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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7年9月6日(三)至9月9日(六)

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1樓

主辦單位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台灣物聯網協會

承辦單位 物流技術與戰略雜誌

大會協力商 裝潢服務-輝祐公司、水電氣服務-鴻冠公司、堆高機服務-上昇公司

展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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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物聯網生態鏈以及相關科技逐漸成熟，成為物流產業結構改變的一大推手。『智慧化』成為

物流自動化系統設備產業的最新亮點。台北國際物流暨物聯網展致力打造智慧物流最佳解決方案

及交流平台，讓物流的「最後一哩路」更容易。

聯合開幕典禮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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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典禮 五展聯合開幕

時間 2017年9月6日上午9點30分

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一樓J區大廳

與會嘉賓

政府長官貴賓：

總統府陳建仁副總統

經濟部王美花常務次長

科技部許有進政務次長

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

國發會詹方冠處長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珍妮局長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

經濟部技術處羅達生處長

主辦單位貴賓：

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游文相名譽理事長

台灣物聯網協會梁賓先理事長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林茂廷總經理

聯合主辦單位貴賓：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卓永財名譽理事長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黃漢邦理事長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許敘銘理事長

3D列印協會鄭正元理事長

經濟日報翁得元副社長

合作單位貴賓：

德國經濟辦事處林百科處長

法人、公協會及廠商代表貴賓

共計近200位與會貴賓



 展覽平面圖

5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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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台北國物流暨物聯網展 / 廠商研討會

日期: 9/8(五) 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504C會議室

時間 公司名稱 發表議題

13:00 - 17:00 百吉科技有限公司 工業用包裝材料的沿革與前瞻

各行各業都需要包裝材料；但是，多數企業對包裝材料的了解有限、關注也少。包裝

是產品製造鏈的最後一環，其專業性及複雜程度其實並不亞於很多行業。

本研討會就市售的主流及特用包裝材料，以影片及圖檔，逐一介紹其沿革及特性，並

就相關的行業規範以及設計理念，作重點、實例的詮釋，使與會者得以窺探包裝行業

之現況及全貌。

前曕部分，則以包裝行業等同於奧斯卡金像奬的DuPont Packaging Award的最新資料，

剪輯全球最頂尖包裝專業人士的看法，來分析包裝材料的未來走勢，期望為與會者在

整合包裝資源及優質化包裝材料的過程中，提供具體的思維及規劃方向。

J區展場主走道參觀人潮



今年廠商數較去年多30間，成長率為31%；攤位數則較去年多出34個，成長率為11%。

展覽數據

 參展商統計

展覽年度 2015 2016 2017 成長率

廠商數量 35 97 127 31%

攤位數量 96 316 35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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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規劃滿意度

參展商的回饋中，展覽規劃滿意度

在1-5分的評分量表中平均獲得了4.4

分，近90%的參展廠商滿意今年的展

覽規劃，更有5成以上的廠商給予了

非常滿意的評價。

↑ 參展廠商對今年展覽整體規劃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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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數與攤位數連三年成長，今年受限於同期其他展覽規模，成長趨緩，廠商數來到127

家廠商，較去年多出30家，成長率為31%；攤位數的部分也比去年多出34個，成長率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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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人潮滿意度

↑ 參展廠商對今年展覽參觀人潮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參展商的回饋中，參觀人潮的滿意

度在1-5分的評分量表中平均獲得了

4.1分，近73%的參展廠商滿意今年

的展覽參觀人潮，更有將近4成的廠

商給予了非常滿意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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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展廠商在今年展覽現場與參觀者接洽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參展商的回饋中，對展覽現場訂單

接洽的滿意度在1-5分的評分量表中

平均獲得了3.7分，近54%的參展廠

商滿意今年的展覽參觀人潮，近3成

的廠商給予了非常滿意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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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展覽參觀人次每天都有顯著成長，尤以展覽首日的成長幅度最高

 參觀者統計

四天展期共計吸引87,706人次的專業買主到場參觀採購，較去年成長超過25%，再度寫下

傲人紀錄，並突破歷年紀錄。若與同檔期的4樓展覽合計，總參觀人次達177,658人。

Day1 Day2 Day3 Day4

2016 11,459 17,827 21,378 19,691

2017 15,142 21,777 26,360 24,427

成長率 32%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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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及2017參觀人次統計

