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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連鎖加盟產業一開始從日本、美國等國家引進，經過幾十年的蓬勃發展，除已發展出許

多有獨創性且具臺灣本土特色品牌外，更進一步的朝國際化發展，一再提高我國連鎖品牌的國

際能見度。連鎖加盟產業具備快速複製創造規模經濟與專利授權推動知識經濟兩項優點，成為

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國際品牌及服務輸出可採行的模式，相信不久的未來，臺灣連鎖品牌將在世

界上發光發熱。

品牌是連鎖加盟體系的生命之源，建立優良的連鎖品牌，是發展連鎖的第一步也是創業投資

者選擇連鎖加盟系統時重要的考量因素，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每年所舉辦的連鎖加盟大展，

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連鎖加盟行業的展覽，參展廠商不但可在此一平臺與眾多潛在創業族群搶先

建立關係，同時也是連鎖企業宣傳樹立品牌形象、擴大品牌影響力、招募加盟商的最有效平臺，

更是廣大創業投資者尋找加盟廠商、決定投資方向的重要管道。

本次「2019 台灣創業連鎖加盟暨開店設備展 -高雄展」看準台灣連鎖加盟的市場，也期望能

延續夏季展的創業熱潮，再為創業民眾與業主至展場尋找創業機會與合作夥伴，創造商機無限！

理事長的話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李日東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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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讓客戶行動，再來談支付 -
打造行動支付生活圈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 徐毓鍾 業務經理

創業前的評估要點
德順飲食生活文化館 林志德 顧問

1. 創業評估與開業準備

2. 創業者人格特質

3. 創業資源盤點

4. 創業資金籌措

5. 工商登記與稅務法規

6. 創業風險評估

7. 商圈評估分析

8. 行銷促銷規劃原則

掌握智慧化，放眼未來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孟㮀 

數位轉型規劃師

1. 集團 & 公司簡介

2. 雲端 & 未來趨勢

3. 市面上有哪些雲服務

4. 神通資科提供完整一條龍服務

5. 到底什麼是雲端 ?

6. 如何應用這些服務改善及協助我們的生活

1. 到處都是 pay，到底行動支付是什麼 ?

2. 消費者、店家與行動支付，帶你了解三角關係

3. 手續費以外，你更應該精打細算的事

4. 從新客、舊客到熟客，一同打造行動支付生活圈

大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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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前該有的準備與認識：您準備好了嗎？
高雄義守大學 詹翔霖 教授

人生會迷路，只有 2 種原因
第一種是自已不知道想要去那 ? 另一種是忘了當初出發的目的 !
創業的旅途亦是如此…. 所以，

成功的創業主在事前規劃與準備功課

1. 創業裡沒有真正奇蹟只有不斷累積

2. 盤點現有創業資源與了解自我潛能

3. 目前市場趨勢走向與滿足顧客需求

4. 創業準備十功課及市場評估九要訣

在數位經濟當道的年代，是否有一種創意的行銷術，
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取得更高的報酬？
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有紅 15 分鐘的機會，
你網 ( 路 ) 紅過了？病毒式行銷過氣了嗎？
社群行銷還值得花心思經營？
我們用 50 分鐘的時間，
告訴你 5 年不退流行且實用的低成本高報酬的數位創意行銷術。

低投入高報酬的數位創意行銷術
艾斯創興業有限公司 巴慧玲 執行長

營業稅登記及申報實務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林宏泰 股長

一、營業稅概述及稅籍登記事項

二、課徵範圍、方式

三、如何申請稅籍登記

四、營業稅申報實務 ( 銷售額的認定、進項憑證之申報與扣抵等 )

大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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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老闆集客行銷術

加盟者必知的法律課

創億學堂 林杰銘 行銷長

理聯國際法律事務所 林岡輝 律師

這堂課會分享適合小資老闆操作的集客行銷方法，除了
講授實際的做法之外，其中會以實際的案例進行輔助說
明。此次創業大師行銷論壇中將包含 3 個部分：

一、網站篇： 了解擁有網站的好處有什麼，同時會提出
挑選網域的技巧，以及不用花大錢就也能
建立網站的方式。

二、搜尋篇： 分享對於實體店一定要用的 Google 我的
商家，如何有效增加更多搜尋曝光與來客
數的秘訣。

三、社群篇： 社群已經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經營
社群不只是一直發文就會有用，必須要
掌握到社群經營和發文重點，再搭配上 
Facebook 廣告將可以有更好更高的網路能
見度。

