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全銜 攤位號碼 產品

工具機區

上新度量衡有限公司 0373 度量衡儀器

川海企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877 工具機配件

中華液壓氣動協會 0467 空油壓產品及圖書

元捷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0773 新竹縣鳳山工業區招商

升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876 磁性自動鑽孔攻牙機

文介空壓機實業有限公司 0168 空壓機

北平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1416 刀具磨床

北將機械有限公司 0878 工 具機專用高壓油霧回收機

可杰企業有限公司 0979 加工中心機出水

台灣三軸科技有限公司 0160

巨輪興有限公司 0557 油壓工具、千斤頂、油壓扭力板手。拉伸器

永金科技有限公司 0475 空油壓元件

永豐機械有限公司 0177 搪缸機、汽門研磨機

立承欣業有限公司 0771 工具機周邊設備

兆義新實業有限公司 0778 乾燥機

先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68 CNC加工機

全泰油壓機械有限公司 0356 空油壓元件

合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348 空氣壓縮機、氣動工具

吉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167 工業用吸塵機

年弘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971 磁鐵、磁力棒架、磁力板、磁性相關產品

吳氏碳化鎢股份有限公司 1421 切削刀具

宏山科技有限公司 0973 水冷盤、散熱模組

宏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967 萬向曲管、高壓萬向噴嘴、噴霧、骨架

形碩板金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0254 工具機外殼造型設計

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0458 CAD/CAM/DNC

辰點股份有限公司 0358 工具機周邊

和嵩偉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873 曲柄、強力套筒、座墊

昌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48 CNC車床/自動車床

明光電機有限公司 0868 油霧回收機

東聿企業有限公司 0258 瞬間放電冷焊機、雷射焊補機

直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48 線性滑軌、線性馬達

芳銳氣動科技有限公司 0368 空油壓產品

長泰精密有限公司 0767 油水分離機、高壓出水機

俐光機械企業社 0173 小型車床、小型铣床

信多芳實業有限公司 0556 PCM節能乾燥機

冠品塗裝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0457 空油壓產品

勇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80 雷射機械設備

竑竑精密有限公司 0872 車床

英貴爾科技有限公司 0158 原點定位夾持系統

庫林工業有限公司 0353 散熱器

晟豐機械有限公司 0673 升降平台

泰豪潤有限公司 0657 工業潤滑油

特鼎盛實業有限公司 0378 堆高機、拖板車

益佃五金行有限公司 0576 切削工具、五金暨零配組件批發銷售

郡泰電子有限公司 0668 工具機專用變壓器/穩壓器/油霧清淨

偉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80 油水分離機

偉祥實業有限公司 0875 萬能收牙機，電晶體式高週波

偉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0568 CNC車床

商江貿易有限公司 0136 CNC車床

啓原精密有限公司 0573 電控箱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0278 自動量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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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鷹企業有限公司 0455 空油壓元件

基佃有限公司 0478

康普艾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60 空壓機

凱淯股份有限公司 0655 切削油

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59 solid edge/CAMExpress

創煜企業有限公司 1406 聯軸器(R+W)

