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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灣灣室室內內空空氣氣品品質質淨淨化化博博覽覽會會（（台台灣灣淨淨博博會會））  
 

22001144 室室內內空空氣氣品品質質淨淨化化技技術術研研討討會會暨暨相相關關淨淨化化科科技技、、產產

品品與與方方法法展展覽覽會會  
 

 

 

 

 

 

 

 

 

壹壹、、會會議議緣緣起起  

    因應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的立法（100.11.23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59721 號令制定公布）與實施（101.11.23 正式實施），第一批公告場所於

今年（103.07.01）開始適用（環署空字第 1030006258 號）並逐批列入管理，各

公告場所之衝擊與適法性壓力將接踵而至。因此，該如何強化專責人員瞭解各

種室內污染物的正確處理機制以及掌握國內、外先進的淨化科技，作為其辦理

自主管理及室內空氣品質改善之依據，已成為最具實質與迫切的需求。此外，

為加速並提昇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的推動成效，帶動國內相關 IAQ 產

業之發展，同時符合 WHO 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追求「呼吸權（The right to healthy 

indoor air）」、「免疫建築（Immune building）」、「健康建築（Healthy building）」

等發展趨勢，援辦理本次會議。 

    台灣地區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博覽會（簡稱台灣淨博會）自 2012 年第一次辦

理以來，在產、官、學、研各界的支持與熱烈響應下已順利邁入 2014 年第三次

的會議，首屆 2012 年 250 人次、25 個展商與會；2013 年 500 人次、50 個展商

與會，已為台灣室內空氣淨化產業奠下第一塊基石，同時灑下開花的種子與前

進的動力。「台灣淨博會」展會內容含蓋：「淨化技術論壇」、「防疫淨化產品」、

「淨化除污設備」、「淨化清潔技術」、「通風換氣設備」、「檢測監測儀器」、「專

業評估機構」等多元面向，建構一個 IAQ 淨化技術交流之實務平台。藉由公告

場所、專責人員、專業廠商間的面對面接觸，直接激盪出無限的火花並提供與

會來賓最為實質、寶貴的資訊與幫助，因而已逐漸獲得產業各界的肯定與認同，

並殷殷期盼「台灣淨博會」的持續召開與推動。援此，2014 年台灣淨博會在前

兩屆的基礎下，除原「室內空氣品質淨化產業實務論壇」與「室內空氣品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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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淨化科技、產品與方法展覽會」外，為分享學術界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特增

闢「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學術研究論壇」，共計兩場會議、一場展覽會的型態同時

舉辦，期能豐富會議內涵、多元面向並提高與會效益。 

竭竭竭誠誠誠歡歡歡迎迎迎產產產官官官學學學研研研各各各界界界嘉嘉嘉賓賓賓與與與會會會並並並蒞蒞蒞臨臨臨指指指導導導   

貳貳、、參參加加對對象象  

    政府機關、公民營企業、大專校院、醫療機構、區域醫院、幼兒機構、社

會福利機構、交通運輸（台鐵、高鐵、捷運、航空、客運）單位、文化社會教

育機構、旅館、展覽中心、百貨商場、市場、餐飲業、體育運動健身場所、公

眾休閒娛樂場所、金融機構、電信事業等各類型公告場所、IAQ 相關廠商以及

產、官、學、研等各界。 

參參、、指指導導單單位位  

    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台灣室內健康環境協會、台灣室內環境品質管理

協會 

肆肆、、主主辦辦單單位位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明志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發展中心、

明志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伍伍、、協協辦辦單單位位  

    昇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順光股份有限

公司、鵬莊實業有限公司、利法亞克有限公司、尚晉企業有限公司、梅莉朵健

康事業有限公司 

陸陸、、會會議議日日期期與與地地點點  

    2014 年 11月 14 日（星期五） 

    明志科技大學第二教學大樓 1F、2F（第二校區） 

    24301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 84 號 

柒柒、、會會議議型型態態  

    ((一一))室室內內空空氣氣品品質質淨淨化化學學術術研研究究論論壇壇：：11FF 第第二二國國際際會會議議廳廳  

    ((二二))室室內內空空氣氣品品質質淨淨化化產產業業實實務務論論壇壇：：22FF 第第一一國國際際會會議議廳廳  

http://www.tihea.org/lntroduce_2.html
http://www.tieqm.org.tw/page1_1.htm
http://www.tieqm.org.tw/page1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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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室室內內空空氣氣品品質質相相關關淨淨化化科科技技、、產產品品與與方方法法展展覽覽會會：：22FF 中中央央廣廣場場  