法律風險有一種特性，一旦風險實現，將可能對事業產生巨大
的改變，嚴重者將會導致事業立即停止營運或重大損失。

加盟者在選擇加盟時，可能會希望知道加盟制度會怎麼運作？
需要簽立或收到什麼樣的法律文件，比如說契約等法律文件嗎？
法律文件上有什麼內容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呢？
加盟有沒有什麼特殊風險要注意的呢？

筆者期許透過演講能夠讓加盟者了解上開風險，協助加盟者選
擇出心中的最佳合作夥伴，防範加盟創業的法律風險。

大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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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時間表

大會活動

8/9( 五 ) 8/10( 六 ) 8/11( 日 ) 8/12( 一 )

創
業
加
盟
活
動

12:00
│

12:30
 

如何開一間賺錢的店

【弘爺漢堡】

如何用社群創造營收

【時尚美人網路商城】

12:30
│

13:00

速時電 - 共享經濟創業平台

(2020 年最佳微創標竿 )

【台灣飛克 ( 股 ) 有限公司】

法拍屋資產配制

致富講堂

【富屋法拍屋】

找出加盟中的藍海，

機器人無法取代之

傳統整復推拿技術

【江夏傳統整復推拿】

創

業

講

堂

13:00
│

14:00

創業前的評估要點 ( 上 )

德順飲食生活文化館

林志德 顧問

掌握智慧化，放眼未來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孟㮀 
數位轉型規劃師

低投入高報酬的

數位創意行銷術

艾思創興業有限公司

巴慧玲 執行長

加盟者必知的

法律課

理聯國際法律事務所

林岡輝 律師

14:00
│

15:00

創業前的評估要點 ( 下 )

德順飲食生活文化館

林志德 顧問

創業前該有的準備與認識：

您準備好了嗎？

高雄義守大學

詹翔霖 教授

小資老闆集客行銷術

( 上 )

創億學堂

林杰銘 行銷長

營業稅登記及

申報實務 ( 上 )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林宏泰 股長

15:00
│

16:00

15:00
│

15:20

【政府創業貸款說明會】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勞動力發展署
先讓客戶行動，再來談支付

- 打造行動支付生活圈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

徐毓鍾業務經理

小資老闆集客行銷術

( 下 )

創億學堂

林杰銘 行銷長

營業稅登記及

申報實務 ( 下 )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林宏泰 股長15:30
│

15:50

【政府創業貸款說明會】

青年創業啟動貸款

經濟部中小型企業處

16:00
│

17:00
    

創業資源盤點

與風險評估

欣東洋行有限公司

王湑晴總監

創造幫你賺錢的商品魅力

~ 商品規劃及展演技巧

甘蔗泡茶飲連鎖

陳啟仁 顧問

用手機拍出

專業級作品

王小路

手機拍攝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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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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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推薦



11

2019 台灣創業 連鎖加盟暨開店設備大展-高雄展                            

優質品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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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推薦

品牌市場定位

展場簽訂優惠

我們的品牌優勢

時尚美人網路購物商城目前是台灣唯一獨創網路購物結合全方位創業平台的公
司，擁有多元電子商務模式，提供消費者便利且安心的優質服務，同時滿足創業
與購物的渴望。時尚美人年年挹注千萬研發經費，策畫研發新版購物服務機制，
除了打造零缺失商城購物體驗，更致力成為世界電子商務交易平台的標竿。時尚
美人每年獲得了多項獎項－最佳科技產品特優獎、臺灣優良品牌獎、連鎖加盟臺
灣之光獎、臺灣百大賣家、臺灣十大人氣雲端總部大賽等等卓越獎項之肯定！