台通物流 弘達流通 統昶行銷

Sejoo International 台灣電力公司 黛安芬

友達光電 海洋大學航管系EMBA 寶成集團

全聯實業 長呈實業 聯華食品

近鐵運通 香港商台灣利豐物流 台灣積體電路

維力食品 泰山企業 日月光集團

參觀單位 僅列出部分參觀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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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0.6%

0.6%

0.7%

1.4%

1.5%

3.1%

3.7%

4.9%

4.9%

5.4%

6.2%

9.7%

12.2%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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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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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農業

房地產業

快速消費品產業

政府機關

醫藥產業

貿易業

汽機車業

食品產業

教育學術單位

零售業

資訊通訊產業

倉儲業

工具機暨自動化設備產業

電子產業

物流運輸業

參觀者產業類別

今年的展覽參觀者仍以物流本業的參觀者為大宗，但參觀比例比去年略低7個百分點，但

在電子產業及汽機車產業等領域的參觀者皆增加。

↑ 今年參觀者所屬產業類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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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主管級的參觀者比例約佔33%，其中基層主管約佔15%、高階主管約佔11%；而研發與

設計類別的參觀者也佔了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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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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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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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

物管

生產、製造與加工

學生

銷售、業務

高階主管

研發與設計

基層主管

參觀者職務類別

↑ 今年參觀者職務類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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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規劃滿意度
參觀者的回饋中，展覽規劃滿意度在1-

5分的評分量表中平均獲得了4分，近

73%的參觀者滿意今年的展覽規劃，其

中3成的參觀者給予了非常滿意的評

價。

↑ 參觀者對今年展覽整體規劃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廣告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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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廣告(5s+10s)

↑ 5s電視廣告畫面 ↑ 10s電視廣告畫面

←↑ 第一航廈出境大廳燈箱

合作電台：中廣新聞網、IC之音

 機場燈箱(第一航廈)

 廣播廣告(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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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廣告

↑ 8/30經濟日報廣告

↑ 9/1自由時報廣告

透過經濟日報、工商時報、電子時報、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等報社刊登

↑ 9/4工商時報廣告

↑ 9/6電子時報廣告

↑ 9/7蘋果日報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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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鍵字及聯播網廣告

↑ 日本關鍵字廣告截圖 ↑ 韓國關鍵字廣告截圖

廣告地區：中國、日本、韓國、泰國

↑ 泰國關鍵字廣告截圖

↑ 中國聯播網廣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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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瀏覽數據

 展覽電子報

↑ EDM#1 (8/16寄發) ↑ EDM#2 (8/28寄發) ↑ EDM#3 (9/4寄發)

↑ 官網流量變化圖(天)

資料擷取時間為8/7 – 9/16(展前一個月至展後一週)，此區段的瀏覽量超過14萬次，在下圖

的最低點、遠離展期的天數，每天平均仍維持3百多次的基本瀏覽量。



 媒體露出統計 含同期展覽數據

媒體露出

媒體種類 電視 報紙 網路 總數

露出則數 40 112 222 374

電視畫面

↑ 9/6八大電視台新聞畫面 ↑ 9/6 東森新聞畫面

↑ 9/7東森財經新聞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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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中天新聞畫面

↑ 9/7非凡商業台新聞畫面



報紙新聞列表

日期 媒體名稱 新聞標題

8月28日 經濟日報
物流暨物聯網展 9╱6登場--南港展覽館展出四天 120家廠商演繹
智慧物流新趨勢

8月31日 工商時報
亞洲工業4.0系列展引導產業升級--五大主題展覽領航，逾800

間廠商與2,500個攤位聯袂展出，並再度與領頭羊德國擴大合作
規模

8月31日 電子時報 亞洲工業4.0系列展9/6登場五大主題擘劃智造藍圖

9月5日 蘋果日報 亞洲工業4.0暨智慧製造系列展--重量級廠商聚首趨熱同步全球

9月6日 太平洋日報
中華郵政公司參與「台北國際物流暨物聯網展」--展示新型態
物流創新服務

9月6日 台灣新生報 台北國際物流展中華郵政秀智慧園區

9月6日 電子時報 亞洲工業4.0系列展蓄勢待發引領產業轉型升級

9月7日 工商時報 永幕展出德林搬運機器人--減少人力成本

9月7日 電子時報
亞洲工業4.0暨智慧製造系列展開幕--工業自動化及智慧製造帶
動應用需求上升

僅列出部分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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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聞列表 僅列出部分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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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媒體名稱 新聞標題