捌捌、、籌籌備備委委員員會會  

    榮譽主委  蘇慧貞（成大環醫、成大副校長） 

    主任委員  李順誠（香港理大土環） 

    副 主 委  李俊璋（成大環醫）      陳志傑（台大環衛） 

    委    員  王士旻（明志環安）      江漢全（宜大環工） 

              吳佩芝（長榮職衛）      周芷玫（景文環物） 

              林啟琪（高雄土環）      柯明村（北科空調） 

              袁中新（中山環工）      唐進勝（輔仁公衛） 

              席行正（台大環工）      黃小林（嘉南職安） 

              李彥頤（樹德室設）      洪崇軒（高第一環安） 

              許逸群（崑山環工）      張立德（逢甲環科） 

              張章堂（宜大環工）      張靜文（台大環衛） 

              曾昭衡（北科環管）      程裕祥（明志環安） 

              莊連春（萬能環工）      陳秀玲（弘光環安） 

              陳秋楊（明志環安）      劉豐瑞（明志環安） 

              劉禎淑（明志環安）      錢葉忠（雲科環安） 

    企劃兼執行秘書  洪明瑞（明志環安） 

玖玖、、總總議議程程、、時時間間與與會會場場位位置置  

時間 議程 會場位置 

08:00〜08:40 辦理報到 2F 報到處 

08:40〜09:00 

開幕式 

貴賓一致詞 

貴賓二致詞 

2F 第一國際會議廳 

09:00〜17:00 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學術研究論壇 1F 第二國際會議廳 

09:00〜17:00 室內空氣品質淨化產業實務論壇 2F 第一國際會議廳 

08:00〜17:00 
室內空氣品質相關淨化科技、產品與方

法展覽會 
2F 中央廣場 

10:20〜10:40 上午茶點／參觀展區 2F 電梯間前走道 

15:20〜15:40 下午茶點／參觀展區 2F 電梯間前走道 

12:00〜14:00 午餐／參觀展區 3F 教室 



4 
 

拾拾、、分分項項議議程程一一：：室室內內空空氣氣品品質質淨淨化化學學術術研研究究論論壇壇  

(一) 地點：第二教學大樓 1F第二國際會議廳 

(二) 辦理報到、開幕式、貴賓致詞會場位置在 2F第一國際會議廳 

(三) 議程：如下 

場次 時間 講題∕主題 單位∕職稱 主持人 

― 08:00〜08:40 辦理報到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 08:40〜09:00 

開幕式 

貴賓一致詞 

貴賓二致詞 

諮請中 洪明瑞教授 

第一場 09:00〜09:40 
室內空氣清淨機效能測試方法

評估 

 陳志傑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

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劉豐瑞教授 

第二場 09:40〜10:20 
大台北都會區捷運系統室內空

氣品質之特徵 

 程裕祥  博士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教授 

劉豐瑞教授 

― 10:20〜10:40 上午茶點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第三場 10:40〜11:20 
室內懸浮微粒濃度監測系統之

建構 

 曾昭衡  博士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

程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劉豐瑞教授 

第四場 11:20〜12:00 
Carbonyls and BTEX emission 

from selected building materials 

 林啟琪  博士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
工程學系教授 

劉豐瑞教授 

― 12:00〜14:00 午餐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第五場 14:00〜14:40 

戶外微氣候環境對於空間與建

築立面、屋頂改造影響室內環境

之探討 

 李彥頤  博士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教授 

王士旻教授 

第六場 14:40〜15:20 
探討國內通風換氣設計改善以

因應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柯明村  博士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冷凍空

調系教授 

王士旻教授 

― 15:20〜15:40 下午茶點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第七場 15:40〜16:20 
二氧化鈦奈米光觸媒之製備與

催化活性測定 

 洪崇軒  博士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

安衛系教授 

王士旻教授 

第八場 16:20〜17:00 
辦公大樓室內空氣品質之職業

危害風險評估 

 劉豐瑞  博士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教授 

王士旻教授 

― 17:00〜 賦歸〜珍重〜再見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http://www.she.nkfust.edu.tw/files/11-1018-412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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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壹壹、、分分項項議議程程二二：：室室內內空空氣氣品品質質淨淨化化產產業業實實務務論論壇壇  

(一) 地點：第二教學大樓 2F第一國際會議廳 

(二) 辦理報到、開幕式、貴賓致詞會場位置在 2F第一國際會議廳 

(三) 議程：如下 

場次 時間 講題∕主題 單位∕職稱 主持人 

― 08:00〜08:40 辦理報到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 08:40〜09:00 

