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到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號 )

詳細交通資訊請上網查詢www.secutech.com

◎ 捷運
文湖線：行至「南港展覽館站」下車，2號出口。
板南線：行至「南港展覽館站」下車，1號出口。

◎ 高鐵、台鐵
搭乘高鐵或台鐵之參觀者，可轉乘捷運板南線，

行至「南港展覽館站」下車，1號出口。

第十七屆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

新安全時代，
智慧科技讓安全管理更有效率
 3/19-21歡迎前來找產品、看應用、聽研討、保安全！ 

Secutech 2014 第十七屆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 參觀者報名表
上網報名：www.secutech.com/registration或傳真報名：(02)2659-9069
活動與報名洽詢：(02)2659-9080 分機 352、771；5人以上歡迎上網使用”團體報名系統” 
預先報名：傳真與網路至 3/13止，逾時請於展覽當日憑名片現場報名。

公司名稱：

中文姓名 ﹕  部門 /職稱：

郵遞區號 / 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公司網址： 手機：             

電子信箱：

登入密碼 ﹕ 密碼設定規則： 請輸入 6個字元以上的數字或英文字母

請務必確實填寫，以利後續寄發報到通知函

分機

1.您同時想參觀的展覽別（可複選）
 □ Secutech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
 □ CompoSec全球安控電子技術論壇暨元器件展 
 □ Fire&Safety台北國際防火防災應用展
 □ Info Security台北國際資訊安全科技展
 □ SMAhome 全球智慧家庭聯網應用展

2.貴公司產業別 & 營業形態
 █ 安全產業之製造或銷售業者（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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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外 )分公司  
 □服務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使用單位 (單選 )
 • 政府單位
 □警政單位 □消防單位 □國營機構 □軍事單位

 □中央單位 □地方單位  □交通運輸單位 □司法及檢調單位

 • 建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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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項行業
 □銀行 □高科技產業 □工程顧問公司  □電子製造業      
 □石油化學工業  □電腦資訊業 □保險 □教育 /學術機構 
 □電信服務 □傳統產業 □物流 /倉儲業 □保全業

 □百貨 /零售業 □交通運輸業 □醫療服務 □飯店 /旅館
 □休閒娛樂業 □公協會單位 □顧問 /諮詢服務業 □媒體
 □投信 /投顧 /證券 □文化資產 /博物館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公司是否由其他產業 (如 IT、網通 )跨足安全產業？
 □是 □ 否

4.  貴公司是否經營或有興趣涉入 “智慧家庭行業”(如：居家安全 
監控、自動化、家庭娛樂 )？

 □是 □ 否

5. 貴公司的員工人數？
 □ 100人以下 □ 101 ~ 500人  □ 501 ~ 1000人  □ 1001人以上

6. 貴公司的年營業額約為 (單選 )
 □未滿新台幣 750萬元
 □新台幣 750萬元 - 3000萬元
 □超過新台幣 3000萬元

7. 您最有興趣的 Top5產品為 (請依序填寫 1、2、3、4、5)
 █ 安全設備產品 
 □ HD SDI攝影機 / DVR  □ IP攝影機 / NVR  
 □ 類比攝影機 / DVR  □ 熱感攝影機 
 □ 網通傳輸設備  □ 百萬畫素鏡頭 
 □ 高解析顯示器  □ 影像辨識軟體 /設備 
 □ 影像管理平台  □ 車用電子 
 □ 門禁控制 □ 讀卡機 / 卡片 / RFID 
 □ 生物辨識  □ 鎖類 
 □ 停車場設備
 □ 居家安全：防盜報警、對講、 控制主機 / 面板
 □ 居家控管：能源、溫度、智慧 / 遠端遙控應用
 □ 居家自動化：燈光、空調、出入口
 □ 家庭娛樂：多媒體存儲 &播放器、情境調控 
 □ 線材 / 周邊設備 / 施工專用器材設備
 █ 安控電子產品
 □ 混合訊號晶片 □ 壓縮晶片 /系統單晶片 
 □ 中央處理器  □ 可程式化邏輯閘陣列
 □ 傳輸晶片  □ 電源管理晶片
 □ 儲存媒體

