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面塗裝、塗料檢驗儀器 
 

耐磨試驗、鉛筆硬度計、光澤度計、膜厚計、百格刀

附著力試驗、液體比色計、色差計、細度計、粘度杯

塗膜器、遮蓋力、粘度計、比重、彎曲、UV 能量計 
 
 

 
 
 
 
 
 
 
 

R.C.A. 耐磨試驗機 

 
 
 
 
 
 
 
 

A20-339 耐磨試驗機 
 
 
 
 
 
 
 
 

APG 耐磨試驗機 

 
 
 
 
 
 
 
 

TABER 耐磨試驗機 
 
 
 
 
 
 
 
 

5750 線性往複式耐磨試驗

 
 
 
 
 
 
 
 

ABREX 耐手指磨耗試驗

 
 
 
 
 
 
 
 

自動塗佈機 

 
 
 
 
 
 
 
 

903 耐水洗試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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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塗裝、塗料檢驗儀器 
 
 

 
 
 
 
 
 
 

3084 鉛筆硬度計 

 
 
 
 
 
 
 

3086T 電動鉛筆硬度計

 
 
 
 
 
 
 
JL3086-1 電動鉛筆硬度計

  
 
 
 
 
 

 
小孔徑光澤度計 

 
 
 
 
 
 
 

60˚光澤度計 

 
 
 
 
 
 
 

三角度光澤度計 
 
 
 
 
 
 
 

膜厚計 

 
 
 
 
 
 
 

P.I.G. 破壞式膜厚計 
 
 
 
 
 
 
 

LICO620 液體比色計 

 
 
 
 
 
 
 

LICO 690 液體比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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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塗裝、塗料檢驗儀器 
 
 

 
 
 
 
 
 
 

手提式分光色差計 

 
 
 
 
 
 
 

X-Rite 分光色差計 
 
 
 
 
 
 
 

JL1540 附著力刮刀 

 
 
 
 
 
 
 

CC1000 附著力刮刀 
 
 
 
 
 
 
 

導割規 

  
 
 
 
 
 

 
細度計 

 
 
 
 
 
 
 

輪狀濕膜厚度計 

 
 
 
 
 
 
 

手提式福特杯 
 
 
 
 
 
 
 

比重杯 

 
 
 
 
 
 
 

塗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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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元素分析儀器 

 X 光螢光分析儀- Oxford 
 手持式、桌上型、多頻道及能量分散式 
分光儀 (Spark-OES)- Oxford 
 移動式、落地型及桌上型 
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 (ICP-OES)- Horiba JY 
輝光分光儀 (GD-OES)- Horiba JY 

 

熱分析儀- Setaram 
 高溫 TGA-DTA (-2400∘C) 
 高壓型 DSC (-1000 bar) 
 熱機械分析儀 (TMA) 
 全自動高壓氣體吸(脫)附測試儀 

 

分析樣品前處理設備- Spex 
 冷凍研磨機 Freezer/ Mill 
 組織均質機 Geno/ Grinder 
 粉碎研磨機 Shutter Box 

 

光電量測 
各式光譜儀- Horiba JY 
 拉曼光譜儀 
 PL 光譜儀 
 螢光光譜儀 
 靜態及動態(生命週期)螢光光譜儀 
時間解析光激光譜儀- PicoQuant 
 Picosecond 螢光光譜儀 (Lifetime) 
 Picosecond Diode Laser and Plused LED 
 Time Resolved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 115 之 3 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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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代理： 

 
 

 
 
  

 

 
 
 
 
 

1.測量範圍：-20 to 300℃

2.精確度： ±2℃ or 2% of reading

3.視角：17℃ × 12℃

4.焦距距離：20.3cm～無窮遠

5.偵測器：非制冷式平面偵測器

6.解析畫素：160 × 120

7.偵測波長：7~14μm

應用範圍：主機板業、電子業、面板

業、散熱模組廠、太陽能電池等3C產

品之特定元件，針對研發品保之多點

大面積接觸式溫度快速量測。

各式標準精密溫度計 

高穩定度溫度校正水槽/油槽

各種溫度校正爐 

紅外線黑體爐

紅外線溫度計 

壓力校正器

數字式壓力錶 

多功能電量校正器

Bettersize 

雷射粒徑分析儀

濕式：0.02～2000μm 

乾式：0.1～2000μm

奈米粒徑分析儀 1-9500nm

影像分析儀 1-3000μm

敲打式密度儀、鬆緊式密度儀

粉末流動性測定器

綜合粉體特性分析儀

溫、濕度校正箱

可校各種溫濕度

計溫、濕度紀錄

器溫濕度計

光纖式溫度計

線上紅外線溫度

感測器

總有機碳分析儀

Fusion範圍：0.2PPB～4000PPM

　　　精度：1% RSD ± 2PPB

Torch範圍：8PPB～30000PPM

精度：1.5% RSD ± 15PPB

固體、泥土、沈積物總有機碳分析

攤位編號：B1228、B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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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ID

FTIR
手提式未知氣體
及揮發物 偵檢儀

 軍事 / 爆裂物 毒品 / 化學戰劑偵檢防護設備/ 

LCD 3.3
個人攜帶化學戰劑
及工業毒氣偵檢器

HazMatID Elite

FTIR
攜帶式固.液態
未知物 鑑定儀

NIDS
細菌/病毒
快速偵檢系統

RadSeeker
手提式輻射
及核種偵檢器

SABRE 5000
手提式毒品
及爆裂物偵檢器

Guardion
手提式氣相質譜儀

GID-3
陣地及車載
化學戰劑偵檢器



Pac系列
攜帶式
單用氣體偵測器

Polytron 8000
固定式
毒性氣體偵測器

X-am 5600
攜帶式
六用氣體偵測器

 

X-act 5000
防爆氣體檢知設備

 工安專用檢測設備

Polytron 8700
固定式
紅外線氣體偵測器

 雷擊預警系統

  

 

ITEL
PID VOC專用偵測儀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www.kaoten.com sale@kaoten.com  
台北：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3巷24號4樓之1  電話:02-27901477  
高雄：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1-25號4樓               電話:07-841-2688

建置實績:
台塑石化及
多個軍事單位





PAPR
專用密閉式防護衣

化學防護衣系列

防爆控制箱系列

防爆控制箱系列

PAPR Chemical 2F使用

化學防護衣系列
M2000/3000/4000 5000/

可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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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光儀器關係企業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AN KING TECHNOLOGY CO., LTD.

台北市10050忠孝東路一段112號7樓
website: www.sanking.com.tw

e-mail: sanking@sanking.com.tw
台北總公司 TEL: (02)2358-2668   台中辦事處 TEL: (04)2375-1570
台南辦事處 TEL: (06)267-1660   高雄辦事處 TEL: (07)216-5512



 三光儀器關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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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光儀器關係企業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AN KING TECHNOLOGY CO., LTD.

台北市10050忠孝東路一段112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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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實驗室夥伴 

我們是一家提供高品質實驗室儀器及耗材的公司,客戶包括生

命科學 , 研究機構 , 化學工業 , 藥廠 , 政府機構 , 學術單位 , 電

子公司和檢測機構⃘ 目前我們是知名品牌 Spectro , SCP 

Science 和 Conostan®的獨家代理商, 在未來, 我們的策略是

繼續拓寬產品線, 以滿足客戶日趨複雜的實驗需求 ⃘ 我們的團

隊在不斷的努力和創新中求進步 , 斯納普能成為您實驗室可靠

的夥伴。 

 
產品 
- Benchtop ED-XRF 桌上型能量分散式 X 光螢光元素分

析儀 

- Handheld ED-XRF 手持式能量分散式 X 光螢光元素分

析儀 

- ICP-OES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  

- ICP-MS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 Microwave Digestion System 微波消化儀 

- Graphite Digestion System 石墨消化儀 

- AA / ICP-OES / ICP-MS 耗材 – 炬管/霧化室/霧化器
/Cone 

- AA / ICP-OES / ICP-MS 元素標準溶液 - 單標/混標

/EPA 混標/客製化 

 

地址 : 台北市民生西路 177 號 2 樓之 7 

電話 : 02-25533183   傳真 : 02-25533195 

網址 : www.xlab-scientific.com  
e-mail : info@xlab-scientific.com 

XLab Scientific Ltd 
斯納普科技有限公司 

www.xlab-scientific.com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 (: (: (: (02020202) ) ) ) 23637996  23637996  23637996  23637996  ((((代表號 代表號 代表號 代表號 ) ) ) )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2020202) ) ) ) 23923975    23923975    23923975    23923975    

  耐腐蝕材質耐腐蝕材質耐腐蝕材質耐腐蝕材質 精確流量控制精確流量控制精確流量控制精確流量控制

壓力最高壓力最高壓力最高壓力最高6000psi 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HPLC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Upchurch/Rheodyne
配合各廠牌配合各廠牌配合各廠牌配合各廠牌 HPLC 管線及接頭管線及接頭管線及接頭管線及接頭

專業供應層析零配件專業供應層析零配件專業供應層析零配件專業供應層析零配件

歡迎同業洽詢合作歡迎同業洽詢合作歡迎同業洽詢合作歡迎同業洽詢合作

   適用於液相層析/ 質譜儀   適用於液相層析/ 質譜儀   適用於液相層析/ 質譜儀   適用於液相層析/ 質譜儀

   提供周邊設備及零配件   提供周邊設備及零配件   提供周邊設備及零配件   提供周邊設備及零配件

  Electronic metering 

  Pumps

 經濟型高精密定量泵經濟型高精密定量泵經濟型高精密定量泵經濟型高精密定量泵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ionBench
 升降 / 移動式實驗桌平台 升降 / 移動式實驗桌平台 升降 / 移動式實驗桌平台 升降 / 移動式實驗桌平台

N2  Supplier 30F
氮氣產生器氮氣產生器氮氣產生器氮氣產生器

單機型內含螺旋式空壓機單機型內含螺旋式空壓機單機型內含螺旋式空壓機單機型內含螺旋式空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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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inpac@ms10.hinet.netE-mail : inpac@ms10.hinet.netE-mail : inpac@ms10.hinet.netE-mail : inpac@ms10.hinet.net

HPLC column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SIC SYSTEM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ELDEX

      適用各廠牌質譜儀適用各廠牌質譜儀適用各廠牌質譜儀適用各廠牌質譜儀

purify  hplc  sfc 分離管及填充劑分離管及填充劑分離管及填充劑分離管及填充劑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PRINCETON 分離管分離管分離管分離管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ICROSOLV  分離管分離管分離管分離管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DAICEL   手性光學分離管手性光學分離管手性光學分離管手性光學分離管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 (: (: (: (02020202) ) ) ) 23637996  23637996  23637996  23637996  ((((代表號 代表號 代表號 代表號 ) ) ) )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2020202) ) ) ) 23923975    23923975    23923975    23923975    

             均符合均符合均符合均符合EPA標準方法標準方法標準方法標準方法

        3D 毛細管電泳儀        3D 毛細管電泳儀        3D 毛細管電泳儀        3D 毛細管電泳儀

  各廠牌質譜儀及其耗材各廠牌質譜儀及其耗材各廠牌質譜儀及其耗材各廠牌質譜儀及其耗材

    質譜奈米噴灑裝置質譜奈米噴灑裝置質譜奈米噴灑裝置質譜奈米噴灑裝置

NanoSource

 Digital PicoView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New Objective

    Nanospary System    Nanospary System    Nanospary System    Nanospary System

                NanoboreNanoboreNanoboreNanobore    ColumnColumnColumnColumn・・・・EmittersEmittersEmittersEmitters

符合台灣環檢測定標準方法符合台灣環檢測定標準方法符合台灣環檢測定標準方法符合台灣環檢測定標準方法

(資料備索資料備索資料備索資料備索)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ENVIRONMENTAL

