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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O U T

目的

設置「臺灣會展獎」旨在鼓勵會展業者創新、提

升服務品質及實踐環保，為我國會展產業樹立優

質會展標竿典範，以強化我國會展品牌形象，提

升會展產業整體競爭力，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二、執行單位：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

各獎項類別分別評選前三名，頒授金質獎、銀質獎、銅質獎，另設置評選團特別獎。

認 識
‧

臺 灣 會 展 獎

�� Front �� Inside

獎項類別 參選條件

會議甲類
 會議人數達 500人以上，與會人員至少來自 3個國家 (地區 )，且外國人
數須達與會人數之 30%或 50人 (含 )以上。

會議乙類
會議人數介於 100人至 499人，與會人員至少來自 3個國家 (地區 )，且
外國人數須達與會人數之 30%或 50人 (含 )以上。

 獎旅會議類
參與之外國人士須達 100人以上，且活動內容包含獎勵旅遊活動或會議

（含培訓、頒獎典禮等）。

展覽甲類
展出攤位達 600個標準攤位 (3公尺 X 3公尺 /每攤位 )，或租用面積達

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展覽。

展覽乙類
展出攤位介於 150個至 599個標準攤位 (3公尺 X 3公尺 /每攤位 )，或租

用面積介於 2,500平方公尺至 9,999平方公尺之展覽。

C O N T E N T S
目 錄
‧

得 獎 名 單

2017年臺灣會展獎簡介

序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長　楊珍妮

序　 經濟部「推動臺灣會展產業發展計畫」計畫主持人及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秘書長 　葉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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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甲類

金質獎／

得獎專案：人類蛋白體組織第十五屆世界大會

得獎單位：臺灣蛋白體學會、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銀質獎／

得獎專案：2016年第十四屆亞太臨床生化學暨檢驗醫學會大會

得獎單位：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

銅質獎／

得獎專案：2016第16屆亞太資通訊科技聯盟大賽

得獎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評選團特別獎／

得獎專案：2016 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得獎單位：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乙類

金質獎／

得獎專案：2016年第19屆世界視網膜大會

得獎單位：中華民國視網膜色素病變協會、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股份公司

銀質獎／

得獎專案：APEC第44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

得獎單位：圓桌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銅質獎／

得獎專案：2016亞太茶產業研討會暨展覽

得獎單位：威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評選團特別獎／

得獎專案：第十屆設計史與設計研究國際研討會 

得獎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獎旅會議類

金質獎／

得獎專案：2016年大陸通化東寶藥廠

得獎單位：佳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質獎／

得獎專案：大陸搜狐新聞馬拉松

得獎單位：佳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銅質獎／

得獎專案：馬來西亞雀巢公司來台獎勵旅遊

得獎單位：大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展覽甲類

金質獎／

得獎專案：第十五屆臺灣生技月 ──   生物科技大展

得獎單位：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銀質獎／

得獎專案：2016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得獎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銅質獎／

得獎專案：2016年臺灣國際工具機展

得獎單位：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評選團特別獎／

得獎專案：2017 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

得獎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展覽乙類

金質獎／

得獎專案：2017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

得獎單位：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銀質獎／

得獎專案：2016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得獎單位：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銅質獎／

得獎專案：2017年台北國際食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

得獎單位： 臺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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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E F A C E序
‧

為鼓勵臺灣會展業者提升舉辦國際會展活動品質水準，樹立我國會

展標竿典範，自2009年起每年舉辦「臺灣會展獎」以表揚傑出會展業者，

傳遞優質會展品牌形象，進而提升我國整體會展產業國際競爭力。

綜觀今年得獎專案之特色，包括：創造產業價值、善用會展科技、

營造友善會展環境、落實綠色會展以及提升臺灣國際形象等，每件專案

都有值得國內會展業界效法之處。

全球會展業發展隨科技進步已跨入新里程碑，行動資訊、綠色會

展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等議題，都將是未來會展產業發展趨勢。由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委託外貿協會執行之「臺灣會展產業發展計畫 (MEET 

TAIWAN)」，將持續透過爭取國際會議、企業暨獎勵旅遊與展覽來臺舉

辦、協助地方發展會展城市、推廣永續綠色會展、強化我國會展形象以

及培育會展人才等面向之積極作為，以提升我國會展產業國際競爭力。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自 2009年負責推動我國會展產業發展，協助

我國會展業者進行國際化、科技化、綠色化及精緻化，提升國際競爭

力。在各界同心協力下，我國會展產業不論是展覽場次、國際會議場

次及企業會議暨獎勵旅遊場次，均有成長。

會展產業不僅是促成產業交流的主要平台，亦是行銷國家及城

市的重要推手，而我國擁有各專業領域人才、完整產業聚落，是臺灣

發展會展產業的絕佳優勢。另一方面我國積極爭取區域經濟整合及推

動新南向政策，將有助我國會展業者爭取海外市場，並吸引更多國際

會展活動來臺舉辦，為業者帶來更多商機。

本局今年起啟動新一期推動臺灣會展產業發展四年計畫，將在

既有基礎下，深化、擴大各項推動措施，以「發展臺灣成為全球會展

重要目的地」為願景，全力協助我國會展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爭取

更多會展活動來臺舉辦，吸引更多海外人士來臺參加會展活動。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長 經濟部「推動臺灣會展產業發展計畫」計畫主持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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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灣會展獎」在高雄展

覽館頒獎表揚！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主辦、一年一度的會展界盛事，今年

隨第12 屆亞洲會展產業論壇（AMF）

移師港都，給予出類拔萃的得獎者熱

情的掌聲！ 

「臺灣會展獎」旨在鼓勵會展業

者創新、提升服務品質及實踐綠色會

展，為我國會展產業樹立優質會展標

竿典範，強化我國會展品牌形象，提

升會展產業整體競爭力，促進我國經

濟發展。每年持續舉辦會展獎，期望

鼓勵業界在不停更迭的市場環境中勇

於創新、突破限制，為臺灣會展產業

立下更多新里程碑。

在業界引頸期盼下，今年報名件

數再創新高，經過評選團嚴謹審查，

最終在五大分類中挑選出 15件卓越

精彩的專案活動。「今年報名的專案

中，無論規劃或執行，水準都相當

高！」評選團副召集人王耀德受訪時

提及，今年報名案件競爭激烈、家家

優秀。另外，今年也選出 3 件，對我

國經貿、社會公益、環保永續以及國

際宣傳等有特殊貢獻之專案活動作為

「評選團特別獎」，以茲鼓勵。

評選團也點出今年得獎專案的幾

項特色，從「創造產業價值」，在經

貿上具顯著貢獻者；「有效運用會展

科技」，因應時代採用先進技術者；

「創造友善會展環境」，包括建立無

障礙設施、對穆斯林來賓的細心安排

等；「提升臺灣國際形象與城市行

銷」，會展連帶造成豐碩的外部效果，

再到「落實綠色會展」，引入「無紙

化會議」、避免使用瓶裝水及採取電

動車接駁等作法，都令評選團大為驚

豔， 看見臺灣會展業界的創意與潛

能。「促進經貿當然是一個重點，但

現在還有各種外部效果，包括提升臺

灣知名度、國際形象、促進旅遊，甚

至推動一個產業的前進，這是很了不

起的。」王耀德說，期盼這些得獎案

例可以為臺灣會展界樹立新典範。

以會議甲類金質獎得主「人類蛋

白體組織第十五屆世界大會」為例，

主辦單位同時促成「第八屆亞太人類

蛋白體會議」於臺灣舉辦，一周內舉

辦兩場大型會議，其野心與難度不言

而喻。會議期間該領域各國菁英齊聚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共計超過 270 場

口頭報告及 700 張海報發表，吸引

45 國 800 位外籍人士來臺與會，國

內也有 400 位學界代表參加，真可謂

菁英雲集。除了學術交流之盛，主辦

方將「第八屆亞太人類蛋白體會議」

移至日月潭舉行， 帶大批外賓看見不

一樣的臺灣之美。在其精心設計的晚

會中，可以欣賞茂林國小古謠隊的純

淨之聲及砂畫演出蛋白質體學歷史；

再創產業價值，精選會展標竿典範

2017臺灣會展獎港都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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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活動平台雜誌 許世佳   圖片提供／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

