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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唯一結合顯示器及
製造AI應用的展覽盛會

展覽名稱 智慧顯示展覽會 | 智慧製造與監控辨識展

展出時間 2019年8月28日(三) ~ 8月30日(五)

展出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1樓

主辦單位 台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TDUA) 
台灣TFT LCD產業協會(TTLA) 
台灣平面顯示器材料與元件產業協會(TDMDA)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TEEIA) 
國際資訊顯示學會中華民國總會(SID)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期活動 國際Micro LED Display產業高峰論壇
跨域產業菁英論壇(DIT'19 / IDMC'19)
智慧生活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論壇
新世代智慧製造高峰研討會
先進製造設備Sourcing Fair
創新產品發表會



2019年，Touch Taiwan匯聚了顯示器、光電、半導體與智
慧製造產業能量，總計邀請了 291 間參展商，使用 865 個
攤位，吸引 33,223 海內外參觀者，和我們一起攜手打造台
灣唯一結合顯示器及智慧製造AI應用採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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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33,223人數展覽期間3天參觀者



海外參展品牌地區分析

除了台灣企業，更有高達 10 個不同國家的參展商參與，

包括中國、日本、德國、美國、英國、法國、芬蘭、

韓國、新加坡及以色列。

4

法國

美國

英國
德國

芬蘭

以色列
中國

韓國

日本

新加坡

法國



5

2019年前三大買主國依序為日本38%、中國21%及韓國11%；

其次為美國、德國、英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尼、泰國、

新加坡、法國、荷蘭、波蘭、以色列、葡萄牙、澳洲等國家，

共計超過35國、2,056 位買主前來採購及參觀。

TOP 3 海外買主地區

日本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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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參觀者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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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共計吸引了 33,223 名來自海內外的參觀者，參觀者

產業別以 13.88% 的『顯示器/OLED/面板』佔多數，其次為

9.86% 的光電/LED/能源/電池/PCB』與 7.01% 的『電子設

備暨零組件』。

6

參觀者產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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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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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13.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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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工作性質分析，則以『採購』為大宗，佔 25.8%，其次

為『研發與設計』及『生產/製造與加工』，分別佔 22.2% 與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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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工作性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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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目的多為『提升產業新知』，佔26.35%，其次為『建

立商業與合作關係』與『尋找新供應商或代理商』，分別佔

25.77%及17.6%，可見本展於產業中普遍被視為採購及資訊

交流的重要平台。

25.77%

17.60%

6.66%

12.96%

26.35%

5.64%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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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目的



全球重量級廠商的行業盛會-智慧顯示展覽會

*僅列部分參展商



全球重量級廠商的行業盛會-智慧製造與監控辨識展

*僅列部分參展商



2019
展區亮點



跨足智慧生活 搶攻未來商機

聚焦新顯示技術與智慧新應用

智慧顯示
時代來臨

Micro/Mini LED 
技術應用

引導產業升級轉型
實踐智造的願景

| 智慧醫療 |
| 智慧移動 |

| 智慧零售 |
| 智慧育樂

AR/VR體感科技
技術應用

A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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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 Mini LED 產品與解決方案專區

今年專區相關參展廠商共計達 45 家，使用 150 攤位，規模較去年成長近 3 倍。

包括晶電、隆達、聚積、崇越、Toray、ASM、AGC、Topcon、優顯、國星光電

、瑞豐光電、奧寶、帆宣、亞智、科嶠、聚昌、日電產理德、SUZUKI、太陽油

墨、銓州光電、五鈴光學、日澤、南方科技、彼得斯、維米等，眾多知名企業皆

於展區中展出Micro/Mini LED Display的相關應用產品及解決方案

 Micro LED時代來臨!展區規模倍增!



經濟部工業局致力於整合台灣顯示器產業資源，結合台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

(TDUA)與工業局智慧顯示器產業推動辦公室(CIPO)，一同於Touch Taiwan 2019

設立「智慧顯示暨場域應用形象館」展示專區，參與廠商包括：中強光電、凌暉科

技、台灣螢端、諾亞媒體 等知名企業，展示主題從智慧交通、智慧零售到智慧育樂

解決方案等，透過數位看板產業鏈的整合及依循經濟部工業局管道，協助將優質的

智慧顯示相關應用產品、解決方案推向國際舞台。

智慧顯示暨場域應用形象館

 推升智慧顯示應用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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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延續打造「體感科技智慧製造館」，邀請了愛迪斯科技、義大視覺

、宇萌數位、佐臻及全球動力聯合參展，帶領參觀者一同透過智慧眼鏡

收集生產設備資料，並結合AR、VR技術應用，將生產過程的擬真展示

及實際操作，來達到節省營運成本、提升效率與創新的目標。

 AR、VR技術部署智慧製造 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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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one Taiwan智慧顯示創新專區
」由元太科技贊助，國際信息顯示學
會(SID)主辦，特邀建碁智能、達辰
智慧科技、今一電、創王光電、紐加
頓、中山大學及交大產學中心等相關
顯示創新應用廠商，在J332攤位展示
智慧包裹測量、無人商店、無線充電
廣告等應用，帶給參觀者更完整的產
業全貌與宏觀視野。

專區廠商 展示項目

建碁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包裹測量機

達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無人商店

今一電有限公司 無線充電廣告互動設備

創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 非矽基板超高像素密度AMOLED顯示技術

(UHODTM)

2. 智慧感測與晶片(SPIC)

紐加頓有限公司 奧創智聯(IoT連線管理平台)

