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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北市國際採購商洽週 

敬邀參加 一對一媒合商洽 (費用全免) 

為促成國內外潛在投資業者尉新北市資通訊、金屬機械與生技銀髮產業及整體產業投資

環境與補助措施有更深度瞭解〃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委託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規

劃辦理「2018 新北市國際採購商洽週」。本次活動除了將匯集六大主軸商洽展示區(醫

療照護、家電安防、金屬機械、消費性電子產品、智慧交通、智慧綠產與能源)〃展示

新北市優質研發製造能量；更透過邀請國際買家赴新北進行一尉一商務貿洽交流與採購〃

除促進新北產業與國際順利接軌〃更達到商機倍乘之活動效益。 

 採購商洽會─ 會議資訊： 

 會議時間：2018 年 08 月 29-30 日 

 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 6 樓大禮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執行單位：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主題展示區： 

1. 醫療照護：智慧醫療/居家醫療及輔具/養生村規劃(生技銀髮) 

2. 家電安防：智慧監控 

3. 金屬機械：智慧製造/自動化生產/機器人與人工智能 

4. 消費性電子產品：智慧生活與家庭/穿戴式科技/高端電子科技產品 

5. 智慧交通：交通物流與車聯網 

6. 智慧綠產與能源：水電節能與環保. 

 活動日程： 

 08 月 29 日(三) 9:30~17:30  

開幕啟動儀式、新北市政府長官致詞 

媒合洽談： 

資通訊(智慧生活、交通、監控、綠產與能源、穿戴式科技與 IC 硬體製造等) 

金屬機械(智慧製造、AI、機器人) 

生技銀髮(智慧醫療、老齡照護、輔具、醫療器材與長照) 

 08 月 30 日(四) 9:30~17:00 

媒合洽談： 

資通訊(智慧生活、交通、監控、綠產與能源、穿戴式科技與 IC 硬體製造等) 

金屬機械(智慧製造、AI、機器人) 

生技銀髮(智慧醫療、老齡照護、輔具、醫療器材與長照) 

 

 BIZ 平台線上報名 & 檢視詳細買主資訊： 

 請至此活動新聞網頁下方點擊「報名資訊」→「我要報名」 

http://pse.ee/2018tradefair  

http://pse.ee/2018trade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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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北市國際採購商洽週 活動議程 

 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 6 樓大禮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時間 活動內容 

2018 年 08 月 29 日 星期三 

08:00‐09:30 設攤廠商進場佈置及報到/名片交換登記 

09:30-10:00 國際業者報到 

10:00-10:10 開幕致詞 新北市政府長官致詞 

10:10‐10:15 2018 年新北國際採購商洽週 開幕儀式 

10:15‐10:30 市長帶領國際業者參觀現場展示攤位 

10:30-11:00 名片交換 

11:00‐12:00 採購商洽會-I  上午場次 11:00、11:30 

12:00-13:30 休息用餐/國際業者交流午宴 

13:30‐15:00 採購商洽會-II  下午場次 13:30、14:00、14:30 

15:00‐15:30 中場休息 

15:30-17:30 採購商洽會-III  下午場次 15:30、16:00、16:30、17:00 

17:30-18:00 名片交換 

2018 年 08 月 30 日 星期四 

09:30-10:00 設攤廠商進場佈置及報到/名片交換登記 

10:00‐12:00 採購商洽會-I  上午場次 10:00、10:30、11:00、11:30 

12:00-13:30 休息用餐 

13:30‐15:00 採購商洽會-II  下午場次 13:30、14:00、14:30 

15:00‐15:15 中場休息 

15:15-15:30 名片交換 

15:30-17:00 採購商洽會-III  下午場次 15:30、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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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北市國際採購商洽週 買主清單 

序 公司名稱 採購或合作需求 

ICT 資通訊應用領域類(智慧生活、交通、監控、綠產與能源、穿戴式科技與 IC 硬體製造等) 