晚宴則以縮小版夜市、布袋戲演出和

臺灣民謠最為吸睛。此計畫向世界展

示了我國蛋白體學研究快速提升的技

術能力。

而會議乙類由「2016 第 19 屆世

界視網膜大會」掄金，兩年一度的國

際視網膜世界大會（後稱 RIWC）可

說是世界唯一以視網膜病變患者出發

的重大會議，除了視網膜病變的預防

與治療，更討論患者的居家與心理照

護。首度在華人地區舉辦的 RIWC，

不僅發表、分享最新醫學研究，更吸

引美國及德國人工電子眼廠商來臺展

示，臺灣更於今年 4 月完成亞洲首例

人工電子眼手術成功案例，大大提升

臺灣醫療國際形象與地位。此案曾獲

「臺灣會展領航計畫－綠色會展」第

一名佳績，期間打造無障礙空間、促

成導盲犬法令修訂等，帶來的社會及

經濟效益皆相當可觀。

獎勵旅遊方面，由「2016 大陸

通化東寶藥廠」專案拿下金質獎，由

於 2015 年為通化東寶公司成立 30 

周年，因此將獎旅主題策劃為「穿越

體驗，感受傳承」，以圓山大飯店的

典雅之美穿梭時空，回到「臺灣限定

的民初晚宴」，將臺灣過去的古樸氛

圍表現得淋漓盡致。此專案亦在綠能

會議科技方面煞費苦心，除了利用

「公眾號系統」傳達房號、桌次和會

議文件等資訊，也結合車輛定位 APP 

節省貴賓等待時間，這些科技的運用

不僅提高活動效率，更減少不必要的

資源浪費。

「第十五屆臺灣生技月── 生物

科技大展」（Bio Taiwan）則是展覽

甲類金質獎得主，Bio Taiwan 的五

合一形式包含了亞洲生技商機高峰論

壇、華人新興市場商機合作研討會、

國際研討會、生物科技大展以及生技

商機媒合會，將生技領域產官學齊聚

一堂， 乃亞太地區重要生技盛會。

2017 年吸引 600 家廠商參展，其中

包含 15 國、50 家國外廠商，此專案

不僅串聯臺灣與全球生技產業鏈，更

導入產業資料庫建置、買主資料收集

等創新手法，對臺灣生技領域的卓越

貢獻獲得高度肯定。

展覽乙類金質獎頒予「2017 台

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在展前依據資

料庫及透過貿協駐外單位，主動邀約

各國買主並安排媒合會，促成今年來

自 129 國 7,000 名買主的盛況。值

得注意的是，此展引入由臺灣區電機

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籌組的臺灣車電整

合聯盟 V-TEAM，以主題館形式展現

臺灣車電產業的強勢與共榮，該聯盟

展後亦持續協助產業升級。另外， 本

展設置了無人駕駛戶外體驗區，用

「臺灣製造」的自動駕駛車吸引國際

2017 臺灣會展獎副總召集人王耀德表示，今年報名件數
再創新高，件件精彩！ 

經濟部國貿局倪克浩主任秘書（左二）與獎勵旅遊類

得獎者合影留念。

經濟部國貿局倪克浩主任秘書（中）與會議甲類得獎者

合影留念。

外貿協會秘書長葉明水（左二）與展覽乙類得獎者

合影留念。

經濟部國貿局倪克浩主任秘書（右三）與會議乙類得獎者

合影留念。

外貿協會秘書長葉明水（右二）與展覽甲類得獎者

合影留念。

2017 臺灣會展獎頒獎典禮隨第十二屆亞洲會

展產業論壇南下高雄， 頒獎現場冠蓋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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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人類蛋白體組織第十五屆世界大會於 2016

年 09月 18日至 22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及日

月潭雲品飯店盛大舉行，同時兩年一次的第八屆

亞太人類蛋白體會議亦決議由臺灣舉辦，促成史

上第一次聯合舉辦此領域最重要的兩個會議。此

會議主要目的為透過國際間組織的互助合作及學

術交流的凝聚力量，進而整合全世界跨生化、臨

床、生物資訊、分析化學等領域的能量，促進新

穎技術的發展及相關教育訓練，深入探究人類疾

病的致病機轉、預防與治療等各領域之議題。本

次大會包含了 7場大會特邀演講 、30場邀請演

人類蛋白體組織
第十五屆世界大會 

日期：2016/09/18 - 09/22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活動官網：http://www.hupo2016.org/

為年度內在臺舉辦的重要醫學世界大會，

籌辦過程極為嚴謹，除會議內容豐富多元外，

接待細節體貼用心，綠色作為亦見用心，充分

展現我國會議產業軟硬實力。

講主題、5場課程、11 場產品新知午餐會議，共有超過

270場的口頭報告和約 700張的海報發表，吸引了國內

外 45個國家約 800位外籍人士來台與會交流，同時也

有近 400位臺灣學者、學生參與，也展現台灣蛋白質體

領域廣泛應用於生醫領域的成果，並促成國際間研究組

織及單位之合作。在同一周內接連舉辦兩個大型會議難

度雖高，卻有機會展現臺灣多元化的環境，人類蛋白體

組織世界大會於鑽石地帶之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與

會者感受現代化及文藝氣息濃厚的台北之美。而亞太人

類蛋白體會議移至國外遊客首選之日月潭舉辦，展現臺

灣另一種風情及在地文化特色。

得獎單位╱台灣蛋白體學會

台灣蛋白體學會創始於 2003年。現任中央研究院

王惠鈞院士最初曾在台北舉辦了第一場會議，大約 40多

個創辦會員參與這個會議。這場會議最主要是向台灣科

學領域倡導對於蛋白體學研究的關注及提升，同時對大

學層次以上的學生創造蛋白體學基礎知識的教育建設。

得獎單位╱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公司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公司成立 17年，是一家擁有

服務熱忱及良好口碑的專業會議顧問公司，組織完善且

工作默契良好。我們秉持永遠站在客戶的角度，提供最

專業、最完善之國際 (內 )會議、展 (博 )覽會及其他典禮、

活動之全方位諮詢、企劃及執行服務。

評選團評語

會議甲類

獎項 專案名稱 得獎單位

金質獎 人類蛋白體組織第十五屆世界大會
臺灣蛋白體學會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銀質獎 2016年第十四屆亞太臨床生化學暨檢驗醫學會大會 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