8. 您從何得知 Scutech 展會
 □參展商網站 □協會網站 □ B2B網站 
 □其他展覽 □大眾媒體 □口耳相傳 
 □一般網路搜尋 □產業報導 □雜誌 
 □參展商邀請 □公協會邀請 □主辦單位宣傳資料

 □部落格 □主辦單位邀請卡 □安全產業媒體網站 
 □產業專業人士推薦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請問您或貴公司是否為第一次來參觀 Secutech? 
 □是 □否

立即下載 Secutech APP到您的行動裝置，隨時掌握最新的大會訊息、參展商及產品資訊與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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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secu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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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tech
AIMETIS CORP.
ALGATEC
CTRING CO., LTD.
DAIWON OPTICAL CO., LTD.
E-CASTLE CO., LTD.
EMW CO., LTD.
EOC CO., LTD
FINGERTEC WORLDWIDE SDN. BHD.
FLIR COMMERCIAL SYSTEMS
GENETEC
HANSE ENGINEERING CO., LTD.
HDPRO CO., LTD.
HONEYWELL SECURITY GROUP
HUVITECH CO., LTD.
INFINOVA (HONG KONG) LTD.
ITX SECURITY CO., LTD.
MILESTONE SYSTEMS PTE LTD
MYUTRON INC.
NANUURI TECHNOLOGY INC.
NEXTCHIP CO., LTD.
OPTEX CO., LTD.
OPTICAL SYSTEMS DESIGN PTY LTD.
PARANTEK INC.
PELCO ASIA PACIFIC PTE. LTD.
PINETRON CO., LTD.
PRAVIS SYSTEMS CO., LTD.
RONIX
SEYEON TECH CO., LTD.
SJ MICROTECH CO., LTD.
SONY ELECTRONICS ASIA PACIFIC PTE LTD.
TAGATEC CO., LTD.
TAMRON CO., LTD.
TRUSTONE GLOBAL CO., LTD
VERINT SYSTEMS INC.
V. STONKAUS FIRMA KODINIS 
RAKTAS
VIRDI Biometric Solution
WONWOO ENGINEERING CO., LTD.
七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合泰企業有限公司

上海愛譜華頓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上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敦企業有限公司

久泓電子有限公司

久益安控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口袋移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元電光株式會社

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大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美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允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盛電子有限公司

日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懋科技有限公司

主向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蘭德華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卡訊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可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林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智慧影像安全服務發展協會

台灣羅伯特博世股份有限公司

由田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禾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禾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禾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立巨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交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兆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鍵股份有限公司

合群力科技有限公司

回音企業有限公司

宇恒電子有限公司

旭闊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恒信和安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百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艾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佑叡企業有限公司

利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臣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電股份有限公司

辰晧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邑錡股份有限公司 
亞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亞威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京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協拓科技有限公司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定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尚茂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忠威企業有限公司

怡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旺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昇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視數位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普維光電技術有限公司

杭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市宇瞳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東億連接器工業有限公司

泓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泓瑜科技有限公司

金三立視頻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
俊華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達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針科技有限公司

威力工業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威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騰創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思達電子 (香港 )有限公司
昱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泉展新貿易有限公司

研創數位有限公司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達國際有限公司

科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特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茂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迪芬德系統整合有限公司

韋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倚辰科技有限公司

倬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形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宸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悅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朗視興電子 (深圳 )有限公司
浙江宇視科技有限公司

益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翃富科技有限公司

訊晟科技有限公司

訊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財榮壓鑄股份有限公司

高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偉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交通大學 (電腦視覺研發中心 )
常州市維多視頻科技有限公司

康拓實業 (深圳 )有限公司
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敏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晨達電子 (深圳 )有限公司 / 深圳市
晨達安防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博偉業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網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為數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威視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莫羅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貝斯得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延創興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安特安防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宏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東舜時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阿爾法安防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碩時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方新橋通信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威樂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飛達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普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淩視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創高移動安防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士智慧系統有限公司

深圳市翔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奧勝創科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源拓光電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琦創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晟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華隆安防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優冠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威威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紅太電科技有限公司

深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眾陽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眾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祥秀工業有限公司

貫隆實業有限公司

通航國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博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壹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巽陽科技有限公司

普捷科技有限公司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晶曄有限公司

智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智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翔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迪科技有限公司