              EXPRESS
AA、、、、ICP 樣品前處理消化裝置樣品前處理消化裝置樣品前處理消化裝置樣品前處理消化裝置

             水中油份固相萃取水中油份固相萃取水中油份固相萃取水中油份固相萃取

及所有環境分析前處理零配件及所有環境分析前處理零配件及所有環境分析前處理零配件及所有環境分析前處理零配件

  PrinCE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Protein

 (資料備索) (資料備索) (資料備索) (資料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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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inpac@ms10.hinet.netE-mail : inpac@ms10.hinet.netE-mail : inpac@ms10.hinet.netE-mail : inpac@ms10.hinet.net

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裝置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裝置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裝置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裝置

符合美國環境保護署標準方法符合美國環境保護署標準方法符合美國環境保護署標準方法符合美國環境保護署標準方法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Associated Design

 (TCLP Equipment)

  Model-Tribute

全自動胜全自動胜全自動胜全自動胜肽肽肽肽合成儀合成儀合成儀合成儀



 

 

Syrris 全自動批次式(Batch)反應系統 

   

Syrris 全自動微流式(Microfluid)反應系統：

   

PHOTOCHEM 抗氧化物總量測定儀： 
 

 

顯微 FT-IR 及可攜式 FT-IR： 

 

 

 

 
 



直測式固液相原子吸光儀： 

    

直測式固液相 TOC 總有機碳分析儀： 

  

直測式氣液固相汞分析儀： 

         

全瓶組溫控壓控微波消化系統：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與專利氣體碰撞介面：

    



. 
鴻  盛  科  儀  有  限  公  司 

                  GREEN TREE SCIENTIFIC & INSTRUMENT CO. 
  電話: 02-85123081  傳真: 02-85123082 

241-58  新北市三重區興德路 111-3 號 4 樓 
公司網址: hppt://www.greentree.com.tw  電子郵件: greentree@hibox.hinet.net 

 

高雄公司(鴻鎰科儀有限公司)    上海公司(可睦電子商貿有限公司)-KEM 

電話: 07-5551086              電話: 021-54488867 

傳真：07-5551635              傳真: 021-34140599 

 
  

卡式水份測定儀、電位差自動滴定儀、

密度/比重計、屈折度/糖度計、熱傳導

率計/熱流計、綜合溫度熱指數計、濃度

分析裝置/啤酒分析裝置 
 

蒸餾分析儀、閃火點測定儀、流動點/ 

混濁點測定儀、低溫過濾阻塞點分析儀 

、自動軟化點分析儀、潤滑油蒸發損失 

測試儀 
 

油品全自動黏度計、泵動溫度試驗

(CMRV) 、曲柄轉動黏度測定(CCS) 、聚

合物自動黏度計、黏度計控溫槽、玻璃

毛細管黏度計、標準黏度油 
 

製備液相層析儀、居里點熱裂解儀、 

冷凍粉碎機、居里點吹氣捕捉裝置、 

加熱脫氣收集分析裝置 
 

自動迷你閃火點測試儀、自動迷你蒸氣

壓測試儀、自動汽/柴油分析儀 
 

 

各種油品測試儀器 
 

 

航空燃油潤滑性試驗 

柴油潤滑能力試驗 
 

 

粒徑分佈和污染度測試儀器 
 

 

自動發煙點測試儀 
 

 

 

 

藥品自動溶出試驗儀、自動崩壞度 

試驗儀、錠劑硬度計、錠劑磨損度 

試驗儀、各種藥物理化分析儀器 
 

公司經營理念一直秉持著：誠懇、負責、永續的原則，以 

更精密 、更專業、更迅速的服務品質，滿足客戶需求。若對以上任

何的儀器有興趣，請洽： 

    周文盛  先生 電話：02-85123081 手機：0935580856 

蔡翰銘  先生 電話：02-85123081 手機：0939754811 

黃俊瑋  先生 電話：02-85123081 手機：0988655815 

 









倍晶生技 獨家代理

實驗室儀器第一品牌‧六大主要產品線

生物安全操作台

‧專利直流變頻雙馬達

‧符合 認證標準

超低溫冷凍櫃

‧高階薄壁 系列

‧智慧型操作介面

二氧化碳培養箱

‧滅菌、純銅多重防護

‧三氣體低氧調控機型

落地高速離心機

‧超輕量碳纖維轉子

‧同級機型中轉速最高

真空濃縮系統

‧真空洩壓閥減少突沸

‧ 105℃業界最低溫冷凝槽

水質純化系統

‧一次水 二次水

‧可選配 水質更佳

實驗室等級
小型生物反應器

系統

‧超高密度細胞培養

‧每組產量相當於 個



全新 代理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台中營業處
高雄營業處

分子生物精密儀器設備最佳選擇

桌上型高速離心機

‧全鋁製氣密型轉子

‧獨特懸吊式馬達

微量分注器

‧超輕量使用無負擔

‧精準度世界第一

控溫震盪器

‧完全 震盪防濺設計

‧精準度世界第一

分光光度計

‧濾片式 全波長

‧超微量

高通量
細胞株影像篩選平台

影像分析系統

‧自動大量定量分析

‧結合影像及量化數據

細胞株篩選系統

‧專利無標記篩選方式

‧semi 高準確性

客製化抗體第一品牌

客製化抗體

‧專利技術快速生產

‧專一性佳應用範圍廣



頤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頤樺科技 股份有 限 公司



       

       

 
 
 
 
 
 
 
 
 
 
 
 
 
 
 
 
 
 
 
 
 
 
 
 
 
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 w w. iv or i s t . co m. t w  

現場展出攤位： 
 
歡迎蒞臨參觀， 



       

       

 

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 w w. iv or i s t . co m. t w  

現場展出攤位：  B1116、B1118、B1120 
                    B1122、B1124 
                攤位皆有專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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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群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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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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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品質

寬範圍

可靠性 原子
原子光譜產品精

確信賴

高性能

資
料

結果

200系列AA

8800 ICP-MS/MS7700系列ICP-MS

700系列ICP-OES4100 MP-AES

全新技術實現更多可能

  安捷倫科技打破了原子光譜產品的現有格

局，推出了非同凡響的創新產品，如感應耦

合電漿串聯質譜儀和微波電漿光譜儀。安捷

倫科技在傳統之原子吸收光譜儀，感應耦合

電漿發射光譜儀和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領域

早已確立了不可撼動的領導地位，選擇安捷

倫科技，選擇備受信賴的實驗室儀器供應商

了解更勝一籌的安捷倫科技

原子光譜產品的強大功能

安捷倫科技原子光譜產品陣容:

，增強您的分析實力。

免費專線：0800-018768
©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2012

5977A GC/MSD 7700 ICP-MS8800 ICP/MS/MS

6550 LC/MS Q-TOF

6490 
LC/MS/MS

7000B GC/MS QQQ

信心意味著持久的正常執行時間、卓越的工作效率和可靠的分析

性能—安捷倫科技的質譜技術滿足您所有期待。安捷倫科技所有

質譜平台擁有統一的使用者介面，為您帶來一致的用戶體驗。

憑藉著40多年的創新歷史和行業經驗，安捷倫科技不斷拓展質譜

技術的水準，為全世界的用戶提供可靠的質譜解決方案。

實現
可 靠 的 質 譜 性 能

www.agilent.com/chem/MSPerformance
瞭解更多有關安捷倫科技質譜技術的資訊：

使用智慧手機掃描此二維條碼

以獲得更多關於安捷倫科技

LC/MS、GC/MS、ICP-MS 和
MassHunter 軟體的資訊

免費專線：0800-018768
©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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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4150 落地型雙分光器、雙光束

UV-VIS-NIR 分光光譜儀

搭配高感度積分球提供測量之高精確度

大型樣品室應用範圍廣泛

多種應用軟體(太陽眼鏡、節能玻璃、偏光膜)
及附件可選用

[性能再進化]
石墨爐分析數據更高的精度。

專用石墨管實現更高精度雙進樣功能。

待機中可自動關閉空心陰極燈,降低能耗。

[創新先進功能]
石墨爐分析中具突沸自動檢測功能。

新增石墨管殘留清除功能和自動進樣器的快

速進樣，也可實現更快和更高精度的分析。

[操作簡便且可靠]
“性能再進化”和“創新先進功能”日立直流偏極

塞曼校正技術，實現所有元素都以高可靠性的

背景校正，可完全實現精確分析應用。

[性能卓越] 
泵浦和自動進樣器的超高再現性及管柱

恆溫箱與偵測器卓越穩定性。 
[操作簡單] 
操作簡單，使用更方便。在 HPLC 中易於

維護也同樣更加便利。 
[經久耐用] 
Chromaster 採用日立嚴格的質量控制標

準由堅固原材料製作而成，延續了日立儀

器經久耐用和穩定性方面的優良傳統。

UH5300 雙光束分光光譜儀 
採用長效型七年保固 Xeon flash lamp 
相較單光束機種穩定性更佳

標準自動六組液槽切換控制

簡單易於操作性能確認功能 

F-7000 高感度、多功能螢光光譜儀

具超高速掃描功能，最大 60,000nm/min 
解析能：1nm、Time Interval 可達 0.001sec 
高速 3D 掃描提供分析樣品最佳利器

內建螢光、磷光測定支援細胞生理動態測定

內建冷光測定高能量輸出及高信號雜訊比適合

化學冷光及生物冷光測量

水平射出光束提高偵測靈敏度及減少樣品用量

日立偏極光Zeeman原子吸光光譜儀ZA3000系列

台北總公司:(02)2755-2266 新竹分公司:(03)578-2020 

台中分公司:(04)2245-2181 台南分公司:(06)209-5135 

高雄分公司:(07)336-5980 

日立高效液相層析儀系列~高速/超高速~







離心機、減壓濃縮機
加熱攪拌器

通過ISO9000系列認證,並嚴格遵照國際通行的管理規則,

進行設計和生產,讓產品的品質與穩定性達到國際級的水準

        是一種具熱塑性的柔韌塑膠，具有抗濕

氣的特點，多年來被廣泛應用於科學研究與醫藥

方面。它已被證明能可靠且經濟的覆蓋封口於試

管燒杯、樣本瓶、培樣皿燒瓶及各式各樣的儀器

及不規則形狀的表面。





展泓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 BEST CO.,LTD.  
台北市 1 0 5 9 4撫遠街 2 5 5巷 3 1號 2樓 
0 2 - 2 7 6 2 - 0 6 2 2  傳真：0 2 - 2 7 6 2 - 4 6 1 5 
南區電話：07-6102128傳真：07-610-2121 
網址gb-co.com.tw 

微型精密測量儀器 
本公司為服務經銷商特別引進美國知名公司EXTECH目前最暢
銷產品E x S t i k ®系列產品，台灣由  展泓公司總經銷。 

 展泓公司 總經銷。 
台灣知名外銷品牌，目前暢銷款式眾多(如下)。 

6000系列 
PH‧TDS‧EC Temp  
防水型攜帶各式測試筆 

5000系列 
PH‧TDS‧EC Temp  
伸縮型攜帶各式測試筆 

PL-700系列 
有攪拌器及USB輸出 
實驗室多功能測量儀器 
pH、ORP、Cond、
TDS、Salt、DO、

O2  、Temp 
 
 
 
 
 
 
 

各式電極 

500cc.標準液 
12種pH粉劑 

(2.00pH~12.00pH) 

pH4‧7‧10 
丸劑 

 PP200系列 

 

       MP6100      GB-92 
pH/ORP攜帶式酸鹼度計 

 

 

EPH-700(基本型) 
微電腦pH/ORP度計 

 
 

 

 DO-Meter   

pH、電導度、溶氧、
ORP、等控制器 

 EC-Meter    TI-9000 

CD92 TDS水質測試筆 

 
各式溫度計 

ExStik® PH100：平面式電極 pH 計可測皮膚、麵
糰、紙張、布匹、奶酪等。 

CL200：餘氯測試不受顏色及 濁度影響 。 
RE300：ORP氧化還原微型儀器。 
EC400：四合一多功能測試計。 
EC500：五合一多功能測試計。 
DO600：溶氧度微型儀器。 

MP103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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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可移動式測定槽 

■ 乾溼式皆可測定 

■ 測定範圍： 

   10 nm / 80 nm-2000 µm 

  

 ….……………………………………………… 

- 奈米研磨機 -  
 

- 雷射粒徑分析儀 - 
 

■ 乾磨、濕磨兩用 

■ 最高轉速 1100 rpm 

■ 罐體嵌入式 安全性高 

 

  

 ….……………………………………………… 

■ 廣泛應用於生物、化學製 

    藥及環境分析等領域 

■ 高通量、防止突 

   沸交叉污染 

■ 樣品可直接濃縮 

   於Vial瓶內不需轉換 

   

……….……………………………………….. 