銅質獎 第 16屆亞太資通訊科技聯盟大賽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評選團特別獎 2016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乙類

獎項 專案名稱 得獎單位

金質獎 2016年第 19屆世界視網膜大會
中華民國視網膜色素病變協會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股份公司

銀質獎 APEC第 44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 圓桌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銅質獎 2016亞太茶葉產業研討會暨展覽 威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評選團特別獎 第 10屆設計史與設計研究國際研討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獎旅會議類

獎項 專案名稱 得獎單位

金質獎 2016年大陸通化東寶藥廠 佳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質獎 搜狐新聞馬拉松 佳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銅質獎 馬來西亞雀巢公司來台獎勵旅遊 大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展覽甲類

獎項 專案名稱 得獎單位

金質獎 第十五屆臺灣生技月 -生物科技大展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銀質獎 2016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銅質獎 2016年臺灣國際工具機展 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評選團特別獎 2017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展覽乙類

獎項 專案名稱 得獎單位

金質獎 2017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 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銀質獎 2015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暨抗齡照護產業展 茵康國際會議顧問有限公司

銅質獎 2017年台北國際食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 臺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買主目光。

王副召集人表示，以目前臺灣的

文化和自然景觀軟硬體建設而言，非

常適合舉辦中型會議，也看見企業積

極導入更多元素，未來臺灣也可朝舉

辦大型會議持續努力。此外，政府所

推動的綠色會展近年有所斬獲，過去

企業可能只考量到成本增加，「但現

在這也變成 CSR（企業社會責任）的

一部分，會回饋到企業的知名度與形

象」，因此越來越多企業願意嘗試，

評選團十分樂見如此良性的發展。

臺灣會展獎一路走來，為的是

彰顯會展業界不斷求新求變的態度；

今年的得獎專案不僅在策劃、執行面

都有精湛的表現，更因為他們追求卓

越、精益求精的態度，對國內社會各

層面帶來正向的影響， 也將臺灣與國

際連結、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實力！ 金質獎

2 0 1 7臺灣會展獎頒獎活動報導 C O N V E N T I O N 會 議 甲 類

台灣蛋白體學會  Tel：06-235-3535　Email：tps@gate.sinica.edu.tw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股份公司 Tel：02-2798-8329　Email：eliteint@ms6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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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N V E N T I O N會議甲類 會議甲類C O N V E N T I O N

銅質獎銀質獎

第十四屆亞太臨床生化學暨檢驗醫學會大會

（APFCB Congress 2016）由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主

辦，運籌 /樂業會議公司規劃，於 2016年 11月 26日

至 29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及世貿展場舉行。本屆大會

有來自全球 52國 649位外賓，加上本國與會者合計約

3388位學者、專家的盛大會議。

亞太臨床生化學暨檢驗醫學會（APFCB）為國際臨

床化學暨檢驗醫學聯會（IFCC）旗下的區域性聯合會，

為推動臨床生化暨檢驗醫學研究發展，促進健康福祉的

國際學術組織。在 3年一度的大會中，我們邀請到世界

各地臨床生化的學者專家，以及醫學檢驗從業人員共同

參與，藉由本會誠摯邀請到一流講員以及精心安排的學

術交流平台，讓各國嘉賓齊聚一堂研討最新的學術課題，

同時也提供機會讓大家體認臺灣的醫療水準以及在醫學

檢驗的進步及努力。

本次大會有 1個主題演講、4個特別演講、29個專

題研討會，4個工作坊、口頭論文投稿發表 22篇，壁報

論文發表 184篇。為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我們也邀請

臺灣醫事檢驗學會將年會併入本次會議中成為中文發表

亞太資通訊科技聯盟大賽（APICTA Awards）被喻

為資通訊產業的奧斯卡獎，競賽的目的希望提高亞太地區

資通訊技術能力並且協助縮短數位落差。2016 APICTA 

Awards在台北舉辦創下歷史紀錄，共吸引 16個經濟體、

236個團隊和 1,200專業人士參與，共同見證 ICT產業

最新且持續性的發展活力。

APICTA Awards是一項國際性的競賽，競賽的目的

希望評鑑出具創新性的 ICT產品、資訊服務以及相關應

用的解決方案。隨著資通訊科技快速的成長和新領域的

拓展，APICTA Awards已成為亞太地區最好的競技場及

發表平台，為企業提供認識尖端和創新技術的機會，媒

合商機及合作網絡，並同

時貢獻與培育優秀的 ICT

人才。

APICTA 是亞太地

區國際性的 ICT組織，

目前由 17個經濟體所組

成，旨在建立並強化促

進 ICT產業相互合作的

第十四屆亞太臨床生化學
暨檢驗醫學會大會

2016第十六屆
亞太資通訊科技聯盟大賽

日期：2016/11/26 - 11/29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

活動官網：http://www.apfcbcongress2016.org 

日期：2016/12/02 - 12/05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活動官網：http://apicta.tw/ 

會議規模龐大，規劃及執行展現專業，

ICT之應用及綠色會展具有表現，經費籌措能

力尤佳，有助我國檢驗醫學水準之提升及國際

能見度。

極具指標性之 ICT競技大會，規劃及執行

具高度專業水準，會議活動、數位服務、接待

方面皆有創新，對我國 ICT產業發展具關鍵性

意義。

網絡，加強技術能力的創新與應用，並鼓勵各地 ICT

解決方案的發展以因應全球市場變化。

APICTA會員所涵蓋的地域是未來全球人口及

經濟成長最快的區域，也將會是對物聯網及智慧城

鄉科技需求最強的市場，而這也是 2016年主辦國

臺灣在資通訊領域發展的重點。如在 2017國際智

慧城市論壇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

剛發布的全球智慧城市評選，臺灣即有 5個城市入

選 Smart 21，足以證明我們有許多實際案例可以分

享給友鄰。因此我們更努力於發展軟體及應用服務，

尤其在物聯網 (IOT)與智慧城鄉建設領域。

得獎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從 1974年十五家會員立會，

在童子賢理事長及歷任理事長與各屆理監事的領導

下，本會已成為擁有全台近 4,000家企業會員的產

業公會，涵蓋資訊服務、通訊網路、軟硬體上下游

完整生態，為臺灣資通訊建設，貢獻力量及經驗。

會員服務包括政策建言、資訊應用推廣、海內

外展覽及行銷、資訊情報、技能培訓。期許成為臺

灣 ICT的產業動力、以及世界級的產業公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秉持會員參與、共拓新機、優

