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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照明展覽會 9 月 5 日盛大開幕，展商數目較去年增長逾倍
產品涵蓋照明行業眾多領域，締造一站式採購平台
四場同期研討會，預視「照明工程」及「智能照明」發展新風口
由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主辦的上海國際照明展覽會 (Shanghai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air – SILF) 將於 2017 年 9 月 5 至 7 日重臨華東，
於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隆重舉行。本年展會的規模持續發展壯大，參展企
業共有 238 家，較去年增長逾倍；展覽面積則較去年擴大 75%、達到
11,500 平方米。本屆展會將從「照明工程」及「智能照明」兩大行業發展
方向出發，通過展覽及多場專門研討會，促進業界交流，探討照明業發展
機遇。
法蘭克福展覽 (上海)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寳琪女士分享對展會的期望，鼓
勵業界轉型、革新，以抓緊在國家的城市亮化規劃下，照明工程渠道蓬勃
發展的機遇。她指出：「業界轉型的過程中，有三點值得同仁深思：1) 品
質化—— 如何提升品質、提高照明工程服務的價值；2) 系統化—— 如何
通過規範管理，保證照明工程的水準；3) 專業化—— 如何發展周邊業
務，締造長遠營商環境。在上海照明展，我們將探索上述關鍵議題，協助
行業了解照明工程項目商機、並突顯智能照明解決方案的發展趨勢。」
產品涵蓋照明行業眾多領域，締造一站式採購平台
本年展會繼續獲得一眾華東照明企業的支持，參展單位來自業內眾多界
別，為照明設計師、規劃師、工程師和承建商等一眾專業買家，帶來琳瑯
滿目的的一站式採購平台。部分重點參展品牌包括：勇電、明緯、迪亞
士、廣中電子、鉅豪、流星宇、紅壹佰、北光科技、同一方和黃寶石等；
展出的商品將涵蓋以下照明應用的領域：





城市照明應用
商業照明應用
工業照明應用
家用照明應用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 26 號
華潤大廈 35 樓



電燈附件及電子元件（LED 和光源、封裝元件、驅動和控制、模組和
光引擎）

四場同期研討會，預視「照明工程」及「智能照明」發展新風口
除全面的展覽平台以外，本屆大會的另一焦點，是多場精心籌備的行業研
討會。展會獲得多個照明行業協會鼎力協助，將呈獻「照明設計市集」、
「以人為本照明工程」、「智能改變照明．創新點亮世界」和「城市照明
管理者鏘鏘談」四場論壇，聚焦不同專業，匯聚業界決策階層、設計師、
施工單位及生產企業同場對話。重點議程如下：
照明設計市集
該活動由 SILF 與華人照明設計師聯合會 (CLDA) 及國際專業照明顧問團
(IAC)聯合主辦，探討室內照明工程項目，並將從商業、零售及酒店應用層
面入手，剖析商業空間的照明設計及智能照明議題，發掘照明與物聯網的
整合趨勢。四家國際照明設計品牌依古姿妮 (iGuzzini)、路創 (Lutron)、露
琪 (Luci) 和群智科技 (Asensetek) 更會蒞臨展示最新照明技術及著重品質
照明設計。部分演講嘉賓包括：








Pedro Pinto 先生，Pinto Lighting Design 公司創辦人
主題：中小型項目智能照明未來趨勢
林燕丹女士，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教授
主題：智能照明在細分領域的發展
Arjan De Boer 先生，InSitu Asia Holdings 公司創辦人
主題：燈光照明設計創造酒店新價值
Nathan Thompson 先生，The Flaming Beacon 公司創辦人
主題：精品酒店亮化工程
Acharawan Chutarat 博士， 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KMUTT) 講師
主題：酒店照明設計發展潜力
Paul Traynor 先生， Light Bureau 公司創辦人
主題：商業照明未來發展

此外，研討會內亦特設別出心裁的「Pecha Kucha」主題演講環節，請來
七位照明設計師，各自輪流演示 20 張、每張限時 20 秒的幻燈片，帶來節
奏明快的互動討論。部份出席嘉賓包括：