- 高壓反應器 - 

■ 實驗、試驗工廠 

    製程 反應器 

■ 提供各種材質及 

    反應需求 

■ 價格合理、 

    技術精良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03號6樓                                      http://www.utekinco.com.tw 

台北 TEL : (02)2799-3339                                                    台南TEL:(06)311-3636  

-高速冷凍離心機- - 離心式濃縮機 - 

-  形態分析儀 -  

■ 1.5/2.0 ml×24支 

     微量離心管 

■ 離心力可達23,005×g 

■ 高性價比，價格優惠 

■ 另有多種容量可供選擇 

 

 

 ……….……………………………………….. 

 

 

■ 顆粒形狀及粒徑同時測定 

■ 1 µm-2mm/20 µm-20mm 

    兩種機型 

■ 具有圖庫解析功能 

 

 ……….……………………………………….. 

 

■ 非破壞， 

   多成份測定 

■ 樣品無需前處理 

■ 實驗機、 

    線上機多種組合 

- 近紅外光譜分析儀 - 

-  雷射粒徑分析儀 - 

■ 測定範圍：1 nm - 6 µm 

■ 樣品只需50 µl 

■ 多種應用，歡迎洽詢 

 

 

 ……….……………………………………….. 









電磁攪拌器｜水流抽氣幫浦

日本柴田科學製作

細菌試驗恆溫器

CB-101 MX-1 MG-510 WJ-20

自動滴定儀｜動黏度計

全套KF卡氏微量水份滴定儀
全自動滴定器／滴定分析儀
全自動毛細管動黏度分析系統

即原本德國

pH/電導度/糖度/標準液

pH校正緩衝液、電導度標準液、TOC/
TIC標準液、糖度/屈折度標準液、比重
標準液、比色標準液、滲透壓標準液、
融點標準品、色差標準片、及業界唯一
超低電導度1.3μS±0.5μS標準液！

N.I.S.T. certified
原裝進口

油漆｜塗層檢測儀器

黏度杯 光澤度計
百格刀 濕膜厚度計
比重杯 各式塗佈器 
細度計 濕膜塗佈機
乾燥計 漆膜硬度計
霧度計 衝擊試驗機

瑞士原裝

多角度

糖度計｜鹹度計｜屈折度｜旋光度計

日本原裝
歡
迎
同
行
調
貨

(02)2698-1222(02)2698-1222 www.chuanhua.com.tw
服務
  專線

分光色差儀 積分球、反射式｜美國原裝進口

手提式｜桌上型｜線上型

HunterLab是全球第一將分光色
差技術導入手持機種、且能維持
與桌上型相同精確度的專業製
造商，協助您掌握色彩量測數據

均質乳化、攪拌機｜加熱板

電磁加熱攪拌機、直流攪拌馬達 
均質機、乳化機、機械式攪器機 
試管／燒瓶振盪器、減壓濃縮機 
真空乳化系統、粉碎機、熱卡計 

電磁加熱攪拌機、直流攪拌馬達 
均質機、乳化機、機械式攪器機 
試管／燒瓶振盪器、減壓濃縮機 
真空乳化系統、粉碎機、熱卡計 

水質檢測儀器｜電極

酸鹼度/電導度計

溶氧度、各式電極

離子比色濃度計

攜帶型
防水型
桌上型
線上型

新加坡
原裝進口

電子天平｜水份天平

電動滑門 圖形化顯示0.00001g

半微量分析天平｜標準天平
工業級防水台秤｜水份天平
自動乾燥灰化儀｜標準砝碼

膜厚計｜非破壞式 ※亦可自定校正

單體式 導線式 無線測頭

磁性/非磁性皆可測量，最高
解析0.01μm，繁體中文顯示，
操作最簡單、測頭永久免校正

德國
德國BMW、美國波音採用

(02)2698-1222(02)2698-1222服務
  專線

chuanhua.com.tw
上網搜尋



電磁攪拌器｜水流抽氣幫浦

日本柴田科學製作

細菌試驗恆溫器

CB-101 MX-1 MG-510 WJ-20

自動滴定儀｜動黏度計

全套KF卡氏微量水份滴定儀
全自動滴定器／滴定分析儀
全自動毛細管動黏度分析系統

即原本德國

pH/電導度/糖度/標準液

pH校正緩衝液、電導度標準液、TOC/
TIC標準液、糖度/屈折度標準液、比重
標準液、比色標準液、滲透壓標準液、
融點標準品、色差標準片、及業界唯一
超低電導度1.3μS±0.5μS標準液！

N.I.S.T. certified
原裝進口

油漆｜塗層檢測儀器

黏度杯 光澤度計
百格刀 濕膜厚度計
比重杯 各式塗佈器 
細度計 濕膜塗佈機
乾燥計 漆膜硬度計
霧度計 衝擊試驗機

瑞士原裝

多角度

糖度計｜鹹度計｜屈折度｜旋光度計

日本原裝
歡
迎
同
行
調
貨

(02)2698-1222(02)2698-1222 www.chuanhua.com.tw
服務
  專線

分光色差儀 積分球、反射式｜美國原裝進口

手提式｜桌上型｜線上型

HunterLab是全球第一將分光色
差技術導入手持機種、且能維持
與桌上型相同精確度的專業製
造商，協助您掌握色彩量測數據

均質乳化、攪拌機｜加熱板

電磁加熱攪拌機、直流攪拌馬達 
均質機、乳化機、機械式攪器機 
試管／燒瓶振盪器、減壓濃縮機 
真空乳化系統、粉碎機、熱卡計 

電磁加熱攪拌機、直流攪拌馬達 
均質機、乳化機、機械式攪器機 
試管／燒瓶振盪器、減壓濃縮機 
真空乳化系統、粉碎機、熱卡計 

水質檢測儀器｜電極

酸鹼度/電導度計

溶氧度、各式電極

離子比色濃度計

攜帶型
防水型
桌上型
線上型

新加坡
原裝進口

電子天平｜水份天平

電動滑門 圖形化顯示0.00001g

半微量分析天平｜標準天平
工業級防水台秤｜水份天平
自動乾燥灰化儀｜標準砝碼

膜厚計｜非破壞式 ※亦可自定校正

單體式 導線式 無線測頭

磁性/非磁性皆可測量，最高
解析0.01μm，繁體中文顯示，
操作最簡單、測頭永久免校正

德國
德國BMW、美國波音採用

(02)2698-1222(02)2698-1222服務
  專線

chuanhua.com.tw
上網搜尋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ONG I INSTRUMENTS CO.,LTD 

 
代理產品:                                        

 
過濾紙、過濾膜、濾心、過濾頭、試紙、各式過濾耗材、 

不鏽鋼過濾桶槽 
 
 
 
 
 
 

 
糖度計、鹽度計、數位屈折計、桌上型屈折計、旋光度計 

        
 

 
PFA 細口、廣口瓶、洗滌瓶、定量瓶、燒杯製品 

 
 
 

 
行星式公自轉攪拌脫泡機、真空攪拌機、奈米粉碎機 
 
 
 
 
 
 
 

 
數位連續式滴定器、耐腐蝕分注器、可調式微量吸管、吸管

輔助器、安全吸球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103號 4樓 
Tel : (02) 2627-9535  Fax : (02) 2627-7638 
http://www.hongi-ins.com.tw  E-mail: hongico@ms52.hinet.net 



 

 

 

 

 

 

 

            

 

 

 

 

 

 

 

 

 

                         

 

 

 

 

 

 

 

 

傅立葉轉換紅外光光譜儀 (FT-IR Spectroscopy) 

￭ALPHA -適合實驗室基本分析與教學使用。 
￭TENSOR -實驗室分析級,高靈敏度，可應用各
式配件並與 TGA、Microscopy、GC串聯。 
￭VERTEX – 高解析度, 可選擇真空型。 
￭HYPERION - IR-Microscopy，可搭配紅外顯
微焦平面陣列影像偵測器，用於微觀分析及紅
外影像之研究。 
￭LUMOS - 全自動 IR顯微鏡。 
￭Mobile-IR - 便攜式 FT-IR,符合 IP67規範。  

品質分析及線上監控系列（QA/QC） 
食品業：酒類、飲料、烘焙食品組成定量。 
農漁產：菸草、飼料、茶類、肉類組成份定量。 
製造業：石化、高分子、半導體、材料監控。 
生物醫學：血液、細胞病理、微生物定性分析。 

傅立葉轉換近紅外光光譜儀 (FT-NIR Spectroscopy) 

拉曼光譜儀 (Raman Spectroscopy) 

￭ MultiRam - FT-Raman探討一般樣品及含水樣品之結構偵測。 
￭ RAMII - 可連接於紅外光譜儀上，進行紅外光譜及拉曼光譜的偵測 
￭ SENTERRA - 可選配 532nm, 632nm, 785nm, 830nm等光源，具
有自動螢光扣除的功能、共軛聚焦功能，拉曼影像分析並可進行樣品
深度(Z軸)的偵測。 
 

HI90、SIGIS2、OPS全自動即時遙測檢測大氣中污染物 
￭ 全天候即時監控環境中氣體汙染物。 
￭ 紅外光譜與影像結合，同時分析環境危害氣體與逸散方向。 
￭ 擁有超過 400種氣體監測資料庫。 
 

紅外影像遙測系統 (Remote Sensing ) 

ALPHA 

TENSOR 

LUMOS HYPERION / VERTEX VACUUM 

 

MOBILE-IR 

TANGO MPA MATRIX-I 

SENTERRA RAM-II MULTIRA

M 

HI 90 SISG2 OPS 

布魯克光譜儀器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5號 18樓之 7 
Tel :02-8698-1212    Fax: 02-8698-1227  
info@brukeroptics.com.tw 
 

www.bruker.com 
 

MATRIX-F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ONG I INSTRUMENTS CO.,LTD 

 
代理產品:                                        

 
過濾紙、過濾膜、濾心、過濾頭、試紙、各式過濾耗材、 

不鏽鋼過濾桶槽 
 
 
 
 
 
 

 
糖度計、鹽度計、數位屈折計、桌上型屈折計、旋光度計 

        
 

 
PFA 細口、廣口瓶、洗滌瓶、定量瓶、燒杯製品 

 
 
 

 
行星式公自轉攪拌脫泡機、真空攪拌機、奈米粉碎機 
 
 
 
 
 
 
 

 
數位連續式滴定器、耐腐蝕分注器、可調式微量吸管、吸管

輔助器、安全吸球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103號 4樓 
Tel : (02) 2627-9535  Fax : (02) 2627-7638 
http://www.hongi-ins.com.tw  E-mail: hongico@ms52.hinet.net 



台灣布魯克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Bruker Taiwan Co. Ltd.
＊總公司

新北市汐止區新台五路一段 75 號 18 樓之 5
TEL: (02)8698-1212 
FAX: (02)8698-1010  
Email: info@bruker.com.tw

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系統 (LC-MS/MS) 
 
•具有多項專利之全新設計四極桿式的 LC-MS/MS

系統 , 具 high sensitivity 與 robustness 
 

•設殊設計的 Orifice interface, Active Exhaust, IQ 
Dual Ion Funnel 以及 VIP-HESI, 大幅提升儀器
性能與耐用性 
 

• Flat-tuning 設計, 讓您在分析過大量的高基質樣品
後仍維持系統應有的感度而不需重新調機 
 

•搭配簡單, 快速的數據處理軟體, 是您日常分析工
作的最佳選擇 

 

EVOQ LC-MS/MS 



台灣布魯克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Bruker Taiwan Co. Ltd.
＊總公司

新北市汐止區新台五路一段 75 號 18 樓之 5
TEL: (02)8698-1212 
FAX: (02)8698-1010  
Email: info@bruker.com.tw

氣相層析質譜儀/串聯質譜儀系統 (GCMS / 
GCMSMS) 
• 提供您市場上靈敏度最高/體積最小的四極桿 GC/MS 與

GC/MS/MS 系統，符合您所有的應用需求. 