質服務三項核心價值，以加速臺灣智慧城鄉建設與

促進物聯網產業發展為努力目標，並積極落實數位

臺灣、創新經濟的美麗願景。

的衛星會議，其中包括 2個專題研討會， 7個得獎演講，

口頭論文發表 8篇，壁報論文發表 304篇。與醫檢學會

的合作，在會展資源整合及增進會場氣氛上成效顯著。

得獎單位╱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

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成立於 1982年，本會宗旨

是以聯絡國內外人士共同促進臨床生化之研究、發展及

應用，並加強與國際臨床生化組織之交流，以增進國民

之健康。自 1986年起，本會與生化、生理及藥理等四

個學會共同發起生物醫學學術聯合年會，迄今歷經 32屆

並擴展為九大學會，每年近 2,000人參加，並有數十家

廠商參展，為國內最具規模的基礎醫學學術會展，歷年

來本會皆積極參與籌備，並於第 13、20、27屆負責主

辦，累積相當多國內會展的經驗及動能。

本會於成立時即加入亞太臨床生化學會（APFCB），

並於 1987年成為國際臨床化學聯合會（IFCC）的團體

會員。

評選團評語 評選團評語

台北市電
腦商業同

業公會　
Tel：02-2577-4249　Email：info@mail.tca.org.tw

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　Tel：02-2356-2366　Email：office@cacb.org.tw



1110

評選團
特別獎

會議乙類由「2016第19屆世界視網膜大會」

掄金，兩年一度的國際視網膜世界大會（Retina 

International World Congress， 後 稱 RIWC）

可說是世界唯一以視網膜病變患者出發的重大

會議。中華民國視網膜病變協會在以觀察會員

（Observer member）身分下，與正式會員──

香港視網膜協會共同爭取會議來臺聯合舉辦。首

度在華人地區舉辦的 RIWC，研討議題包含基因治

2016年第十九屆
世界視網膜大會

日期：2016/07/06 - 07/1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活動官網：http://riwc2016.org/

療、幹細胞研究、視網膜保育與再生、老年性黃斑病變

等醫學議題作最新研究發表與分享；除了視網膜病變的

預防與治療，更討論患者的居家與心理照護，吸引美國

及德國人工電子眼廠商來台展示。

臺灣於今年 4月完成亞洲首例人工電子眼手術成功

案例，大大提升臺灣醫療國際形象與地位，造福更多臺

灣及亞洲病友。現場會議召集了150位以上之志工協助，

為臺灣公民社會累積更多舉辦國際活動的經驗。此案曾

獲「臺灣會展領航計畫──綠色會展」第一名佳績，期

間打造無障礙空間、促成導盲犬法令修訂等，帶來的社

會及經濟效益皆相當可觀。

得獎單位╱中華民國視網膜色素病變協會

中華民國視網膜病變協會是一個由患有視網膜病變

的患者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是以關懷及協助患者為目

的的機構，透過相關資訊的介紹，教導社會大眾如何與

視網膜色素病變患者相處，以及如何提供相關的幫助。

得獎單位╱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股）公司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公司成立 17年，是一家擁有

服務熱忱及良好口碑的專業會議顧問公司，組織完善且

工作默契良好，提供最專業、最完善之國際（內）會議、

展（博）覽會及其他典禮、活動之全方位諮詢、企劃及

執行服務。

因應全球化趨勢與國際經濟環境的變遷脈動，高雄

市政府主動發起『全球港灣城市論壇（Global Harbor 

Cities Forum）』活動，於 2016年正式舉辦，期建立全

球港灣城市齊聚一堂討論共同議題的平台，建立堅強的國

際經貿連結；透過論壇的舉辦，創造世界港灣城市一個

交流與合作的互動場域，凝聚國際港灣城市的合作共識，

共同促進港灣城市產業的轉型與都市的發展，並將論壇期

間與其他國際港灣城市交流的經驗，落實為未來政策施行

參考，具體實踐論壇舉辦成果。

首屆全球港灣城市論壇共邀請了 25個國家、49個

城市代表與專家共同探討當前港灣城市永續發展的議

題。為呼應全球節能減碳的趨勢與目標，落實綠色會展，

2016全球港灣城市論壇在規劃之初，即分別從運輸、飲

食、裝潢物、宣傳物、住宿及會場安排等各面向導入綠色

會展原則，成效更獲得 105年度「會展活動導入綠色會

展指南」獎勵之肯定。

為減少用紙與訊息傳遞的效率，量身建置活動

APP，提供與會者作為活動資訊查詢的工具；大會期間也

利用訊息推播，隨時更新論壇資訊。除了訊息的提供，同

2016 
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日期：2016/09/06 - 09/08
地點：高雄展覽館

活動官網：http://2016ghcf.org.tw/

時也利用個人名片與討論區的功能，讓 APP成為與會者

交流的工具。

得獎單位╱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茵康國際成立於 1987年，隸屬安益國際集團，致

力於提供創新會議與展覽之規劃管理與執行服務。他們

以重視細節的態度，針對國際會議、產業論壇、企業會

議、獎勵旅遊、會展活動、目的地管理等提供顧問諮詢、

創意規劃與專案執行等 PCO 服務業務。

多年來，基於服務各大產業之經驗與資源整合能力，

茵康得以擴大行銷服務平台，引領全球趨勢產業之創新

型態展覽，進行國際展覽籌辦與徵展代理等 PEO 業務。

集結 PCO 與 PEO 的服務，茵康將為臺灣開創國際展會

管理的新紀元。

為首創港灣城市國際性會議活動，對高雄

之城市行銷及臺灣之國際宣傳助益極大。會議

活動之規劃與執行能有效利用各方資源、展現

高度專業能力。

評選團認為此案由協會結合 PCO專業爭取

之全球性會議，爭取過程展現高度企圖心，會

議活動之規劃與執行周延細心，對視障者之服

務深獲與會者肯定。

評選團評語 評選團評語

金質獎

 會議甲類C O N V E N T I O N C O N V E N T I O N 會 議 乙 類

中華民國視網膜色素病變協會  Tel：04-2492-7065　Email：rpataiwan@gmail.com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股份公司 Tel：02-2798-8329　Email：eliteint@ms64.hinet.net

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723-2213　Email：intercon@interpl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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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N V E N T I O N會議乙類 會議乙類C O N V E N T I O N

銅質獎銀質獎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組 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1989 年成立，為亞太區最重要

的經貿合作論壇。APEC 運輸工作小組會議有專家小組 4 

個、次級專家小組 7 個，包含海、空、陸及智慧運輸專

家小組。APEC TPT WG44 會議，是我國運輸部門參與

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之一，此次會議共 17 個會員體，309 

人參加，人數為 44 年來最多。

本次大會突破以往，首次提供會議 APP，讓會員代

表隨時掌握 TPT WG44 訊息，如會議議程、餐宿及技術

參訪等細節。另展現創新應用，將會議識別證結合臺北觀

光護照，鼓勵與會者體驗臺北人文薈萃之美；並運用無紙

化會議系統，落實我綠色會議政策。

安排技術參訪，展現我國運輸部門近年在國際獲獎

及成果，包含高鐵智慧管理成果、獲歐洲生態港認證的臺

北港、為亞洲最佳維修中心的長榮航太公司，及高速公

路電子收費經驗等，為我國產業拓展與落實新南向契機。

因應本次會議均為重要貴賓，特與桃機公司密切聯繫，實

地場勘、確認接機流程等，安排流利外語人員至管制區內

接機，提供禮遇通關，讓與會代表感受臺灣的熱情。

茶為臺灣旗艦級農產品，茶產業近年更躍升為高產

值產業，在近 10年來因茶的保健等多元機能特性更使其

變為亞太各國積極發展的產業。日本、韓國與大陸近年

積極主辦國際性茶論壇與茶研討會，臺灣在茶業發展的

主導地位逐漸被取代，而以創新創意擅長的臺灣，實應

整合各界資源主辦有引領潮流的國際茶研討會，讓臺灣

茶在國際能見度提高。臺灣茶協會扮演臺灣非官方、非

營利組織角色，且成員中產、官、學、研界多元齊全，

自有其在專業上學術上代表性地位。

2016亞太茶產業研討會暨展覽，以「創意臺灣  創

新茶業」為主題，邀請國內外茶業相關專家學者，進行

APEC第四十四次
運輸工作小組會議

2016亞太茶產業
研討會暨展覽

日期：2017/04/25 - 04/28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活動官網：http://www.tptwg44.org/