開幕式 

貴賓一致詞 

貴賓二致詞 

諮聘中 洪明瑞教授 

第一場 09:00〜09:40 
健康居家環境與室內空氣品質

治理實務 

 吳妍榛總經理 

 梅莉朵健康事業有限公

司 

林蓉萱副理 

第二場 09:40〜10:20 
大陸地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現

況與未來發展方向 

 吳吉祥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林蓉萱副理 

― 10:20〜10:40 上午茶點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第三場 10:40〜11:20 
ClO2 霧化消毒系統於空調箱之

創新應用與空氣之淨化成效 

 陳奕帆經理 

 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林蓉萱副理 

第四場 11:20〜12:00 
室內空氣品質通風換氣措施與

全熱交換系統施工案例之介紹 

 林志宏副總經理 

 順光股份有限公司 
林蓉萱副理 

― 12:00〜14:00 午餐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第五場 14:00〜14:40 
中央空調系統管線對室內空氣

品質之影響及其清潔技術 

 郭日聰經理 

 香港 Lifa-air公司 
阮明松課長 

第六場 14:40〜15:20 
智慧型電離式空氣淨化技術與

應用案例之探討 

 廖勝揮總經理 

 博士韋爾股份有限公司 
阮明松課長 

― 15:20〜15:40 下午茶點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第七場 15:40〜16:20 

光觸媒氧化模組(UVPCO)淨化

室內空氣品質之成效與使用案

例之探討 

 蔡岳霖總經理 

 濟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阮明松課長 

第八場 16:20〜17:00 

UVGI 科技改善醫療院所室內空

氣品質之成效與應用案例之介

紹 

 藍鴻發經理 

 鵬莊實業有限公司 
阮明松課長 

― 17:00〜 賦歸〜珍重〜再見 環安衛系 洪明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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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貳貳、、分分項項議議程程三三：：室室內內空空氣氣品品質質相相關關淨淨化化科科技技、、產產品品與與方方法法展展覽覽會會  

(一) 地點：第二教學大樓 2F中央廣場 

(二) 辦理報到、開幕式、貴賓致詞會場位置在 2F第一國際會議廳 

(三) 展商及展示主題：（招聘中） 

編號 展示類型 展示主題 廠商名稱 

01 

防疫淨化產品 

主題一：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02 主題二：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03 主題三：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04 主題四：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05 主題五：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06 

淨化除污設備 

主題六：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07 主題七：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08 主題八：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09 主題九：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0 主題十：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1 主題十一：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2 主題十二：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3 

淨化清潔技術 

主題十三：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4 主題十四：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5 主題十五：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6 

通風換氣設備 

主題十六：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7 主題十七：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8 主題十八：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19 

檢測監測儀器 

主題十九：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20 主題二十：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21 主題二十一：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22 主題二十二：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23 

專業評估機構 

主題二十三：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24 主題二十四：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25 主題二十五：〇〇〇〇〇 招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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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參參、、來來賓賓報報名名表表及及報報名名方方式式  

台灣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博覽會（台灣淨博會） 

2014 室內空氣品質淨化技術研討會暨相關淨化科技、產品與方法展覽會 

參加型態 

□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學術研究論壇 

□室內空氣品質淨化產業實務論壇 

□室內空氣品質相關淨化科技、產品與方法展覽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場所類型 

□政府機關；□公民營企業；□大專校院；□醫療機構；□區域醫

院；□幼兒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交通運輸單位；□文化社會

教育機構；□旅館；□展覽中心；□百貨商場；□市場；□餐飲業；

□體育運動健身場所；□公眾休閒娛樂場所；□金融機構；□電信

事業；□IAQ 相關廠商；□其他(請說明)：                     

服務機關  職    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交通工具 
□自行開車 

□非自行開車 
午    餐 □葷食  □素食 

1. 報名方式（資料填寫須完整方能接受報名）： 

(1) 一律採網路報名，網址：http://www.syeservice.com/ 

(2) 聯絡人：張蓉陞  專案經理 

(3) 電話：(02)2908-3412 

(4) 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 84 號 

(5) 傳真：(02)2908-4110 

2.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止。 

3. 報名費用：免費 

4. 「室內空氣品質淨化產業實務論壇」人數限制 450 人，人數額滿即不再接受

報名；「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學術研究論壇」人數限制 250 人，人數額滿即不