【金鑽專案】創業零風險 
●專業顧問團隊，代維運管理
    商城及外部賣場網路平台
●提供多元化行銷工具
●贈2年內免費課程

【專業版】
提供售後一站式服務、全方位銷售通路
●使用費:前三年使用費，之後年繳再打8折 
●贈30張折價券、兩年內免費課程、刷卡
    手續費六個月補助

【基礎版】
●提供全方位銷售通路
●會員消費商品金額即贈送1%
　現金回饋
●贈10張折價券、市價$20,000
    廣告預算、半年內免費課程

時尚美人是台灣第一家進入東南亞市場的開店系統跨境電商。獨創的三大系統：
網路開店系統，解決商家網路開店會遇到的問題，以最簡易的方式和最低成本讓商
家輕鬆在網路上開店。
企業版官網，除了上架自創商品，更可以同步上架至各企業福利網，提高銷售及商
品能見度，達到跨境電子商務的銷售佳績。
員工福利商城，與企業合作，讓員工福利更多元，選擇性更多，獨創的企業回饋金制
度，讓員工享購物福利，也讓企業獲得回饋，創造雙贏。

加盟專線:02-5553-585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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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 International Franchising Taiwan
Size: 182mm x 257mm
Bleed Size: 188mm x 263mm
L: 17.56mm     X: 6.636mm
Date: 2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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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舉辦會員大會，經驗交流分享。

2.北、中、南、雄四大分會每月定期舉辦分會聯誼、企業參訪活動。

3.商機媒合以會員品牌為主，協助與國際品牌交流，增加海外發展商機。

4.每年最專業的春季展享有會員優惠價。

5.海外參訪團、海外加盟展會參展報名享有優惠價。

6.專業培訓課程報名，會員享有優惠價。

7.若需北部說明會場地，協會會議室租借可享會員價租用。

8.所有協會申請到的政府相關補助皆以擁有會員身分企業為優先。

9.不定期舉辦免費講座，包含稅務、勞資、公平交易法......等等課程。

10.協助推薦適合顧問，以及成功入會後享有免費一次企業健診服務。

眾多服務歡迎您一同加入了解   協會將陪同您一起成長茁壯!!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簡介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自1995年成立
以來，以服務會員並促進業者交流與共同成長、促
進加盟業者經驗交流、吸收新知為使命，並結合專
家及政府力量，以促進連鎖加盟事業之健全發展為
努力目標。冀透過協會力量，提供產業業者最完整
的經營輔導機制，增加就業機會並帶動台灣經濟發
展。

創立目的

政府

百姓
連鎖加盟
促進協會

協同政府培育百姓
培育百姓成為企業

代表產業向政府發聲
協助政府了解並扶植產業

扶植產業，創造經濟
看見希望，活出價值

創立宗旨

下載入會申請書

入會洽詢專線：02-2523-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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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展出品牌 內容及產品 電話
老豆創益餐飲國際有限公司 老豆達人 飲品餐車複合店加盟 07-793-1093

弘爺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弘爺漢堡 早午餐連鎖加盟 04-2335-5555

揚秦國際企業 ( 股 ) 公司 麥味登
麥味登連鎖加盟 (Café & 
Brunch)

03-341-2298

森邦股份有限公司 拉亞漢堡 連鎖加盟早午餐 03-360-3000

滷底撈股份有限公司 滷底撈 三杯炒滷味、麻辣燙滷味 02-2278-3799

晨間廚房餐飲有限公司 晨間廚房西式早午餐 早午餐 08-752-2288

新銳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新銳咖啡
深夜連鎖咖啡第一品牌，主打高
品質商品及舒適空間

04-2202-3190

蕃茄村企業有限公司 蕃茄村 Brunch & café
輕食咖啡館加盟、早午餐、輕食、
咖啡

04-2535-5091

珍鼎記茶飲股份有限公司 Tea Top 台灣第一味 外帶式茶飲 04-2295-2000

曜陽營養三明治專賣店
曜陽三明治、菇道爐烤有機杏

鮑菇

曜陽三明治 : 早餐店、吐司、菠
蘿麵包 / 菇道爐烤有機杏鮑菇 : 
烤杏鮑菇 

0905-366-090

港動國際有限公司 越南王 X 港動吃鍋 越南王 - 越南美食加盟 0966-188-222

鈦煌餐飲有限公司 老賴茶棧 外帶式飲料 ( 紅茶、奶茶、豆漿 ) 04-2222-0026

富飲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五班黑糖珍珠鋪 黑糖珍珠鮮奶及各式飲品 0955-365-950