日期：2016/09/29 - 10/02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活動官網：http://www.apte2016.com/

為期三天的研討會，並以專題演講、壁報論文、茶

創產業展覽、創意調茶表演等方式辦理，讓與會者

藉由研討會相互溝通與學習。

此次研討會也希冀整合臺灣茶業相關資源，

成立「茶資源整合開發產學聯盟（Tea Resourc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lliance, TRIDA）」，

邀請了澳洲、美國、日本、尼泊爾、印尼、泰國等

國家的官、產、學、協會單位一同與臺灣產業加入，

共同建立茶業文化創意經濟相關產業國際交流平台，

提供各項技術服務與諮詢，定期舉辦研習、論壇與

國際研討會或茶產業展等活動，以有效連結茶業與

其他創新產業，同時深入了解臺灣專業茶業形象，

以建立世界級的品牌形象。

得獎單位╱威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威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八十三年創立，

是 PCO會議，PEO展覽，PRO公關專業顧問公

司。協辦各領域國際會議暨展覽，績優表現獲頒

贈 2007年世界華商總會 創新服務獎，2011年

經濟部會議形象獎，2012年經濟部會議躍升獎，

2014∼ 2016年經濟部綠色會議獎，2014經濟部

大型會議卓越獎，2011∼ 2016年期間多次獲得臺

灣會展獎，年度傑出社會楷模獎等。

得獎單位╱圓桌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圓桌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 1990年成立迄今 27

年，一直秉持著 『風雲際會、完美演出』的服務標竿。

圓桌會議顧問公司專業承辦籌畫超過 1,100場以上之國

際性、全國性、區域性或地方性會議以及研討會、研習

會、專業展覽、大型節慶活動、聯誼會、考察團、培訓

計畫、競標國際會議、獎勵旅遊、會展產業之顧問諮詢

計畫及會場營運管理作業等。

此外，圓桌會議公司非常重視氣候變遷之環境議題，

以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全力協助政府、民間企業、社團、學校及主辦

單位開展綠色會展概念，促成並推動綠色會展標章、深

化運用環保綠能、節能減碳的作法。

為官方性質之國際性會議，會議形式與流

程要求嚴謹，PCO之規劃及執行極為用心，參

訪活動對提升我國交通運輸建設之國際形象助

益頗大。

首創以茶文化產業為主題之國際性會議，

結合產業、學術及行銷於一體，調茶競賽極具

創意。落實綠色會展之作法甚具創意，並獲頒

105年會展活動之綠色會展獎 。

評選團評語 評選團評語

圓桌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Tel：02 -8785-1068　Email：christine@come2meet.com
威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Tel：02-2766-5367　Email：willypco@willyp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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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團
特別獎

ICDHS（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Design 

History and Design Studies）是一個對設計史與設計研

究的國際研究社群，透過國際會議的機會帶動跨國界的知

識交流。1999年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舉行第一次會議，

2014年 ICDHS委員會正式授權台北作為第十屆 ICDHS

國際會議的東道主，台北成為 ICDHS繼 2008年於大阪

舉辦後的第二個亞洲城市。   

ICDHS 2016 Taipei舉辦基調主講 3場、圓桌會議

3場、8個設計論壇主題場次，進行 229 篇研究論文的

發表以及 16 件研究海報的展示，共吸引來自全球 32個

國家、計 184位設計界專家學者與會（另有參與之在地

志工約 30人，共計 214人），讓臺灣設計不僅增加國

際能見度，更深化研究論述根基，提升國際合作的機會。

本屆研討會結合國內設計科系與相關機構，探討設

計史觀與實務設計發展，著重人文城市及社會實踐議題，

並獲得國內外專家學者的一致好評，有效提升臺灣的設計

論述、設計實務與社會實踐在國際上的能見度。研討會

期間結合世界設計之都的各項活動與成果展示，提供與會

者設計實務交流活動的機會，實踐綠色會展行動，本會議

第十屆設計史與設計研究
國際研討會

日期：2016/10/25 - 10/28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活動官網：http://www.dt.ntust.edu.tw/

主視覺設計並獲得 2015 Adobe Design Achievement 

Awards，貫徹視覺辨識系統的原則，提供每一位前來參

加研討會的參與者清楚而專業的視覺印象與環境識別。

得獎單位╱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自 1991年迄今，除了在

教學上強調理論與實務兼具，更不斷開拓新設計專業領

域，研擬多項設計國際化和實務化發展策略，使本系努

力成為亞洲第一，甚是世界最優秀的設計學系之一。

視覺訊息設計實驗室（VIDlab）於 2007年由林廷

宜老師至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任教後成立並主持，

致力於視覺訊息設計研究及設計教育工作。

學術單位自行籌辦，在經費及經驗資源侷限

下，成功舉辦歷年與會國家及人數最多之此項會

議，殊為不易。此會在設計論述、實務與社會實

踐等方面有效提升臺灣設計專業之國際能見度。

評選團評語

 會議乙類C O N V E N T I O N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Tel：02-2733-3141#7263　Email：dtoffice@mail.ntust.edu.tw

大陸通化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通

化東寶」。選擇「臺灣」做為通化東寶公司會議

旅遊的地點，主要為了參加了 2016糖尿病大會而

成行（2016IDF-WPR）。臺灣的交通便利、住宿

與餐飲皆有國際高水準外，主辦方更強調，此次

著重「文化的傳承」與「創意」旅遊的體驗。透

過臺灣舉辦糖尿病大會的期間，增加了許多企業

間合作的契機與商機，彼此拉抬，讓臺灣在國際

2016
大陸通化東寶藥廠

日期：2016/10/26 - 10/3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圓山大飯店

活動官網：http://www.dongbao.com.cn/

形象上更進了一大步。

2015年適逢通化東寶成立 30周年，古語有云：

「三十而立」，我們期待以臺灣作為客戶航向世界的門

戶，將健康與幸福傳遍世界各地。我們在策劃活動的主

題上，以「穿越體驗，感受傳承」定調，除了一般既有

的景點、小吃之外，更將兩岸的「文化特色」導入其中，

以「穿越」的方式，繼往開來，築夢踏實。

在綠能會議科技方面，響應綠色會展，我們善用專

屬公眾號系統和車輛定位 APP，將房號、車號、用餐桌

號、會議資料、回饋資料等⋯呈現在公眾號系統中，即

看即查，不但提升工作效率，避免貴賓進出場的等待時

間，也降低不必要資源的浪費。

得獎單位╱佳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TOUR，Your Best Choice!」佳安為