喬陞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0277 彎管機

富立大和車輛事業有限公司 0678 堆高機、搬運倉儲設備

惠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357 精密主軸研磨加工

敦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74 CAD/CAM

程寬精機廠有限公司 0376 切削研磨機

詠升科技有限公司 0879 直覺觸控簡易式銑(車)床

雅速達通風降溫有限公司 0468 馬達及環保空調

匯易寬有限公司 0653 銑床用自動進刀機

暉亞企業有限公司 0256 研磨機

暐達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0274 精密量具

準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360 磨床

盟鋒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408 筒夾等

義薪機電器材有限公司 0774 全自動空氣油水濾除器

誠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0453 空油壓元件

誠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72 手工具

誠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74 雷射加工儀

漢擎興業有限公司 0768 磨床

福鎰銅器有限公司 0473 銅接頭

維隼興業有限公司 0257

豪力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179 銑頭、刀座

銣佳科技有限公司 0354 空油壓元件

寬揚有限公司 0374 零件洗淨機

德邦精機有限公司 0153 放電加工機、線切割機

歐亞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0674 Vero WorkNC & PTC

毅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148 磨床

蓮花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48 油霧回收機

鋒升企業有限公司 0560 刀具、量具、機械配件、研磨機

鋒鑫科技有限公司 0178 超音波洗淨機

磨而生企業有限公司 0554 金屬修復液

聯盛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62 線切割機

薪瀝科技有限公司 0577 整直機..代工

鴻隆科技有限公司 0977 CAD/CAM

鴻霖興業有限公司 0776 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

鴻瀅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377 研磨機

禮鑫有限公司 0147 CNC Lathe

寶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75 電動手工具

五金暨配組件區

力訓科技有限公司 0326 影像量測設備

力富得股份有限公司 0536 運搬設備暨機械配件組

卜億科技有限公司 0122 拆胎機

三鎂鋼刷工業有限公司 0408 工業用刷

大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4 鋁擠型

大冠國際有限公司 0604 五金工具、廚房降溫設備、3D刻印機器

大柱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0310 風尚強導流排氣樓

大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30 工業用三角橡膠帶

大瑞空壓機械有限公司(盛發倉儲) 1206 倉儲物料架、壓縮空氣系統節能與優化

大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1 噴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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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威有限公司 0107 油封

五連軸承有限公司 0725 軸承

仁安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20 CNC數控加工軟體

允禾發國際有限公司 0513 工作安全鞋

元祿亦有限公司 0131 刀具研磨機

元資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0226 自動捲線器

天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122 雲端ERP、ERP軟體、網站架設

天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128 工具桌、工具櫃、模具架、置物櫃

日月光不銹鋼實業有限公司 0428 把手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0437 超音波洗淨機

台灣正時皮帶科技有限公司 0733 正時皮帶

台灣飛準畜牧機械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0713

弘原倉儲設備有限公司 0508 物料架、堆高機

永全發企業有限公司 0212 保險櫃

永隆空油壓機械有限公司 0504
生產型扣壓機、工業大直徑扣壓機、削皮機、空油壓

零配件
永裕電器廠有限公司 0425 工業用插頭、插座、連結器

玄燕電子國際有限公司 0327
各式開關、指示燈、轉換插座、雪茄頭、鱷魚夾、金

屬按鈕防水帶燈開關

立善科技有限公司 0108 運搬設備暨機械配組件

立新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0424 刀具

立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212 雷射相關設備

亦勵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0311 雷射雕刻機

光達磁性工業有限公司 0340 磁性應用工具

吉潤企業有限公司 0101 刀具

名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0216 配件(機械)量具

宇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528 耐力第*288地坪修補材料、*168省電抑鏽防水塗料

艾利特股份有限公司 0715 雷射標籤基、自黏標籤貼紙、周邊商品

你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08 泵浦、手輪、聯軸器、各式機械、配件

宏名實業有限公司 0434 SOUTHCO/BANSBACH/KATO

宏科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412 特殊軸承

町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04 端子台

良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0427 油壓虎鉗

防震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2 環保智能設備

佳燁精密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6 汽機車自行車零件

佳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4 大數據、EL顯示器

協亨企業有限公司 0729 冷風扇

尚智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621 不鏽鋼、鎳合金、特殊合金

承通有限公司 0433 鉚釘機、鑽孔機

明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13 腳輪/手推車

易傑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636 陽極模管

東科實業有限公司 0723 五金零配件

欣發企業社 0516 太空梭油膜

欣億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35 精密脫蠟鑄造

爭順企業有限公司 0322 迴轉式空壓機、風桶、冷凍乾燥機

青盟股份有限公司 0533 天車

冠佳科技有限公司 0711 油水分離機

勇圓企業商行 0707 倍力抗磨節能劑

威鋒貿易有限公司 0628 線軌、軸承

恆錩股份有限公司 0307 條碼機、醫點機、掃描器

昱成銅興業有限公司 0122 銅鑄造品及加工

昱銘穎有限公司 0309 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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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昶有限公司 0525 拉線夾、拉力計、壓接工具