中山大學 多功能智慧窗戶薄膜

國立交通大學產學中心 國內(際)智慧創新產學大平台

I-Zone 智慧顯示創新專區

 展示多元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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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參展 桃園市兩大主題館
攜手搶攻新商機

 智慧製造與智慧物流專區主題館

本次匯聚桃園市顯示器、光電、半導體廠商如：凱
奕科技、泰山電子、建誼企業、台媛科技、鑫本、
上海靈祈、三一冷凍空調及敏石等9家廠商，展示
觸控面板、液晶顯示器、電漿、光電、半導體相關
產業及零件OEM、工業智動化、馬達運動控制系
統及元件生產製造等產品。藉此提升桃園在地廠商
的國際能見度，帶動整個桃園廠商商機。

 顯示器、光電、半導體主題館

桃園智造專區 展示桃園廠商軟硬實力
「桃園智慧製造與智慧物流專區」邀請桃園在地
知名廠商如三橋科技、視動自動化、點點滴滴、
元正儀器、艾沙技術、磊登、辰點、雙梅鋼鐵、
威畯軸承、博畯實業等10家知名廠商，展示智
慧物流、智慧倉儲及感測、智能互動投影、人臉
辨識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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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活動花絮



2019 開幕典禮暨顯示器創新

技術與應用金賞頒獎典禮

蔡英文總統蒞臨Touch Taiwan 2019與各位友好邦交代表、產業先進、
媒體先進一同揭開活動序幕。總計126位貴賓出席

顯示器創新技術與應用金賞頒獎典禮，由蔡英文總統親臨擔任頒獎人，
給予獲獎廠商最直接的鼓勵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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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與智慧製造產業菁英VIP Party
暨e-Touch綠色裝潢設計獎頒獎典禮

由TDUA蔡國新理事長帶領之下為晚宴揭開序幕

eTouch 綠色裝潢設計獎頒獎典禮
由均豪陳政興總經理帶領的G-
Sax樂團帶來一系列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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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產業發展趨勢的國際論壇

超過 150 場國際級論壇 X 168 位權威講師陣容 X 吸引 2,806 論壇參與者

國際Micro LED Display產業高峰論壇

新世代智慧製造高峰研討會 智慧生活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論壇

跨域產業菁英論壇(DIT‘19 / IDM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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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設備製造商之採購需求，透過 Touch Taiwan 邀請材料及零
組件廠商於展覽期間一同進行商機採購媒合會

媒合場次：86場。

採購商9家: 均豪/亞泰/盟立/馗鼎奈米/大量/旭東/亞智/

東捷/易發

供應商22家: 東佑達/亞德客/湯淺商事/貴峰/世協電機/

高健雷射/漢德威/三橋/源浩/東琪/倍福/飛達/川岳/孟申/

台灣派特萊/銣佳/穎虹板金/鉑環新技/中興電工/振弘/

宙揚/台灣希比希

先進製造設備Sourcing Fair

 買主交流最佳平台 一對一商機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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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發表會

創新產品發表會提供企業以最直接的方式，分享其企業核心價值、創

新理念、新產品或技術的定位與應用以及市場開發概念等，向來自產、

學、研不同領域的與會者介紹相關製程、產品開發、導入以及相關的

技術解決方案。2019參與廠商涉及領域除原有的顯示器產業鏈外，更

增加智慧製造及AI人工智慧等產業，帶給與會者更全面的市場資訊與

發展趨勢。

參與廠商: 明基材料/中強光電/奇鼎科技/均豪精密/凌暉科技/大樣光電

/阿科瑪/點點滴滴/天揚精密/台灣析數/徳壐實業/南方科技/超赫實業

/Suzuki Co., Ltd. /TOPCON…等廠商。總計三天16場次，參與人數

31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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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19年8月31日(六)
活動地點：桃園大溪高爾夫俱樂部
參與人數 : 96 位

配合展覽系列活動，TDUA主辦高球邀請賽，除邀請展覽

主辦單位TDUA協會下各會員公司代表，更廣邀各展覽參

展廠商，希望藉由球敘活動，提倡良好運動風氣並加深廠

商間聯誼合作情誼。晚宴上由友達光電彭双浪董事長帶頭

公益表演，讓活動圓滿結束!

TDUA理事長盃高球菁英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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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媒體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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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媒體曝光

展覽期間統計超過500則新聞露出
Google搜尋約有 32,300,000 項結果

*僅擷取部分示意



新型顯示產品與設備材料
Micro /Mini LED 產品與解決方案
面板級封裝(FOPLP)設備與材料 NEW
智慧生活與顯示應用 NEW
大型顯示看板與解決方案 NEW
機器視覺與系統 NEW
光電半導體與感測元件
雷射與真空鍍膜

 AR/VR 體感科技智慧製造
智慧物流
 IOT與資訊安全
智慧感測與監控
 3D列印 NEW
 AI人工智慧
 5G+ NEW

智慧製造與
監控辨識展

智慧顯示
展覽會

2020全新主題

帶您掌握新技術及趨勢



智慧顯示展覽會 智慧製造與監控辨識展

台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
管小姐(Joanna)#15
張先生(Booker)#12
Tel: (02)2729-3933 
Fax: (02)2729-3950
email: joanna@teeia.org.tw; 

booker@teeia.org.tw

台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
陳小姐(Lulu) #16
蕭小姐(Peggie)#24
Tel: (02)2729-3933
Fax: (02)2729-3950
email: lulu@teeia.org.tw;

peggie@teeia.org.tw

立即報名

2 0 2 0
AUG. 2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