華豫寧股份有限公司

視達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佳股份有限公司

集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順傳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廈門力鼎光電技術有限公司

廈門朗視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新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漢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暐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瑋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瑞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群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群睿科技有限公司

誠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零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贏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鼎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鼎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彰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睿視電子有限公司

睿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碩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碩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飛華光電技術有限公司

福建創高安防技術有限公司

福建福光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福特科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遠程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銓信實業有限公司

銘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銪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之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國威迪艾斯災損預防有限公司
上海代表處

慧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慶哲電子有限公司

歐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銳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震通股份有限公司

霈洋實業有限公司

樹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翰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遵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錄可優科技有限公司

龍光企業有限公司

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

營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積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鴻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曜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禮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鎧特 (上海 )塑膠貿易有限公司

璽瑞股份有限公司

鵬驥實業有限公司

寶通數位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權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麟福科技有限公司

泰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華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森巴數碼股份有限公司

愛瑪麗歐有限公司

兆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ire & Safety
HONEYWELL ANALYTICS
LHD
NEOSOFT AG
NOTIFIER
VICKO
XTRALIS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寶亞安全裝備有限公司

大喬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川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構日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日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仙暉工業有限公司

台禹監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NEC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之光消防有限公司

台灣開廣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巨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凡而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

永揚消防安全設備有限公司

永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良怡消防設備有限公司

宏力實業有限公司

辰禾實業有限公司

亞提斯遠東有限公司

協富消防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東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有限公司

恆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紅橋實業有限公司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高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谷電子有限公司

博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集團 )
普渼登實業有限公司

晶安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舜堡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亞化工實業有限公司

陽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暘鑫科技有限公司

經緯衛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達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維思科技有限公司

儀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御翔順有限公司

興社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佛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豐以軒國際有限公司

競日消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資料截至2014/2/14止，最新參展商訊息請上網查詢www.secu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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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種安全新品 | 1,200 個攤位 | 500 家參展商

Secutech安全產品通通有，ㄧ次購足好方便

免費參觀，歡迎上網預先報名 
www.secutech.com/registration

2014年 3月 19至 21日
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主辦單位：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有限公司

合辦單位：台北市智慧化安全管理促進協會  

IP監控設備專區
由 IP監控設備供應商，展出全系列從前端
監控、中段傳輸、後台管理的產品與解決方

案，包含攝影機、NVR、傳輸、影像管理軟
體 VMS等。 

數位 /HD高畫質監控專區
涵蓋 5種齊全的類比高清升級方案：
HD-SDI, Analog HD, 960H, HDCVI, 
ccHDtv，展出各式攝影機、DVR與周邊設
備⋯⋯

出入口管理 / 門禁專區 

亞洲最大規模！展出齊全的門禁、停車場、

防盜、RFID等相關軟、硬體設備⋯

國土防災專區
關心切身安全的你一定要來！由防災相關政

府單位與科技業者，展出最新防救災建置成

果與最新科技設備！

深圳館、韓國館、美國館
邀請深圳、韓國、美國知名企業，提供優質

安全產品！

AndroidiOS

歡迎下載 Secutech App掌握大會新訊
四大展同步登場 :

全球智慧家庭聯網應用論壇
暨主題展示

台北國際防火防災應用展 全球安控電子技術論壇
暨元器件展

Info Security

Info Security 2011
台北國際資訊安全科技展

展區：5F

L區出入口 M區出入口 N區出入口

F 安控電子展
台北國際防火
防災應用展

IP監控設備專區
數位/

HD高畫質監控專區
SMAhome/
雲端服務
專區

台北國際防火防災應用展

出入口管理/門禁專區

RFID/防盜專區

報到處

停車場設備專區
國土防災專區

韓國館

深圳館

美國館

4F
專區推薦



新型態犯罪與破壞行為，以及各式無預警的天然災害，不停挑戰傳統防護機制，因此強化企業與個人安全意識與風險管理

觀念，時時 Update安全新知，才能讓安全管理更具效能。
近年安全科技產品快速與資通訊技術結合，更智慧、更效率、更節能的應用方案不斷推出，提供更多優質的解決方案與服務。

「Secutech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是亞洲最國際化、也是台灣唯一的安全盛會，您可以藉此平台掌握更多嶄新功能的產品、
整合系統設備、管理平台、最新應用方案，讓企業、組織與個人安全更有保障！

