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目錄 
壹、 展覽概要 ....................................................................................... 3 

貳、 展覽效益 ....................................................................................... 3 

參、 展覽紀實 ……………………………………………………………......... 3 

  展示平面圖…………………………………………………………………………… 4 

  參展廠商名單………………………………………………………………………... 5 

  大型公設………………………………………………………………………………. 9 

  展會 QR Cord……………………………………………………………………….. 10 

  展會宣材………………………………………………………………………………. 11 

  開幕典禮………………………………………………………………………………. 12 

  新聞稿………………………………………………………………………………….. 13 

肆、 滿意度調查 …………………………………………………................... 14 

  參觀者屬性…………………………………………………………………………… 15 

伍、 媒體宣傳 ……………………………………………………………......... 16 

  加油站紅布條………………………………………………………....................... 16 

  路燈旗……………………………………………………………………………….…. 17 

  廣發邀函…………………………………………………………………………….… 18 

  網站露出…………………………………………………………………………….… 19 

  網頁宣傳………………………………………………………………………………. 20 

  展覽專刊………………………………………………………………………………. 21 

  廣播宣傳………………………………………………………………………………. 22 

  報紙露出………………………………………………………………………………. 23 

陸、 展覽照片 ……………………………………………………………......... 25 

    

 

  



 

3 

壹、展覽概要 

【展示日期】2017 年 9 月 27 日 (三)～9 月 30 日 (六) 

【展示時間】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9 月 30 日展至下午 4 時 

【展示地點】高雄展覽館(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林森四路交叉口)  

【大會官網】www.edn-kiice.com  

【展示專區】化工設備區｜儀器專區｜環保工安衛區｜ 

｜石化暨應用區｜塑橡膠暨製造技術區｜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主辦單位】聯合報系經濟日報  

【協辦單位】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貳、展覽效益 

【盛大規模】近 4,830 平方米、200 家廠商、300 個攤位。 

【買主匯聚】參觀人潮 6,000 人次、國內外指標性廠商近 4,000 人，包含大連化工、中石化、

中油、中鋼、台聚化、李長榮化工、奇美、長春樹脂、長興、日月光、台塑、台橡、東聯化學、

長春石化、南寶樹枝化學、台積電、鴻海、南亞塑膠、勝一化工等廠商。 

【商機蓬勃】現場成交 1 仟 1 佰萬元，後續商機上看 3 億元。 

【創造口碑】南台灣最大專業化工、儀器產業盛會「2017 高雄國際化工暨儀器展」為南台灣

專業展寫下精彩的一頁。 

【整合行銷】結合實體展覽、網站、電子及平面媒體、戶外廣告及目標買主洽邀，強化精準度。 

【擴大服務】提供免費接駁車、大型行李寄放等服務。 

【衍生效益】由展覽衍生效益看漲，促進相關展業蓬勃發展，也帶動地區住宿觀光產業。 

 

參、展覽紀實 

【展示平面圖】http://goo.gl/UkOKEv 

http://www.edn-kiice.com/
http://goo.gl/UkOK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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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名單】http://goo.gl/1zvU3T 

化工設備區 I Chemical Equipment I 

攤位號

碼 

參展廠商 網址 

S014 遠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mashup.com.tw/eversupp/inde

x.php S016 晨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oodmorning.com.tw/ 

S018 理泰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http://www.leatek.com.tw/ 

S019 尚智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jei.org.tw/tw/index 

S020 利峰機械有限公司 http://www.lifong.com.tw/ 

S022 銓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140 鉅仁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keiking.com.tw/ 

S145 維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hirl-wind.com.tw 

S151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hi.com.tw/chinese/indextc

.htm S154 久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ht-ex.com/ 

S155 泉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umpf.com.tw/ 

S158 和正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uenoeco.com 

S159 精工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tellite.org/zh-tw/ 

http://goo.gl/1zvU3T


 

5 

S161 孟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aser-station.com/ 

S251 雙群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a899.net/? 