兆洋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築間 幸福鍋物
築間，源起 2010 年依山傍海的
「雨都」基隆，有台版築地市場
之稱的 - 崁仔頂魚市場

04-2422-8966

王長發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丐幫滷味、滷水堂 加熱式滷味、冷滷味 04-751-0081

志晟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Bubblez 飲品連鎖加盟 04-2215-3753

金滿溢行 阿不拉超大杯紅茶攤
展示攤車 / 加盟店示樣、展售暢
銷茶類飲品

05-229-1199

俊祥國際有限公司 北回木瓜牛奶 木瓜牛奶 07-365-6795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 巴特里精緻烘焙 烘焙食品 07-717-3388

鼐食鼐有限公司 雙醬咖哩 雙醬咖哩 0976-255-989

三食六島美食有限公司 馬蔥餅 / 馬祖奶茶
馬蔥餅、雙胞胎、甜甜圈、馬味
包 / 馬祖奶茶

04-2421-4388

黑沃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黑沃咖啡
黑沃精品咖啡豆及專業咖啡加盟
資訊

04-2262-4040

動心國際有限公司 凍心炸冰淇淋
酥脆外皮搭配獨家冰淇淋，冰與
火的完美新滋味。

0966-452-592

可米清茶冰 可米清茶飲連鎖
可米清茶冰讓你輕鬆做頭家創業
加盟只要 15 萬

07-652-8210

品悅商行 阿水伯紅茶牛奶
古早味飲品， 自煮蔗糖，不使用
果糖。

07-735-6650

沐府食品材料行 冬瓜漢、餅咚紅豆餅
國內招商及本公司產品展示、國
際區域授權代理

07-733-8057

日上食品行 日品排骨酥
用最特殊的中藥材成就了不平凡
的排骨酥！

0913-032-897

超麥股份有限公司 MoM's TOUCH 漢堡、炸雞、飲料、點心 06-366-1688

廠商名錄 餐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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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展出品牌 內容及產品 電話
老豆創益餐飲國際有限公司 老豆達人 飲品餐車複合店加盟 07-793-1093

弘爺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弘爺漢堡 早午餐連鎖加盟 04-2335-5555

揚秦國際企業 ( 股 ) 公司 麥味登
麥味登連鎖加盟 (Café & 
Brunch)

03-341-2298

森邦股份有限公司 拉亞漢堡 連鎖加盟早午餐 03-360-3000

滷底撈股份有限公司 滷底撈 三杯炒滷味、麻辣燙滷味 02-2278-3799

晨間廚房餐飲有限公司 晨間廚房西式早午餐 早午餐 08-752-2288

新銳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新銳咖啡
深夜連鎖咖啡第一品牌，主打高
品質商品及舒適空間

04-2202-3190

蕃茄村企業有限公司 蕃茄村 Brunch & café
輕食咖啡館加盟、早午餐、輕食、
咖啡

04-2535-5091

珍鼎記茶飲股份有限公司 Tea Top 台灣第一味 外帶式茶飲 04-2295-2000

曜陽營養三明治專賣店
曜陽三明治、菇道爐烤有機杏

鮑菇

曜陽三明治 : 早餐店、吐司、菠
蘿麵包 / 菇道爐烤有機杏鮑菇 : 
烤杏鮑菇 

0905-366-090

港動國際有限公司 越南王 X 港動吃鍋 越南王 - 越南美食加盟 0966-188-222

鈦煌餐飲有限公司 老賴茶棧 外帶式飲料 ( 紅茶、奶茶、豆漿 ) 04-2222-0026

富飲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五班黑糖珍珠鋪 黑糖珍珠鮮奶及各式飲品 0955-365-950

兆洋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築間 幸福鍋物
築間，源起 2010 年依山傍海的
「雨都」基隆，有台版築地市場
之稱的 - 崁仔頂魚市場

04-2422-8966

王長發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丐幫滷味、滷水堂 加熱式滷味、冷滷味 04-751-0081

志晟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Bubblez 飲品連鎖加盟 04-2215-3753

金滿溢行 阿不拉超大杯紅茶攤
展示攤車 / 加盟店示樣、展售暢
銷茶類飲品

05-229-1199

俊祥國際有限公司 北回木瓜牛奶 木瓜牛奶 07-365-6795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 巴特里精緻烘焙 烘焙食品 07-717-3388

