏 任何人都可動手搶救 
台灣新生報 

40 2016/8/31 上銀鈺創拚智慧機械 結盟群攻工業 4.0 更生日報 

41 2016/8/31 
Universal Robots 展出協作型機器人--輕巧、彈性佳、能與人在同

個環境工作 提升競爭力迎戰工業 4.0 
經濟日報 

42 2016/8/31 
世紀貿易 自動化生產線幫手--展出智慧整合設備 提供機器銷售

整合、加工整合及工廠自動化一站到位服務 
經濟日報 

43 2016/8/31 
台北自動化展 重磅登場--逾 400 家國內外大廠參展 工業機械

人、3D 列印、物聯網主題館…展出亮點 
經濟日報 

44 2016/8/31 
攻物聯商機 北爾演譯智慧工廠角色--展示工業 4.0 智慧工廠概念

及新一代 X2 人機、發表 WARP 工程工作站 領先布局物聯網世代 
經濟日報 

45 2016/8/31 
李重慶掌舵 軸承暨傳動件公會創新局--配合自動化展展出 9╱2

舉辦人才培訓講習會 助會員邁入智慧製造 
經濟日報 

46 2016/8/31 
所羅門 讓機器人高度智慧化--以物聯網、工業視覺、機械手臂

及系統整合四大區塊 全面搶攻市場 
經濟日報 

47 2016/8/31 
攝陽攜三菱電機 打造智能化工廠--導入日本三菱電機 e-F@ctory

藍圖 展出優質自動化產品與 Robot 技術 創造最優化生產線 
經濟日報 

48 2016/8/31 AEROTECH 於自動化展出最高性能運動控制平台 電子時報 

49 2016/8/31 工業自動化多展合一 智慧製造思維再進化 電子時報 

50 2016/8/31 
台灣歐姆龍Ｘ2016 機器人展--展現物聯網時代的 Factory 

Automation 
電子時報 

51 2016/8/31 自動化系統設計日新月異 您能否跟上腳步？ 電子時報 

52 2016/8/31 均豪精密引領企業接軌工業 4.0 電子時報 

53 2016/8/31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 盛況空前重量級廠商齊聚 電子時報 

54 2016/8/31 
迎接工業 4.0 時代 SICK 扮演重要夥伴--創新整合、諮詢服務 推

動智慧工廠的最佳幫手 
電子時報 

55 2016/8/31 迎接工業 4.0 時代到來 國際自動化工業展串接產業鏈 電子時報 



 

NO. 日期 報紙標題 媒體名稱 

56 2016/8/31 施耐德電機領軍普羅菲司 全線制霸工業 4.0 電子時報 

57 2016/8/31 上銀、氣立 機器人兵團競走(黃淑惠) 聯合晚報 

58 2016/8/31 機器人討抱抱 聯合晚報 

59 2016/8/31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8／31－9／3 南港展覽館 1&4