S253 旭越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irpower.com.tw/ 

S257 興泉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toviya.idv.tw/ 

S260 大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ta-chung.com.tw/tw 

S352 銳昇興業有限公司 ttp://www.risingsunvac.com.tw/ 

S356 全冠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avc-corp.com.tw/ 

S357 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restbush.com.tw/index.ht

ml S359 台灣帝國泵浦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eikoku.tw/ 

S360 捷流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valuevalves.com/index_tw.a

sp S451 金口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inggate.com.tw/ 

S454 中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tscale.com.tw/ 

S455 台灣卡勒克密封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arlock.com/zh/ 

S458 統地有限公司 http://www.top-deed.com.tw/index.ht

ml S462 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dfpump.tw/ 

S550 旭豪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h-vacuum.com.tw/ 

S551 吉川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http://ysvacuum.e66666.com/index.asp

x S552 宜進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jin.com.tw/ 

S553 廣平富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gpfel.com/ 

S554 新環隆機械工業(股)公司 http://www.derfang.com.tw/about.asp 

S555 菲爾特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filtration.com/ 

S556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cicl.com/ 

S557 優普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unghong.com.tw/ 

S558 力揮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li-hui.com.tw/ 

S559 大冠國際有限公司  

S562 協輝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http://www.mill-machine.com.tw/ 

 

 

石化暨應用區 I Petrochemicals Applications I 

攤位號

碼 

參展廠商 網址 

S240 全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ctco.com.tw/ 

S246 南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ypi-ighting.com/ch/index.php 

S250 德貿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eamark.com.tw/ 

S254 長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lithole.com.tw/cht/ 

S256 台灣快密刀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oton.com.tw/ 

S258 屹貿股份有限公司  

S349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wport.com.tw/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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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51 達綱興業有限公司 http://www.dacoat.com.tw/ 

S353 鈞能實業有限公司 http://www.engplus.com.tw/ 

S355 信忠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http://www.jmsc.com.tw/ 

 

 

液壓協會專區 I Chinese Fluid Power Association I 

攤位號碼 參展廠商 網址 

S440 沅亨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ft.yeanhern.com/ 

S446 奇賓機械有限公司 http://www.chibin.com/index.aspx 

S543 菘萌機械有限公司 http://www.juskey.com.tw/ 

 

 

塑橡膠暨製造技術區 I Plastics & Rubbe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 

攤位號碼 參展廠商 網址 

S448 永信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unghsin.com.tw/ 

S452 達洲橡膠工業有限公司 http://www.tachou.com.tw/ 

S549 艾利特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siamachinery.net 

 

 

環保工安衛區 I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Engineering I 

攤位號碼 參展廠商 網址 

S340 台灣漢高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enkel.tw/ 

S344 耐煜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ice-packaging.com.tw/ 

S348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nshine.com.tw/ 

S350 順帆風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f.com.tw/chinese/ 

S443 順濾環保有限公司 http://www.bestfilters.com.tw/ 

S445 晉有通風工業有限公司 http://www.jytofon.com.tw/ 

S447 安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ecumize.com.tw/ 

S449 理想家再生能源(股)有限公司 http://www.gosun168.com/ 

 

 

儀器專區 I Instruments I 

攤位號碼 參展廠商 網址 

S010 三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an-lab.com.tw/ 

S012 亦勵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z-laser.com/ 

S416 百旭朋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hazel-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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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0 愛德華先進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dwardsvacuum.com/ 

S424 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idtech.com.tw/ 

S426 亮盛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lianshen.com.tw/ 

S430 台灣貝利科技股份公司 http://www.tbt2u.com.tw/ 

S502 利友科技商務行銷有限公司 http://www.empowers.com.tw/index.as

p S504 慧承國際有限公司 http://www.fstintl.com.tw/ 

S506 佳展科技股有限公司 http://www.protechcro.com/ 

S508 原茂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yuan-mau.com.tw/ 

S510 鉑恩儀器有限公司 http://www.both-win.com.tw/ 

S512 艾瑪特有限公司 http://www.airmart.com.tw/ 

S514 悅民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ounme.com.tw/ 

S515 台灣柏朗豪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bronkhorst.tw/ 

S516 玄燕電子國際有限公司 https://www.hsuanyen.com.tw/ 

S518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cientech.com.tw/ 

S519 鉅特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great-tech.com.tw/ 

S520 倍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cv.com.tw/ 

S521 禪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zensor.com.tw/ 

S522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engyi.com.tw/ 

S523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http://www.shuennyih.com.tw/ 