您，完成對於旅遊的夢想；佳安致力於推廣臺灣的優質

創意旅遊與深度體驗，透過「故事」、「人文」和「創意」，

來客製化專屬您的旅遊、會議、獎旅行程。服務遍及世

界各地的客戶，給您難忘的旅遊體驗。根據不同的主題、

客戶需求與背景，量身打造夢想中的完美行程。無論 10

人以內的 VIP商務旅行、家族團體出遊，或上千人的會

議展覽，到分梯次的獎勵旅遊⋯我們都有豐富的經驗和

資源來為您服務。

結合國際會議與獎勵旅遊之活動模式極具

創意，主題明確且規劃細緻，在活動規劃與發

揮臺灣特色方面充分展現專業水準。

評選團評語

金質獎

佳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357-7073　Email：angel@acrosstex.com.tw

C O R P O R A T E  M E E T I N G  I N C E N T I V E  T R A V E L 獎旅會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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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聞馬拉松」是搜狐最知名的媒體公關會議

活動之一，2016年第七屆搜狐新聞馬拉松是海外的「第

一站」，特別選擇在風光明媚的臺灣日月潭，盛大展開。

本活動以「馬拉松運動」結合「媒體藝人」與「網路直播」

的全新體驗。

全新的會議旅遊概念中，包含休閒旅遊、媒體、公

關活動的整合，宣傳效益極大。主要的活動規劃分成三

大項：「會議活動與晚宴－藝人媒體」、「運動休閒－

直播路跑」，以及「推廣臺灣－直播旅遊」，環環相扣，

在創新的合作模式中，依然保有完整、舒適的旅遊體驗。

值得注意的活動亮點，在於 CSR主軸－環境和諧共存議

題與直播臺灣的宣傳效益。

「CSR」由於主要的貴賓、直播明星、網紅超過 30

人，參與路跑時皆有陪跑的車輛以備不時之需。考量到汽

油車廢氣過度排放，對於日月潭環境和路跑人員造成不良

影響，特別將當天所有陪跑車輛更換成「環保電動車」。

直播臺灣的宣傳效益：透過兩岸三地的明星、網紅，

在路跑同時進行直播，將臺灣的美景第一時間傳播出去，

展現臺灣的運動休閒旅遊實力；此外，透過松菸文創、

2016
大陸搜狐新聞馬拉松

日期：2016/10/19
地點：日月潭風景區

活動官網：http://sports.sohu.com/ 

饒河夜市、台北 101的旅遊路線直播，讓在地店家受惠，

直接宣傳都市旅遊的便利與美食，無遠弗屆。活動兩日直

播估算，直播的觸超過 200萬人次點閱與觀看，效益驚

人。

得獎單位╱佳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TOUR，Your Best Choice!」佳安為

您，完成對於旅遊的夢想；佳安致力於推廣臺灣的優質

創意旅遊與深度體驗，透過「故事」、「人文」和「創意」，

來客製化專屬您的旅遊、會議、獎旅行程。服務遍及世

界各地的客戶，給您難忘的旅遊體驗。

根據不同的

主題、客戶需求與

背景，量身打造夢

想中的完美行程。

無論 10人以內的

VIP商務旅行、家

族團體出遊，或上

千人的會議展覽，

到分梯次的獎勵旅

遊，我們都有豐富

的經驗和資源來為

您服務。

以路跑為主題之企業獎旅活動，對臺灣

觀光資源與形象之宣傳具高度效益，活動中

響應環保電動車、不使用瓶裝水等綠色作為

備受肯定。

評選團評語

銀質獎

佳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357-7073　Email：angel@acrosstex.com.tw

C O R P O R A T E  M E E T I N G  I N C E N T I V E  T R A V E L獎旅會議類

銅質獎

大登旅遊在推廣臺灣獎勵旅遊及會展活動規劃上，

一直以深度、精緻、專業為期許，不只要熱愛旅遊，還

要有專業的接待能力，是我們要讓來臺灣的團體愛上臺

灣的表現。

在本次的活動中，我們使來台的貴賓感受到每一個

活動的環節上，我們都精心的規劃。將推廣穆斯林市場，

使臺灣的友善環境成為獎旅的重要選擇。

無論是食材、碗盤、住宿及盥洗上都做了符合標準

的安排。同時為了使參與的貴賓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

精選臺灣特色產品成為活動的紀念禮品，另外特別安排

馬來西亞雀巢公司
來台獎勵旅遊

日期：2017/04/12 - 04/16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寒舍艾美酒店

臺灣大型賣場參觀，讓參與的人了解臺灣的行銷通

路。在活動中為了讓來台的參加人員有一個難忘的

頒獎晚宴，我們在場地的選擇也特別移到了信義區，

使來賓們能看到台北的城市夜景，也籌劃了臺灣風

情晚宴，優質表演團隊有：九天戰鼓、女子絃樂團

及原住民表演，與強調企業主視覺之場地規劃。

在旅遊規劃上，北臺灣熱門景點導覽參觀感受

臺灣熱情，活動中安排攝影師，為每個精彩的環節

及企業留下完美的大合照。

整體的規劃上，無論是接送機或是飯店的指示

牌、活動及晚宴的動線規劃、車輛的挑選，連司機

及工作人員的穿著，都是注重的項目。

得獎單位╱大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大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由林博宗先生於 1991

年成立，不僅是新航假期臺灣區唯一總代理，還建

立與眾多品牌的代理，並成立讓客戶依賴和信任的

旅行社。

大登旅行社不僅是新航假期臺灣區唯一總代

理，還是麗星郵輪、挪威郵輪、星夢郵輪、MSC地

中海郵輪及西伯利亞金鷹號豪華列車等主要代理之

一。並分別在 2003年成立台中分公司、2007年成

立高雄分公司。

為企業之經銷商獎勵旅遊活動，規劃執行

具見用心，穆斯林人士之接待能細心溝通安排，

獲客戶高度肯定，有助宣傳臺灣穆斯林友善環

境之形象。

評選團評語

大登旅行
社股份有

限公司　
Tel：02-2568-3028　Email：info@martin.com.tw

獎旅會議類C O R P O R A T E  M E E T I N G  I N C E N T I V E  T R A V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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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技月（BioTaiwan）自 2003年起首

度舉辦，至今已成為亞太最重要的大型國際生技

盛會；BioTaiwan 以五合一形式舉行，包含有亞

洲生技商機高峰論壇、華人新興市場商機合作研

討會、國際研討會、生物科技大展以及生技商機

第十五屆臺灣生技月
生物科技大展

日期：2017/06/29 - 06/30
地點：南港展覽館

活動官網：https://www.biotaiwanexhibition.com/

媒合會。著重在連結全球生技產業價值鏈，並創建亞太

地區各經濟體之生技合作平台。

2017年生物科技展共600家廠商參展，展出1,310

個攤位。除了國內產官學界之熱烈參與外，亦吸引來自

亞太及世界各地的生物科技廠商、藥廠、創投與會，如

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香港、澳洲、紐西蘭、

荷蘭等 15個國家，50家廠商與 57個攤位，參與產品、

服務、技術及新知之交流及資本市場媒合，藉由此國際

合作平台、創造兆元產業商機。

得獎單位╱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展昭國際企業群成立於 1985年，是臺灣第一家大