•內建超過 1000 種以上化合物的 SIM 與 MSMS 參數，讓您

操作 MS 與 MSMS 更簡單.

• 具備短時間內一次分析超過 250 種有機磷與有機氯農藥殘

留的能力，並能符合日本法規 0.01ppm LOQ 與歐盟的要求

• 多次轉彎設計，大幅降低中性背景干擾，再搭配 400L/s 的

超高真空幫浦，以及 14000amu/s 掃描速度，大幅提升感度

以及數據精準度 

• 台灣市場上市占率最高的 TQ GCMSMS 系統 

SCION SQ GC/MS & TQ GC/MS/MS 



●  台北：02-2771-2196  ●  台中：04-2201-8479
●  高雄：07-553-6966    http://www.bioway.com.tw



●  台北：02-2771-2196  ●  台中：04-2201-8479
●  高雄：07-553-6966    http://www.bioway.com.tw





第十二屆台北國際儀器展
12TH TAIPEI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SHOW

主辦單位

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協辦單位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展出日期

一○二年十月三日至六日

展出時間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展場地點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一館Ｂ、Ｃ區

展場地址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

主辦單位地址

台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三號三樓

主辦單位電話

02-2370-3177

主辦單位網址

www.instrument.org.tw



又逢三年一屆的儀器展盛事，一直

以來，本會儀器展備受各屆理事長、全

體理監事與會員的高度重視。

近年來國內外景氣持續低迷，國際

間各專業展覽的規模逐年萎縮。本會儀

器展也無法倖免，總攤位數亦呈現逐屆

下滑之趨勢。本人接任理事長一職後，

始終念茲在茲的就是擴充本會儀器展的

規模，使得各會員與廠商皆能達到最佳

的參展效果。然在本屆籌備之初所進行

的參展意願調查顯示，情況並不樂觀。

但在經過全體理監事竭盡心力的邀

約，加上各會員與廠商的大力配合之下，

本屆儀器展的攤位數不但中止逐屆下降

的趨勢，更逆勢成長了近百分之九。如

此的成果，當然最要感謝是各會員與廠

商之鼎力支持，沒有大家的認同與熱烈

參與，就不會出現今日之盛況。 

好的開始即是成功的一半，本人在

此預祝本屆各展覽廠商皆能獲得豐碩的

成果，同時也為提振國內長期低迷的經

濟，貢獻棉薄之力。

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理	事	長
第十二屆台北國際儀器展	 主任委員 呂忠義

感   言



台北國際儀器展委員名單

第 12 屆

：呂忠義

：林信雄

：吳宗穎

：張武吉     邱峰雄

　林春雄     李永元

：蔡秋賢     童慈民

　楊信喜     李明泰

　姚清祥     陳景長

　賴奇南     吳明記

　林世吉     許淑佩

　高化倫     許中南

　張文祥     紀昶佑

主 任 委 員

副主任委員

常駐監察人

常 務 委 員

委    員



第 12 屆台北國際儀器展參展廠商索引
公    司    名    稱 攤位編號 頁   碼

一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920 2

力明儀器有限公司 B531 8

力新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C1235 40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4 3

三峰儀器有限公司 C822 24

三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10 3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210 2

大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134 39

大慶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C830 38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B1134 4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3 33

川捷科技有限公司 B1030 36

川祺貿易有限公司 C1038 41

中燦科技有限公司 C823 24

中藍行實業有限公司 C1036 14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010 2

元正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228 16

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420 15

天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709 41

天祥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B402 32

天驪企業有限公司 C732 31

日本科學機器協會 B401 41

日商極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C938 41

日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706 13

太陽系分析基礎開發工作室 C1037 41

世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C931 33

台裕股份有限公司 C1000 9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C720 24

台灣中澤股份有限公司 B515 21

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C1100 10



公    司    名    稱 攤位編號 頁   碼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26 10

台灣艾爾加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B426 29

台灣柏朗豪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C738 28

台灣流量儀校有限公司 B1026 16

台灣耶拿儀器有限公司 B434 11

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 B1331 9

台灣莎多利斯有限公司 B220 7

台灣綠意科技有限公司 B225 31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C711 29

台灣賽默飛世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700 4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C901 6

弘優科技有限公司 B1234 12

永原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B331 13

立捷儀器有限公司 C1025 26

立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C1107 31

立諾儀器有限公司 B429 14

光極科技有限公司 B1329 29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B610 1

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810 6

吉適科技有限公司 C1004 34

合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820 4

安和衡器有限公司 C1006 23

旭豪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C1130 34

有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416 21

至準貿易有限公司 B404 13

艾安得股份有限公司 B330 11

艾瑪特有限公司 B1127 20

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18 6

佐信科技有限公司 C905 22

伯昂興業有限公司 C921 26

※ 依公司名稱筆劃排序



公    司    名    稱 攤位編號 頁   碼

伯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029 30

利泓科技有限公司 B1217 9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21 32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403 11

宏昇儀器行有限公司 B304 19

宏誠科儀有限公司 C926 26

宏濬儀器有限公司 B728 14

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301 33

志宸科技有限公司 B826 15

每得科技有限公司 C1122 25

沛莫科技有限公司 B1230 16

見誠科技有限公司 B732 14

貝爾特科技有限公司 C1109 23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204 3

佳允股份有限公司 C922 24

佳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B936 9

佳佑企業有限公司 B1123 15

典瑞企業有限公司 B1218 16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C1010 20

卓越防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132 37

和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C805 13

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524 3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B410 1

明昱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C1021 25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B719 5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B818 21

東榮元件有限公司 C1020 18

波特多科技有限公司 C819 22

泛群科技有限公司 B202 33

泛達儀控有限公司 C827 27

矽新科技有限公司 B417 6



公    司    名    稱 攤位編號 頁   碼

金永德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B834 3

長雅科技有限公司 C920 18

亞瑞國際有限公司 C1035 40

俊富科技有限公司 C820 18

俊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131 7

南北貿易有限公司 C1121 26

建成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032 7

恆茂有限公司 B120 17

星晏有限公司 B329 38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130 8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B1220 2

皇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39 36

研毅企業有限公司 C811 22

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020 4

科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C728 25

科榮股份有限公司 C836 28

科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814 10

飛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1034 35

香港商漢唐熱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C1227 35

洺鈦實業有限公司 C1126 27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910 1

展泓股份有限公司 C933 33

泰世揚科技有限公司 C1229 39

泰仕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1032 34

海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927 18

浩翰有限公司 B236 12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210 2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C1213 17

益瀚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712 17

神港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C1022 25

訊華股份有限公司 C1223 34



公    司    名    稱 攤位編號 頁   碼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 C907 8

高碇科技有限公司 B729 31

高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10 1

烜晟科技有限公司 C1131 35

國華科技有限公司 C1129 38

啟泰企業有限公司 B527 20

敏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1127 36

淨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104 17

理科企業有限公司 C828 38

祥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B736 7

速貝企業有限公司 C1103 26

傑揚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C1231 38

博益精儀股份有限公司 B228 21

博精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722 4

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 B731 11

富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08 31

斯納普科技有限公司 B626 14

景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C1136 40

景興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B1018 32

森鴻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B232 15

登盈儀器有限公司 B224 10

紫外光科技有限公司 C815 19

翕澤科技有限公司 C936 40

越吟有限公司 B302 37

隆吉儀器有限公司 B326 10

雲陽科技有限公司 C716 23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B501 8

菘啟工業有限公司 C826 27

奧卓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23 12

愛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927 39

愷帝有限公司 C1233 40



公    司    名    稱 攤位編號 頁   碼

新丹企業有限公司 B519 7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30 12

楓聲實業有限公司 C934 36

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C1014 23

瑞儀企業有限公司 C724 25

瑞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832 15

群育科技有限公司 C1113 19

群隆興業有限公司 C1203 19

道遠企業有限公司 B430 19

達易科技有限公司 C736 28

鉅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225 35

鼎杰貿易有限公司 C1133 39

鈺恆股份有限公司 C831 34

碁進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02 27

廖張行科技有限公司 C1026 28

暢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838 28

漢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833 37

漢鈉儀器有限公司 C1031 30

銘祥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1108 22

儀展科技有限公司 C1207 23

廣水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B209 5

廣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1112 24

德工科技有限公司 C715 29

德和衡器有限公司 C1030 37

德記儀器商行 B502 6

德斯特儀器有限公司 B235 20

慧智實業有限公司 C1114 17

樂盟科技有限公司 B827 8

樂潔科技有限公司 B124 11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117 20

寰新科技有限公司 C1033 36



公    司    名    稱 攤位編號 頁   碼

錫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B710 1

錦亮實業有限公司 B1033 29

頤華國際有限公司 B424 30

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16 5

優仕特股份有限公司 C834 32

勵眾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18 22

總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930 27

聯合層析科技有限公司 B828 18

聯勝儀器有限公司 B1019 9

聯環科技有限公司 C734 30

鴻隼企業有限公司 C832 35

鴻盛科儀有限公司 B1027 12

禮學社股份有限公司 B630 5

鎮揚實業有限公司 C1125 32

雙毅企業有限公司 C1120 16

雙鷹企業有限公司 B336 5

騏銳企業有限公司 B428 37

瀚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5 21

譜源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C929 39

躍凌實業有限公司 C1221 30

鑫永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B2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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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0 高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590061

e-mail: gt204@gotech.biz

拉力試驗機、萬能材料試驗機、硫化儀、製鞋皮革、
橡膠輪胎、塑膠、紙業包裝、電工器材、傢俱 / 辦公
桌椅、紡織、混凝土等品質檢測儀器。

B910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62026

e-mail: service@mail.bestgen.com.tw

生醫科技及生化材料儀器設備 : 超低溫冷凍櫃、CO2

培養箱、生物安全操作台、超高速離心機、高溫爐、
純水系統、光學影像分析系統。

B710 錫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734558

e-mail: shikee@ms16.hinet.net

Corning,Schott,Du Pont,3M,Kimberly-Clark,

Saint-Gobain,Shin-Etsu

B610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81222

e-mail: sales@chuanhua.com.tw

電子天平、糖度計、黏度計、膜厚計、水份計、色
差儀、攪拌機、均質乳化機、恆溫烘箱、理化儀器、
水質檢驗、物性及塗料檢測、粉體設備。

B410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718337

e-mail: sunway@sun-way.com.tw

代理銷售國際知名品牌近 40 年，主要產品有：一般
理化儀器、生醫儀器、材料儀器、化學分析儀器、
半導體 / 光電儀器設備、實驗室濾材／耗材。

■ 13 個攤位  ■ 12 個攤位  ■ 10 個攤位  ■ 8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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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10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59688

e-mail: salestp@suntex.com.tw

專業純水、製程、回收水、廢水水質監測儀器製
造商，並代理水質、檢驗、生化製程領導品牌如
Mettler Toledo, WTW, BUCHI 等。

B210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552266

e-mail: aid@ehong.com.tw

電子顯微鏡。高效與製備級液相層析儀。紫外 / 可見
光、螢光及原子吸收光譜儀。離心機。氣相層析質
譜儀、液相層析質譜儀、ICP-MS。

B1220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647199

e-mail: customer.taiwan@perkinelmer.com 

無機分析儀器、層析質譜分析儀器、熱分析、分子
光譜儀、聯用系統；以上儀器銷售，以及各廠牌維
修與耗材服務。

B920  一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990246

e-mail: firstek@ms16.hinet.net

恆溫水槽油槽 -85℃ ~300℃之各式循環水槽油槽、
恆溫恆濕培養、振盪、發酵槽、植物生長箱
冷凍乾燥、低溫萃取等科學生技相關儀器之製造。

■ 8 個攤位

B1010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032311

e-mail: todays@todays.com.tw

成立於 1971，代理全球精密分析儀器及製程設備，
150 位員工在台北、新竹、花蓮、台中、麥寮、嘉義、
台南、高雄營業處提供產品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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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4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512323