S524 子嘉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sinom.com.tw/ 

S526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cinco.tw/global/global_tai

wan.asp S528 昇鈺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jmled.tw/tw/ 

S530 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hao-dee.com.tw/index.ht

ml S546 譜威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prowavegroup.com/ 

S548 台灣神商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iwan-shinsho.com.tw/ 

 

 

儀器公會專區 I Kaohsiung Instruments Commercial Association I 

攤位號碼 參展廠商 網址 

S304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io-check.com.tw/ 

S308 優特克儀器有限公司 http://www.yotec.com.tw/ 

S310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ocker.com.tw 

S312 揚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astsciencecorp.com/ 

S316 展勝國際有限公司 http://www.tenbin.com.tw/ 

S320 喬璞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ope-smb.com/ 

S324 恆茂有限公司 http://www.hammer.net.tw/ 

S328 楓聲實業有限公司 http://www.maple-te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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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32 博高科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okao.com.tw/i 

S404 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vorist.com.tw 

S407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anking.com.tw/ 

S408 研毅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antec-bio.com.tw/ 

S409 泰利司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halessystem.com.tw/ 

S410 增誠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tck.com.tw/ 

S411 力揚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nikyang.com/en/ 

S413 天眼實業有限公司 http://tenanic.com/ 

S415 竑毅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horngyih.com.tw/ 

S417 科爾康國際有限公司  

S419 牟博士工作室  

S421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http://www.chuanhua.com.tw 

S423 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fo.com.tw/ 

S503 盛力捷有限公司  

S505 台灣平安夜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lentnig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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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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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 QR 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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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宣材】 

參展手冊 參觀卡 

 
 

參展證 工作證 

    
媒體證 貴賓證 

    
協調會 明信片 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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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 

●開幕時間：2017 年 9 月 27 日（三）14：00－15：30 

●開幕地點：高雄展覽館（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中央大街 3 區（西門廳，臨水岸出入口） 
時間 項目 內容 

14：00~14：05 開場 

【介紹出席貴賓】 
經濟部工業局民生化工組 技正 黃元品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高雄辦事處 處長 賴國星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主任秘書 鄭秀絨 
立法委員 林岱樺 
高雄市政府 副秘書長  林英斌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主任秘書 呂德育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主任秘書 郭進興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常務理事 王定國 
中華液壓氣動協會 副理事長 胡伯服 
亞洲不織布協會 會長 暨 南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清山 
社團法人台灣生技產業聯盟 理事長 張春生 
健康促進與照護器材產學技術聯盟 執行長 郭藍遠 
嘉南藥理大學 組長 林文斌 
高雄市牛樟菇菌商業同業公會 博士 許夏芬 
中華海峽兩岸牛樟芝產業發展協會 榮譽會長 朱常寧  
高雄展覽館 副總經理  劉錫威 
經濟日報 副社長 翁得元 

14：05~14：10 主辦單位致詞 經濟日報 副社長 翁得元 

14：10~14：30 貴賓致詞 

(1)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常務理事 王定國 
(2) 高雄市政府 副秘書長 林英斌 
(3)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主任秘書 鄭秀絨 
(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高雄辦事處 處長 賴國星 
(5) 立法委員 林岱樺 
 
立法委員 林岱樺請留步。 

14：30~14：40 開幕儀式 

【唱名上台順序】 
健康促進與照護器材產學技術聯盟 執行長 郭藍遠 
亞洲不織布協會 會長 黃清山 
社團法人台灣生技產業聯盟 理事長 張春生 
中華液壓氣動協會 副理事長 胡伯服 
高雄市政府 副秘書長 林英斌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主任秘書 鄭秀絨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高雄辦事處 處長 賴國星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常務理事 王定國 
立法委員 林岱樺 
經濟日報 副社長 翁得元 
 
★邀請貴賓進行開幕儀式 
★貴賓一同倒數，拉彩帶啟動開幕儀式，隨著繽紛氣球升起，象徵南
台灣最大規模專業化工暨儀器展及生醫展 商機起飛、廠商訂單滾滾
來！ 
2017 年兩展共聚集 200 家廠商展出，展品呈現化工、儀器及生技、
醫療等產業鏈的雄厚實力，兩展攜手推估可創造 3 億元市場商機，
祝賀高雄國際化工暨儀器展 及 高雄生醫展 開展成功！ 
★也請台下貴賓上前一同合影，正面、左面、右面 

