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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設備北中南巡迴展
暨 Full HD高效能應用與解決方案研討會

2013第十二屆 【8/28台中 ‧8/30高雄 ‧ 9/3台北】

應用解決方案大公開
全系列Full HD與雲端監控
全台最新高畫質方案：IP、HD-SDI、ccHDtv⋯應有盡有，
教你如何從頭到尾、全面實現 Full HD監控及雲端應用技術！

主辦單位：  安全與自動化雜誌

合辦單位： 台北市智慧化安全管理促進協會

支持單位：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中華保全協會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活動網址：roadshow.asmag.com

敬邀蒞臨‧免費參觀

活動報名表
活動免費！歡迎安全業者與使用單位踴躍參加！
傳真報名：(02)2659-9069；(02)8751-8861
上網報名：roadshow.asmag.com

‧  活動與報名洽詢：(02)2659-9080分機653 謝小姐；5人以上歡迎上網下載或來電索取「團體報名表」

‧ 請確實填寫報名資料，以便日後發送「報到通知函」及聯繫活動相關訊息

‧  預先報名 (含：傳真、網路 )：台中 8/26止、高雄 8/28止、台北 8/30止，   

逾時請於活動當日現場報名

報名場次  █ 8/28台中場     █ 8/30高雄場     █ 9/3台北場
報名研討會
(請勾選場次編
號，可複選 )

【主題 A】Full HD設備應用 █ A1　█ A2　█ A3　█ A4　█ A5　　

【主題 B】Full HD整合與系統應用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姓　　名： 公司名稱：

部　　門： 職　　稱：

聯絡電話： 傳　　真：

行動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營業類別

█ 我是安防通路業者 (複選 )
█ 生產製造    █ 出口貿易    █ 進口 /代理    █ 批發 /經分銷    █ 安裝施工

█ 系統整合    █ 顧問服務    █ 保全服務        █ 其他  

█ 我是業主 /使用單位 (單選 )
█ 銀行 █ 投信 /投顧 /證券 █ 保險 █ 警政單位 

█ 消防單位 █ 交通運輸單位 █ 軍事單位 █ 中央政府單位 

█ 地方政府單位 █ 司法及檢調單位 █ 國營機構 

█ 電子製造業 █ 高科技產業 █ 傳統產業 █ 電腦資訊業 █ 石油化學工業 

█ 物流 /倉儲業 █ 百貨 /零售業 █ 交通運輸業 

█ 醫療服務 █ 飯店 /旅館 █ 電信服務 █ 教育 /學術機構 █ 顧問 /諮詢服務業

█ 建設公司 █ 建築師事務所 █ 室內裝修公司 █ 房屋代銷 /仲介     

█ 營造業 █ 工程顧問公司 █ 公協會單位 █ 媒體

免費參加

座位有限

立即報名

香港商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有限公司及其所屬企業體之旗下媒體平台（下稱法蘭克福，包含但不限於 a&s 安全 & 自動化系列雜誌、
Secutech 系列展會及相關網站與活動）得於行銷、客戶及會員管理與服務、出版品管理、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統計及調查分析與
相關服務、資訊與資料庫管理、等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電話、傳真、手機、電
子郵件信箱、地址、職業、社會活動及其他本人提供之可直接或間接識別本人之資料等。並得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而為其客戶對本人
發送展覽／活動介紹、出版書籍、市場與新產品資訊等訊息。法蘭克福於有效營運期間得於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並承諾對所蒐集之
資料將遵守個資法規定，妥善保管。本人了解應提供正確及完整的個人資料，並隨時補充或更新，若本人提供之資料不正確、不完整
或未隨時更正或補充，可能會無法收到刊物與活動訊息等。本人有權利對於個人資料隨時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
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行使權利之方式逕以 e-mail 通知法蘭克福服務信箱MFNE-Circulation@newera.
messefrankfurt.com。

同期舉辦：「廠房災害防治研討會暨工安 /消防新設備應用展示」台中場 (8/28)、高雄場 (8/30)  歡迎參加

全台最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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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史以來，最深入、完整的全系列 Full HD與雲端監控的設備展示與研討會