再接受報名。 

5. 請自行開車之與會來賓及參展廠商持本報名表向明志科技大學（第二校區）

警衛室出示，即可換發車輛通行證入校，並將車輛停入本校第二教學大樓

B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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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肆肆、、參參展展廠廠商商報報名名表表及及收收費費方方式式  

台灣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博覽會（台灣淨博會） 

2014 室內空氣品質淨化技術研討會暨相關淨化科技、產品與方法展覽會 
 

參展廠商報名表 

公司全名  統    編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聯 絡 人  職    稱  

聯絡人手機  E-mail  

廠商類別 

(請勾選) 

□防疫淨化產品  □淨化清潔技術  □檢測監測儀器 

□淨化除污設備  □通風換氣設備  □其他產業                

攤位選擇 

(請勾選) 

□攤位尺寸：4 米2 米，費用：NTD15,000（此尺寸攤位數為六

個名額）；需求攤位數         個；攤位參加人數        位 

□攤位尺寸：2 米2 米，費用：NTD8,500（此尺寸攤位數為十四

個名額）；需求攤位數         個；攤位參加人數        位 

參展廠商報名相關事項： 

1. 台灣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博覽會 

(1) 展覽日期：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2) 展覽時間：上午8：00至下午5：00 

(3) 展覽地點：明志科技大學第二教學大樓2F（第二校區） 

2. 報名方式（資料填寫須完整方能接受報名） 

(1) 一律採電子郵件報名，信箱為：shengyangservice@gmail.com 

(2) 聯絡人：張蓉陞先生 

(3) 電話：(02)2908-3412 

(4) 傳真：(02)2908-4110 

(5) 地址：243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84號 

3.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止 

4. 匯款資訊：請於 2014年 9月 30日前付現或匯款，感謝您的配合 

(1) 抬頭開立：昇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銀行匯款：帳號 14112104098  台灣企銀樹林分行 

(3) 支票：請開立劃線/抬頭/即期支票並禁止背書轉讓 

(4) 以上攤位費用均為未稅價格 

(5) 回傳時敬請附上付款相關單據，並請確認貴公司基本資料及統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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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伍伍、、會會場場位位置置  

 

 議程一：「室內空氣品質淨化學術研究論壇」會場：第二教學大樓 1F 第二國

際會議廳 

 議程二：「室內空氣品質淨化產業實務論壇」會場：第二教學大樓 2F 第一國

際會議廳 

 議程三：「室內空氣品質相關淨化科技、產品與方法展覽展覽會」地點：會場：

第二教學大樓 2F中央廣場 

 來賓停車場：第二教學大樓 B2F地下室停車場 

校門口 

會議及展場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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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陸陸、、交交通通路路線線  

 



11 
 

拾拾柒柒、、22001133 台台灣灣淨淨博博會會回回顧顧  

一、辦理日期與地點 

 201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 

 明志科技大學第二教學大樓 2F第一國際會議廳 

243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 84 號第二校區 

二、與會來賓人數與參展廠商 

 參展廠商計 50 家 

 各類型公告場所以及產、官、學、研等各界與會嘉賓計 500 人次 

三、來賓滿意度調查 

  

  

四、參展廠商名錄 

    參展廠商類型包含：淨化(防疫)產品(九家)、淨化設備(十四家)、淨化技術(三

家)、換氣設備(三家)、檢測及監測儀器(十四家)、專業機構(七家)等，如下：(1)

固利麗有限公司∕張瑛娟∕TEL：02-2885-7775；(2)純佳工業有限公司∕吳重儀

∕TEL： 03-599-5043； (3)宏星技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杜小姐∕TEL：

02-2542-919；(4)商友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韋斌∕TEL：02-2255-8800；(5)煒彤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羅健利∕TEL：02-2961-6978；(6)憶嘉聯合有限公司∕張梅

琍∕TEL：02-2392-8080；(7)台灣銀嘉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趙得源∕TEL：

0921-502-210；(8)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治宏∕TEL：02-2299-9100；

極滿意 

極滿意 

極滿意 

極滿意 

滿意 

滿意 

滿意 

滿意 

普通 

普通 

普通 

普通 

不滿意 不滿意 

不滿意 不滿意 

極不滿意 極不滿意 

極不滿意 極不滿意 

http://www.arch-world.com.tw/Company/77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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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台灣費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紹詠∕TEL：02-2325-9290；(10)安洲股份有

限公司∕涂銘瑜∕TEL：02-2299-6508；(11)天邁興業有限公司∕高寧君∕TEL：

02-2704-6163；(12)一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梁訓銘∕TEL：02-2999-2566；(13)

納諾佛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福國∕TEL：02-2265-8761；(14)木景有限公司