安全與你我息息相關，3/19 至 21日，你一定要您前來體驗！

新安全時代，智慧科技讓安全管理更有效率

啥咪尚「清」？教您如何分辨優質的高清監控產品！

最佳 IP高清攝影機暨 NVR大賽 (25支 IP攝影機、15台 NVR)　

全球唯一高清產品競賽，集結頂尖 IP攝影機與NVR 同台競技，以「夜視」功能為主要評比
項目，能做到「全天候高清產品」才能致勝，提供高品質 IP攝影機與NVR的最佳選購參考！
*另有全景攝影機 Demo提供參考

類比升級解決方案體驗館 (20支攝影機、DVR)

類比新品推陳出新，HD-SDI, Analog HD, 960H, HDCVI, ccHDtv 等各類型產品到底哪一
種最能滿足你的需求？「類比升級解決方案體驗館」解決類比升級問題，5種方案完整呈
現！活動以「全天候的夜視環境」突顯影像品質的差異化，讓你找到最合適的高清方案！

2

5

大現場活動

大安全應用研討會
邀請各領域重要產官學研及知名業者共同發表，滿足各單位實際應用需求。

■ 國土防災政策及科技發展研討會Ⅰ   日期：3/19(三 )

時間 議題 主講者

10:00-10:20 開幕式（貴賓致詞）

主題 1: 政府災防體系防救災成果 /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署長 / 楊偉甫

10:30-11:10 臺灣的地質災害與地質法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1:20-12:00 水利防災，你我同在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主任 / 謝明昌

13:30-14:10 土石流防災監測技術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副局長 / 李鎮洋

14:10-14:40 公路監測與防災 交通部公路總局

主題 2: 地震災害分析與預防 / 主持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人為災害防治組召集人 /簡賢文

14:50-15:30 後 311時代新思維∼運用巨量資料提升防救災能量 台灣 NEC IT Service 戰略事業副總經理 / 黃同弘

15:40-16:10 全球與臺灣近期的地震活動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主任 /郭鎧紋

■ 國土防災政策及科技發展研討會Ⅱ   日期：3/20(四 )    
時間 議題 主講者

主題 2: 地震災害分析與預防 / 主持人：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董事長 / 施顏祥

09:20-09:50 臺灣地震災害潛勢與地震預警系統 國科會臺灣地震科學中心 / 吳逸民

10:00-10:40 鋼製結構物防災相關技術 中構日建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 Kokuryo Hiroshi 

10:50-11:20 臺灣防災科技產業發展願景 工研院董事長 / 蔡清彥

11:30-13:00 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103年會員大會

主題 3: 氣候變遷與環境地質災害之因應 / 主持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副主任 / 陳宏宇

13:20-14:00 臺北市坡地防災實務介紹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處長 /黃立遠 

14:10-14:40 氣候變遷之趨勢與因應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博士 / 汪中和

14:40-15:10 颱風洪水潛勢評估與預測模式 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 環興科技

15:20-15:50 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技術之淺談 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

15:50~16:20 防災資訊公開與 NGO救災支援系統開發 工研院

■ GDSF全球數位安控應用發展論壇   日期：3/19(三 )、3/20 (四 )  ※英文演講※

■ 雲端 (電腦 / 電信 )機房消防及安全實務應用研討會   日期：3/19 (三 )

■ 高科技廠房安全管理研討會   日期：3/20(四 )

※   超過 130場研討會，詳細議程及更多展會訊息請上網查詢www.secutech.com。

以上資料截至 2/14止，如有異動恕不通知。

大智慧科技4
1.  CCTV升級 / 高清監控è讓監視、錄影畫面全都清、清、清！

放眼國內外社會案件，攝影機的拍攝畫面已成為協助偵查的重要利器。如果攝影機能拍清

楚歹徒的臉、以及畫面中的細節，就能加速偵辦；如果還具有影像辨識及分析功能，發現

可疑事物還能提前警報，便能有效防止意外發生 ....
Secutech邀請台中韓一級安控製造商與國際大廠，提供目前最新穎的高清監視錄影設備以
及解決方案，是各界觀摩、採購、升級高清設備的最佳機會。