隨著科技進步，安控追求更清晰、高辨識的影像品質，Full HD的安防時代來了。然而⋯

ü	你是否對 Full HD一知半解

ü	你是否對該選用哪一種 Full HD解決方案 (IP、HD-SDI、ccHDtv⋯)，感到無所適從

ü	你是否清楚要實現 Full HD，前端攝影機該如何選用

ü	你是否懂得運用不同的傳輸媒介實現 Full HD

ü	你是否知道後端儲存設備及軟體該如何搭配以實現 Full HD

ü	你是否懂得使用周邊器材來強化 Full HD效能

ü		你是否清楚該如何串聯前 /中 /後端 (前端攝影→中端傳輸→後端的儲存與管理 )，全面實現 Full HD

ü	你是否知道最夯的雲端監控技術

如果你有以上的困惑，或是想做更清楚的了解，那你今年一定要來「安全設備北中南巡迴展」！

讓你一次看乎清、聽乎明，真正掌握高效能解決方案、實現 Full HD的應用！

台中場〡 8/28(三 ) 9:00-17:00〡台中金典酒店 13樓
台中市健行路 1049號 （恕不提供免費停車）

高雄場〡 8/30(五 ) 9:00-17:00〡漢來大飯店 9樓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號（恕不提供免費停車）

台北場〡 9/3(二 )9:00-17:00 〡典華旗艦館 5樓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號 ※B2可免費停車
(近美麗華購物中心；捷運文湖線劍南路站 2號出口 )

※詳細交通資訊請上網查詢 roadshow.asmag.com

議程表：

主題 【主題 A】Full HD設備應用 【主題 B】Full HD整合與系統應用

上午場次

09:50-10:30
A1： 監控新視界─網路攝影機在特定專案領域的應用  
 主講者：晶睿

B1：  Tribrid,PoE switch,IVS如何全面打造智能監控整合
服務，開創監控新趨勢 

 主講者：研華

10:30-11:10
A2： 最新最高效能全方位 IP網路產品解決方案  
 主講者：利凌

B2： 建構優質的 IP監控環境：從網路思考到實務應用 
 主講者：益網

11:20-12:00
A3： 私有監控雲的應用與未來趨勢  
 主講者：群暉

B3：  同軸電纜 HD升級大突破—從案例分享看 ccHDtv如
何解決惱人的纜線品質及長度問題

 主講者：聯陽半導體

下午場次

13:30-14:10
A4： 滿足 Full HD影像的完美搭配  
 主講者：Panasonic

B4： 從百萬到千萬畫素視頻管理平台解決方案 
 主講者：Avigilon

14:20-15:00
A5： 雲端監控應用於網路發展之趨勢
 主講者：瀚錸

B5： 雲端與影像監控之應用 
 主講者：中華電信

15:10-15:50 ---
B6： 規模型多點 Full HD 監控高效能解決方案平台
 主講者：Genetec（兆徠）

16:00-17:00 現場參觀 & 抽獎活動

• 主辦單位保有議題變更權利，如有異動以活動現場為準。

※  以上資料截至 2013/8/6止，最新活動訊息及參展商資訊，請上活動官網 roadshow.asmag.com查詢，如有異動恕不通知。

20幾家知名大廠齊聚，打造全台規模最大的 Full HD安控專業發表會

知名品牌參與現場展示與研討會：

活動日期 /地點：

看  如何 Full HD化 展出全系列、最完整的設備
•  IP 監控設備：千萬畫素攝影機、NVR、傳輸設備 (SLOC、TCP/IP...)、影像管理軟體 VMS...
•  HD-SDI 監控設備：HD-SDI攝影機、3G-SDI 攝影機、SDI DVR、光纖、SDI/HDMI 轉換器、HD 

Video 矩陣系統 ...
• Full HD 系統化應用、智慧型整合應用與案例等
• 雲端監控應用與設備

聽  如何實現 Full HD  提供高效能解決方案
舉辦「Full HD高效能應用與解決方案研討會」，邀請領導品牌分享最新、最夯的 Full HD與雲
端應用技術，是各界提升專業、掌握新應用脈動的最佳機會，千萬不能錯過！

採購、觀摩、合作洽談，一次滿足！

迅速充電，快速掌握 Full HD監控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