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NOVER MESSE 2019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行程 
2019 年 3 月 31 日(日) 至 4 月 7 日(日) 

 行程時間: 2019 年 3 月 31 日(日) 至 4 月 7 日(日)，共 8 天 5 夜 

 行經城市: 德國法蘭克福、阿亨、科隆、漢諾威 

 行程特色: 安排 2 天半觀展及知名企業拜訪 (阿亨大學、igus、SIEMENS、DMG MORI) 

 團費:  

 人數達 16 人: 會員 NT$ 120,000 / 非會員 NT$ 125,000 (二人一室報價) 

 人數達 25 人: 會員 NT$ 110,000 / 非會員 NT$ 115,000 (二人一室報價) 

 團費內容:  

 台北/德國來回經濟艙機票一張(以中華航空為優先，因機位有限，如屆時沒機位，則會以其他航空

同時間班機作安排; 若需延回，要另訂機位開個人票，團體票不能更改回程)、 

 各地機場稅、燃油稅、導遊、司機小費、3000 萬履約責任險、500 萬旅行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

險及海外急難救助服務、三萬歐元海外申根醫療保險 

 漢諾威工業展展覽入場門票 

 歐洲內陸全程專車 + 隨團導遊 

 3GB 網路 SIM 卡一張 

 每日瓶水一瓶、飯店內早餐與 3 個午餐、5 個晚餐等，四星級住宿 

 已逾 75 歲以上之團員，無海外急難救助之服務，另旅遊平安保險部份請團員自行投保。 

 餐飲說明: 展覽期間為方便團員行動，不含工業展觀展日 4/3(三)至 4/4(四)午餐。 

 報名截止: 預計招收團員 25 位，額滿為止，延回、提早回來、商務艙均需以個人票計算。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行程內容: 本行程還在安排中，為行程豐富與流暢，主辦單位將保留更新與變動行程之權利，並隨時公告異動 

日期 時間 停留點 

3/31 (日) 

Day 1 

23:10 桃園國際機場→德國法蘭克福機場 

4/1 (一) 

Day 2 

06:50 抵達德國法蘭克福機場 

06:50-08:00 辦理入關手續及換裝 

08:00-10:00 【移動時間】前往西門子 Siemens (約 1 時 45 分/155km) 

10:00-12:00 【企業參訪】西門子 Siemens 

西門子的數位化企業軟體，涵蓋產品設計、生產規劃、生產

工藝、生產執行與服務等整體生命週期，利用單一平台將虛

擬與實體世界結合起來，此次行程將展示 Digital Factory、

Smart Machinery、Robotics 相關產品，帶領您更認識數位化

的西門子。 

12:00-12:30 【移動時間】前往餐廳 

12:30-14:30 【午餐】 

14:30-19:00 【移動時間】前往阿亨餐廳 (約 4 時 22 分/406km) 

19:00-21:00 【晚餐】 

21:00- 入住阿亨四星級飯店 

4/2 (二) 

Day 3 

08:20 【集合】 

08:30-09:00 【移動時間】前往阿亨工業大學 (約 20 分/20km) 



 

09:00-11:00 【參訪】阿亨工業大學 RWTH Aachen University (接洽中) 

Templergraben 55, 52062 Aachen, 德國 

阿亨工業大學(RWTH)成立於 1870 年，是德國著名理工類大

學之一，也是世界頂尖理工類大學之一。行程將參訪工具

機研究所、Fraunhofer-IPA 及 WZL 實驗室，瞭解學校與工業

界的創新合作，通過討論，學習企業如何利用智慧因素提

高管理水準。 

11:00-11:30 【移動時間】前往午餐餐廳 

11:30-12:30 【午餐】 

12:30-13:30 【移動時間】前往 igus 易格斯公司 (約 54 分/91km) 

14:00-16:00 【企業參訪】易格斯公司 igus  

Spicher Straße 1A, 51147 Köln, 德國 

igus 成立至今一直致力於高分子聚合物工程塑料產品的開發和研究，主要是生產合

成技術的塑膠元件，其他產品如機

器人組件、關節、Delta 機械手臂

等，帶領大家一同觀摩零組件生產

過程、塑膠射出機的展示及智慧電

纜的應用。 

16:00-19:30 【移動時間】前往漢諾威飯店 (約 3 時 20 分/288km) 

19:30-21:00 【晚餐】 

21:00- 入住漢諾威四星級飯店 (Panorama Hotel Einbeck) 

4/3 (三) 

Day 4 

08:00 【集合】 

08:00-09:00 【移動時間】前往漢諾威工業  

09:00-18:00 【參觀展覽】 

漢諾威工業展是全球領先的工業技術盛會，涵蓋集成自動化與傳動控制、工業零組

件、能源、空氣壓縮、數位工廠、研究與科技。2019 共有 14 個展覽廳，主題為「智

慧工業」，所有產品都與智慧化相互連結，

將展示最新智慧感測器、模組化生產、自

動化與傳動控制(IAMD)以 及自動化物流

系統解決方案，結合工業 IT 與軟體，引領

傳統製造業轉向智慧生產。 

※安排工業 4.0 主題式專人導覽，帶領您更深入了解各公司的產品及
專業 

18:00-18:30 【移動時間】前往餐廳 

18:30-20:30 【晚餐】 

20:30- 入住漢諾威四星級飯店 (Panorama Hotel Einbeck) 

4/4 (四) 

Day 5 

08:00 【集合】 

08:00-09:00 【移動時間】前往漢諾威展覽館 

09:00-18:00 【參觀展覽】 

※特別安排知名企業專人導覽: 

 09:30-10:00 倍福自動化(BECKHOFF) 
 (時間待確認)  飛斯妥(FESTO) 

