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台灣國際3D列印展



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數據統計顯示，
2022年全球3D印表機市場規模將突破220
億美元。文創、電子和模具等產業，是台
灣技術應用頻繁的領域，更經政府支持設
置「3D 列印醫材智慧製造示範場域」，提
供廠商醫材設計、製造與認證的協助，扶
植企業發展，培育台灣在地團隊，接軌世
界發展趨勢。

3D列印不同於以往僅專注於工業及生產製造
等應用，隨著全球人口高齡化，醫療器材市
場需求量增加，3D列印客製化、有效縮短設
計時程及製作便捷等特性，正普遍應用在輔
具與牙科等領域中。以色列團隊更利用3D列
印技術成功印出全球首個人體組織。



2019 台灣國際3D列印展，聚齊逾60間國內外
廠商與會，共計使用超過110個攤位，吸引超
過14萬人次參觀者參觀。同期舉行3場3D列印
主題研討會，主題分別環扣「工藝創作」、
「跨領域應用」與「工業應用」等，總共吸引
近600人次參與。

隨著新技術發展的趨勢，3D列印展除了原強
勢展出主題-工業應用及精密模具等，近年更
納入醫療應用、精品設計及自造者文創等項目，
提供不同行業及領域的使用者，最完整的機台
採購平台。



參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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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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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square meter7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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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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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資料為Intelligent Asia之總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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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3D列印展是國內唯一兼具工業及商業型3D列印設備及材料展會，

自2017年獨立展區後，每年展出規模皆穩定成長。今年首次將展出區域

移至南港二館，雖受限於場館本身區域限制，使用攤位數仍較去年成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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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列印展

: 模具展

展區位置:
TaiNEX 2 4F, Area S

 2019 台灣3D列印展 展出成果



2019 8/21 8/22 8/23 8/24 總人次

一館 27,901 41,686 52,774 30,716 153,077

二館 25,192 38,506 49,615 32,627 145,940

兩館加總 53,093 80,192 102,389 63,343 299,017

2019年Intelligent Asia五大主題展會，於四天檔期，共吸引299,017人次的專業人士到場參觀。

*南港一館為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2018 17166 20295 29727 23480

2019 25192 38506 49615 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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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aiNEX 1 VS 2019 TaiNEX 2 參觀總人次比較

Intelligent Asia 2018 (含物流展、機器人展、模具展、3D

列印展)於TaiNEX 1創下展出佳績，2019 雖將展區移至

TaiNEX 2，若以單館 2018 TaiNEX 1 及 2019 TaiNEX 2 單館

數據相比，參觀人次更大幅成長，創下歷史新高。



自動化設備產業

自造者/創客

機械設備產業 新創研發教育學術機構

醫療設備產業 汽機車暨自行車
(零配件)產業

其他工業類製造業

金屬加工業工業設計/
應用美術

*參觀者職業別可複選

參觀者產業類別

 其餘類別依序為 橡塑膠產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玩具/擺飾/禮品產業、 建築/土木/工程應用、五金暨手工具產業 等單位

進出口貿易



參觀者職務類別

29.5%

27.8%

中階主管
(專案經理/研發經理/工程師主管階級/採購經理/總務主管)

產業專業人士
(機械工程師/自動化整合工程師/軟體工程師/
系統工程師/數據工程師)

5.2%

4.5%

董事長/總經理/總裁/會長 (正/副)

廠長/營運長/採購長

45%

22%

參觀者採購影響力

擁有建購權 (建議購買)