樓 
聯合報新北市乙 

60 2016/8/31 
搶攻工業 4.0 半導體工具機跨業結盟--鈺創上銀打頭陣 攜手機

器人視覺應用 
蘋果日報 

61 2016/9/1 「2016 年台灣國際工具機展」--啟動智慧製造邁向工業 4.0 工商時報 

62 2016/9/1 上銀 工業 4.0 最佳夥伴--大陣仗！參展 100 個攤位 工商時報 

63 2016/9/1 
台達 力推綠色智慧工廠--全方位自動化系統整合供應商，產品

線完整，提供產業多項解決方案 
工商時報 

64 2016/9/1 台灣博世力士樂 展示德國工業 4.0 整合方案 工商時報 

65 2016/9/1 新力旺智慧生產系統 自動化展亮相 工商時報 

66 2016/9/1 
機器人展 盛大登場--為期 4 天，提供各行各業掌握機器人及智

慧自動化技術 
工商時報 

67 2016/9/1 機器人討抱 逗樂小英 工商時報 

68 2016/9/1 機器人折糖果盒 自由時報北市 A 

69 2016/9/1 工研院機器人 和成採用 經濟日報 

70 2016/9/1 
台北自動化展登場 台灣智造吸睛--打造智慧製造解決方案採購

平台 總統蔡英文致詞宣布建立高品質生產基地、搶攻全球市場 
經濟日報 

71 2016/9/1 
智慧機械升級 將建產業平台--亞洲工業 4.0 展登場 政府擬主導

資源投入研發 帶領廠商搶攻全球市場 
經濟日報 

72 2016/9/1 新漢攻工業 4.0 新單到手 經濟日報 

73 2016/9/1 智慧機器有前景 工業 4.0 展規模新高 蘋果日報 

74 2016/9/2 
台達電推六軸機器人 股價樂--全面導入自動化，5 年內直接人工

減 9 成，Q4 營運續維持高檔 
工商時報 

75 2016/9/2 施耐德攜手普羅菲司 制霸工業 4.0--強打 Pro-face 工商時報 

76 2016/9/2 國際機器人大廠 齊聚 2016 TAIROS 展 工商時報 

77 2016/9/2 
台達電智造 再傳捷報--發表二款工業機器人 對岸銷售據點將倍

增 五年內生產線直接人力要減 90% 
經濟日報 

78 2016/9/2 
台灣西克 展示工業 4.0 新應用--扮演技術先行者 提供 4.0 解決

方案新產品及服務應用 
經濟日報 

79 2016/9/5 
光寶集團 跨足工業自動化--發揮百年企業精神，持續深耕技

術，協助客戶轉型智慧製造 
工商時報 

80 2016/9/6 
西門子 引領數位企業潮流--以實現工業 4.0 為理念，於自動化展

推出最新解決方案，開發全新商業模式 
工商時報 



 

四、 網路新聞露出明細： 

網路新聞查詢期間從 8/24 至 9/7，展覽相關曝光約 168 則。即使在展期結束後，仍不斷有展覽

中的相關新聞及廠商產品持續露出。 

No. 日期 新聞標題 平台名稱 

1 2016/8/25 知名大廠齊聚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展盛況空前 DIGITIMES 

2 2016/8/25 SICK MicroScan3 榮獲 2016 年度產品設計紅點獎 DIGITIMES 

3 2016/8/25 
美商英特蒙将于 2016 TAIROS 展出低成本高效能的自动化控制平

台 
第一金融網 

4 2016/8/25 開德麗 展出物流專用冷凍飛梭門 中時電子報 

5 2016/8/26 鼎新電腦跨界參展凸顯智慧製造軟實力 DIGITIMES 

6 2016/8/26 
TAIROS 下週三開展，研華、上銀、仁寶共襄盛舉，IPC、工具機

概念股升溫 
新浪新聞 

7 2016/8/26 3D 列印展與國際研討會 8 月 31 日 南港展覽館登場 中時電子報 

8 2016/8/26 所羅門發表 自動穿鞋帶機 聯合財經網 

9 2016/8/28 工業 4.0 展 機器人廠大會師 聯合新聞網 

10 2016/8/28 14 檔自動化展題材 法人卡位 中時電子報 

11 2016/8/29 從居家生活到商業應用 未來機器人全面啟動工業 4.0 NOW News 

12 2016/8/29 所羅門自動穿鞋帶機 節省人力 中時電子報 

13 2016/8/29 氣立於 2016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盛大展出 DIGITIMES 

14 2016/8/29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展 參展創新高 中時電子報 

15 2016/8/29 工業 4.0 新推手 全球首發—北爾電子全新人機介面 DIGITIMES 

16 2016/8/29 鴻海精選標的 財報要像濃縮雞湯 聯合新聞網 

17 2016/8/29 機器人協助水五金工件研磨工作 工研院完成開發  TechNew 

18 2016/8/29 【週報】台股本週盤勢分析：升息暗示，預留風險貼水 鉅亨網 

19 2016/8/29 從居家生活到商業應用 未來機器人全面啟動工業 4.0 蕃新聞 

20 2016/8/29 新力旺 華南展獲關注 新浪部落 

21 2016/8/29 NI 將於展會揭櫫先進工業物聯網應用 新電子 

22 2016/8/29 徐照興 台股龍捲風 盤後分析 Hinet 新聞 

23 2016/8/29 油順活塞式蓄壓器 歐盟認證 中時電子報 

24 2016/8/30 工業 4.0 製造展登場 機器人展北京小嬌客跨海來台 NOW News 

25 2016/8/30 研華攻工業 4.0 智造 聯合新聞網 

26 2016/8/30 智造新未來 研華推工業 4.0 6 大應用服務 蘋果日報 

27 2016/8/30 自動化工業展 兩岸大咖攜手與會 中時電子報 

28 2016/8/30 SICK 工業 4.0 應用新方案 N314 展出 聯合財經網 

http://technews.tw/2016/08/29/itri-2/


 