皆勝機械科技企業社 0721

韋成機械有限公司 0228 振動送料機

首君企業 0617

香港商香港司達行有限公司 0515 配件

峻翔機電有限公司 0623 CNC油水分離機、油霧回收機、工具機銷售

恩德沈香坊 0523 升降台車、製麵機

晟安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0328 刀具設定儀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0735 緊急沖身洗眼器、萬向抽氣罩、抽氣過濾無塵裝置

益詮工業有限公司 0304 切削工具

真多貿易有限公司 0625 電動工具

財崧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0526 切斷機

高鹿興業有限公司 0114 空壓元件、電空比例閥

國揚精密軸承有限公司 0222 軸承

理泰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0719 精密工業用陶瓷

祥恩科技有限公司 1218 2.5 D影像量測儀

笙閎有限公司 0607 冰立水冷氣

統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627

翊豐通風有限公司 0404 環保設備

速貝企業有限公司 1203 環保節能無頁風扇等

傑地有限公司 0530 粘膠/樹脂/防水絕緣保護膠/絕緣材料

凱士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38

配線器材(尼龍紮線帶、絕緣配線槽、尼龍固定頭、配

線標誌、固定座、固定夾、浪管、接線頭、套管、熱

收縮套管、各式保護部品……等)

創鈺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07 工業4.0製造業室內定位(含人員與機具設備)系統

博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532 製造業管理系統、行動商業APP應用系統

博燁森有限公司 0214

崴美數位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0521 人體工學椅、工作椅

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507 聯軸器

景鑫貿易有限公司 0330 量測儀器

森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522 輪子

琥盛企業有限公司 1216 氣壓棒

賀琪股份有限公司 0514 電子、電機保險絲/座/開關

進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31 精密零組件加工、零組件製造

隆誼實業有限公司 0633 真空產生器、真空吸盤、真空相關設備及配備

順帆風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08 砂輪機、工業用扇、吸塵器

順茂股份有限公司 0113 打刻機、電印機、雷射雕刻機

微科帝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336 精密過濾設備

源日順精工有限公司 0619 各式精密筒夾/快速攻牙、巡牙機

源豐本汽車工業有限公司 0511 汽車專業工具、防塵套

瑞亞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0211 切削液淨化設備

義發加工廠 0717 鋼刷、銅刷、研磨刷

萬佳峰企業有限公司 0629 刷子

道益有限公司 0529 無塵室用耗材

達佑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0611 變頻直流電焊機、工業機器人RV減速機

達宏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0524 工程塑膠

達振泡綿企業有限公司 0209 各式泡綿產品

達鼎雷射股份有限公司 0439 雷射切割及雕刻設備

鉅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418 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

僑光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0512 虎鉗

精展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23 真圓度儀、台灣三豐經銷

精實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04 2D/3D檢測設備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0632 橡膠製品



公司全銜 攤位號碼 產品

銘達企業社 0615 螺桿支撐座、線性滑軌

億豐精密有限公司 0325 滑軌

德貿股份有限公司 0314 扭力扳手

摩特立有限公司 0414 鑽頭研磨機

鋐川科技有限公司 0517 油水分離機

震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520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 工具箱、工具車、工具櫃、辦公收納盒、模具架