同時擁有建購權及採購權

參觀者觀展經驗

78%參觀者達成參觀目的

80%參觀者滿意參展項目規劃

81% 參觀者會推薦本展會

80% 參觀者滿意整體觀展經驗

*以上參觀者職務及觀展數據為Intelligent Asia之總數據



平面
媒體

報紙、雜誌、專業期刊、
國際報章雜誌等展會資訊
露出。

電視
媒體

專題報導、電視廣告、
新聞跑馬燈等

VIP
邀請

網路
宣傳

網路
廣告

 科技媒體新聞曝光

 展覽現場網路直播

 科技類媒體宣傳

 GDN廣告投放

 臉書廣告投遞

直效
行銷

針對精準買主資料庫寄
發電子報、紙本邀請函
及進行電話邀請。

電話邀請限定類別VIP買主參與，並享有最簡
便的入場通關及配套服務。

國內外GDN及FB廣告投放，穿插展覽影片及
圖片，宣傳展會訊息。

於科技類媒體平台投放新聞稿及相關專題展
覽訊息廣告，並於「科技報橘」開設專題直
播展覽影片。

 科技媒體專文報導



電視台

1 TVBS

2 三立電視

3 民視

4 東森電視

5 非凡新聞/電視

6 寰宇電視

7 年代電視

8 新唐人

9 中天電視

10 大愛電視

11 華視

報紙

1 DIGITIMES

2 工商時報

3 經濟日報

4 自由時報

5 蘋果日報

6 新華通訊社

7 日刊電波新聞

8 國語日報

雜誌

1 CTIMES智動化

2 MIT Technology Review

3 EET/EDN/ESM

4 天下雜誌

5 幼獅少年

6 商業週刊

7 財訊雙周刊

8 台灣評論 (外交部)

9 今周刊

10 財金文化 財訊快報

11 先探 投資周刊

12 新通訊

13 新電子

14 鏡周刊

15 經貿透視雙周刊

16 遠見雜誌

17 經理人

18 卓越雜誌 兩岸商情

19 榮格仕 工業雜誌

20 尖端科技

21 Compotech China

22 機械工業雜誌

以下僅列出換證進場之部分媒體單
位: (不包含共同報導、公民記者、自媒
體、媒體研究及網路各大轉發曝光平台)

多家國內外知名媒體蒞臨
展會，特別是今年有多家
科技類專業媒體平台至現
場採訪。連同電視台、平
面媒體及網路平台，展會
訊息曝光超過200則。

網路媒體

1 科技新報

2 科技報橘

3 數位時代

4 INSIDE 關鍵評論網

5 軍聞社

6 Money DJ理財網

7 鉅亨網

8 中央通訊社

9 東森新聞雲

10 iThome 電腦報

11 中時電子報

12 北美智權報

13 信傳媒

14 工程科技影音平台(科技部)

廣播

1 中央廣播電台

2 漢聲廣播電台

3 寶島客家廣播電台

4 台北廣播電台



日期 主題 地點

8/21 
(三)

智造面對面：智動X數位解決方案實戰分享會
合作單位：中國生產力中心

南港二館4F
未來工廠研究所

8/22 
(四)

D-FORUM：智慧工廠論壇—自動化大展分場
未來工廠、智在製造
合作單位：DIGITIMES 電子時報

南港一館5F
504會議室

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
合作單位：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工業局、台灣區模具
工業同業公會

南港一館4F
403會議室

3DP面對面分享會：改變你生活的方式
精品製作、醫療輔具、創客應用等應用主題交流會

南港二館4F
未來工廠研究所

3D列印跨領域產業媒合會
快速列印、軟材技術暨整合服務
合作單位：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南港二館4F
未來工廠研究所

8/23 
(五)

3D列印產業研討會
主題環扣工業、航太、醫療等趨勢應用及新技術發表
合作單位：3D列印協會

南港一館5F
504a會議室

國際模具智能製造研討會
最新結合模具成型、自動化、3D列印技術應用
合作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

南港一館
501會議室

物流面對面：AI驅動新物流。現代物流沙龍
認識智慧物流，發展亞洲新市場
合作單位：物流技術與戰略雜誌

南港二館4F
未來工廠研究所

8/24 
(六)

「智造接班人」就是你
製造業人才趨勢說明會+履歷健檢+現場徵才活動
合作單位：104 獵才顧問

南港二館4F
未來工廠研究所

 含同期展會相關主/協辦講座

 智造面對面: 智動X數位解決方案實戰分享會

 國際模具智能製造研討會

 「智造接班人」人才趨勢說明會  3D列印產業研討會

 D Forum: 智慧工廠論壇

https://www.chanchao.com.tw/AutomationTaipei/eventLecture.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AutomationTaipei/eventD-FORUM.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TAIMOLD/eventSymposium.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3DPRINTING/eventForum.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3DPRINTING/eventBusinessMatching.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3DPRINTING/eventSeminar.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TAIMOLD/eventACMTseminar.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logistics/eventLecture.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AutomationTaipei/eventSuccessor.asp