No. 日期 新聞標題 平台名稱 

29 2016/8/30 台灣氣立明參與南港工業 4.0 展 董座游平政親自督軍 鉅亨網 

30 2016/8/30 當水龍頭遇見機器人，創造 600 億產值 天下雜誌 

31 2016/8/30 《電腦設備》自動化工業大展，研華主打 6 大應用服務 中時電子報 

32 2016/8/30 
自動化展 研華攜夥伴展工業 4.0 物聯應用聯盟年底夥伴數持續

增加 
鉅亨網 

33 2016/8/30 工研院攜和成領水五金產業加值創新 聯合財經網 

34 2016/8/30 機器人展明登場 祥儀首秀自製人型 S 戰警 中時電子報 

35 2016/8/31 
【工業 4.0 商機】全球前 5 大工業機器人品牌 今齊聚南港展覽

館 
蘋果日報 

36 2016/8/31 工業 4.0 智慧製造展 歷年規模最大[影] 中央通訊社 

37 2016/8/31 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展 4 亮點吸睛 中時電子報 

38 2016/8/31 研華以工業 4.0 攜手夥伴邁向智造新未來 DIGITIMES 

39 2016/8/31 施耐德電機領軍普羅菲司 全線制霸工業 4.0 DIGITIMES 

40 2016/8/31 《科技》自動化工業展，施耐德電機、普羅菲司秀工業 4.0 成果 中時電子報 

41 2016/8/31 【工業 4.0 開展】小英被機器人熊抱 樂開懷 蘋果日報 

42 2016/8/31 工業 4.0 開展 蔡：轉型智能產業 聯合新聞網 

43 2016/8/31 台英機器人論壇 4 位專家來台分享 中時電子報 

44 2016/8/31 台達高階製造方案 亮相自動化工業展 DIGITIMES 

45 2016/8/31 均豪精密引領企業接軌工業 4.0 DIGITIMES 

46 2016/8/31 工業 4.0 智慧製造展 3D 雕美女吸睛 新浪新聞 

47 2016/8/31 工业 4.0 智慧制造展 历年规模最大 大紀元 

48 2016/8/31 祥儀自製機器人 首度登場 中時電子報 

49 2016/8/31 所羅門物聯網 無需投資新設備及通訊介面 DIGITIMES 

50 2016/8/31 【領先全球】愛普生推 6 軸機械手臂 大秀光劍舞 蘋果日報 

51 2016/8/31 工業自動化多展合一 智慧製造思維再進化 DIGITIMES 

52 2016/8/31 SICK 智慧感測器 智慧生產好幫手 聯合財經網 

53 2016/8/31 北爾電子新人機介面 今全球首發 中時電子報 

54 2016/8/31 機器人展登場 國際大廠同台較勁展新品 新唐人 

55 2016/8/31 【領先全球】愛普生推 6 軸機械手臂 大秀光劍舞 蘋果日報 

56 2016/8/31 台北模具暨設備展 規模空前 中時電子報 

57 2016/8/31 工業 4.0 智慧製造展 歷年規模最大 大紀元 

58 2016/8/31 機器人自動化展 泡咖啡雕刻美女樣樣精 中央通訊社 

59 2016/8/31 機器人展 蔡總統：智慧製造的未來在我們眼前 自由時報 

60 2016/8/31 台達 推 3 大機器人方案 中時電子報 



 

No. 日期 新聞標題 平台名稱 

61 2016/8/31 《科技》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工研院 10 技術亮相 中時電子報 