e-mail: marco.wang@scientech.com.tw

元素分析儀、粒徑界面電位分子量分析儀、微奈米
分 離 儀、 高 壓 吸 脫 附、TOC、GC、HPLC、GPC、
ICP、Hg、微波消化、質譜儀。

B834 金永德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Tel: 886-3-4808822

e-mail: service@kinglab.com.tw

實驗室設計規劃、基礎設備、IAC 排煙櫃、IQV 工作
站、PP 排煙櫃、PP 藥品櫃、不銹鋼桌櫃、各式鋼製
桌櫃、化驗龍頭、水槽、萬向抽氣罩。

B104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582668

e-mail: sanking@sanking.com.tw

藥物、食品、化學化工、金屬、生化、材料、半導
體成份分析及研究用儀器設備。

B1110 三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3736815

e-mail: san.hsiung@msa.hinet.net

化驗用排煙櫃、實驗桌櫃、污水處理設備、空氣污
染處理設備、PLC 程式門控系統。

B524 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712196

e-mail: bioway01@bioway.com.tw

細胞分子醫學實驗設備專業服務代理 : 包含各式實驗
室冰箱 , 細胞培養箱 , 生物操作台 , 高速離心機及奈
米粒徑量測設備等。

■ 8 個攤位  ■ 7 個攤位  ■ 6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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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20 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282767

e-mail: sales@kohan.com.tw

微波儀器：消化萃取／化學及胜肽合成／灰化。藥
物溶離、空氣／生物採樣、IAQ ／氣體監測、固相
萃取濃縮、手持拉曼／ NIR ／ FTIR。

C700 台灣賽默飛世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516655

e-mail: peter.su@thermofisher.com

在地服務，全球接軌；產品主要包括層析質譜及各
式化學分析儀器、實驗室設備、試劑、耗材和軟體，
提供實驗室綜合解決方案。

B820 合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621922

e-mail: startec.sales@msa.hinet.net

美國 Orion 水質監測儀器、Gilain 工安採樣設備、
In-Situ & QED 地下水採樣設備、波蘭 SVANTEK 噪
音振動監測設備。

B722 博精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467620

e-mail: abservice@aandb.com.tw

微波消化／萃取、超音波霧化器、雷射剝蝕取樣系
統、自動取樣器、原子力顯微鏡（AFM）、流變儀、
表面分析儀器。

B1134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Tel: 886-2-27640999 

e-mail: info@srs.com.tw

製程氣體分析儀、露點水份分析儀、流體量測控制
儀器、水質分析儀器、科學理化儀器、飛秒雷射切
片機、氣氛控制手套箱、實驗室設計規劃。

■ 6 個攤位    ■ 5 個攤位



5

B630 禮學社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228687

e-mail: labtech@labtech.com.tw

Labtech modular furniture & equipment. 
排氣櫃 (Fume Hood) 免風管通風櫃 (G.F.H) 
實驗桌、儀器桌、貯櫃等模組化與客製化產品。

B209 廣水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563806     

e-mail: kwang.shui@msa.hinet.net

理化檢驗、汎用儀器、空氣水質食品污染監測精密
陶瓷、各類研磨球、離心機、氣象儀器、科學儀器、
量測儀器。

B719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881778

e-mail: ast@astcorp.com.tw

光電量測之各式光譜儀、化學元素分析用移動式及
桌上型分光儀、手持式及桌上型 X 光分析儀、熱分
析儀、冷凍研磨機、組織均質機。

B1116 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9923569

e-mail: taipei@ivorist.com.tw

生技製藥、食品、環工、化學化工、材料、分析設備、

減壓濃縮機、索氏萃取儀、凱氏氮蒸餾分解儀、電子天

平、真空泵浦、噴霧、冷凍乾燥機。

B336 雙鷹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783223

e-mail: deagle@deagle.com.tw

研究單位、學校與醫院等所使用之基礎實驗設備離
心機、液態氮容器、超低溫冷凍櫃、培養箱、烘箱、
電磁攪拌器等設備。

■ 5 個攤位   



6

C901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590108

e-mail: info@hungta.com 

萬能材料試驗機、混凝土試驗機、硬度試驗機、動
態疲勞試驗機、環境試驗機、高分子硫化試驗機、
自行車、汽車各項品管檢測設備。

B502 德記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6841142

e-mail: doggerco@ms42.hinet.net

成立 1970 年，40 餘年經驗，玻璃儀器、塑膠製品、
加熱板、攪拌器、烘箱、過濾器材、包裝材料、 金屬、
橡膠、鐵弗龍、光學製品。

B810 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8822

e-mail: sysemail@ms21.hinet.net

氣／液相質譜儀樣品淨化、濃縮、裂解等前處理裝
置、空氣採樣設備、吹氣捕集裝置、總有機碳分析
儀、汞分析儀、生物性聚合物特性分析系統。

B318 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77091700                      

e-mail: sifo@sifo.com.tw

Panasonic 日 本 生 物 醫 學 設 備、BRADY 冷 凍 標
籤 解 決 方 案、 冷 凍 生 物 樣 本 資 料 庫 解 決 方 案、
ADVANTEC 日本試紙過濾耗材。

B417 矽新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3628585

e-mail: shishin.master@msa.hinet.net    

食品安全、分析儀器、藥檢儀器、流體泵浦、農藥殘
留、動物藥殘留、二氧化硫、分光光度計、溶離試驗、
蠕動泵浦、注射式泵浦、確效驗證等。

■ 4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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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9 新丹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6522200

e-mail: support@gclc.com.tw

專業層析產品代理銷售：液相層析儀、氣體採樣設
備、液相層析管、氣相層析管柱、固相萃取匣、注
射針、樣品瓶、過濾頭、層析相關耗材。

B1032 建成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103818

e-mail: ssco@ssco.com.tw

溫濕度標準實驗室  溫濕度標準露點設備儀器  食品
色度計  理化環保工業儀器  高溫及熱分析  超靜音空
壓機  水質分析儀器啤酒飲料檢驗。

B1131 俊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 886-2-23637996   

e-mail: inpac@ms10.hinet.net   

實驗室分析設備，氣／液相層析儀質譜儀主機及配
件，適用各廠牌管件接頭及分離管，消解裝置毒性
物質溶出、氮氣產生器，昇降式層析實驗桌。 

B736 祥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096969

e-mail: hsiantai@ms23.hinet.net 

離心機、攪拌機、乳化機、均質機、行星式球磨機、
粉碎機、科學儀器、實驗設備、專業製造生產。

B220 台灣莎多利斯有限公司

Tel: 886-2-26988188

e-mail: info@sartorius-stedim.com.tw

過濾、純化、濃縮系統、各式醱酵設備、液體儲存
管理、微生物無菌試驗、各式精密電子磅秤、實驗
室各類儀器如離心機、培養箱、超純水設備。

■ 4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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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1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Tel: 886-2-29065800            

e-mail: service@shuennyih.com.tw

本公司創立於民國 58 年，長期提供各種實驗室設備
及耗材，產品含玻璃儀器、溫度計、比重計、黏度計、
理化金屬製品、塑膠鐵氟龍製品。

B1130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033311

e-mail: sales@rocker.com.tw

洛科專業於製造真空過濾設備，品質優良外銷全球
五十多國家，是全球實驗室真空過濾設備的領導品
牌。

B827 樂盟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6982090

e-mail: viviyan@joytech.com.tw

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同位
素質譜儀、元素分析儀、總氮分析、總硫分析。

B531 力明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9342812

e-mail: lmico@ms14.hinet.net

微量吸管、TAF 校正、SPE、HPLC、機器手臂、各
式泵浦、溫溼度監控系統、天平、顯微鏡、離心機、
超純水機、冷凍冷藏櫃、培養箱、震盪器。

C907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7901477

e-mail: sale@kaoten.com 

製程及手提氣體、毒品、爆裂物、火焰偵檢器、個
人防護設備、水質分析監測儀、防爆設備、化學防
護服、高溫製程監視系統、偵雷系統。

■ 4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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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19 聯勝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3-5368830

e-mail: yotec@yotec.com.tw  

溫度控制器、多功能加熱板、電子溫度計、蠕動泵
浦、黏度計、均質機、精密天平、數位式推拉力計
及測試機台等測量儀器，提供最精密的測試。

B1331 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8128885

e-mail: sales@twhipoint.com

LED 植物光盤、植物生長箱、走入式植物生長箱、
恆溫恆濕機、循環水槽，超低溫循環水槽、冷熱交
換儀器，震盪培養箱、精密式烘箱。

C1000 台裕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5953355

e-mail: cchou@ty-c.com.tw

代理多家日本以及歐美等知名儀器。專售各式溫，濕
度，壓力相關控制監測等設備。服務半導體，面板，
電子，製造，環境工程等相關產業。 

B1217 利泓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5227828

e-mail: sales@rightek.com.tw

光譜質譜分析／化學材料分析／環境污染鑑定／製
程反應監控／反應合成設備。

B936 佳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Tel: 866-2-55580000

e-mail: contact@protechcro.com

科學檢驗儀器進出口買賣業務。
HPLC / GC / 固相萃取 / 拉曼光譜儀 / XRF 元素分析
儀 / 濃縮機 / 溶離試驗設備 / 各式實驗室耗材。

■ 4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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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26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800-018-768

e-mail: customer_tw@agilent.com

安捷倫科技公司提供相關食品安全、環境分析、材
料分析、生物與製藥研發、石油與新能源應用、司
法刑偵之儀器設備規劃與整體解決方案設計。

B814 科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7012811

e-mail: kenlin@koy.com.tw

水質分析儀、線上監控儀、自動控制、圖形監控軟
體、離子計、自動分析儀 PH/ORP、控制器、DO 計、
導電度計、自動滴定儀、簡訊控制器。

C1100 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6981212

e-mail: info@bruker.com.tw

各式氣相與液相層析質譜，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傅
立葉轉換紅外光譜儀與拉曼光譜儀，各式 X 光與單
晶繞射儀，X 光螢光分析儀。

B224 登盈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85315301

e-mail: dengyng@ms41.hinet.net

各級學校、研究機構、科技電子、生化、產業界、
土木工程、化工等研發及生產用高精準溫度恆溫儀
器設備，溫度範圍 -60℃至 1800℃。

B326 隆吉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3-5680083

e-mail: hdl03@yahoo.com.tw

德國 EXAKT 三滾筒混料機總代理脫泡、混料機設計
加工、理化儀器實驗室耗材分析試藥、工業原料。

■ 4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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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4 樂潔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6013168

e-mail: lab.clean@msa.hinet.net

實驗室規劃與建置、Erlab 淨氣過濾式排煙櫃、藥品
櫃、無菌操作台、手套箱、實驗室及無塵室專用空
氣清淨機、FM/EN 防火安全櫃。

B434 台灣耶拿儀器有限公司         

Tel：886-2-85227886

e-mail: sales@analytik-jena.com.tw

直測式原子吸光儀、汞分析儀，連續光源原子吸光
儀，總有機碳分析儀，硫氮氯元素分析儀，微波消
化器。

B403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279535                                          

e-mail: hongico@ms52.hinet.net

ADVANTEC 過 濾 耗 材 設 備，ATAGO 糖 度 計，
SANPLATEC PFA 製 品，THINKY 攪 拌 脫 泡 機，
VITLAB 分注滴定器。