9月5日 HINET新聞
中華郵政公司參與「台北國際物流暨物聯網展」展示新型
態物流創新服務

9月5日 中時電子報 中華郵政參展現新型態物流創新服務

9月6日 中央通訊社 郵政智慧物流園區 2021年完工[影]

9月6日 聯合財經網 中華郵政推跨境物流建智慧物流園區

9月6日 中時電子報 台北物流暨物聯網展引領物流新發展今開展

9月6日 科技新報
智慧製造望可翻轉台灣產業形象，陳建仁：一起努力擦亮
MIT 招牌

9月6日 Link富聯網
產業：亞洲工業4.0暨智慧製造系列展今開展，吸引800業
者、2500攤位展出

9月6日 民視新聞 智慧製造系列展登場逾800家廠商參加

9月6日 新浪新聞 亞洲工業4.0系列展 副總統揭幕

9月6日 DIGITIMES 亞洲工業4.0系列展蓄勢待發引領產業轉型升級

9月6日 中央通訊社 陳副總統：智慧製造翻轉台灣產業形象

9月7日 DIGITIMES
亞洲工業4.0暨智慧製造系列展開幕工業自動化及智慧製
造帶動應用需求上升

9月7日 HINET新聞 「i郵箱」智慧物流便捷新選擇

9月7日 中時電子報 減少人力成本永幕展出德林搬運機器人

9月7日 Meet 挺過快取寶風波，台灣智能櫃業者仍持續奮戰

9月8日 自立晚報 中華郵政物流中心招商

9月8日 HINET新聞 郵政物流中心招商共創經濟整體發展

9月8日 科技新報 挺過快取寶風波，台灣智能櫃業者仍持續奮戰

9月8日 新電子 Honeywell展出傳感與生產力解決方案

9月12日 CTIMES 台北國際物流展：威潤展示貨運管理解決方案吸睛

9月14日 DIGITIMES 智造議題發燒亞洲工業4.0系列展引爆商機



合作單位露出

↑ 8/28美通社展覽新聞稿露出

↑ Accupass活動通展覽訊息露出

↑ TAITRA日本福岡網站展覽訊息露出
↑ DIGITIMES網站首頁Banner露出

↑ DIGITIMES電子報展覽訊息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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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單位露出

↑ 新電子網站首頁Banner露出

↑ ASIAN NET電子報Banner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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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電子EDM廣告Banner露出



展覽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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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參展廠商名單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建得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佐藤自動識別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摩登倉儲設備有限公司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古力企業有限公司

展熤實業有限公司 株式會社旭金屬製作所 鴻彬膠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誠股份有限公司 玉宗股份有限公司 聖鋼股份有限公司

威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旭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比斯包材工場股份有限公司

甌圖軟體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大都會倉儲設備有限公司 台灣瀚梭企業有限公司

潤豐事業有限公司 高果有限公司 捷翔精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璟股份有限公司 豐禾和昌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康得倫事業有限公司

達因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坤聯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寺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泰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勤益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千易包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恆智重機股份有限公司 聯通整合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寧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河淳股份有限公司 軒豊股份有限公司 鈞曜科技有限公司

掌櫃智慧生活有限公司 BATTERY ASIA (S) PTE LTD 威品科技有限公司

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黑木股份有限公司 日大興機械廠有限公司

嘉里醫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長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漢威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嘉里快遞股份有限公司 竣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艾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嘉里震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集佳股份有限公司 毘沙門股份有限公司

嘉利冷鏈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洽鉅有限公司 和輪工業有限公司

大榮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希悅爾股份有限公司 立善科技有限公司

明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吉科技有限公司 亦聲電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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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杭州海康機器人技術有限公司 峰源(中國)有限公司 台北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新誼整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斯特儀器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龍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技映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大福高科技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商柏泰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上海和進物流機械有限公司 中華通路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泓鑫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三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富朗包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磐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希愛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得貹股份有限公司 三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滙光照明) 新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悲國際有限公司 嘉仕通豐業有限公司 椰城股份有限公司

中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沛昇動能有限公司 物流技術與戰略雜誌社

菁文企業有限公司 翊驊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漢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世聯倉運股份有限公司 昕高工業有限公司 康伯那有限公司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永聯物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永慕企業有限公司

恆聯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路凱股份有限公司 高高科技有限公司

力富得股份有限公司 金發貿易有限公司 張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日商極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啟榮機械有限公司 哈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新富包裝有限公司 合普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協利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綠捷股份有限公司

裕弘企業有限公司 和創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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