62 2016/8/31 泓格前進自動化展 端出 MQTT/OPC UA 新方案 DIGITIMES 

63 2016/8/31 AEROTECH 於自動化展出最高性能運動控制平台 DIGITIMES 

64 2016/8/31 總統：智慧機械新未來 相信台灣不缺席 中央通訊社 

65 2016/8/31 NI 新方案 助產業跨足物聯網 聯合財經網 

66 2016/8/31 所羅門 讓機器人高度智慧化 聯合財經網 

67 2016/8/31 Epson 機械手臂 實踐力與美 聯合財經網 

68 2016/8/31 Epson 機械手臂 全方位出擊 中時電子報 

69 2016/8/31 施耐德電機領軍普羅菲司 全線制霸工業 4.0 DIGITIMES 

70 2016/8/31 輸人不輸陣！自動化大展開幕 機械人結合 VR 拼場 三立新聞網 

71 2016/8/31 恆智 展出磁軌自動導引拖板車 中時電子報 

72 2016/8/31 台灣歐姆龍展現物聯網時代的 Factory Automation DIGITIMES 

73 2016/8/31 金器空壓零組件 展場亮點 中時電子報 

74 2016/8/31 機器人展 感測.復健.記憶功能都有 聯合影音 

75 2016/8/31 東方馬達 AZ 系列 全球熱銷 中時電子報 

76 2016/8/31 三菱揪攝陽 秀生產力 4.0 中時電子報 

77 2016/8/31 台灣電綜 機械手臂吸睛 中時電子報 

78 2016/8/31 不只靠 iPhone 台達電多角化經營 蘋果日報 

79 2016/8/31 協昌展示世界知名品牌軸承 精銳盡出 聯合財經網 

80 2016/8/31 可杰變頻高壓冷卻系統 解決加工纏屑問題 中時電子報 

81 2016/8/31 羅昇企業 引領智慧工廠需求 中時電子報 

82 2016/8/31 喬越 Molykote 潤滑油 生產利器 中時電子報 

83 2016/8/31 自動化系統設計日新月異 您能否跟上腳步？ DIGITIMES 

84 2016/8/31 攜手上銀 鈺創跨足機械製造 聯合財經網 

85 2016/8/31 泓格 2 產品系統 具爆發潛力 中時電子報 

86 2016/8/31 工業 4.0 開展 蔡：轉型智能產業 台灣醒報 

87 2016/8/31 豐煒發表新可程式控制器 中時電子報 

88 2016/8/31 物流暨物聯網展 打造智慧物流平台 中時電子報 

89 2016/8/31 Renishaw 展示創新智慧量測 中時電子報 

90 2016/8/31 
蔡總統 60 歲生日 出席工業展玩機器人 

亞洲工業大展揭幕 總統:要當企業後盾 
台視新聞 

91 2016/8/31 又快又精準！Artec 3D 掃描廣泛應用超乎想像  TechNew 

92 2016/8/31 Artec3D 列印應用趨勢 家具、工業、醫療全都受惠！ 東森新聞雲 

93 2016/8/31 茂太代理 Voxeljet 3D 列印 顛覆耗材昂貴概念 中時電子報 

http://technews.tw/2016/08/31/artec-3d/


 

No. 日期 新聞標題 平台名稱 

94 2016/8/31 全新小改款 聯盛中走絲線切割機 靈活有效率 中時電子報 

95 2016/8/31 工業 4.0 智慧展登場 機器人 3D 列印都吸睛 蕃新聞 

96 2016/8/31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 盛況空前重量級廠商齊聚 DIGITIMES 

97 2016/8/31 改善廠區照明 南亞光電秀傲人實例 聯合財經網 

98 2016/8/31 氣立產學合作布局新品有成 擬參展秀醫療復健機應用 理財網 

99 2016/9/1 亞洲工業 4.0 暨智慧製造系列展 盛況空前重量級廠商齊聚 DIGITIMES 

100 2016/9/1 新漢攻工業 4.0 新單到手 聯合新聞網 

101 2016/9/1 新漢工業 4.0 雙報捷 中時電子報 

102 2016/9/1 大陣仗！參展 100 個攤位 上銀 工業 4.0 最佳夥伴 中時電子報 

103 2016/9/1 機器手臂 台達電：接單不錯 聯合財經網 

104 2016/9/1 台達發表全新系列工業機器人 實現靈活製造、綠色智慧工廠 CTIMES 

105 2016/9/1 台達電推自動化 目標 5 年內減工 90% 自立晚報 

106 2016/9/1 鼎新電腦 e 資獨秀南港展覽館 DIGITIMES 

107 2016/9/1 台達 力推綠色智慧工廠 中時電子報 

108 2016/9/1 機器人討抱 逗樂小英 中時電子報 

109 2016/9/1 臺灣智造吸睛 總統親臨加持 聯合財經網 

110 2016/9/1 台達電參加自動化大展 大秀工業機器人 聯合新聞網 

111 2016/9/1 智慧機械升級 將建產業平台 聯合財經網 

112 2016/9/1 初次參與自動化工業大展，Universal Robots 機器人展多元應用  TechNew 

113 2016/9/1 西門子秀 實現工業 4.0 解決方案 聯合財經網 

114 2016/9/1 盟立接單旺 獲利衝新高 聯合財經網 

115 2016/9/1 產學合作區 打卡祭優惠 中時電子報 

116 2016/9/1 無人化工廠所需要的視覺辨識和智慧搬運車  TechNew 

117 2016/9/1 亞洲第一站 北爾電子發表 X2 智慧人機 聯合財經網 

118 2016/9/1 工業機器人前景佳 權證挑價外 10％ 聯合新聞網 

119 2016/9/1 機器人展 盛大登場 中時電子報 

120 2016/9/1 總統出席機器人展：建構關鍵智慧機械產業平台 匯流新聞網 

121 2016/9/1 工研院機器人 和成採用 聯合新聞網 

122 2016/9/1 「不可能任務」成真！3D 掃瞄人臉快又準 自由時報 

123 2016/9/1 
融合創新風口匯聚自動化工業展 鼎新電腦 e 資獨秀智慧製造落

地方案 
商業週刊 

124 2016/9/2 台達電「智造」 再傳捷報 聯合新聞網 

125 2016/9/2 鼎新電腦攜手研華實景展示智慧製造 智動化 

126 2016/9/2 智能製造高成長 台廠營運喊衝 中時電子報 

http://technews.tw/2016/09/01/universal-robots-to-exhibit-at-2016-automation-show/
http://technews.tw/2016/09/01/no-man-factory-needs-visual-recognition-and-smart-agv/


 

