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展廠商 展區 攤位號碼
又允實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616
仕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47
北平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001
台利村企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28
台灣三軸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00

台灣快密刀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08

台灣易格斯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21
台灣開天傳動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28

巨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11
永豐機械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16
石秀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012
兆義新實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06
宇發機械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29
克普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19
宏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15

防震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006

佳興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03
協昌軸承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23
承永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19
朋吉實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14
長泰精密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11
青盟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07

俐光機械企業社 工具機區 0411

建強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03

美洛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17
胡氏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06
晟豐機械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10
偉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632

康普艾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21
眾宇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02
祥隆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13

逢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53

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18
創煜企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17
喬鉅企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03

敦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14
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16
程寬精機廠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21
華宇精密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22

貿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02
隆福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10
匯佳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17

匯易寬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12
愛發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007
搏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18

源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628
瑞亞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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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展區 攤位號碼
經冠實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08
萬註機器廠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09
赫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03
銅翌機械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32
慶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09

蓮花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08
臻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34

燦晶企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14

聯盛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23
薪瀝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004
鴻隆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13
鴻瀅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18
燿生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16
禮鑫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12
豐穎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03

一佳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0
力卡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53
力訓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53
三鎂鋼刷工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73

大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73
大冠國際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79

大柱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71

大淵油壓自動控制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72

大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70
中日噴霧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5
中華液壓氣動協會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74
五連軸承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52
仂運工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70
元資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59

天福宏承密封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67

天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47

日月光不銹鋼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2
世紀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75

台灣正時皮帶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58
史班特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61
弘原倉儲設備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43
正昇不銹鋼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58

正河源機械配件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47
永全發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56
永啟豐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67

玄燕電子國際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4
立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65

亙大機械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3

仲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53
合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47
宇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54
艾利特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68

宏名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59
志隼企業社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9
良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50



參展廠商 展區 攤位號碼
承通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3
承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55
明光電機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48
東科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69
欣發企業社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60

欣億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57
爭順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56

芳銳國際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67

青山工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66
冠宏輪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77
冠佳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8
冠榮橡膠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6
勇圓企業商行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70
威力磁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73
威鋒貿易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57

恆錩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5
昱銘穎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58
美上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56
首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62

香港商香港司達行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55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73

晟安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52

海陸家赫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47

益佃五金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73
益詮工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77
偉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62
培凱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6
盛發倉儲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53
翊豐通風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4

速貝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7

陸同五金機械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75

傑地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64
凱士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50

勝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72
博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72
愉盛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66
琥盛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56

菱鵬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61
開名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57
雅信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56

雅堤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60
順茂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77

業碩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50

瑋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0
群英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71
義發加工廠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2
義薪機電器材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57

萬佳峰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66
裕祥精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54
誠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55



參展廠商 展區 攤位號碼
誠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70
達鼎雷射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53
鈺方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67
鈺政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65
碧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851

碩嘉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55
精工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71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52

銘唯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164
億豐精密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7
寬揚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71
德圳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46
摩特立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67
數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71
潔勁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71

皜星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74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75
鴻霖興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1061
鑫宏泰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954

中鼎鑽石工具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130
仁安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155

元祿亦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145

吳氏碳化鎢股份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037

佳密德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033
昇鑫企業社 切削刀具區 1159
建德刀具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134
梅華工業社 切削刀具區 1151
景明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029
瑞得欣行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163

雷斯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132

鎌益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1128

大圜精密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車床區 0128
大匠實業有限公司 自動車床區 0229

中義科技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車床區 0237
台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車床區 0123
富豪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車床區 0129
黑馬德有限公司 自動車床區 0229

錡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車床區 0129
台晉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29
台灣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713

弘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5
全冠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127

承鈞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017

泓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33
長友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135
建昌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709
昱展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29

柏叡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023
郁冠工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024
韋成機械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034



參展廠商 展區 攤位號碼
高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029
動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030
盛筑自動化機械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018
凱登智動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2
景立儀器行 自控檢測區 0028

智研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7
翔暐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021

賀太貿易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137

超聯興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026
進翊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717
新協祥貿易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139
煜昕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6
精石精密量校科技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701
精實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39
銓壕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133

廣緣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721
鴻璿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131
CNC車床聯誼會 CNC車床聯誼會 0270
大佶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77

小池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034
川詠貿易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379

中部雷射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273

立石自動控制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167

立融儀器貿易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63
丞鑫科技機械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181
亦勵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039
吉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46
同清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263
圳瑋企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62

你好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78

宏科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032

昇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66
金利成切削刀具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173

金時代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278
金堯機電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60
帝愷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033
毘沙門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72

峻易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576
特鼎盛實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55
商江貿易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247

崧嘉實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259
添富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58

創富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035

富豪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129
森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64
湧鑫實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177
程太貿易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47

詠升科技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52
順帆風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037
意得客超導熱電器科技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038



參展廠商 展區 攤位號碼
源崧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166
瑞豐機械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273
鼎鎮實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471
豪昱電子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178
蕙生企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036

鏃新工業有限公司 CNC車床聯誼會 0176
上威實業社 產業機械區 0706

大憲光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10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機械區 0733
友聯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08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12
台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32
台灣希悅爾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09
台灣開山壓縮機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37
台灣新霆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17

永隆空油壓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29
丞宏國際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35
坤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513
尚柏噴砂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21

金上源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832
金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20

冠盛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28

昭源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08

麥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014
富立大和車輛事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503
富茂橡膠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18
源利電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03
瑞明陳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23
鉅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37

鋒碩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29

環璟科技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12

聯寶機電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509
臂力人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14

鴻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02
禮榮貿易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613
鎬億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16
寶楨實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016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產學媒體區 1183
產經網廣告公司 產學媒體區 1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