B330 艾安得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224722

e-mail: info@aandd.com.tw

電子天平、水份分析儀、黏度計、屈折度計、旋光
度計、糖塩度計、離心機、防震台、標準法碼、實
驗儀器。

B731 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66175131

e-mail: info@threepower.com.tw

實驗室系統整合規劃／施工／安裝／保養／維修／
檢測／確效：生物安全 BSL-1 ～ 3、cGMP、PIC/S、
GTP、GLP 生技製藥設施。

■ 4 個攤位   ■ 3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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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0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66008500

e-mail: scinco@scinco.tw

傅式轉換紅外光譜儀、顯微拉曼光譜儀、紫外可見
光譜儀、螢光光譜儀、放光光譜儀、色度分析儀、
熱分析儀、雷射粒徑分析儀、溶離試驗機。

B123 奧卓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3508537             

e-mail: info@ultralabs.com.tw

生產及建造符合國際安全標準之實驗室硬體設備及
實驗室通風控制。

B236 浩翰有限公司               

Tel: 886-2-27925816 / 886-6-3386038

e-mail: kklin.labchina@gmail.com

分光光度計、微生物 & 病原菌檢測系統、生物安全
櫃、CO2 培養箱及多種生命科學實驗的基礎儀器室
設備、電泳槽、液態氮桶、超低溫冷凍櫃。

B1234 弘優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5315388

e-mail: hongu.co@msa.hinet.net

CO2 培養箱、缺氧培養箱、聚合脢連鎖反應器、精
密乾浴器顯微鏡加溫板、不銹鋼壓力桶、過濾設備
設計及施工、實驗室規劃。

B1027 鴻盛科儀有限公司

Tel: 886-2-85123081

e-mail: greentree@hibox.hinet.net

電化學分析、汽、柴油、潤滑油相關石油產品測試
檢驗設備專業代理商，電位差、水分、蒸餾、黏度、
閃火點等測試儀。

■ 3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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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05 和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7901718

e-mail: ast@astsciencecorp.com

代理應用於半導體業、石化業、生物醫學業、環保
業、製藥業、學術研究單位的科學儀器，提供專業
的售後維修服務及技術支持能力。

B331 永原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6-2611369

e-mail: wsi@science.com.tw

大學普物．高中物理．國中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數
學．生物．地球科學．德國 P H Y W E 物理儀器．
德國 3 B 普物健教．日本 KE N I S 總代理。

C706 日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4935921

e-mail: info@nizawa-int.com.tw

環境水質 ※ 食品安全 ※ 生技藥粧

分析儀器 ※ 檢驗設備 ※ 試劑耗材

B219 鑫永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8250661

e-mail: saleSS@tsaohsin.com.tw

超低溫冷凍櫃、冷凍乾燥機、微生物安全操作台、
液態氮桶、各式培養箱及手套箱、程序降溫儀、動
物飼育系統、實驗室及無塵室規劃暨施工。

B404 至準貿易有限公司

Tel: 886-2-87923456

e-mail: super680@ms34.hinet.net

 ※ 總代理：英國 WEST 集團 PMA, CAL, Partlow. 
日本 LINE 溫度計 ※ 進口 YOKOGAWA Chino
E+H 記錄器批發零售 ※ 製造高精密感測元件

■ 3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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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攤位  ■ 2 個攤位

C1036 中藍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7-7337206

e-mail: cblue@ms4.hinet.net

微電腦自動加液器、蠕動幫浦、並聯式電熱帶。

B732 見誠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77015800

e-mail: kingtech@kkk.com.tw

經營銷售 ChromTech 分析儀器－氣相層析儀、液相
層析儀、分光光度計、生化科學儀器及實驗室配件
耗材。

B728 宏濬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5372120

e-mail: hplc@hplc.com.tw

代理歐美進口分析儀器－氣相層析儀、液相層析儀、
分光光譜儀；經營銷售 ChromTech 生化科學儀器及
實驗室配件耗材。

B429 立諾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3-3578585

e-mail：info@lenon.com.tw      

提供水質量測控制儀器應用技術及經驗，代理實驗
室基礎理化儀器、電子分析天平、超音波清洗機、
微波消化合成系統、實驗室硬體設計規劃。

B626 斯納普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5533183

e-mail: info@xlab-scientific.com

代理 SCP SCIENCE、SPECTRO、CONOSTAN 等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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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攤位

B1123 佳佑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5006520  

e-mail: anatech@ms6.hinet.net

電化學分析儀 (EIS, CIMPS), 太陽能 IPCE 及 3A 級光
源 , 光催化系統 , 原子力顯微鏡 , EC/LC/MS, HPLC, 
ECD, ELSD, GC/LC 零配件。

B232 森鴻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9176563

e-mail: sentron@ms10.hinet.net

Wireless sensors 無線網路溫濕度資料集錄系統
SHOCKWATCH 冷鏈包裝完整解決方案
EdgeTech 露點量測分析儀 Pgc 溫濕度產生設備

B832 瑞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229636

e-mail: ana@macroltd.com.tw

製程環保工安氣體成份偵測監控／系統儀器設計
順磁性電化學氧化鋯測氧超高純氣體不純度量測
雷射原理測氣體／煙道 CEMS ／煤控 CO 熱影像

B826 志宸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8133041 / 886-7-5225446

e-mail: sales@chiefdom-tek.com.tw

色差計，霧度計／濁度計，光澤計，分光光度計，
黏度計，流變儀，烘箱，膜厚儀，超純水系統等
精密科學儀器，理化分析儀器，實驗室儀器設備。

B420 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993339

e-mail: info@utekinco.com.tw

奈米粉碎研磨機，粒徑分析儀，高壓細胞破碎機，
離心濃縮機，高壓／連續反應器，實驗室清洗機，
冷凍乾燥機，ｃＧＭＰ製藥製程／疫苗生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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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30 沛莫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9888302                     

e-mail: sales@paymo.com.tw   

冷凍乾燥機、冷卻循環水槽、超純水設備。

■ 2 個攤位

C1120 雙毅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543009      

e-mail: controx@ms13.hinet.net 

大型顯示器、溫濕度傳送器、微電腦馬達控制器、
乾濕球轉換器、壓力傳送器、氣體偵測器、溫度控
制器、感溫棒、瓦斯點火器、自動控制工程承包。

B1218 典瑞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270808   

e-mail: carrierco.com.tw

綠建築環境評估儀、氣象站、日照計、風速／風向
計、溫泉水位水溫計、深井攝影設備、土壤及地下
水採樣器、地質地震大地物理熱傳導測定儀。

B1228 元正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4622162

e-mail: info@instech.com.tw 

精密溫度計、雷射粒徑分析儀、溫度校正槽、爐，
總有機碳分析儀、溫濕度計、壓力校正器、溫溼度
校正系統。

B1026 台灣流量儀校有限公司

Tel: 886-2-22920001

e-mail: sales@sinom.com.tw

溫度 流量 壓力校正器 真空 流量 壓力 溫濕度 液位 
測漏儀器 資料記錄器 空氣品質監測 鍋爐煙道氣體偵
測分析 露點水份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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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攤位

C1213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6872570

e-mail: enshine.com@msa.hinet.net

各式緊急沖身洗眼器、無塵室 / 實驗室設備及工程、
工安設備、廢氣處理設備 - 各式萬向抽氣罩、排煙櫃、
抽氣過濾裝置、超音波清洗機。

C1114 慧智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8927

e-mail: wisewit@ms13.hinet.net

代理真空泵浦、空氣泵浦、無油式空壓機、靜音型
空壓機、蠕動泵浦、定量泵浦、各種輸液泵浦、氣
體採樣泵浦及各種相關之週邊控制配件。

C712 益瀚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593199

e-mail: yenstron@yenstron.com.tw

土木營建工程、道路鋪面、透地雷達、地下管線、
金 屬 探 測、 環 境 檢 測、 水 分 測 定、 塗 裝 塗 料、
材料試驗等度量衡器及 NIST 標準件總代理及製造。

C1104 淨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2806262

e-mail: hypure.martin@msa.hinet.net     

代理美國 PARKER 氫氣機、氮氣機、零級氣體產生
機、FT/IR 氣體產生機、 氣體乾燥機、氣體過濾器。

B120 恆茂有限公司          

Tel: 886-2-23610011

e-mail: hammer.co@msa.hinet.net

實驗室及線上離子層析儀、自動滴定儀、密度計
CVS、水活性測定儀、油脂氧化安定儀、恆電位電流
儀、旋光、屈折度計、壓差、溫濕度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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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0 東榮元件有限公司 

Tel: 886-3-4681598

e-mail: sales@rainbow-light.com.tw

以微型光譜儀為核心，提供：紫外／可見／紅外光
光譜分析儀、各項ＬＥＤ光譜及光衰檢測儀、穿透
率量測儀、觸控式光量測儀、微型照度計。

■ 2 個攤位

C820 俊富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7925406                      

e-mail: fulgent@ms13.hinet.net

實驗室中央供應氣體管路設計安裝及技術服務氣體
洩漏監測警報系統、特殊氣體供氣控制設備氣體流
量校正設備、呼氣酒精測試儀校正設備。

B927 海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886-2-26595006

e-mail：eyckchen@anatel.com.tw

代理儀器項目：Anatel ( HACH )：T.O.C 及電導度等。
Orbisphere ( HACH )：DO、CO2、TPO …等。
MABAT：S.D.I analyzer。

B828 聯合層析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7898222

e-mail: unichrom@ms9.hinet.net

在線樣品前處理暨自動進樣解決方案專業廠商，整
合樣品之在線混合、稀釋、濃縮、衍生、過濾、萃取、
加熱及進樣。氣液相層析質譜儀都適用。

C920 長雅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8484509

e-mail: biotic@ms64.hinet.net

ＨＰＬＣ層析管柱、中藥標準品、黃麴毒素、戴

奧辛、食品安全快速檢驗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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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攤位

C815 紫外光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6515358

e-mail: uv@uv.com.tw

代理及銷售世界各國各大品牌之分子生物等研究領
域所需的儀器、試劑和耗材、承接 OEM 代工及設計
製造各種實驗儀器、試劑、耗材。

C1203 群隆興業有限公司

Tel: 886-4-23843131

e-mail: group.up@msa.hinet.net

粉末、液體、固體比重測試儀生產工廠：台灣瑪芝哈
克 (Matsuhaku) 比重測試儀；台灣密度 TWD-PLS 
恒溫設備、比重計、濃度計。

C1113 群育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5315955        

e-mail: chemist@chemist.com.tw   

台灣製造，專業設計，科學儀器，品質保證。乳化機，
真空乳化機，均質機，攪拌機，球磨機，蠕動幫浦，
定量充填機，加熱板，恆溫箱。

B430 道遠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32348989

e-mail: dirowell@ms1.hinet.net

軟水、RO. 純水設計安裝。精緻加工混床樹脂。樹脂
再生服務。膜管清洗。英國蠕動式定量幫浦、膠管。
義大利高壓幫浦、膠管。環保吸油劑。

B304 宏昇儀器行有限公司

Tel: 886-2-23025228

e-mail: Vinnie.chi@msa.hinet.net

代理美國 MP Biomedicals 實驗動物配方飼料生化試
劑，及各類精密儀器及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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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5 德斯特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2289556

e-mail: info@testoag.com.tw

testo 台灣，全球環境檢測儀器領導品牌，主要產品
包含熱像儀、溫溼度計、風速計、風量計、燃燒效
率分析儀、煙道氣體分析儀。

■ 2 個攤位

C1010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9191488

e-mail: tekteam2@ms15.hinet.net

金屬化性、物性及油品分析儀器、氣體調（減）壓
錶氣體防爆器、及其他分析儀器設備。

B117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3267099

e-mail: inquiry@titanex.com.tw

各式粉體及漿料特性分析儀器，如粒徑分佈、比表
面積、氣體吸附、觸媒分析、孔徑孔洞、密度、界
面電位、分散及穩定性、微流變、成膜分析。

B527 啟泰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4-24925056

e-mail: patron68@ms27.hinet.net 

各式科學儀器進出口
塗料塗裝表面處理檢測儀器
防潮箱專業製造 

B 1127 艾瑪特有限公司                 

Tel: 886-4-23378000

e-mail: air@airmart.com.tw  

全無油式靜音型、超靜音型空壓機、真空幫浦、精
密過濾器、微塵處理機、氣體產生機、冷凍式及吸
附式乾燥機、12v 行動電源、各式儲氣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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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攤位