1 Briteyellow (英國) 
LPWAN 標籤製造（SigFox、LORA、NBIoT）和可穿戴式設備

之 BLE、WiFi、SigFox、LORA 標籤。 

2 Microlab (義大利) 

電子設備半導體應用電信、電子醫療、新能源開發技術合作。

另尋求文化遺產保存科技解決方案、專門從事微波裝置

(GaAs-GaN)製造的矽代工廠或醫療設備公司。 

3 Cyfrowy Polsat (波蘭) 智慧居家解決方案、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4 InterpPhone (波蘭) 智慧城市與智慧居家解決方案。 

5 LPV GmbH (奧地利) 

通訊衛星、長期演進技術(LTE)、強固式手機/平板、路由器、

行動硬體、監視系統、備份系統、遠距醫療/智慧醫療使用之通

訊技術、備援救災設備、智慧城市裝置及控制裝置硬體零組件、

遠距工廠管理軟體(如：太陽能工廠、LED 面板工廠)採購。 

6 Twitter (美國) 伺服器/存儲/POP/DC 基礎設施的 ODM 合作夥伴。 

7 
Bisman Fintech Private Limited 

(印度) 
可在印度銷售/製造之創新產品。觸控面板技術與零組件採購。 

8 
Bolliger & Company (thailand) 

Ltd. (泰國)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軟硬體應用、智慧觀光解決方案。 

9 Viettel Telecom (越南) 
行動網路營運商〃行動網路、電信服務。尋求尉於越南和東協

市場有優質創新解決方案的台灣合作夥伴。 

10 SmartcityKorea Ltd. (韓國) 

智慧醫療、智慧交通、能源管理系統、廢棄物管理、IoT 解決

方案。特尋求具 WiFi 或 LoRa 通訊技術〃且能發送 GPS、心跳

訊號的穿戴式裝置。 

11 KEVIS (韓國) 智慧安防產品/解決方案製造商。 

12 Green IT Korea (韓國) 安防防災系統、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合作夥伴〃系統整合開發。 

13 海爾集團 (中國大陸) 

智慧物聯網產品技術〃包括藍牙、紅外傳感器、語音模組、TFT

模組、智慧物聯等新技術〃傳統的電子電器產品包括芯片〃功

率器件〃分立器件〃二极管等產品需求。 

智慧醫療領域(生技銀髮) 

14 HanoiTech Corporation(越南) 智慧家居、智慧設備、智慧醫療解決方案技術合作與開發 

15 NAKAI co., ltd. (日本)  老齡照護相關健康照護家電。 

16 
社会福祉法人善光会 サンタフェ総

合研究所(日本) 
輔具、照護陪伴機器人及智慧醫療相關設備。 

17 
株式会社早稲田エルダリーヘルス

事業団(日本) 
輔具、照護陪伴機器人及智慧醫療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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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公司名稱 採購或合作需求 

18 
瀋陽富利達嬰童用品科技(股)公司

(中國大陸)  

尋求孕産婦及老年人日常護理用品、電子監控設備、智能醫療、

老年人食品。老年人服務平臺、老年用品中國市場連鎖加盟拓

展等合作項目。 

19 上海千能貿易有限公司(中國大陸)  醫療用品、輔具與各式長照設備採購、穿戴式設備代理。 

智慧製造領域(金屬機械) 

20 Uber (美國) 無人車相關零組件及物聯網相關解決方案。 

21 ADEPT Corporation (美國) 綠能、太陽能、工業自動化、自動化倉儲。 

22 
Base Automation 

Technologies(印度) 
智慧交通、工業自動化、監控等相關軟硬體技術合作。 

23 Adwik Intellimech Pvt Ltd. (印度) 太陽能相關智慧農村、城市發展解決方案技術合作。 

24 海信集團 (中國大陸) 智能製造、自動化設備、機器人應用以及視覺系統檢測等。 

25 
大連華信計算機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尋找智慧製造、智慧城市、智慧商業、智慧醫療、智慧能源的

技術合作。 

註：買主清單將不定期更新〃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權利。詳細請至此活動新聞網頁下方點擊「買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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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先進製造論壇 
2018 Advanced Manufacturing Forum 

新北市政府致力於推廣與輔導新北業者於「智慧製造」領域的產業能量〃希冀藉由

提供新北市廠商參與各式活動平台〃讓廠商從中汲取業界成功經驗〃順利升級自我

生產技術。此次辦理「先進製造論壇」〃特別邀請國內外業界極具專業及經驗之講者〃

期望讓新北市的企業尉先進製造有更深入的認識。相關活動訊息如下 

 活動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 13：00-17：20    

 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彭園 1F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議程： 

時間 項目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35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13:35-13:45 長官致詞 新北市政府 葉惠青副市長 

一、新北市產業發展及機會 

13:45-14:25 
工業 4.0 的挑戰與轉變- 

全球戰略與關係夥伴 
友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25-15:05 
傳統製造業的機遇與轉型- 

打造多元應用領域王國 
豐兆航太股份有限公司  

15:05-15:45 金屬機械加工業成功邁向智慧製造之關鍵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5:45-16:00 Coffee Break 

二、國際趨勢大進擊 

16:00-16:40 

The Smart Manufacturing version of 

Thai 4.0 : Hitachi High-technologies 

‘s experience. (泰國智慧製造 4.0 之成

功經驗分享) 

Hitachi 

High-technologies(Thailand)

Ltd. 

16:40-17:20 
Machine Learning on the AI area(AI

深度學習於智慧製造之應用) 
Twitter  

17:20-17:30 會後茶敘交流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之權利。 

 BIZ 平台線上報名 & 檢視詳細活動資訊： 

 請至此活動新聞網頁下方點擊「報名資訊」→「我要報名」 

https://pse.is/2018F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