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製造」不僅是全球趨勢，更是推動
台灣競爭力的重要驅力。

台灣製造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體，近年生產模
式漸由以量制價轉變為客製化的少量多樣
模式。因此導入智慧製造、跨領域虛實整合，
將能有效進行成本控制及提升生產效率，從
而 建 立 生 產 新 體 系。工 業 機 器 人、智 慧 化
零組件、數位化及工業物聯網軟體等等，皆
提出許多解決方案及產品來協助業者走向
工業4.0智慧製造。

國際機器人聯盟預測2021年服務型機器人
市場規模將達178億美元。依據國發會推估，
台灣將在2026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面對如
此龐大的高齡人口，延伸出居家陪伴/ 照護、
智慧零售、家務機器人、醫療照護等無窮商機。
因應市場趨勢，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緊扣「智慧製造」以及「智慧服務」兩大應用
主題，呈現完整豐富的展會內容。

2020 預估展會規模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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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同期活動  Fringe Programme



展出時間 : 8月19日 (三) ‒ 22日 (六) 09:30 ‒ 17:00 (最後一日至16:00) 

進場時間 : 8月16日 (日) ‒ 18日 (二) 05:00 ‒ 17:00 

退場時間: 確切退場時程，主辦單位將於廠商協調會時另行公告，敬請留意 ! 

展出地點 : 台北南港展覽館1 & 2館

主辦單位 :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當面溝通，最佳直效互動平台 

強力集客，短期創造無限商機 

產業指標，精準觸及目標客群

國際論壇

新產品
技術發表會

產學合作
成果發表

企業
聯誼之夜

人才媒合

8大主題活動 引領產業商機  

跨域整合．無限商機 
1.

2.

3.

買主導覽

機器人競賽洽商會



參觀者產業類別

參觀者職務類別

跨域整合
 ．無限商機

AI人機互動新時代
看TAIROS

演繹智慧科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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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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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長/營運長/採購長董事長/總經理/
總裁/會長 (正/副)

*以上參觀者職務及觀展數據為Intelligent Asia之總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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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零組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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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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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零組件)設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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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9%

機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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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業按比例，依序為 新創研發、教育學術單位、進出口貿易、汽機車暨自行車(零配件)、醫療照護輔具、

工具機暨機械設備產業、自造者/創客、媒體/研調/顧問單位、連鎖加盟餐飲業、觀光服務旅館業等單位。



項目規劃

※智慧製造
◆智慧工廠：

ERP、生產管理系統、生產計劃解決方案、質量控制解決方案、監控系統、

PLM流程控制、虛實整合系統(MR)、自動數據採集(ADC)、識別系統、工業

物聯網、自動化工廠、無線通信設備/模組、SDN系統、感測器網路系統、

無線自動化數據採集與監控系統(SCADA) 、工廠節能系統、

風險管理系統、開發與諮詢等。

※智慧服務
◆智慧物流：

訂單管理系統（OMS ）、物流管理系統、倉庫管理系統（WMS)、電子資料交換系統（EDI）、智慧排單系統、

自動化倉儲系統（AS/RS）、智慧揀貨系統、自動搬運設備及系統等、雲端管理系統。

◆智慧零售：
POS系統、顧客服務智慧系統、智動購物環境設計、自動販賣系統、自動點餐系統、營業自動化、無人商店等。

◆智動服務：
聊天機器人、3D列印、辦公室智動化、智慧化家庭/家電/建材、智慧節能與監控、智慧防災、農漁業智動化、建築物智動化等。

◆智慧醫療：
智慧醫材及量測器材、移動式醫療網路、遠端監控照護系統、智慧型健康管理工具、穿戴式裝置、醫療訊息智慧化系統、

醫療流程智慧化系統等、陪伴式裝置與搬運設備。

◆技術、硬體：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神經網路、影像識別、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大數據、硬體、虛擬實境與技術、物聯網等。

◆應用、服務：
推薦系統、客服系統、預測性維修、諮詢、市場、AI加值服務與創意應用等。

※AI人工智慧：

※關鍵零組件：
電動機、變頻器、電器零件、接觸器、開關和訊號繼電器、外殼、智慧電錶與管理系統、電子零件、

維修配件、感測器、視覺系統、夾爪、機器人相關周邊零件、智動化設備週邊零組件等。

◆工業智動化：
智慧機械、工業機器人、FA設備與系統、控制組件、感測器、檢驗和量測設備、CAD/CAM/CAE、

儲存設備、嵌入式系統、工業電腦、雷射設備、製程自動化設備或組件、自動控制工程、電氣工程、

氣油壓設備、生產線設計及工業智動化相關服務等。





參展廠商公司簽章 負責人簽章 經辦人簽章

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附 註：本報名表即為展示籌備會收費依據

展覽日期：2020年8月19日至8月22日   
展覽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 1 & 2館

1. 參展產品必須如上表所列且符合主題，展品不得超出承租範圍之外，如違反前述規定，大會得令其出場。
2. 展示期間因天災等不可抗拒事件，導致展商權益受損時，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3. 展場攤位設施規劃，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需要調整安排，展商必須予以配合。
4. 其他注意事項參照展覽會場之一般規定。
5. 一旦繳交訂金後，訂金不予退還。

參展公約

2020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wan Automa�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 中 ) 公司簡稱

( 英 ) Abbreviation of 
Company

地 址
Address

( 中 ) 

( 英 )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TEL. 手機 傳真

E-mail Website

參展產品類別

☐ 智慧機械　　☐ 工業用機器人　　☐ 工廠系統應用　　☐ 整廠整線自動化　　☐ 氣油壓設備    

☐ 無人載具　　☐ 智慧系統軟體　　☐ 智慧家庭 / 家電 / 建材　　☐ 智慧節能/能源解決方案/電力裝置    

☐ 醫療智動化　☐ 虛擬實境與技術　☐ 智慧監控/檢測　　☐ 農漁業智動化　　 ☐ 商業自動化應用 

☐ 感測器　　　☐ 伺服驅動 / 馬達　☐ 電線電纜　　 ☐ AI相關應用與設備　☐ 量測 / 控制 / 測試設備 
☐ 複合材料　　☐ 智動化週邊元件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描述
(150字)

目標參觀者

☐電子產業 ☐軟體開發商        ☐金融服務業 ☐模具產業  ☐航太 / 船舶產業  

☐家電業 ☐機電產業   ☐物流倉儲業  ☐汽機車業  ☐金屬加工產業

☐包裝產業 ☐工具機暨自動化設備產業 ☐資訊通訊產業     ☐其他  _____________

報名項目 

面積：9 sqm 定價 ( 含稅 )

攤位淨空地 ☐NT$ 49,350

攤位含基本隔間、配備 ☐NT$ 54,075

攤位數 參展總費用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6596000 傳真: 02-26597000
承辦人:黃姝嫥 #122 / 楊于德#107 
E-mail:show@chanchao.com.tw

TAIROA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電話:04-23581866 傳真: 04-23581566
承辦人:林家安#21 / 張小潔#22
E-mail:service@tairoa.org.tw

線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