時間 活動 講師

10:05~10:25 藝術創作數位化暨 3D 列印於藝
術創作之應用

3D列印協會 鄭正元 榮譽理事長

10:30~10:50 我的 3D 列印創作分享（穿山甲
與海龜）

知名自造者 陳學建 老師

10:55~11:15
3D 珠寶飾品列印之應用 青騰國際有限公司 鄭宗憲 先生

11:15~11:30 Q&A 時間：現場聽眾發問、主持
人發問、

三位講者對談

 日期：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

 時間：10:00am~11:30am

 地點：台北市南港展覽館二館四樓未來工廠研究所

 三場論壇共計參與人次：107人次



時間 活動 講師

13:30-13:35 引言
拓墣產業研究院
總監 楊杰

13:35-13:50
【創業籌資政府資源說明】
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介紹

經濟部工業局 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
推動計畫辦公室

13:50-14:15 工業生產用3D列印發展趨勢及應用
三緯國際立體列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勞永傑 行銷經理

14:15-14:40 軟料列印與技術分享
MODEX 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研發經理 郭文哲

15:00-15:25 formlabs 3D列印的產業應用分享
台灣天馬股份有限公司
蔡志彥 總經理

15:25-15:50 3D列印快速製造種類與實例
中詮微動股份有限公司
林敬仁 總經理

15:50-16:15
創新材料X積層製造
導入產品快速開發新應用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R73D 營運長曾淇懋

16:25-16:40 轉型、轉行
喜德裝置藝術
呂柏勳 先生

16:40-17:00 廠商互動交流

 日期：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

 時間：13:30pm~13:35pm

 地點：台北市南港展覽館二館四樓未來工廠研究所

 三場論壇共計參與人次：300人次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協辦單位】FAST LAB、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台北國際模具暨模具製造設備展
台灣國際3D列印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FAST LAB



時間 活動 講師

08:55-09:00 開幕式
陳昭舜 協理
台灣3D列印協會(AMAT)理事長

09:00-09:30 高速3D列印技術與應用
鄭正元 特聘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高速3D列印中心

09:30-10:00
Enabling 4D printing using
multi-material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rof Shoufeng Yang
KU Leuven, Belgium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10:00-10:30
Next generation 3D printing with AI 
technology

Ved Narayan
Vice President Asia Pacific at 
Markforged

10:40-11:10
3D列印創新醫療技術-從醫學影像到生
醫材料

林昱豪 研發經理
中國醫藥大學衍生企業-長陽生醫國際

11:10-11:40 3D列印的轉型與價值
林慧香 總監
通業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11:40-12:10 客製化骨材3D列印與GMP認證
陳錦昇 副總經理
可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0-13:30 3D智慧掃描系統
劉建志 組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

13:30-14:00 3D列印設計服務平台
洪基彬 副執行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雷射中心

14:00-14:30
金屬積層製造創價中心
快速試製平台介紹

郭信宏 副組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熔鑄組

14:30-15:00 國防產業積層技術現況
陳志鵬 博士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15:10-15:40 3D列印於醫療應用發展
曾國恩 經理
德芮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0-16:10 3D 彩色列印應用分享
陳逢彥 應用工程師
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16:10-16:40
3D列印材料新突破 －
從客製化生產到智慧製造

游鴻瑋 專案經理
馬路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6:40-17:10
國研院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
服務平台介紹

蕭銘華 博士
生醫平台與育成組 研究員兼任組長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17:10-17:40 3D列印的發展與醫療及工業應用
陳韻婷 專案經理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

 時間：08:55am~17:40pm

 地點：台北市南港展覽館二館四樓未來工廠研究所



日期 主題 地點

8/21 開幕典禮 8:50am 南港二館1F

8/21 - 23

「智造四診」智造升級免費健檢會談
專家把脈升級需求，製造症頭藥到病除
合作單位：中國生產力中心、洛克威爾自動化公
司、金屬中心

南港二館4F
未來工廠研究所
智造健檢會談室

8/21 - 24
(展期四天)

腳尖上的工業4.0
完成集章任務，即可抽限定好禮！
(詳細活動規則，請見參觀指南)

兌獎地點：
南港二館4F
未來工廠研究所

8/21 - 24
(展期四天)