No. 日期 新聞標題 平台名稱 

127 2016/9/2 工程中心展科技部創新機器人研發成果 聯合財經網 

128 2016/9/2 全球傳動 營運逐季旺 聯合新聞網 

129 2016/9/2 還有兩天！歡迎參觀科技部創新機器人研發成果 中央通訊社 

130 2016/9/2 陸邁向自動化 來台揪伴 聯合新聞網 

131 2016/9/2 研華有斬獲 外資升目標價 聯合新聞網 

132 2016/9/2 研華攻物聯網 外資按讚 中時電子報 

133 2016/9/2 自動化工業初體驗 走訪 施耐德 Pro-face 6 大應用情境  癮科技 

134 2016/9/2 精機中心 展場耀眼明星 中時電子報 

135 2016/9/2 新代「智慧製造」展出情境及雷射解決方案 中時電子報 

136 2016/9/2 促進智慧製造發展，ABB 機器人實現虛實整合多元應用  TechNew 

137 2016/9/2 日盛投顧盤前分析 Hinet 新聞 

138 2016/9/2 《盤前》政策作多 台股可望趨堅 中時電子報 

139 2016/9/2 國際機器人大廠 齊聚 2016 TAIROS 展 中時電子報 

140 2016/9/2 全球傳動 營運逐季旺 聯合新聞網 

141 2016/9/3 新時代產業來臨！台業者工業 4.0 迎接 新唐人 

142 2016/9/3 觀點投書：迎戰工業 4.0，如何練成最有價值的功力？ 風傳媒 

143 2016/9/3 機械手臂長眼睛 辨識物體動作更聰明[影] 中央通訊社 

144 2016/9/3 機械手臂長眼睛 辨識物體動作更聰明 聯合新聞網 

145 2016/9/4 工業 4.0 機器人商機起飛 兩岸技術競合 新唐人 

146 2016/9/4 工業 4.0 展登場 國際大廠台北較勁展新品 新唐人 

147 2016/9/4 機器人超能幹 雕花泡飲料搬東西樣樣行 中央通訊社 

148 2016/9/4 搶攻智慧服務商機 兩岸機器人 大車拚 中時電子報 

149 2016/9/4 一佳攜手 HSD 推廣精密內藏式電主軸 聯合財經網 

150 2016/9/4 機器人超能幹 雕花泡飲料搬東西樣樣行 中時電子報 

151 2016/9/5 瑞亞精密高效能切削液淨化機 工業 4.0 最佳夥伴 中時電子報 

152 2016/9/5 鼎新與研華聯手 實景、實演、實證、實現智慧工廠藍圖 聯合財經網 

153 2016/9/5 光寶集團 跨足工業自動化 中時電子報 

154 2016/9/5 展覽題材助威 凌華觸底反彈 中時電子報 

155 2016/9/5 機器人功能大躍進 成為智慧製造的關鍵要角 DIGITIMES 

156 2016/9/6 聚焦工業 4.0 全面啟動智慧生活 Hinet 新聞 

157 2016/9/6 2016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圓滿落幕 DIGITIMES 

158 2016/9/6 Epson 折臂式機械手臂 全球首創 中時電子報 

159 2016/9/6 2016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圓滿落幕 DIGITIMES 

160 2016/9/6 西門子 引領數位企業潮流 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ool3c.com/article/110683
http://technews.tw/2016/09/02/abb-collaborative-robot-yumi-and-intelligent-manufacturing-solutions/


 

No. 日期 新聞標題 平台名稱 

161 2016/9/6 視覺系統加持 機器手臂實現高精度組裝 新電子 

162 2016/9/6 研華以工業 4.0 六大應用服務 攜手夥伴邁向智造新未來 控制工程網 

163 2016/9/6 亚洲智慧制造集聚台北 南海網 

164 2016/9/6 寶聯通 展出多元 3D 列印應用 中時電子報 

165 2016/9/6 亞德客上銀 押長天期 聯合財經網 

166 2016/9/7 廣明掌握自有關鍵技術 強調機器手臂以橫向拓展應用為先 DIGITIMES 

167 2016/9/8 西門子展示全新工業自動化發展工具 新電子 

168 2016/9/8 智慧工廠技術發展與應用論壇 聯合財經網 

五、 六展出席媒體總數量： 

種類 雜誌 廣播 網路 電視 報紙 其他 總數 

數量 40 4 32 49 78 12 215 

六、 六展總出席媒體名單： 

No. 媒體種類 媒體名稱 姓名 職稱 部門 

1 電視 TVBS 邱婉柔 文字記者 新聞部政治組 

2 電視 TVBS 李國正 攝影記者 新聞部攝影中心 

3 電視 TVBS 古禮維 技術指導 新聞部 SNG 傳輸網路組 

4 電視 TVBS 高嘉甫 文字記者 新聞部生活組 

5 電視 TVBS 許猛捷 攝影記者 新聞部攝影組 

6 電視 TVBS 魯世英 大夜記者 新聞部攝影中心 

7 電視 人間電視 高家祥 記者 新聞部 

8 電視 八大 陸穎逸 文字記者 新聞部採訪組 

9 電視 三立電視 張正昌 攝影記者 新聞部-SNG 暨攝影中心 

10 電視 三立電視 李瑞成 記者 新聞部-採訪中心 

11 電視 三立電視 鄭遠龍 攝影記者 新聞部-SNG 暨攝影中心 

12 電視 三立電視 謝璧蓮   新聞部專題組 

13 電視 三立電視 于成虎 資深攝影記者 新聞部-SNG 暨攝影中心 

14 電視 三立電視 吳其珉 SNG 導播 新聞部-SNG 暨攝影中心 

15 電視 三立電視 吳凱中 文字記者 新聞部財經台 

16 電視 大愛電視 蕭志傑 文字記者 新聞部採訪組 

17 電視 大愛電視 李明華 攝影記者 新聞部採訪組 

18 電視 中天 黃建瑋 攝影記者 新聞部 SNG 中心 

19 電視 中天電視公司 侯宇翔 攝影記者 新聞部攝影中心 



 