18:00-18:30 【移動時間】前往餐廳 

18:30-20:30 【晚餐】 

20:30- 入住漢諾威四星級飯店 (Panorama Hotel Einbeck) 

4/5 (五) 

Day 6 

08:00 【集合】 

08:00-09:00 【移動時間】前往漢諾威展覽館 

09:00-11:00 【參觀展覽】 

11:00-11:30 【移動時間】前往餐廳 

11:30-12:30 【午餐】 

13:30-15:00 【移動時間】前往 DMG MORI (約 1 時 22 分/135km) 

15:00-17:00 【企業參訪】德馬吉森精機 DMG MORI 



 

*為爭取更多看展時間，其參訪時間將會再調整，近期將會公告。 

  

  

1. 西門子 SIEMENS 

2. 阿亨工業大學 RWTH Aachen University 

3. 易格斯 igus 

4. 漢諾威工業展 

5. 德馬吉森 DMG MORI  

DMG MORI 是全球第一大工具機製造商，生產 CNC 電腦數控

銑床、車床及超音波、雷射加工機，也提供數位解決方案做

整合的生產規劃與控制，帶領大家一同走進工廠了解生產過

程。 

17:00-19:30 【移動時間】前往卡瑟爾市(Kassel)餐廳 (約 1 時 55 分/171km) 

19:30-21:00 【晚餐】 

21:00- 入住卡瑟爾市(Kassel)四星級飯店 

4/6 (六) 

Day 7 

07:00 【集合】 

07:00-09:00 【移動時間】前往法蘭克福機場 (約 1 時 45 分/199km) 

11:20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4/7 (日) 

Day 8 

06:1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① 
② 

③ 

④ 

⑤ 



 

HANNOVER MESSE 2019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行程-報名表 

2019 年 3 月 31 日(日) 至 4 月 7 日(日)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中文）          

（英文）  

公司聯絡電話  公司聯絡傳真  

公司簡介(300 字內) 

請提供公司 LOGO 

解析度 300dpi 

(中文) 
 

 

(英文) 
 

 

主要產品(100 字內) 

請提供產品圖片 2 張 

解析度 300dpi 

(中文) 
 

 

(英文)  

公司業務代表聯絡人

(英)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行程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分機  

手機  E-mail  

參加人 1 

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姓名  分機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 身分證字號  

護照國別 □台灣 □其他國家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期  護照有效期限  

飲食習慣 □一般食物  □全齋  □早齋 □不吃    肉 □加訂機上素食餐(□去程/□回程) 

住宿選擇 

□單人房(需補差額，將另行報價) 

□雙人房(與__________________同房 / □ 請代安排室友) 

□打鼾，希望與打鼾者同房  

□不打鼾，希望與不打鼾者同房〪(盡力安排，無法保證) 

□吸煙 / □不吸煙 

護照說明 

□已有護照(效期需有 6 個月以上有效期限) 

□委託旅行社代辦(工作天數 5 天)，費用將另行報價 

□收據需開抬頭(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_______) 

行程特殊說明 
□加價升等商務艙(需補差額，將請旅行社依實際需求另提供報價) 

□更改行程(機票變更須補差價，請於下列詳述，將另行報價); 

參加人 2 

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姓名  分機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年 身分證字號  

護照國別 □台灣 □其他國家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期  護照有效期限 
 

飲食習慣 □一般食物  □全齋  □早齋 □不吃    肉 □加訂機上素食餐(□去程/□回程) 

此
部
分
資
訊
將
使
用
於
手
冊
印
製
與
提
供
給
參
訪
公
司 



 

住宿選擇 

□單人房(需補差額，將另行報價) 

□雙人房(與__________________同房 / □ 請代安排室友) 

□打鼾，希望與打鼾者同房  

□不打鼾，希望與不打鼾者同房〪(盡力安排，無法保證) 

□吸煙 / □不吸煙 

護照說明 

□已有護照(效期需有 6 個月以上有效期限) 

□委託旅行社代辦(工作天數 5 天)，費用將另行報價 

□收據需開抬頭(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_______) 

行程特殊說明 

□加價升等商務艙(需補差額，將請旅行社依實際需求另提供報價) 

□更改行程(請於下列詳述); 

 

 報名說明: 

1. 本報名表傳送後，需有主辦單位正式回覆並提供繳費通知完成訂金繳費後，方才算完成報名〪 

2. 收到訂金繳費單後須於一周內繳交團費，以確認機位及飯店。費用支付可透過刷卡、開票或電匯

方式處理。 

3. 申辦護照費用 NT$1,400 元。*需身份證正本、兩吋彩色白底近照 2 張，已服完兵役者，新辦護照

需附上退伍令，在學役男出國手續與一般人民出國相同，非在學役男需先向地方政府兵役科辦理

役男出國核准公文。 

 注意事項: 

1. 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2. 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房間差額。 

3. 為使團體順利進行，本公司保留行程變更、對調之權利，行程內容、餐食、班機時間、降落城市、

住宿飯店之確認以最後團體說明會資料為主、餐食料理內容以餐廳及飯店當日實際提供為主，住

宿房型依飯店實際提供為主，依報名先後順序選擇。 

4. 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5. 為維護旅遊品質，一位大人與一位不佔床小孩同住一間房時，大人需補單人房差價，或小孩需收

取佔床價格。 

6. 若滿 18 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 

7. 活動聯絡: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李昕 Alice 小姐 

TEL: 04-23581866#24 / Email:alice@tairoa.org.tw 

承辦旅行社聯繫: 

汎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蔡雪英小姐 

TEL: 02-27752640#165 / Email:opal@airtrad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