B818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62680

e-mail: sales@shengyi.com.tw

保養、維修、銷售用於室內空氣品質、勞工作業環
境、石化工廠製程、工安環保等各式、線上及實驗
室分析之油品、氣體、水質相關儀器設備。

B105 瀚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977272

e-mail: issg@issg.com.tw

萃取淨化濃縮樣品前處理系統、溫室氣體分析儀、液
相層析儀、層析管柱與耗材、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
空氣即時監測質譜儀、高解析度質譜儀。

B228 博益精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100801

e-mail: sales@proyes.tw

電子天平、水份天平、電磁加熱攪拌器、均質乳化
機、真空幫浦、微型色差儀、自動濕膜塗佈機、磨
擦試驗機、鉛筆式硬度計、比重杯、黏度杯。

B416 有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886135

e-mail: united.corps@msa.hinet.net

離心機、電子天平、水分計。

B515 台灣中澤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2299            

e-mail: sales1@tn-testing.com.tw

專業硬度儀器、材料測試儀器、精密量測儀器、環
境試驗設備、金相前處理設備及相關耗材。



■ 2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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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8 勵眾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385525                             

e-mail: peoplelifetek@gmail.com

ECO Funnel® 易康 ® 廢液環保收集瓶、Eagle 安全
櫃、Armor Beads 熱魔珠、實驗室器材。

C819 波特多科技有限公司

Tel: 866-2-29964887

e-mail: patrick@protector-tech.com.tw 

專 業 針 筒 過 濾 器 製 造（ 工 廠 直 營 ）、ISO9001 & 
13485 認證、各種濾膜、濾紙、樣品瓶、HPLC 管柱
及零件等實驗室耗材代理銷售。

C905 佐信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6-2892081

e-mail: ptt@protrustech.com

手持／可攜／顯微拉曼，光激發光譜儀， AFM，
TERS，橢偏儀，FTIR，LIBS 各式光纖套件，調製光
譜。

C1108 銘祥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6-3110008

e-mail: jnc.jnc@msa.hinet.net

觸控簡訊記錄器、氣象儀、氣體水質控制器、記錄
器、IAQ 彩屏系統 / 顯示看板、環測無線監控。

C811 研毅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7585928

e-mail: ethan@antecbio.com.tw

Sartorius 電動及手動移液器、超微量分光光度計、
核酸及蛋白分析儀、小鼠活體影像儀、個人化流式
細胞儀 >



■ 2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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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07 儀展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7-8155899

e-mail: head.office@ketech.com.tw 

水質線上監測分析儀，工業製程、環境監測儀，漏
油檢測器，雷射油膜偵測器，液位計，濃度、色度、
濁度分析儀及各類感測器及檢測系統。

C1109 貝爾特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3-5822099

e-mail: anita@belltone.com.tw

車輛排氣檢驗設備與法規測試實驗室之設計、安裝
與維護。大型排氣分析系統代理銷售、小型車輛排
氣分析儀與手持式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器製造。

C1006 安和衡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2686408

e-mail: ah.wang@msa.hinet.net

進口精密天平、高級精密砝碼、座椅秤、體重輪椅
秤、不鏽鋼防水秤、電子數位計數秤、計重秤、拖
板車秤及不定尺全電子地磅…等。

C716 雲陽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9406162

e-mail: labguide@seed.net.tw

代理海洋光學 Ocean optics 產品儀器、本公司設計
儀器 - DNA-Raman 2012 拉曼光譜儀、Labguide 
SERS chip。

C1014 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 ( 股 ) 公司台灣分公司

Tel: 886-2-26578898

e-mail: salestw@mt.com

電子天平、自動滴定、熱分析、金屬及異物檢測、
Ｘ光及重量檢測、純水檢測、酸鹼度計、實驗室儀
器等。



■ 2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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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23 中燦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4-23130046             

e-mail: gary@chung-tsang.com.tw

膜厚計、水分計、光澤度計、金屬探測器、電鍍塗
裝檢測儀器、水分測定儀器、品管儀器、科學儀器、
土木工程試驗儀器、環境檢測儀器。

C922 佳允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5419192

e-mail: info@cyi-pmi.com

多孔性材料孔結構分析儀、薄膜及中空纖維孔徑分
析儀、比表面積分析儀、奈米粉體材料檢測、超臨
界流體設備、高溫高壓反應器、水質檢測分析儀。

C822 三峰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5523187

e-mail: sanfong.ci@msa.hinet.net

代理日本 SANPLATEC 實驗儀器，塑膠製品，鐵氟
龍製品及日本大森不銹鋼製品。

C720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527932

e-mail: ellain.wang@dksh.com

奈米粒徑及界面電位分析儀、流變儀、毛細管流變
儀、微量黏度儀、絕對分子量、分子構形量測、液
體比表面積、粉體特性、顆粒計數器。

C1112 廣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83399

e-mail: prochem@ms12.hinet.net

色差計、輝度計、照度計、耐候試驗機、霧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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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2 神港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625857

e-mail: jml.cheng@shinko-tw.com

SHINKO 溫度控制器、記錄器、感溫器、IDEC 人機
介面、PLC、電源供應器。

C1021 明昱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6-3363886

e-mail: ming.youh@msa.hinet.net

水質，食品，材料，空氣量測儀器、數位光學顯微鏡、
化學試藥、度量衡器、科學儀器、理化分析儀器、
實驗室規畫設計。

C1122 每得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3-3279168

e-mail: medclub@medclub.com.tw

超低溫冷凍櫃、超純水系統、生物樣品均質機、數
位溫控震盪器、電動半自動封盤機、照膠系統、微
量分光光度計、即時螢光定量 PCR 系統。

C728 科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934248

e-mail: sales@kohsieh.com.tw

植物與氣象儀器、物性與外觀品管儀器、化學分析
儀器、螢光成像系統、地物光譜儀、霧度計、色差計、
光澤計、水質檢測儀器 , 離子層析儀。

C724 瑞儀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359050

e-mail: rayi.lee@msa.hinet.net

薄 膜 分 離 實 驗 裝 置 ( 薄 膜 蒸 餾 MD、 膜 滲 透 蒸 發
PV、無機陶瓷膜過濾、有機膜分離 )、各式實驗膜材
元件及組件 ( 板框及管柱 )、中低壓玻璃層析管柱。



■ 2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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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21 南北貿易有限公司

Tel: 886-7-5500185

e-mail: paya@ms12.hinet.net

三菱化學卡氏水份儀及試劑，自動滴定儀，總硫氯
氮分析儀，總有機碳分析儀，阻抗率測定儀，總有
機鹵素分析儀，元素分析儀，電解式膜厚儀。

C926 宏誠科儀有限公司

Tel: 886-2-26437759

e-mail: hscco@yahoo.com.tw

銷售生化、化工實驗機器之儀器製造商、專製冷凍乾
燥機、冷凍循環水槽、恆溫水槽、手套箱、真空烘箱、
旋轉塗佈機、接受客製化。

C1025 立捷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2990626

e-mail: newlab.com@msa.hinet.net 

科學儀器、理化儀器。

C921 伯昂興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281234

e-mail: bertec@bertec.com.tw

銷售科學儀器、生命科學相關設備／儀器、實驗室相
關耗材分生／組織培養／免疫試劑、技術代工服務、
微量分注器維修校正。

C1103 速貝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586576

e-mail: subai.bai@msa.hinet.net

儀器、電子、電信、資訊器材。



■ 2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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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26 洺鈦實業有限公司   

Tel：886-4-25652980

e-mail：mt2980@seed.net.tw

專營影像量測儀，各種三次元、二次元等，另有品
管儀器及量測配件。

C826 菘啟工業有限公司        

Tel: 886-2-86926689

e-mail: info@thermoway.com

熱電偶、熱電阻、TAF 溫度校正。

C827 泛達儀控有限公司

Tel: 886-2-22967047

e-mail: pan.globe@yahoo.com.tw

溫度、壓力、流量、液位、光電、近接、計數、計時、
電力、轉換、監控、調節…儀表控制器材專家。

C930 總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2270096

e-mail: anatek@ms16.hinet.net

各式水質監控設備、臭氧產生機、UV 系統、VOC
連續監測、CEMS 氣體分析儀、實驗室儀器、FLARE
氣體監測系統、取樣系統。

B102 碁進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952568                                  

e-mail: ga.i2568@groundadvance.com.tw

恒溫水槽、冷熱交換機、表面張力計，色差、霧度、
光澤計，黏度計、物性儀，線上黏度密度儀，熱分
佈熱傳導確效儀，定量泵，無菌操作台。



■ 2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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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6 廖張行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0680008

e-mail: fortunem@ms18.hinet.net

微生物暨化療藥物安全操作箱及檢測、環境、P2、
P3、安全調配實驗室檢測及建造

C836 科榮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5526201

e-mail: sales@scientek.com.tw

膜厚分析、拉曼光譜、奈米力量感測、動態表面張
力、粒徑分析比表面積、奈米研磨、石墨烯、奈米
磨耗衝擊壓痕、黏彈性、流變、3D DMA。

C736 達易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6607800

e-mail: dayitech@dayitech.com

生物安全櫃、排煙櫃、生化級冷凍冷藏櫃、生化儀
器設備、P2，P3 無塵室、GMP，GTP 生產工廠、
手術房，TPN 化療室設計施工及空調檢測。

C838 暢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6988668

e-mail: info@chbiotech.com.tw

無菌隔離操作台、桶槽攪拌系統、醱酵槽週邊設備、
生物醫藥級軟管與接頭。

C738 台灣柏朗豪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019299

e-mail: sales@bronkhorst.tw

質量流量計、相關精密儀器流量控制及維修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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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攤位   ■ 1 個攤位

C711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1621111

e-mail: anna.chen@merckgroup.com

默克密理博事業體：生命科學研究、分析用化學品
及試藥、製程下游應用、實驗室過濾、實驗室純水、
製程上游應用、藥物研發、微生物檢測。

C715 德工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7-8111591

e-mail: info@drgollek.com

專業的製程改善顧問及諮詢，專業的液體、水質
分 析 儀 及 製 程 專 用 的 監 測 分 析 儀。 代 理 Optek, 
SensoTech, tec5, Kobold, TEWS, B+L, GO 及 ECD

B426 台灣艾爾加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917400

e-mail: charles.sun@elga.com.tw

艾爾加純水團隊是一群熱情並專注在純水相關事務
的人，舉凡純水機台，無形服務如技術咨詢、預防
性保養規畫、純水知識推廣等…概括總攬。

B1329 光極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7261352

e-mail: lightpol@ms26.hinet.net

超臨界二氧化碳萃取儀、固相萃取管、自由基及抗
氧化分光儀、藥廠學校光電廠專用清潔劑、燃煤發
電監測系統、實驗室理化儀器及週邊設備。

B1033 錦亮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7765247

e-mail: jinliang@ms19.hinet.net

油漆塗料、表面塗裝檢驗儀器，硬度計、光澤、耐磨
試驗、色差、膜厚、粘度、附著力、細度、液體比色、
比重、塗膜、彎曲、遮蓋力、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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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31 漢鈉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87972918

e-mail: sales@hannainst.com.tw

Hanna Instruments  水質檢測儀器。

C1221 躍凌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5671230                          

e-mail: info@proapex.com.tw

日本島津 SHIMADZU 電子天平台灣區總代理及維修
中心，微量、分析、精密、比重、水分（水份）天平、
顯微鏡。

C734 聯環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2320556 

e-mail: atlas@atlasgroup.com.tw

檢驗測試用各類試驗機、水／氧氣透過率測試儀、
顯示器＆半導體藥液濃度管理系統、實驗室及線上
檢測設備。

C1029 伯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882121

e-mail: blossom@blossombio.com.tw

代理各式 HPLC、水質分析、分子影像、生科實驗儀
器與相關試劑耗材。

B424 頤華國際有限公司

Tel: 886-7-7765878

e-mail: info@ivorist-corp.com 

滴定器、分注器、微量吸管 、吸管輔助器、CFR 引
擎規劃、辛烷值分析儀、超低硫份分析儀、柴油十六
烷值分析儀、十六烷值點火性能測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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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5 台灣綠意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2825418

e-mail: info@tgvt.com.tw            

生 物 細 胞 螢 光 影 像 系 統、 細 胞 缺 氧 培 養 系 統、
SEKONIC 線上型黏度計、超純水設備、冷凍乾燥機、
負壓工程規劃及化學試藥用品零售。