鼐食鼐有限公司 雙醬咖哩 雙醬咖哩 0976-255-989

三食六島美食有限公司 馬蔥餅 / 馬祖奶茶
馬蔥餅、雙胞胎、甜甜圈、馬味
包 / 馬祖奶茶

04-2421-4388

黑沃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黑沃咖啡
黑沃精品咖啡豆及專業咖啡加盟
資訊

04-2262-4040

動心國際有限公司 凍心炸冰淇淋
酥脆外皮搭配獨家冰淇淋，冰與
火的完美新滋味。

0966-452-592

可米清茶冰 可米清茶飲連鎖
可米清茶冰讓你輕鬆做頭家創業
加盟只要 15 萬

07-652-8210

品悅商行 阿水伯紅茶牛奶
古早味飲品， 自煮蔗糖，不使用
果糖。

07-735-6650

沐府食品材料行 冬瓜漢、餅咚紅豆餅
國內招商及本公司產品展示、國
際區域授權代理

07-733-8057

日上食品行 日品排骨酥
用最特殊的中藥材成就了不平凡
的排骨酥！

0913-032-897

超麥股份有限公司 MoM's TOUCH 漢堡、炸雞、飲料、點心 06-366-1688

公司名稱 展出品牌 內容及產品 電話
元麒餐飲有限公司 BOOM 炸蛋蔥油餅

研發自己的餅皮，創造有別於多
數傳統口感。

0916-739-700

米塔汐止食品有限公司 米塔黑糖 黑糖飲品 02-2692-7178

見康食品有限公司 冰封仙果
雪花冰加盟、聯盟招商
( 雪花冰、製磚機、刨冰機 )

06-336-9666

立三國際有限公司 榴槤王 榴槤流沙球、榴槤冰麻糬 02-2517-2801

超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進發家
台中必喝【進發家】，
招牌烤糖水果茶自然清爽不甜膩

04-2451-6061

金鈺食品有限公司 芋包芋 / 地瓜球 / 火焰牛 / 蒜香
雞

搖滾地瓜球 / 芋包芋 / 火焰牛 /
功夫炸雞 攤位加盟 原物料供應 
輔導創業

02-2727-5831

鴻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鍋 火鍋產品 02-8226-3180

藍斯特企業有限公司 蛋寶腸、雪拉公主
蛋寶腸 - 台灣創始店 /
雪拉公主雞蛋糕

0975-537-071

東方草本國際產業有限公司 東方草本 藥膳料理包、涼茶洛神材料包 07-313-9066

京秉企業有限公司 豚將日本拉麵 日式拉麵 07-799-8999

樂芯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樂芯 Do 炸彈泡芙 手工脆皮泡芙，烘培複合式攤位 07-719-6008

茂記安平黑豆花店 茂記黑豆花大王 豆花加盟 06-391-1373

濟茶緣茶飲專賣店 濟茶緣泡沫紅茶專賣店，手搖
專家

我們的用心或許看不見，
但您可以品嚐的出來

07-765-8775

飯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樸樂咖啡早午餐
樸樂咖啡早午餐 : 
樸樂「樸實的快樂」，
打造舒適的環境。

04-2358-5555

群昇企業社 MUCCA 牧卡燒 MUCCA、牧卡燒 04-852-6149

灰熊咖哩商行 灰熊咖哩 和風咖哩、日式丼飯 07-380-0582

尼亞斯有限公司 男飯 海南雞飯 0903-494-333

工具人雞蛋糕 工具人雞蛋糕 品牌加盟及教學合作 0912-023-322

ET 鹽水雞 ET 鹹水雞 ( 香港 ) 去骨鹽水雞、油雞、煙燻雞 0978-228-078

玖玐樂園實業有限公司 98 樂園

98 樂園提供您一個療癒、放鬆、
快樂的地方；提供健康茶飲、輕
食、療癒系得甜點，滿足您視覺
及味蕾的雙重享受

07-622-7167

鍶季有限公司 肯尼鬆餅．茶飲
複合式連鎖加盟。
鬆餅 . 茶飲連鎖加盟。

0987-576-063

小宅國際有限公司 智昇咖啡
1. 智昇咖啡 2. 智美茶 3.FIT 智纖
能量營養粉

02-8786-2988

和風歐店 烤不烤起司烤餅 起司烤餅 07-522-9941

廠商名錄 餐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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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展出品牌 內容及產品 電話