樺皓企業有限公司 0531
把手、合頁、門鎖、搭扣、聯鎖裝置、腳輪腳座、滑

軌、螺柱螺絲、彈簧、膠條

錏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12 工業用腳輪、台車

錦程電機有限公司 1201 水冷扇

優順益有限公司 0122 專業集塵設備製造商、油霧回收系統

燦晶企業有限公司 0518 雷射雕刻機、雷射焊接機、雷射切割機

環渼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31 LED攝影燈

環璟科技有限公司 0230

謙和精密有限公司 0332 線性滑台、精密微調台

豐穎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409 離合齒

鎌益有限公司 0429 工業用刀具

耀鋐科技有限公司 0122 雷射打標機、雷射雕刻切割機、雷射焊接機

馨蓮企業有限公司 0616 銅鑄件

鑫宏泰實業有限公司 0421 CNC車床

切削刀具區

主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51 切削刀具、滾花刀具

長達國際有限公司 1155 真空熱處理爐/PVD鍍膜設備

梅華工業社 1147 捨棄式車刀、捨棄式铣刀、刀片、精密量具

勝轟鎢鋼刀具有限公司 1048 工具、五金配件、刀具

滙恆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54 機械工具、切削工具

群英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1157 刀具

璟龍企業有限公司 1058 精密量具及儀器、切削刀具

自控檢測區

一寶實達有限公司 1325 工業相機、鑽頭、3D智慧感測器

上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5

大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0702 水質量測、溫度控制器、各廠牌紀錄紙、筆針

山善股份有限公司 1176

山穎氣動科技有限公司 1132 CKD半導體零組件、空壓自動零件

友新科技有限公司 1130 電路板

世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730 檢測儀器

台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23 MICRO VU、VICI非接觸式影像量測

台灣先進冷光科技有限公司 1328 電子控制.LED照明.配線器材

台灣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 1158 影像尺寸/3D測量儀器，顯微鏡，3D干涉式位移感測

巨偉自動化有限公司 1035 連結器自動組裝機、振動送料機

正航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42 ERP資訊系統

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 1178 3D深度相機

伊瑪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710 開關、警示燈、位移開關、料位開關、液體檢測開關