型專業展覽公司，主要籌辦國內外大型專業性及消費性

展覽，用寬廣的視角，致力於產業深度推廣。並與各縣

市政府、公協會共同舉辦各類國際型賽事，培育產業專

業人才！把展覽帶進生活，讓觸角無限延伸。

除了在國內外主辦及代理各類型展覽之外，更出

版展覽專刊雜誌及建構網路雲端展覽網，積極朝著完

整的展覽行銷體系發展。現今展昭國際企業群由臺灣

地區五家公司、香港一家公司及上海、胡志明兩地分

公司所組成。

為結合全球生技產業價值鏈之重要平台，有效

吸引全球相關業者與會。此展在導入產業資料庫建

置、買主資料收集等方面具創新作法，買主洽談會

採一對一配對方式，有效提升展出效益。

評選團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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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659-6000　Email：CustomerService@chanchao.com.tw

亞洲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博覽會，ART TAIPEI在穩固

的根基中仍持續創新價值，奠定國際間重要地位；連年締

造的市場佳績，亦證明 ART TAIPEI 已然成為亞洲地區不

可或缺的首要平台。

臺灣成熟的藝術市場給予 ART TAIPEI得天獨厚的發

展環境，高品質的海內外藏家、位居樞紐的地理位置及優

惠的稅制更是 ART TAIPEI成功的要素；位於深具迷人風

情的臺灣，ART TAIPEI獨特的愜意氛圍營造了與藝術親

近對話的機會，也吸引眾多海內外藏家年年到訪。

作為藝術產業的領頭羊，ART TAIPEI不斷突破自我，

多角度呈現亞洲豐富的藝術面貌，ART TAIPEI 2016台

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將展現令人耳目一新的風貌，除了持

續深耕臺灣及亞洲當代藝術，與亞太地區八大畫廊協會

組成的「亞太畫廊聯盟（APAGA）」共同合作，團結亞

洲畫廊勢力，創造資源共享交流並展望未來，除亞洲外，

也擴大邀請來自歐美的畫廊與收藏家參與盛會，塑造深具

亞洲特色的一流國際藝術盛會。

2016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日期：2016/11/12 - 11/15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活動官網：http://www.art-taipei.com

展區設計概念與時俱進，「Made In Taiwan 

新人推薦特區」、「影像之聲」等規劃均頗具新

意。展出單位超過半數來自國外，顯見該展在該

領域中深具影響力、已成為亞洲指標展覽之一。

得獎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正式成立 1992年。供

完善的會員服務，舉辦會員交流座談，安排會員國外考

察旅行、協助會員國外參展，以及會員鑑定鑑價服務、

畫廊協會會員標章推廣、偽作爭議案件申訴處理等。在

藝術博覽會方面，主要拓展畫廊產業的廣度。

協會每年定期舉辦畫廊博覽會，大力轉型、拓展到

國際，成為國際性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不僅如此，

協會提升在藝術產業前瞻的高度。負責產業環境與趨勢

研究、以及數據調查分析，提供產業各項調查數據、建

言、警示與趨勢報告等，供畫廊同業與單位作為業務制

定和推動的參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不僅為會員提供服務，

更以推動畫廊產業的發展，接軌國際藝術市場為目標，

希望引領臺灣的藝術產業邁向蓬勃興盛。

評選團評語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Tel：02-2742-3968 　Email：info@art-taip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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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團
特別獎

2016年臺灣國際工具機展，以「啟動智慧製造  邁

向工業 4.0」作為展覽主題，與世界潮流相互呼應，是展

會的新亮點。智慧機械主體還是機械，代表機台的智慧

化程度要提升，才能邁向工業 4.0，工業 4.0主要是要談

解決生產效率，臺灣由政府促成和彙整各產業相關議題；

靠先進製程與技術，可以克服高人力成本，進而搶中端

產品的單；另外透過數據分析及掌握，進一步找出改善

2016
臺灣國際工具機展

日期：2016/11/23 - 11/27
地點：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

活動官網：http://www.tmts.tw/ 

中臺灣重要之國際性展覽活動，以「展覽

結合產地供應鏈」做號召，為臺灣工具機產業

向國際展示實力的重要平臺，對臺灣經濟及產

業發展貢獻極大。

機台效率空間。在各國跨入智慧製造、工業 4.0趨勢

下，臺灣企業藉由加速整合國內外資源發展智慧製造

機械，快速打進工業 4.0海外市場。

臺灣國際工具機展選址於臺中，除了交通條件便

利外，更重要的是靠近銷售市場。為了服務世界各國

遠道而來的訪客及買主，主辦單位在展覽期間提供新

產品發表會、採購洽談會、工廠參訪及免費的城市觀

光行程，讓國外買主及訪客在觀展之餘，也能充分體

現臺灣的產業活力。

得獎單位╱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工具機與零組件產業高達90%分佈於臺灣中部，

為全球工具機產業群聚效應最佳代表。

TMBA成立的主要任務，就是為整合臺灣工具機

暨零組件產業力量，與政府共同擬定產業發展策略並

協助推動產業升級，使臺灣之工具機暨零組件產業能

在穩定的基礎當中，持續追求產業研發及創新，以產

製高品質的工具機。並加強與世界先進國家交流，藉

此與世界接軌。同時在產業人才培育、國內外展覽事

務、市場資料彙整分析等議題都是 TMBA服務會員

廠商的核心工作。

評選團評語

臺灣區工
具機暨零

組件工業
同業公會

　Tel：04-2350-7586　Email：tmba@tmba.org.tw

「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以物聯網建設智慧城市為

主題出發，規劃一系列活動，包括智慧城市首長高峰會、

電信商智慧城市大會，並與 ICLEI共同辦理永續城市論

壇，吸引數十個城市首長代表出席。並同期辦理 「智慧

醫療展」、「智慧教育展」以及「智慧建築展」希冀透過

產業的商機媒合展示平台活動，

展現 ICT產品與 IOT技術的結

合，協助城市的治理，讓民眾的

生活更便利、更美好。

得獎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為臺灣資訊產業最具代表性的產

業公會團體之一。成為「臺灣資

訊業的動力、世界級的產業公

會」是公會的願景。因應產業的

多元性，成立各領域別專業團

2017 
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

日期：2017/02/21 - 02/24
地點：南港展覽館

活動官網：http://smartcity.org.tw/index.php

體，扮演政府與業界橋樑，凝聚產業共識，建立健全的

產業環境。

為協助會員廠商拓展商機，每年舉辦「臺北國際電

玩展」、「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春季電腦展」、「臺

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以及「資訊月」等商機媒合

活動。其中「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希冀協助臺灣 ICT 

與 IOT的整合應用服務拓銷海內外，以整體解決方案為

主的專業展覽，目前已成為亞洲最大智慧城市展覽及全

球兩大智慧商機媒合平台。

廣邀國內外政府單位與會，共同探討智慧

城市發展議題，成功創造展會之話題性，有助

提升臺灣國際形象及城市行銷。

評選團評語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Tel：02-2577-4249　Email：info@mail.tca.org.tw

銅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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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電子已成為現今車用市場發展產業重點，