No. 媒體種類 媒體名稱 姓名 職稱 部門 

20 電視 中視 李維庭 攝影記者 新聞部採訪中心 

21 電視 台視 黎冠志 文字記者 新聞部採訪中心 

22 電視 台視 盧瑞麒   節目部後製組 

23 電視 民視 蔡佩樺 文字記者 新聞部採訪中心 

24 電視 民視 蔡佳珍 文字記者 新聞部採訪中心 

25 電視 民視 趙國彰 記者 新聞部現場製作組 

26 電視 民視 高文中 副組長 新聞部現場製作組 

27 電視 年代 潘奕帆 記者 新聞部採訪中心-政經組 

28 電視 亞洲衛星電視 江顯東 攝影記者   

29 電視 東森財經 楊韻庭 記者   

30 電視 東森財經 張惠清 資深經理 財經新聞處 

31 電視 東森新聞 王鴻年 記者 新聞台攝影中心 

32 電視 東森新聞 陳佳雯 記者 新聞台政治中心 

33 電視 非凡新聞 奚詩超 攝影記者 新聞部 

34 電視 非凡新聞 李彥慧 文字記者 新聞部 

35 電視 非凡新聞 皇甫香華 文字記者 新聞部 

36 電視 非凡新聞 林聰敏 攝影記者 新聞部 

37 電視 美聯社電視新聞 吳岱璟 電視記者   

38 電視 香港衛視 蘇郁婷 記者   

39 電視 壹電視 鄭勝文 SNG 助理工程師 工程部 維修及 SNG 中心 

40 電視 壹電視 楊舒涵 執行製作 新聞部 

41 電視 壹電視 尹春浩 SNG 工程師 工程部 維修及 SNG 中心 

42 電視 華視 李月雲 記者 新聞部 

43 電視 華視 李鴻杰 攝影記者 新聞部採編中心 

44 電視 華視 宋佾璋 攝影記者 新聞部採編中心 

45 電視 新唐人 陳輝模 記者 新聞部 

46 電視 新唐人 李晶晶 記者 新聞部 

47 電視 新唐人 張媛婷 記者 新聞部 

48 電視 寰宇新聞台 譚伊倫 文字記者 新聞部 

49 電視 澳亞衛視 蔡宛芹 文字記者   

50 報紙 DIGITIMES 劉念祖 工商記者   

51 報紙 DIGITIMES 謝欣佑 工商記者   

52 報紙 DIGITIMES 簡嘉辰 工商記者   

53 報紙 DIGITIMES 杜念魯 電子時報記者   

54 報紙 DIGITIMES 陽光耀 工商記者   

55 報紙 DIGITIMES 張丹鳳 工商記者   



 

