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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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利基
1.當面溝通，最佳直效互動平台
2.強力集客，短期創造無限商機
3.產業指標，精準觸及目標客群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2019

台灣機器人與
智慧自動化展

8/21  -24三 六

台 北 南 港 展 覽 館
跨域整合．無限商機
智慧製造 x 智慧服務



展出時間 :
8月21日 (三) – 24日 (六) 09:00 – 17:00 
(最後一日至16:00)
進場時間 :
8月19日 (一)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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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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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資訊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IDC預測，2019年全

球於機器人及其相關服務的支出將達到

1354億美元，自2015年起年複合平均成長

率超過17%，這一趨勢到了2021年之前都不

會改變。由此可見，全球智慧自動化、機器人

及人工智慧應用正處於百花齊放階段，「機器人

」並被各經濟強國列為重要的競爭力指標產業，全

球新一波經濟轉型，台灣擁有完整產業聚落、科技

機械體質、靈活企業型態等優勢，面對各國經濟戰略

、全球高齡少子化、產業成長期的絕佳時機，若能加以

創新、積極投資，營造高標準環境，善用全球化合作模式

，勢必能在這波競賽中脫穎而出。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自開辦以來即以優異的展出成

果與大量的專業買主在業界打響知名度，主題導向的展覽規劃讓

企業與世界無縫接軌，透過廣納自動化完整產業供應鏈及商業服務

應用模式，成功協助業者展現製造力升級、轉型並拓展服務能力，並

連續兩年獲得日本企業的支持，組織國家館參展，並透過商機媒合會

與成立服務型機器人聯盟拓展產業版圖。

「2019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TAIROS)」絕對是您展現

公司產品與技術的最佳平台，立即報名，一同加入最具商業

效益的產業交流平台，攜手共創無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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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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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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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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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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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選擇TAIROS?

十大目標族群

系列推廣活動，吸引國內外高品質買主前來採購洽談1.多元活動

TAIROS透過多元行銷管道，強勢吸引全球目標買主目光，提供廠商最佳的展銷平台！2.行銷規劃

創新發表暨媒合

展覽參觀人潮

團體採購導覽

整合行銷策略

公關

直效行銷
● 展覽邀請函
● 電子報
● 展昭展覽網會員
● 簡訊

網路

媒體

國際宣傳

● 官方網站
● 合作單位網站
● 展覽平台
● 展昭展覽網
● 聯播網/關鍵字廣告

● 電視台
● 廣播
● 報紙
● 產業雜誌
● 戶外廣告

● 熱門議題串聯
● 媒體合作
● 開幕典禮
● 國際媒體串聯
● 政府各部會支持
● 跨產業公協會合作
● 企業聯誼晚會

● 國際產業公協會/商會
● 政府駐外單位
● 外貿協會駐外單位
● 相關產業展覽推廣

國際論壇 新產品
技術發表會 人才媒合 洽商會

產學合作
成果發表 買主導覽 企業

聯誼之夜 機器人競賽

汽機車業機電產業電子產業 資訊通信業工具機暨自動化設備

包裝產業模具產業金屬加工業 物流倉儲業

自動化設備業

航太及船舶業



國際級知名企業的共同選擇

2018 豐碩成果

152
家廠商

700
個攤位

90K+
參觀人潮

15K+
m 2展示面積

82%
滿意度

(含同期展覽數據)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報名費用

參展規定

淨空地 9m2 NT$ 49,350 

攤位型式 定價(含稅)

標準攤位 9m2 NT$ 53,550 

*標準攤位配備(大會代辦基本裝潢)：三面隔間牆、三盞投射燈、110V插座一個、地毯一張  (9平方公尺)、公司招牌一組及接待桌椅各一張。
*動力用電、24小時供電、配水管用水、空壓機及堆高機作業，須以收費標準繳費。 

選位規則

一、於報名截止或攤位額滿時，由大會依產品類別統一分區。在廠商協調會時，由廠商依所屬產品類別區域分別圈選其攤位位置。

         (攤位圈選不得橫跨走道)

二、攤位數多者，於廠商協調會時，得優先圈選攤位。

三、攤位數相同者，於廠商協調會時，依報名日期之先後決定順序，即先報名之廠商得優先圈選攤位位置。

四、未參加協調會之參展廠商，由主辦單位代為選位，廠商不得有異議。

五、為維護展場地板結構安全，主辦單位有權指定展品展出位置及地點。

六、數家廠商不得合併登記圈選攤位。

退展規定

一、完成報名手續且繳交攤位款項之廠商，如於本展協調會前因故無法參展，且於協調會前通知主辦單位，除訂金不退還外，

        餘額以無息退還；如於本展協調會後退展，其所繳納之參展費用充作本展覽會宣傳經費支出，不予以退還。

二、參展廠商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所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參加展出。如有違反，本會除立即    

        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參展廠商繼續展外，對於轉讓者將禁止兩年內參展本會在國內外舉辦之任何貿易推廣活動。

三、參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相關之產品，否則不得展出，如有違反得強制停止繼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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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1日至8月24日   
展覽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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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wan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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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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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于德#107 / 林鈺婷#192 
E-mail: show@chanchao.com.tw

TAIR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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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ros@tairos.tw



www.tairos.tw

TEL : 04-2358-1866 / FAX : 04-2358-1566
林家安 Lilian Lin#21 / 張小潔 Iris Chang#22
tairos@tairoa.org.tw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EL : 02-2659-6000 / FAX : 02-2659-7000
林鈺婷 Ivy Lin #192  / 楊于德 Harry Yang #107
show@chanchao.com.tw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han Chao Int ĺ  Co.,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