■ IP監控設備專區

展出全系列的 IP產品與解決方案 (從前端攝影→中段傳輸→後台管理 )，包含各式 IP攝影
機、NVR、傳輸設備 (SLOC、TCP/IP⋯)、影像管理軟體 VMS、各案場的應用⋯

■ 數位 / HD高清監控專區 (類比升級高清方案 )
除了 IP，還有各式時下熱門的類比升級高清方案提供選擇：HD-SDI, Analog HD, 960H, 
HDCVI, ccHDtv，涵蓋各式攝影機、DVR與周邊設備⋯

■ GDSF全球數位安控應用發展論壇

亞洲最大的管理平台論壇！ 2014年鎖定熱門應用市
場，邀請知名軟件品牌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公共建設篇】機場、交通、道路監控⋯ 　
【民用市場篇】銀行、零售、工業區⋯

2.出入口管理 / 門禁系統è優質門禁系統，讓出入安全管理更精確！

■ 出入口管理 /門禁設備專區

由全球知名品牌與亞洲頂尖製造商，展出齊全的門禁相關設備，小至卡片、鎖類、讀卡機，

大至出勤系統 / 門禁控制 / 生物辨識 / RFID、防盜產品、停車場設備與軟體
必看亮點：最新 3 / 4-G遠端控制設備、NFC近距離辨識應用⋯

3.智慧家庭聯網應用 è讓居家生活，安全、聰明又便利！

■ 智慧家庭聯網應用展示專區

國內外知名廠商提供先進的智慧建材、智慧節能、

智慧建築、智慧生活、安全防災等相關軟硬體設備

■ 家用攝影機主題展示

想要為家裏添購攝影機嗎 ?你一定要來這裡走一趟！

■ 智慧家庭聯網應用論壇

以國際篇與國內篇兩大主軸進行，提供全面的應用新訊

4. 智慧防救災科技è		

及早偵測與預防，是面對天然災害唯一的解決方案。結合影像、感知、通訊等技術， 
才能做到全面安全建置與防救災規劃！

■ 國家防災館 
由中央相關部會︰經濟部水利署、中央地質調查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市工務局大

地工程處；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展示各項防災建置成果，包含：土石流監測、氣
象監測、橋樑與隧道安全防護、政府科技研發 ..

■ 防救災設備應用展示區 
由防救災業者展示最新科技設備︰防災空間資訊技術、災害潛勢 Open Data、災害模擬與
分析模式、防災監測與預警系統、減災設施與工程設計、天災產物保險 ...

■ 國土防災政策及科技發展研討會

邀請防救災相關政府單位分享防救災成果、災害的預防與因應﹔同時也由業者分享最新的

防災科技應用。

全國最大規模的國土防災盛會，   
提供面對災害的最佳應變方案！

■ 全球智慧家庭聯網應用論壇     日期：3/19(三 )                                   
國際篇  

時間 議題 主講者

13:30-14:10 主題座談︰家庭聯網的發展 –從任何地方都可以虛擬連結

14:20-15:00 家庭聯網的標準與協議︰以 Zwave為例 Zwave

15:10-15:50 新世代家用攝影機的設計
預計邀請︰
Canary, Piper 及其他家用攝影機製造商

16:00-16:40 軟體在智慧家庭聯網的角色 預計邀請︰軟體設計公司

16:40-17:10 家庭聯網的商業模式︰ Telco的經驗之談 歐美電信公司

國內篇

時間 議題 主講者

13:30-14:00 如何建構全方位雲端智慧社區 遵宇

14:10-14:40 智慧居家系統施工工程解決方案與分享 弘富集團董事長 / 林紀忠

14:50-15:20
行動智慧系統應用於智慧居家的趨勢以及導入智慧

雲端系統所帶來的價值
預計邀請：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15:30-16:00 智能居家案例分享 喬杰設計總經理 / 楊杰

16:40-17:10 智慧居家聯網發展整合座談會
主持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理事長 / 溫琇玲
與談單位︰遵宇、弘富、喬杰、大同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3/19~3/20國土防災研討會已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請技師換證積點，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指導單位：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國科會臺灣地震科學中心

主辦單位：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歡迎

建設公司、建築
師、室內設計師

、

系統整合商前來
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