時尚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時尚美人網路購物商城 電子商務平台 02-5553-5858

太金國際有限公司 太金國際票券網
吃喝玩樂の便利店，
全國最大實體票券通路商

07-223-8258

幸福水屋國際有限公司 幸福水屋 24 小時自助加水站 04-2565-8123
巨無霸冰品有限公司 巨無霸冰品有限公司 758A 自動霜淇淋機器 02-8631-7588

台灣拓人教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拓人個別指導
台灣最大級個別指導連鎖補習班，
一對一、一對二客製教學

02-2577-1522

江夏養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夏傳統整復推拿
傳統整復推拿技術、江夏御品烏梅
汁、武英門黃式太極功夫班、推拿班
課程、企業出診

03-550-6991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SeSA 洗衣吧
自助洗衣加盟，0 元加盟金、
開店一條龍服務

02-2298-9867

文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文華高級乾洗連鎖 洗衣專業服務連鎖店加盟 07-815-2077
智丞桌椅廠 智丞桌椅廠 餐廳用桌椅 05-268-5995

萌獅部落有限公司 萌獅部落
以娃娃機販售生活百貨、絨毛商品、
3C 電子產品等

0977-237-402

笙閎有限公司 冰立汗馬石墨烯睡覺機 冰立水冷氣空調、汗馬石墨烯睡覺機 03-401-0873

桓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Nissho 商用洗碗機
日韓餐飲設備買賣、租賃、
商場規劃出租

02-8687-3529

立龍興業有限公司 大師傅營養機 大師傅營養機 03-316-5388

迪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CoCafe
無人咖啡機台灣領導品牌，
免加盟金，一人即可創業。

02-2298-9914

洛哈斯能源有限合夥 洛哈斯能源有限合夥 太陽能電廠 03-321-2100

三久股份有限公司 SUNCUE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省錢、安全、
耐用、方便、愛地球

04-2339-7171

宸尚科技有限公司 富東家

富東家先結版、晶饌版、CRM 客戶
管理、WEB 總部管理、ipad 點餐、
安卓桌邊點餐、kiosk 自助點餐機、
ERP 連鎖店管理、數位廣告看板

02-2221-7018   

亞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osmobile、EzPay 藍新金流
Pos 點餐系統、LinePay、
藍新線上下收款整合服務

0910-715-675

英屬維京群島商克麗緹娜行銷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克麗緹娜 克麗緹娜美容加盟店招商 02-2723-8666

富屋實業有限公司 富屋法拍屋 法拍事業創業加盟、全球海外代理 04-2471-7673
古吉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助點餐售票投幣收費系統 自助點餐 / 售票 投幣收費系統 07-387-0185
懷藝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EI-YA 維亞 桌上型 / 直立式全自動點餐機 06-384-0022
福爾摩沙不動產有限公司 瑞麥地產 房仲加盟、海外代銷、置產顧問 04-2217-8689
初見企業社 hey!Mila 花式棉花糖 租賃及販賣全自動花式棉花糖機 0989-280-586
易鴻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足步天下 健康鞋墊 02-8952-9646
晨淳貿易有限公司 TATANAILS TATA 行動智能美甲師 0958-232-149
邁寧有限公司 wowbox 無人自動販賣機 02-2697-2569
開店通資訊有限公司 OK POS 餐飲 . 服飾 . 零售業 . 自助點餐機 0953-184-198

創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6 電子發票收銀機
V6 電子發票收銀機、
創群加值服務中心

02-8511-1288

御鼎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鍋教授
廚房醫生，專治 1. 廚房發高燒 
2. 瓦斯錢飛走 3. 煮水不夠快

04-3507-9900

市圓股份有限公司 市圓連鎖 美容保養品牌 07-799-0112

台灣飛克股份有限公司 速時電
“速時電”為移動電源成熟營運共用
經濟模式平台，保障移動終端全天候
供電系統

07-215-0111

香港貿易發展局 HKTDC 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推廣 02-8788-4545

廠商名錄 非餐飲類

2019台北國際

連鎖加盟大展
Taipei International Chain and
Franchise Autumn Exhibition 秋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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