No. 媒體種類 媒體名稱 姓名 職稱 部門 

56 報紙 DIGITIMES 李佳玲 專案經理   

57 報紙 DIGITIMES 鄭斐文 工商記者   

58 報紙 DIGITIMES 符世旻 召集人   

59 報紙 DIGITIMES 林仁鈞 工商記者   

60 報紙 DIGITIMES 林稼弘 工商記者   

61 報紙 DIGITIMES 黎瑞玲 專案經理   

62 報紙 DIGITIMES 王智仁 工商記者   

63 報紙 DIGITIMES 李芸臻 工商記者   

64 報紙 DIGITIMES 周政瑩 工商記者   

65 報紙 DIGITIMES 魏于寧 工商記者   

66 報紙 DIGITIMES 范婷昕 工商記者   

67 報紙 DIGITIMES 劉中興 工商記者   

68 報紙 DIGITIMES 尤嘉禾 工商記者   

69 報紙 DIGITIMES 周建勳 工商記者   

70 報紙 DIGITIMES 孫昌華 工商記者   

71 報紙 DIGITIMES 李曉妮 資訊服務專員   

72 報紙 DIGITIMES 吳冠儀 工商記者   

73 報紙 DIGITIMES 陳毅斌 工商記者   

74 報紙 工商時報 程鏡明 召集人/記者   

75 報紙 工商時報 簡立宗 記者   

76 報紙 工商時報 李麗滿 記者 編輯部 證券產業新聞中心 

77 報紙 工商時報 李水蓮 召集人/記者   

78 報紙 工商時報 陳宗慶 記者   

79 報紙 工商時報 沈美幸 撰述委員 編輯部 產業新聞中心 

80 報紙 工商時報 李淑慧 記者 中區管理中心 

81 報紙 工商時報 蔡榮昌 記者 中區管理中心 

82 報紙 工商時報 黃俊榮 主任/記者 中區管理中心 

83 報紙 工商時報 陳逸格 記者 北區管理中心 

84 報紙 工商時報 魏益權 資深記者 北區管理中心 

85 報紙 中國時報 鄭任南 攝影記者 攝影中心 

86 報紙 中國時報 陳麒全 攝影記者 攝影中心 

87 報紙 日本化學工業日報 広木功 記者   

88 報紙 台灣醒報 林佳楠     

89 報紙 自由時報 林家宇 專員 3C 綜合組 

90 報紙 自由時報 羅倩宜 記者 財經新聞中心 

91 報紙 自立晚報 柯安聰 副主任   



 

No. 媒體種類 媒體名稱 姓名 職稱 部門 

92 報紙 法訊時報 施宗龍 記者   

93 報紙 金傳媒 龍怡臻 經濟日報講師   

94 報紙 金傳媒 李正宗 特約記者 經濟日報產業組 

95 報紙 青年日報 吳典叡 記者   

96 報紙 青年日報 陳正雄 攝影記者   

97 報紙 經濟日報 彭子豪 記者 科技產業組召集人 

98 報紙 經濟日報 李梅瑛 記者 工商服務部 

99 報紙 經濟日報 毛洪霖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0 報紙 經濟日報 賴俊明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1 報紙 經濟日報 金萊萊 資深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2 報紙 經濟日報 黃訓正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3 報紙 經濟日報 藍怡珊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4 報紙 經濟日報 詹曾智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5 報紙 經濟日報 謝艾莉 記者 產業中心科技組 

106 報紙 經濟日報 李佳濟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7 報紙 經濟日報 劉美恩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8 報紙 經濟日報 劉思甫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09 報紙 經濟日報 翁永全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10 報紙 經濟日報 陳華焜 資深記者 工商服務部 

111 報紙 經濟日報 江美儀 企劃 工商服務部 

112 報紙 經濟日報 陳茉華 企劃 工商服務部 

113 報紙 經濟日報 戴辰 記者 工商服務部 

114 報紙 經濟日報 宋建生 記者 產業商業中心 

115 報紙 經濟日報 蔣佳璘 記者   

116 報紙 經濟日報 曹佳榮 產業記者   

117 報紙 經濟日報 曹松清 記者   

118 報紙 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陳岳威 記者 影音中心 

119 報紙 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葉思敏 記者 影音中心 

120 報紙 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劉怡妤 記者 科技產業中心 

121 報紙 聯合報 曾吉松 攝影記者 新聞攝影中心 

122 報紙 聯合報 李詠平 記者 新聞部影音中心採訪組 

123 報紙 聯合報 陳金國 記者 採訪中心 

124 報紙 蘋果日報 李修卉 記者 政策與政治中心 

125 報紙 蘋果日報 莊宗達 攝影記者 攝影中心 

126 報紙 蘋果日報 林梅 記者 財經中心 



 