來玩吧！井字棋頂尖對決
一場人腦智慧與人工智慧的比拚，贏了即可獲得
精美禮品歐！
合作單位：兆和豐科技、旺立精機

南港二館4F
未來工廠研究所
人機互動體驗區

 「智造四診」現場活動狀況

 「井字棋頂尖對決」現場互動

 「集章活動」活動現場

 「集章活動」得獎者

https://www.chanchao.com.tw/AutomationTaipei/eventHealthExamination.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AutomationTaipei/eventMission.asp
https://www.chanchao.com.tw/AutomationTaipei/eventTicTacToe.asp


副總統陳建仁致詞時與業界呼應，期許展能成為全球指標性的漢諾威工業展亞洲
版，躍居「亞洲最大的智慧製造展」。----- 摘自經濟日報報導(20190822)

政府長官貴賓

總統府 陳建仁 副總統

科技部 許有進 政務次長

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郭箐 副司長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徐振邦 專門委員

經濟部工業局 呂正華 局長

經濟部技術處 羅達生 處長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倪克浩 主任秘書

科技部工程科技推展中心 鄭國順 主任

主辦單位貴賓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卓永財 名譽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黃漢邦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伯峰 副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絲國一 副理事長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王伯壎 理事長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鄭坤木 副理事長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張和明 副理事長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陳建維 監事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辛培舜 總幹事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高立武 特助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商貿運籌發展協會 蘇隆德 理事長

台灣物聯網協會 梁賓先 理事長

3D列印協會 陳昭舜 理事長

3D列印協會 張雅竹 秘書長

社團法人台灣冷鏈協會 程東和 理事長

經濟日報 黃素娟 社長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茂廷 總經理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王清風 理事長

以及現場協辦單位、企業代表等，共計110位與會貴賓，一同參與。















S423 三帝瑪有限公司 S43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S233 三維列印協會
S218

先臨三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632 三緯國際立體列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起點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S927 上海数造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24 馬路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S824 工業技術研究院雷射與積層製造科技中心 S004 國航科技有限公司

S132 广东智维立体成型科技有限公司 S231 彩家科技有限公司

S824 中佑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S008 捷成工業科技有限公司

S728 元力智庫有限公司 S629 祥貿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S931 六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431 通業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震旦集團)

S828 可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934 創想有限公司

S134 台科大高速3D列印研究中心暨台科三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310 勝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S005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S233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MIICRAFT )

S331 台灣天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628 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S532 台灣寶茗電子有限公司 S002 普羅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832 正伍歌科技有限公司 S928 智彩三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829 光予國際有限公司 S929 湧和有限公司

S001 安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003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218 羽軒工作室 S831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織造者

S218 羽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732 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18 明燿資訊有限公司 S332 溢井有限公司/日本山陽特殊製鋼株式会社

S523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S228 瑞思實業有限公司

S528 品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630 萬寶三維科技有限公司

S329 紅螞蟻科技有限公司 S128 達億新創有限公司

S006 美道家國際有限公司 S524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S724 茂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727 領先顏料色母廠股份有限公司

S924 香港商卡秀堡輝塗料有限公司 S933 環璟科技有限公司

S323 泰利達貿易有限公司

S731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S1031 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S1029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董事長 鍾宏義

總經理 林茂廷

科技組:

副總經理 鍾宏隆

業務經理 黃姝嫥

業務經理 方强

業務副理 林鈺婷

業務 楊于德

業務祕書 黃敬涵

業務助理 呂婕安

廣告部:

副總經理 黃偉哲

業務專員 陳品穎

業務專員 柯又銓

整合行銷部:

經理 鍾佳涵

主任 邱儷舒

總宣傳

活動宣傳 張修為

翁于惠

資訊設計部:

經理

總形象設計

總資訊

資訊文宣 呂朋宸

行政管理部:

組長 陳嬿榆

總執行

執行專員 林庭瑤

執行助理 李岱蓉

執行助理 戴郡萱

支援同仁:

洪村昉、李永森

梁沂鈺、翁菱澤

依天琦、陳嘉雯

鄭妏卉、鄭琬文

徐惠珍、黃冠翔

陳博宣、黃怡珍

林昱汝

李曉雯

陳愷鴻

林香言

潘慧錦

主辦單位

3D列印協會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高速3D列印研究中心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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