14：40~14：45 貴賓合影 所有貴賓大合影 

14：45~15：30 會場巡禮 ★貴賓一同參觀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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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由經濟日報主辦的「2017 高雄國際化工暨儀器展」、「2017 高雄生醫展」，昨（27）日在高雄

展覽館開幕，將為期四天，總共有 200 家廠商參與這場年度盛會，展品呈現化工、儀器及生

技、醫療等產業鏈的雄厚實力，兩展攜手推估可創造 3 億元市場商機。 

 

經濟日報副社長翁得元表示，此次兩檔展覽都深具意義，除了高雄國際化工展暨儀器展與高雄

儀器公會合作，已邁入第三年，生醫產業又是政府推行「5+2」產業計畫之一，兩檔一同舉辦，

勢必能相輔相成，朝向高質化、精緻化發展。 

 

經濟日報今年適逢 50 週年，扮演國內專業性媒體角色，與國內產業是唇齒相依，經濟日報一

年在北中南各地辦 20 多場展覽，見證各個產業發展，伴隨政府南向政策，更往東南亞市場開

拓新的展覽平台，協助產業找尋新商機。 

 

高雄是台灣石化產業的重鎮，全台灣的石化產業有 60%以上集中在高雄市，而邁入第三年的

高雄國際化工暨儀器展，已建立良好口碑，深受市場重視與肯定，今年更吸引美、日、韓、德、

瑞典、荷蘭等國外廠商參展。 

 

值得一提的，主辦單位此次加倍宣傳，擴大效果，並廣邀學校相關系所及公協會組團參觀，希

望為活動建構熱絡的交易平台，協助南台灣化工儀器等相關業者開拓市場。 

 

兩展展出時間為 9 月 27 至 29 日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9 月 30 日展至下午 4 時，採免

費入場參觀，專業買主及一般民眾可線上預登快速入場，也可於現場辦理換證入場。 

 

線 上 預 登 ： 高 雄 國 際 化 工 暨 儀 器 展 http://www.edn-kiice.com 、 高 雄 生 醫 展

http://www.edn-kbte.com，大會服務電話（07）536-4078。本

展為專業性展覽，平日展示期間，身高 140 公分或 12 歲以下嬰兒

與兒童謝絕入場。 

  

http://www.edn-kiice.com/
http://www.edn-kb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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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滿意度調查(參展廠商問卷有效回收 66 份) 

 

本展整體滿意度，<非常滿意>和<滿意>共 56%，<尚可>35%，<不滿意>9%。 

 

廠商滿意度最高項目為<清潔>，其次為<隔間裝潢>，<水電空調>，最末為<堆高機>。 

12% 

44% 

35% 

9% 

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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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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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媒體宣傳 

【加油站紅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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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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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邀請函】 

針對相關買主廣發邀請函 

  
針對上屆相關產業參觀者廣發明信片邀請函 

  
 

【廣發邀請函】 

中文歡迎參觀 EDM 網址  http://goo.gl/kHPKMD     

英文歡迎參觀 EDM 網址  http://goo.gl/NBz5iV     

中文 EDM 英文 EDM 

  

http://goo.gl/kHPKMD
http://goo.gl/NBz5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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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露出】 

高雄展覽館 台灣實驗室網 

  
高市儀器公會 

  
高雄會展網 

  
FaceBook 網站 展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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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宣傳】 

蘋果日報官網 自由時報官網 

  

YAHOO 奇摩新聞 經濟日報新聞 

  

Google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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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化工儀器展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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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宣傳】<國語> 

 

經濟日報主辦  高雄國際化工暨儀器展  9 月 27 到 30 日在高雄展覽館 

展出化工設備、儀器、石化、環保工安衛等專區產品，歡迎免費參觀！ 

 

  



 

23 

【報紙露出】 

7 月 6 日經濟日報 7 月 1 日 2 經濟日報 

  

7 月 20 日經濟日報 7 月 25 日經濟日報 

  

8 月 29 日經濟日報 9 月 6 日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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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經濟日報 9 月 15 日經濟日報 

  

9 月 18 日經濟日報 9 月 21 日經濟日報 

  

9 月 26 日經濟日報 9 月 28 日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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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經濟日報  

 

 

 

 

 

陸、展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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