No. 媒體種類 媒體名稱 姓名 職稱 部門 

127 報紙 蘋果日報 蕭榕 組長 攝影中心 

128 雜誌 CTIMES/智動化 王明德 智動化主編   

129 雜誌 CTIMES/智動化 王岫晨 副總編輯   

130 雜誌 CTIMES/智動化 邱倢芯 採訪記者   

131 雜誌 CTIMES/智動化 翁家騏 記者   

132 雜誌 CTIMES/智動化 陳念舜 特約撰述   

133 雜誌 CTIMES/智動化 曾善美 記者   

134 雜誌 CTIMES/智動化 曾郁期 記者   

135 雜誌 CTIMES/智動化 林彥伶 記者   

136 雜誌 CTIMES/智動化 陳復霞 資深編輯   

137 雜誌 EETimes/EDN 高溥傑 業務代表   

138 雜誌 EETimes/EDN 郭奕瓊 業務代表   

139 雜誌 Money 錢 張家禎 攝影主編 編輯部 

140 雜誌 一手報雜誌 詹啟三 攝影記者   

141 雜誌 今周刊 吳東岳 攝影記者   

142 雜誌 天下雜誌 劉國泰 資深攝影記者 編輯部 

143 雜誌 天下雜誌 嚴珮華 副總主筆 編輯部 

144 雜誌 天下雜誌 鄧凱元 記者 編輯部 

145 雜誌 台灣新論 金麗萍 副社長   

146 雜誌 台灣新論 邱水文 攝影 新聞中心 

147 雜誌 防務快門雜誌 謝仲平 特約採訪   

148 雜誌 亞洲週刊 張蘋 企劃總監   

149 雜誌 香港商榮格仕有限公司 謝美玲     

150 雜誌 香港商榮格仕有限公司 戴佑真     

151 雜誌 財訊雙周刊 郭庭昱 副總主筆   

152 雜誌 財訊雙周刊 董孟航 攝影記者   

153 雜誌 財訊雙周刊 林苑卿 資深記者   

154 雜誌 商業周刊 黃鼎翔 特約攝影   

155 雜誌 商業周刊 劉麗惠 特約記者   

156 雜誌 嵌入式科技 李幸秋 經理   

157 雜誌 新通訊元件雜誌 曾桂淑 主任   

158 雜誌 新電子 黃繼寬 主編   

159 雜誌 新電子 陳妤瑄 採訪編輯   

160 雜誌 經貿透視雙周刊 蕭君容 記者   

161 雜誌 經貿透視雙周刊 孫蘭 記者   

162 雜誌 經貿透視雙周刊 陳素芳 攝影記者   



 

No. 媒體種類 媒體名稱 姓名 職稱 部門 

163 雜誌 經貿透視雙周刊 周伶繁 專門委員   

164 雜誌 遠見雜誌 蕭玉品 記者   

165 雜誌 遠見雜誌 邱莉燕 副總主筆   

166 雜誌 遠見雜誌 賴永祥 攝影記者   

167 雜誌 機器人雜誌/Make: 潘榮美 特約採編   

168 廣播 中央廣播電台 謝佳興 記者 新聞部採訪組 

169 廣播 中央廣播電台 鹿傑為 主持人/記者 
 

170 廣播 中國廣播公司 馮建棨 記者 新聞部 

171 廣播 漢聲廣播電台 錢大同 節目製作主持人   

172 網路 CTIMES 林佳穎 產業記者   

173 網路 CTIMES 英文網 籃貫銘 主編   

174 網路 iThome 余至浩 記者 編輯部 

175 網路 MoneyDJ 理財網 鄭盈芷 記者   

176 網路 MoneyDJ 理財網 張正育 攝影記者   

177 網路 MoneyDJ 理財網 劉莞青 記者   

178 網路 TechNews 科技新報 楊安琪 採訪主任   

179 網路 中央通訊社 簡育琦 採訪編輯 影音中心 

180 網路 中央通訊社 洪凰鈞 記者 影音中心 

181 網路 中央通訊社 鍾榮峯 記者 商情新聞中心 

182 網路 中央通訊社 謝佳璋 攝影記者 數位新聞中心 

183 網路 日本共通通信社 柯淑齡 英文記者   

184 網路 生技時代 殷夢鴻 採訪編輯   

185 網路 光華商場採購誌 簡禎佑 執行編輯   

186 網路 光華商場採購誌 劉士成 企畫編輯   

187 網路 光華商場採購誌 李勇濠 專案經理   

188 網路 尖端科技 劉嘉律 電子報主編   

189 網路 有物報告 王家權 助理編輯   

190 網路 投資台灣新聞網 葉怡君 記者   

191 網路 拓墣產業研究所 陳淑美     

192 網路 拓墣產業研究所 柏德葳 資深經理 研究中心-光電暨新創 

193 網路 拓墣產業研究所 林貞妤 產業分析師 研究中心-光電暨新創 

194 網路 東森新聞雲 戴榕萱 記者 新聞部 

195 網路 東森新聞雲 王雅賢 記者 新聞部 

196 網路 匯流線上網絡新聞社 劉以琳 新聞特派員   

197 網路 新華通訊社 宋振平 高級記者 攝影部 

198 網路 萬寶週刊 彭定凱 攝影主任 編輯部 



 

No. 媒體種類 媒體名稱 姓名 職稱 部門 

199 網路 鉅亨網 張欽發 資深記者 新聞部 

200 網路 鉅亨網 蔡宗憲 記者 新聞部 

201 網路 鉅亨網 李宜儒 記者 新聞部 

202 
網路 

環球電資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雷德商訊股份有限公司 
楊敏 工商記者   

203 網路 聯合新聞時報 郭明智 採訪主任   

204 其他 Pillrock 米俊穎     

205 其他 久大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詹俊杰 攝影師 多媒體部 

206 其他 方策顧問有限公司 武劍 策略溝通   

207 
其他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

業公會 
林喬琳 執行企劃   

208 其他 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許淑玲 機械資訊執行編輯   

209 其他 智邦數位多媒體 許智邦 總經理   

210 其他 華頓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韓滋棻 副理 投資研究部 

211 其他 經濟部 黃瑞斌 專員 秘書室 

212 其他 雷斯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林朝清     

213 其他 雷斯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陳志逵 經理   

214 其他 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賜峰 業務副理   

215 其他 優愛德股份有限公司 盧以匡 廣告 AE 業務部 

 

 
 

 

 
 

 

 
 

 

 
 

 

 
 

 



 

【展場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