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展廠商 展區 攤位號碼

海克斯康影測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48

台灣三軸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48

台利村企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48

台灣華爾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58

威赫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258

大匠實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48

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52

威頡機電企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60

北平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62

勇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61

浚通機械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58

工業技術研究院(雷射中心) 工具機區 0561

基佃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58

敦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354

豪昱電子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55

帝愷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59

麥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56

升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59

北將機械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54

歐亞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53

優順益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55

英貴爾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457

惠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58

蓮花創新科技股份公司 工具機區 0557

介興電機工程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657

鉅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653

鋐川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655

啓原精密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556

喬陞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區 0159

雅速達通風降溫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168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78

國揚精密軸承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68

翊豐通風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78

大冠國際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80

天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268

德貿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68

町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68

精實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82

立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06

弘原倉儲設備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11

順帆風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01

吉凱企業股份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167

博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9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80

大柱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68

美洛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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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圓企業商行 五金暨配組件區 0173

科沛達泵浦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277

亦勵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72

川詠貿易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177

哲羽工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04

宜速德動力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278

元祿亦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77

鍵宏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178

摩特立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75

速貝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19

永啓豐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74

碩嘉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73

台灣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21

台灣正時皮帶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78

中華國際黃頁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77

艾利特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75

帝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181

捷朋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71

承盛熱處理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60

昀鼎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59

宏科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71

瑞亞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75

僑光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76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16

銘佺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276

巨祿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22

漢特威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23

美力華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73

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274

通琦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24

達振泡棉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75

雅信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73

賀琪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8

峻翔機電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017

源日順精工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1

得豐興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272

億唐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71

邁克威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376

光威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2

昱成銅興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3

能揚興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5

全鉚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7

森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6

達佑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474

程穩事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72

嘉成鑫經貿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73

任億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574

銣佳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49

大淵油壓自動控制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53



永金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51

兆義新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52

全泰油壓機械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47

合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60

芳銳國際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48

金曜實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54

誠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56

福鎰銅器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658

元長鴻有限公司 五金暨配組件區 0757

汎德工業社 切削刀具區 0768

璟龍企業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0776

和成五金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0875

華成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0873

承昕企業社 切削刀具區 0774

京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切削刀具區 0157

鐠羅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748

東佑達自動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6

台灣東京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40

克普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48

翔暐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60

超聯興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762

奈米趨勢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61

台灣科以比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758

威士美國際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62

玄燕電子國際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061

全冠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47

洪達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58

三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30

澤鑫工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34

吉祥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56

優適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61

池原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57

柏叡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54

台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0

昕晟曜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838

台灣先進冷光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4

磊登自動控制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031

易盛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033

巨堡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29

友新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2

積奇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029

筌佳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55

紀泰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5

好奇人工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59

函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51

亞光精度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53

經盛企業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7

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057

一寶實達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57



欣翔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1059

振皓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1

景興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自控檢測區 0933

東奕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倉儲暨搬運設備區 0868

力富得股份有限公司 倉儲暨搬運設備區 0874

永全發企業有限公司 倉儲暨搬運設備區 0977

龍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倉儲暨搬運設備區 0973

黑木股份有限公司 倉儲暨搬運設備區 0975

盛發倉儲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60

東科實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52

兆盛實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948

天成包裝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968

永隆空油壓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780

上岡實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68

晉茂機械五金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980

維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78

山貿科技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66

利瑋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48

鑫力嘉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82

台灣希悅爾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954

千電實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62

搏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880

鋒鑫科技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47

直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53

全風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54

台灣奧利安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58

晉有通風工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974

莊鼎實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57

台灣拓斯達科技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61

勝風格通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981

東聿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025

九龍灣通風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81

世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877

承邦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80

泰山資訊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77

佑昇雷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64

詮友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978

泓鑫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77

瑞漢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72

燦晶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76

巨偉自動化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55

瞬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74

裕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73

士發企業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075

茂村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73

皇承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75

鴻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51

亙順油壓機械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53

優斯特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0979



緻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71

台灣寶茗電子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54

查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56

阿特拉斯 產業機械區 1158

冠佳科技有限公司 產業機械區 1179

產經網廣告公司 1176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1172

博士文創事業有限公司(機械新刊) 1178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1174

經濟日報 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