本展在展前便展開各國買主邀約計畫（美國、中

國、日本、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越

南），今年國外買主首度突破 7,000名，共有來

自 129國的 7,073名國外買主參觀，前 10大來

源國（及地區）依序為日本、中國、美國、馬來

2017
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

日期：2017/04/19 - 04/22
地點：南港展覽館

活動官網：http://www.taipeiampa.com.tw/

西亞、泰國、韓國、香港、新加坡、菲律賓與印尼，更

於展期中舉辦買主歡迎晚宴，以利參展商及買家進行深

度對話。

本展並籌組臺灣車電整合聯盟 V-TEAM深耕產業服

務；展中辦理多元的活動如展前記者會、創新產品獎、

開幕典禮、國際論壇、採購洽談會、close meeting、買

主歡迎晚宴及無人駕駛戶外體驗區；展後再透過聯盟協

助產業升級，增加後續商機，以藉此提升產業，打造國

際最具全方位商機及媒合效益的專業汽車電子展之一。

得獎單位╱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簡稱電電公會或

TEEMA，成立迄今已逾 70年。以追求卓越，提供優質

服務，協助會員永續經營，創造會員附加價值，成為會

員滿意度最高的公會為宗旨，同時係政府與業者間的橋

樑，負有聯繫協調、溝通反映同業意見的任務。

針對產業政策適時向政府提出建言，以營造健全的

產業發展環境及因應廠商需求，同時保護會員合法權益，

蒐集會員意見，歸納共同點，研擬可行辦法，報請主管

機關參採，並同時提供會員經貿、產業、資訊、法務及

投資等相關服務。

本展包含展覽、採購洽談會、產業研討會

與論壇、創新獎等活動，規劃完善周延，提供

國際買家及參展者知識交流及交易平台，創造

極高之產業效益。

評選團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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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Tel：02-8792-6666　Email：teema@teema.org.tw

由茵康國際會議與新加坡 Interfama聯合策劃主辦

的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以增進銀髮生活福祉，活絡銀色

產業商機為目標，主張享受健康活力、自在的銀髮智慧生

活，為臺灣邁入高齡化社會提出前瞻的服務解決方案。

展覽同時舉行「世界健康大會」，結合四大國際

醫學會，邀請全球知名失智村──荷蘭候格威村創辦人

Yvonne van Amerongen-Heijer分享銀髮理想國；日本

規模最大的日間照護連鎖集團分享小規模高品質的社區

照顧據點經營手法。

產業論壇規劃「老人醫學照護暨智慧醫療與遠距照

護」、「行動／生活輔具專題」、「中西醫抗老──喜樂

善心活」三大主題，探討高齡化社會的發展與樂活銀髮智

慧生活趨勢，提供前瞻技術分享與解決方案。

展覽響應「國際無障礙日」活動，與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聯手打造「樂齡智慧全齡屋」主題館，讓參觀民眾

感受無障礙空間與實用的生活輔具，拉近政府與民眾的

距離。展覽期間亦邀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承辦之全國

社區金點獎頒獎典禮，集結全國 2,593個社區照護據點

的長輩及志工，由副總統陳健仁親自蒞臨頒獎，拔擢優

2016
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日期：2016/11/17 - 11/20
地點：高雄展覽館

活動官網：https://www.eldercareasia.com/

質據點及個人，透過展覽與典禮的鏈結，結合政府單位、

社會公益團體以及參展商，增加了宣傳效益並擴大社會影

響廣面。此外，也成功帶動國內展覽公司投入銀髮相關主

題之展覽，促進展覽產業、銀髮產業發展。

得獎單位╱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茵康國際成立於 1987年，隸屬安益國際集團，致

力於提供創新會議與展覽之規劃管理與執行服務。公司

以重視細節的態度，針對國際會議、產業論壇、企業會

議、獎勵旅遊、會展活動、目的地管理等提供顧問諮詢、

創意規劃與專案執行等 PCO 服務業務。

多年來，茵康

累積豐富產業經驗及

整合能力，以創意觀

點，融合跨界概念，

為展會活動注入感動

的力量；強調 Live 

Communication，

成功塑造獨一無二的

難忘會議與展覽體

驗！

展區規劃多元完善，同時舉辦「世界健康

大會」，以展帶會之方式探討高齡產業需求，

並對全球高齡社會趨勢提出各式解決方案，為

該產業重要交流及推廣平台。

評選團評語

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723-2213　Email：intercon@interpl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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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際食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和「臺北

國際食品展」共同展出，串起食品產業上、中、下游及相

關設備產業鏈，來自全球 36個國家及地區，四天吸引逾

6萬位參觀者，其中近 8千位海外專業買家來台參觀，是

亞洲首屈一指的一站式食品產業展。

2017台北國際食品加工
設備暨製藥機械展

日期：2017/06/21 - 06/24
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 1館雲端展場 L區 /台北

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

活動官網：http://www.foodtech.com.tw

臺北國際食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中特別舉

辦「智慧機械產品競賽」，邀請產學專家現場評選

擁有工業 4.0及智慧化製造的參展商，包括烘焙螺

旋攪拌機、智慧互聯製藥膜衣 /糖衣機及智慧秤重物

聯管理系統等，導入如物聯網、機器人或自動化智

慧系統等智慧化元素，讓買主看到臺灣具備智慧生

產實力，凸顯臺灣食品加工機械和製藥機械的獨特

性與智機化。

得獎單位╱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此同業公會為臺灣之「食品機械」、「製藥機

械」製造業同業公會。旨在凝聚政府與業者多方資

源，俾協助會員廠商因應經營環境，及協助會員廠

提升產品競爭力及拓展國內外市場。

該產業近年來逐漸走向海外進行分工，本會除

進行搜集資訊外，並運用網際網路協助會員於海內

外之經營拓銷上，乃是因應新的產業環境服務會員

同業。

為食品加工與製藥設備之專業展覽，展中辦理

之「食品暨製藥機械生產力 4.0產品競賽」，有效鼓

勵業者運用設計及製造技術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此

展對拓展海外商機、國際經貿拓展具有貢獻。

評選團評語

 台灣食品
暨製藥機

械工業同
業公會　

Tel：02-2723-0036　Email：tfpma.c18@msa.hinet.net

銅質獎
推動臺灣會展產業發展計畫
會展產業整體計畫

經濟部啟動新一期會展計畫

．擴大爭取國際會議、企業會議暨獎勵旅遊與展覽來臺舉辦。

．協助地方發展會展城市，提升國際知名度。

．配合推動新南向政策，以會展活動支持我國5+2創新產業發展。

．提供會展行政服務、推廣永續綠色會展、強化會展產業國際競爭力。

．行銷臺灣會展品牌，提升MEET TAIWAN品牌形象及國際知名度。

．協助會展人才培育與認證。

．Strive for mor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corporate conferences,
　incentive tours, and exhibitions to be held in Taiwan.
 
．Assist local governments with development of MICE in 
　their cities,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of those cities.
 
．Match promotion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5+2” innovative 
　industries with MICE activities.
 
．Provide MIC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promote sustainable 
　green MICE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s MICE industry.
 
．Market the Taiwan MICE brand to promote the brand 
　image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MEET TAIWAN.
 
．Assist for MIC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Taiwan’s MICE Promotion Program 

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  
Taiwan MICE Project Office
www.meettaiwan.com      Tel.: +886-2-2392-0788
E-mail: mpo@meettaiwan.com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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