胡洪浪先生，中衡設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光環境規劃設計研究所所
長 / 項目經理
曾豔女士，J&S 照明設計工作室創始人
余顯開先生，函潤（國際）照明設計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侯林楠先生，函潤（國際）照明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設計總監
蕭弘清教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以人為本照明工程論壇
隨著科技術日益發展，大眾對照明的追求不再止於光效、明暗和節能上，
更觸及對光品質的提升、光環境的健康和舒適程度等。為詳盡探討未來
「以人為本照明」的發展核心，大會與中國照明電器協會合辦專門研討，
並由中國之光網明課堂承辦。部分演講嘉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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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丹女士，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教授
主題：如何營造健康光環境
解輝先生，萬達集團文化旅遊規劃研究院包裝所副所長
主題：文旅項目的人性化照明設計
汪建平先生，上海艾特照明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兼設計總監
主題：人本照明在室內項目中的實踐與思考
王鷹華先生，上海三思副總經理
主題：以人爲本的城市智能照明
方作貴先生，凱耀照明內銷總經理
主題：健康舒適的教室照明

智能改變照明．創新點亮世界論壇
論壇聚焦 LED 智能照明時代的行業趨向，闡述智能技術和物聯網的新發
展，將如何重塑業界的產業生態。同時，多名專家講者將分享廠商和配套
供應商的創新合作方式。部分演講嘉賓包括：





肖輝先生，同濟大學教授、中國照明學會智能控制專委會主任
主題：智能照明與設計
童敏先生，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 CTO
主題：智慧城市與智能照明
齊曉明先生，歐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區 CTO
主題：如何擁抱智能照明時代的到來
胡黎强先生，上海晶豐明源半導體有限公司董事長
主題：用芯驅動智能照明

Lighting + 城市、文化、旅遊 —城市照明管理者鏘鏘談
由阿拉丁全媒體以及南網光亞照明研究院承辦，以直接對話交流形式，促
進各省市城市照明管理人員的交流溝通，鼓勵更好地處理景觀照明規劃，
尤其聚焦於政府重點推廣的城市亮化和夜遊消費經濟層面。討論重點包
括：








城市特色夜景景觀
主持嘉賓：韓明清先生，浙大城市學院城市研究中心
對話嘉賓：吳春海先生，深圳市燈光環境管理中心
丁勤華先生，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景觀管理處
城市特色燈光活動
主持嘉賓：汪幼江先生，上海同音照明設計工程公司
對話嘉賓：陳瑋煒女士，上海市市容景觀事務中心
俞立昂先生，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中韓多媒體
學院
燈光對城市文化的表達
主持嘉賓：李農先生 北京工業大學城市照明規劃研究所
對話嘉賓：牟宏毅先生，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
李麗女士 ，北京清控人居光電研究有限公司
燈光對旅遊特色小鎮的提升
主持嘉賓：俞立昂先生，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中韓多媒體學院
對話嘉賓：韓明清先生，浙大城市學院城市研究中心
張志清先生，深圳市金達照明有限公司
解輝先生，萬達文化旅遊規劃研究院
許法卿先生，廣州達森燈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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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女士對展覽會寄予厚望，她表示：｢今年研討會的嘉賓陣容鼎盛，我們
期待通過匯聚眾多專家，與業界共同探索照明的各種可能。其中，『照明
工程』及『智能照明』的發展潛力尤其雄厚，我們將竭力助行業人士開拓
更多商機。」
上海國際照明展覽會的母展是「Light + Building – 法蘭克福國際燈光照明
及建築物技術與設備展覽會」，該展每兩年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辦一次，來
屆將於 2018 年 3 月 18 至 23 日舉辦。
除了上述展會，法蘭克福展覽於中國的建築技術及照明展覽系列還包括廣
州國際照明展覽會、廣州國際建築電氣技術展覽會。該公司的建築技術及
照明展覽系列亦覆蓋阿根廷、阿聯酋、俄羅斯和印度等市場。
有關法蘭克福展覽全球照明及建築物技術展覽會的詳情，請登陸
www.light-building.com/brand。
要取得更多關於 2017 年上海國際照明展覽會的資料，請瀏覽
www.light.messefrankfurt.com.cn 或電郵至
light@china.messefrankfurt.com.
-完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
會議及活動，在全球約 30 個地區聘用逾 2,3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6.47 億歐元。集團與眾
多相關行業領域保持緊密聯繫，配合龐大的國際行銷網路，高效滿足客戶的全方位需求。多元
化的服務呈現在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佈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
行活動時，能持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
市場推廣、人力安排以及餐飲供應。
公司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有關公司進一步資
料，請瀏覽網頁：
www.messefrankfurt.com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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