∕唐鈺展∕TEL：04-2657-1590； (15)鵬莊實業有限公司∕藍鴻發∕TEL：

02-2820-5598；(16)智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思蓉∕TEL：02-2791-9928；(17)

旭惠生物科技公司∕賴冰惠∕TEL：049-242-3092；(18)驊懋有限公司∕王俞文

∕ TEL： 04-2330-9067； (19)孚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瑞良∕ TEL：

03-458-9481；(20)濟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蔡岳霖∕TEL：02-2695-3043；(21)

舒捷企業有限公司∕黃振衛∕TEL：02-2659-3717；(22)卓眾視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陳林賜∕TEL：02-2712-0400； (23)紅不讓企業社∕曹正忠∕TEL：

02-8985-0895；(24)Lifa Air 利法亞克有限公司∕江紹駿∕TEL：02-2378-0923；

(25)尚晉企業有限公司∕潘冠婷∕TEL：02-2627-8866；(26)居而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楊品潔∕TEL：07-711-8857；(27)生原家電股份有限公司∕柯義豐∕

TEL： 04-2522-2186； (28)舒活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郭廷武∕ TEL：

02-8522-1101；(29)順光股份有限公司∕林俊彥∕TEL：02-2269-6111；(30)百觀

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官彥均∕TEL：02-2265-5508；(31)派特科技有限公司

∕郭永泉∕TEL：02-2381-5966；(32)漢威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楊育周∕TEL：

03-516-9284；(33)北科大室內環境品質研究中心∕康思源∕TEL：02-2771-2171；

(34)雙儀科技儀器有限公司∕黃御綸∕TEL：02-2915-0101；(35)暉曜科技有限公

司∕林雯玲∕TEL：02-2217-8698；(36)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李明忠∕TEL：

02-2219-5511；(37)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江健彰∕TEL：02-8227-2200；(38)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翁肇鴻∕TEL：02-8226-2680；(39)安研實業有限公司∕吳

啟忠∕TEL：02-2762-5807；(40)FIGARO ENGINEERING INC.∕楊美貞∕TEL：

02-2722-0525；(41)翕澤科技有限公司∕蕭智鴻∕TEL：04-2310-6151；(42)科安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王惟申∕TEL：02-2728-2767；(43)台灣檢驗科技(股)有限公

司∕劉元蕙∕TEL：02-2299-3279；(44)社團法人室內環境品質學會∕黃靖容∕

TEL：06-275-9198；(45)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莊燈泰∕TEL：

07-3348-477；(46)中華民國環境健康協會∕葉思敏∕TEL：02-2749-2623；(47)

台灣室內健康環境協會∕羅健利∕TEL：02-2953-0799；(48)上海市室内環境淨

化行業協會∕惠倩∕TEL：021-66316517；(49)澳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暐鈞

∕TEL：02-2922-2953；(50)宜家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翁建國∕TEL：

02-2247-5547 等五十家各類型廠商參展。 

五、產業實務論壇專題演講 

    邀請各界專家進行的產業實務論壇專題演講，計有：(1)中央空調系統自動

化機械人乾冰清潔技術與應用／尚晉企業有限公司／陳元彰經理；(2)矽藻土淨

化室內空氣品質之技術與應用／宏星技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林世堂總經理；(3)

全熱交換空調系統改善室內空氣品質之技術與應用／生原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劉嘉哲總經理；(4)光觸媒濾網淨化室內空氣品質之技術與應用／濟耀國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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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蔡岳霖總經理；(5)利用綠色環保安全消毒藥劑(ClO2)淨化室內空氣

品質之技術與應用／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奕帆經理；(6)中央空調系

統獨特風刀工法清潔技術與應用／居而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楊品潔副總；

(7)UVGI 系統控制空氣中微生物之技術與應用／鵬莊實業有限公司／藍鴻發經

理；(8)光觸媒淨化室內空氣品質之技術與應用／天邁興業有限公司／高寧君經

理等八場專題演講。 

六、淨博會剪影 

 產業實務論壇會場 

  
淨博會會場入口 論壇專題演講講台 

  
論壇專題演講座位 茶敘、餐點 

 論壇講師風采 

  
尚晉企業有限公司陳元彰經理 宏星技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林世堂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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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原家電股份有限公司劉嘉哲總經理 濟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蔡岳霖總經理 

  
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奕帆經理 居而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楊品潔副總 

  
鵬莊實業有限公司藍鴻發經理 天邁興業有限公司高寧君經理 

 廠商展覽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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