光道視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24 工業攝影機、視覺檢測函式庫

全冠企業有限公司 1138 配線器材/各式防水、耐酸鹼級電纜固定頭

吉祥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1162 汽缸、油壓

好奇人工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1168 自動光學檢測系統

克普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30 自動化設備暨控制元件

奇宏企業有限公司 1326 自控器材

奈米趨勢科技有限公司 0838 測厚機

昕晟曜科技有限公司 1154 連接器



公司全銜 攤位號碼 產品

東佑達自動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36 機械手臂、精密定位

肯定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0718 自動化檢測設備與軟體

冠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0930

威士美國際有限公司 0714 鋁擠型、配件

建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38 量測系統、卡尺

建昌企業有限公司 1321 磁粒探傷機、液滲探傷系列設備與產品等

昱展科技有限公司 0936 滑台、電動缸

柏叡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1170 繼電器模組

益承電機有限公司 1134

動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66 CNC控制器、物聯網平台解決方案

盛筑自動化機械有限公司 1136 自動化機械

傑永興儀器有限公司 0704 尺寸量測機、壓力量測分布系統

翔暐企業有限公司 1150 機械手臂減速機、減速馬達

超聯興業有限公司 0722 水冷空調機

煜昕科技有限公司 1327 感測器

瑞時貿易有限公司 1329

群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4

群義科技有限公司 1133

精石精密量校科技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1030 精密量測儀器

銓壕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128 動平衡.自動監測

廣緣企業有限公司 0706 mabr量測儀器  其他

歐迪爾股份有限公司 0834 省配線模組、機械手臂

澤鑫工業有限公司 1174 水處理係拱

錡鋒技研自動化有限公司 1330 機械手夾

優士特精密有限公司 1172 行星螺桿

產業機械區

九龍灣通風企業有限公司 0954 工業用扇、通風扇

上岡實業有限公司 0762 真空幫浦

久隆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0761 氣動黃油機

千電實業有限公司 0961 聯軸器、無刷馬達

大力國際有限公司 1428 Tomker、Cosmo潤滑油

大榮能源設備有限公司 0955 工業用爐、燃燒機

大憲光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757 高週波加熱機

工業技術研究院 1075 雷射雕刻機、光纖雷射源模組、雷射清潔除銹機

友國機械有限公司 0656 注油機

天成包裝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0948 省力搬運機、封箱機、真空包裝機

台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80 投影機、影像量測儀、光學尺、數顯箱

台灣希悅爾股份有限公司 0756 自動包裝設備

台灣御牧股份有限公司 0854 軸承齒輪油壓拔輪器、軸承快速加熱器

台灣開山壓縮機有限公司 0748 空氣壓縮機

台灣新霆股份有限公司 0970 輸送機、捆包機、貼標機、封口機

台灣寶茗電子有限公司 1165 3D列印機

弘冠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1057 間歇分割器、中空旋轉平台、減速機、分度盤

正鉑實業有限公司 0956

亙順企業社 1065 GP系列壓管機

圳瑋企業有限公司 1061 焊道處理機

多惠企業有限公司 1067 鋁合金梯具、架橋、設備行走台、機械防護設備

宇皇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080  日本富士產機雙面研磨機、模具之拋光機、研磨砂輪

百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169 潤滑油、油脂、添加劑

羽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2 冰霧節能系統

佑昇雷射股份有限公司 0957

亞德克股份有限公司 1167 亞德克噴碼機

和發產業園區 1430 高雄市政府園區招商



公司全銜 攤位號碼 產品

尚柏噴砂機械有限公司 1062 噴砂機

承一貿易有限公司 1429 Tomker、Cosmo潤滑油

承邦有限公司 1061 自動焊接機器人、自動鎖螺絲機器人、靜電消除棒等

金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3 工業用吸塵器、工業用潤滑油

阿特拉斯科普柯股份有限公司 0648 空氣壓縮機

品宏科技有限公司 0960 減速齒輪箱

威迅雷射工業有限公司 1079 光纖雷射熔接機

氟豹工業有限公司 1059 耐磨帶、電木、組合式油封、0環、背托

相順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4 水冷風扇、太陽能光電科技

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8 掃地機、洗地機

倍司特企業有限公司 1163 全自動手提式電動捆口機

晉茂機械五金有限公司 1071 雷射切割機、雷射雕刻機

能馳國際有限公司 1180 減速機、馬達、變頻器

盛和股份有限公司 0857 電極式水垢處理機

通用皮帶企業有限公司 1070 鋼帶、鐵氟龍輸送帶

速捷超音波機械有限公司 1173 超音波機械

創富機械有限公司 0654 高速切斷機、鑽頭研磨機

勝風格通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54 負壓式排風扇

鈞曜科技有限公司 0862 垂直式智慧倉儲

開名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0858 空壓機

勤閔工業有限公司 0755 集塵器

瑞漢機械有限公司 1053 全自動封盒機、紙盒折盒機、理瓶機

群亮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6 Robort.AGV.MR

萬事達切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84 切削刀具

嘉仕通豐業有限公司 1171 隔音隔熱材料、協助降溫、保溫降噪、節能之方案

維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60 日立空壓機/設備機器

緻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4 高週波設備

鋒碩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0964 無重力吊車

鴻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953 鉚釘機

燿生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1068 噴砂機

禮榮貿易有限公司 0853 瑞士進口LEISTER熱風機

雙群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5 省而安金屬切割器

瀚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848 CNC全自動彎管機

寶楨實業有限公司 0974 震動研磨機、強力離心式研磨機、脫水高速烘乾機

鑫力嘉機械有限公司 0976 自動整列送料機、自動化機械、定量計數機

鑫煒實業有限公司 0753 無油式空壓機、無油式增壓機

產學媒體區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1159 國內外工具機暨零組件產業事宜統計、研究、推動

產經網廣告有限公司 1427 媒體-雜誌+網路行銷

經濟日報 1179 報紙、專刊、特刊、展覽
機械新刊(博士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426 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