C1107 立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198008                    

e-mail: info@lihyuan.com.tw

熱分析、熱傳導、熱膨脹、穩定性分析儀、霍爾效應、
微波誘電率、脈衝雷射濺鍍 MBE、動態粘彈、3D 即
時動態全像數位顯微鏡 (DHM)。

B729 高碇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6713640

e-mail: cote@mail2000.com.tw

CCD 式輝度色度分析儀、室內、戶外照明、建築物、
景觀、道路、隧道照明、反光標誌、眩光、廣告燈
箱等測定。

B308 富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3456

e-mail: advasi@ms4.hinet.net                  

掃描式探針顯微鏡、流變儀、熔融指數儀、黏度計、
粒徑分析儀、色差計、霧度計、噴絲板自動檢測儀、
表面張力計、接觸角分析儀…。

C732 天驪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6923628

e-mail: jason@hipressure.com.tw

超臨界萃取反應設備、細胞破碎機、乳化均質機、
氣體增壓器、高壓測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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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25 鎮揚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956339         

e-mail: ciya@seed.net.tw       

X-Rite 分光儀、色差計、品管 / 配色軟體、密度儀、
對色燈。英國 Vale-Tech 印刷油墨 / 塗料廠專用之油
墨自動計量系統。

B402 天祥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5637871

e-mail: tinshing@ms16.hinet.net    

高分子、紡織、染整、電線電纜、儀器設備、金屬
材料儀器及各種物性測定儀器設備。

C834 優仕特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573072

e-mail: utech.gclcms@msa.hinet.net

中古分析儀器 GC, GC/MS, HPLC, LC/MS, AA, ICP, 
ICP/MS, UV 維修、改裝、耗材、全新 AA, UV, GC 
column。

B121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2200

e-mail: wang@leder.com.tw

環境工程顧問業務、環境品質監測系統、監測車探空
設備、空氣重金屬監測、氣象、工安、水質 VOC、
氣體採樣系統、節能玻璃塗料、環保機油。

B1018 景興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7380168

e-mail: chct@ms24.hinet.net

代理日本 AVIO 紅外線熱像儀、焊接機、熔接機系列、
工業內視鏡、顯微鏡。自行研發：TAS、IRM、影像
分析量測、PIB 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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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31 世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585770

e-mail: service@tenmars.com

低頻噪音分析儀、一 . 二氧化碳溫濕紀錄計、風速計、
轉速計、纜線測試計、輻射錶、溫度槍、電磁波測
試計、LED 照度計、高低阻計、功率鉤表。

B202 泛群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7-5575699

e-mail: panchum@panchum.com.tw 

科學儀器開發、製造、銷售。主要產品有旋轉真空
濃縮機組，離心式濃縮機，真空冷凍乾燥機，油壓
打片機，光化學反應裝置，層析用收集器。

B301 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195511

e-mail: sales@jusun.com.tw

半導體相關氣體分析監控暨過濾系統石化及工業氣
體分析監控暨過濾系統學校 / 究及環保工安實驗室氣
體分析監控及校正。

B103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21400

e-mail: service1@samwells.com

XRF 手持式分析儀、高光譜儀、足壓量測儀、影像
式應變量測儀、高速 3D 形貌掃描儀、奈米級 3D 表
徵顯微量測儀、高光譜 3D 顯微鏡。

C933 展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620622

e-mail: great.best@msa.hinet.net

各式 pH 酸鹼度、溶氧度、餘氯值、電導度、TDS、
ORP、水質分析等儀器，及各式電極、標準液、溫
度計、擦拭紙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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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4 吉適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8211918

e-mail: giss@gisstech.com.tw

金屬、地質、礦材、工業原物料中碳、硫、氧、氮、
氫元素分析儀。煤、焦、石油、螢光元素分析儀。
抗拉、抗彎測試機。提供元素分析服務。

C1223 訊華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9123688

e-mail: sisc@ms5.hinet.net 

層析數據處理系統、LIMS、HPLC、GC、GPC、IC。

C1130 旭豪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0763000

e-mail: sh.vacuum@msa.hinet.net

真空泵浦、化工乾式泵浦、鼓風機、壓縮機、真空
錶、真空閥門、及管件；膜厚計、離子及真空鍍膜機、
鍍膜設備整廠輸出、粉粒輸送系統設備。

C1032 泰仕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993660

e-mail: t257@ms21.hinet.net

粉塵計、二氧化碳測試器、太陽能電池分析儀、電
池測試器、三相電力分析儀、噪音計、溫度計。

C831 鈺恆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990203

e-mail: sales@jadever.com.tw

台灣 OHAUS 代理、動物秤、台秤、桌秤、天平、
防水秤、吊秤、各式衡器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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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32 鴻隼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697036

e-mail: falco.tec@msa.hinet.net

奈米靜電紡絲機台設備規劃及客製化、實驗室整體
規劃設計及施工、教學型光譜儀、各式實驗儀器用
品等。

C1131 烜晟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7-5572566

e-mail: sales@xuan-chen.com

無機樣品、熔融、流動分析、噪音、空氣採樣、AA/
ICP-OES/ICP-MS 耗材及附件等相關產品。

C1227 香港商漢唐熱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Tel: 886-3-6676776

e-mail: briskheat.taiwan@gmail.com   

專業接觸式加熱材，化學桶，氣體輸送，氣瓶，實
驗室等加熱材和控制，如 heating cable, blanket, 
jacket 等。

C1034 飛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931212

e-mail: scott@ftups.com.tw

25 年 UPS 專業品牌，儀器專用 UPS 不斷電系統、
AVR 穩壓器，與各大進口儀器品牌合作達 15 年以
上，儀器設備商指定使用 UPS 第一品牌。

C1225 鉅析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4251800

e-mail: sales@greattech.url.tw

二手中古分析儀器買賣維修：LC、GC、LC/MS、
GC/MS、UV/VIS、分析儀器零件及耗材、儀器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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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33 寰新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2287577

e-mail: sales@dalehigh.com.tw    

製程 / 煙道 / 實驗 / 工安 / 特殊氣體分析、工業儀器、
漏油偵測器、油品偵測安裝、維護與保修。

B1030 川捷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3-5838352

e-mail: sales@cuj.com.tw

X 螢光光譜分析儀、輻射劑量偵檢儀器、輻射屏蔽防
護用品、自動化機器視覺設計、自動化傳輸設備、
自動光學檢測。

B239 皇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37056666

e-mail: sophia_lin@cvctechnologies.com

包裝儀器、檢驗儀器開發銷售、檢驗儀器耗材銷售。

C1127 敏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882828                 

e-mail: lingling@aone.com.tw             

生產熱電偶，測溫電阻體及銷售材料及機器設備等
相關產品。

C934 楓聲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226687

e-mail: info@maple-tek.com.tw

壓力、溫度、流量、液位計、儀控設計施工及油庫
儲運站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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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33 漢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5985588

e-mail: cherry@dr-storage.com

高強 MSD 超低濕電子乾燥櫃、40℃超低濕烘烤乾燥
櫃、電子防潮箱、N2 氮氣數位型控制器、溫濕度記
錄監控產品、溫濕度看板專業製造商。

B302 越吟有限公司               

Tel: 886-2-87125539

e-mail: mmmpc11@mmmpc.com.tw

出版專業期刊：
化工技術、機械月刊、電機月刊、電子月刊。
主要服務項目：月刊訂閱、廣告刊登。

C1030 德和衡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8103407

e-mail: der_her215@hotmail.com

SHINKO 日本新光天平  台灣總代理 E2 F1 F2 M1 級
不鏽鋼砝碼專業製造  電子桌秤  電子台秤  機械秤  
料理秤  吊秤  地磅批發。

B428 騏銳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4-22856358                   

e-mail: info@chijui.com.tw 

代理台灣高極電子 EZDO 水質檢測儀器 (pH/ORP/
Cond./TDS/DO/Chlorine)。

C1132 卓越防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6203698

e-mail: excellent@superdry.com.tw

微電腦防潮箱、防潮藥品櫃、防潮保險櫃、防潮展
示櫃、可程式恆溫恆濕櫃、溫濕度控制紀錄器、專
業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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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9 星晏有限公司    

Tel: 886-2-22721237

e-mail: you.fun@msa.hinet.net

高壓滅菌器、醫療認證霧化器。

C828 理科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5775217

e-mail: info@regularcorp.com

線上太陽能板監控、元素分析、X 光成份分析、品質
管制、超高真空、應力分析、表面分析、膜厚、結
構分析、探傷脫磁、非破壞檢驗等儀器。

C1231 傑揚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4-24825769

e-mail: jieryang2012@gmail.com

實驗室小型儀器、塑膠耗材、濾紙、Pipette。

C830 大慶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6-3010990

e-mail: sales@dct3d.com

3D 光學輪廓粗度儀 /3D 光學掃描儀 / 雷射校正儀 / 
3D 雷射振動分析儀 /3D 掃描 / 建模 / 輸出 / 檢測 /
校正等代客服務。

C1129 國華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7589301

e-mail: steveh@koufua.com.tw

旋轉濃縮機，加熱冷凍循環槽，反應／蒸餾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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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27 愛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3757377

e-mail: ai.kwang@ai-kwang.com.tw

超音波探傷測厚、PT/MT 探傷檢驗設備、X 光機檢
驗設備、渦電流檢驗設備、輻射偵測、3D 手持式雷
射掃描。

C1134 大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5230660

e-mail: hikonari@photal.com.tw

界達電位儀、粒徑分析儀、分子量分析儀、LED 光
源照明檢測、多通道分光光譜儀、薄厚材料分析儀、
螢光光譜儀。

C1133 鼎杰貿易有限公司    

Tel: 886-7-8053399 

e-mail: ko.chun@msa.hinet.net 

氣體配管設計安裝工程、真空管路、機台二次配、
電子級高純淨系統工程、氣體設備及系統整合工程、
控制閥件、調壓閥、逆火防爆器。

C929 譜源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Tel: 886-2-22817016

e-mail: sale@entrace.com.tw

代理科學儀器、光譜儀器、製程分析儀器／設備及
製藥化工製程技術諮詢。

C1229 泰世揚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5787282

e-mail: info@tachyontec.com

超高真空系統、品質管制、流變儀、殘留應力分析、
結晶結構分析、X 光材料分析、污染監控、非破壞檢
驗、表面顯微分析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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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36 翕澤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4-23106151    

e-mail: prs.peng@msa.hinet.net

攜帶型飛行式質譜儀、空氣品質處理裝置、手持式
／定置型臭味偵測器、攜帶式 / 線上硫化物分析儀、
高靈敏度攜帶式甲醛分析儀。

C1235 力新國際文化事業 ( 股 ) 公司 

Tel: 886-2-82217508

e-mail: asir@listening.com.tw

國際貿易業、藍光機、藍光影片 DVD。

C1136 景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7-629988

e-mail: taipei@echochemical.com

提供各式儀器用化學藥劑、HPLC 級溶劑、金屬殘留
級溶劑 ICP、AA 用無機標準品、硝酸、鹽酸、硫酸、
氫氟酸、磷酸。

C1035 亞瑞國際有限公司

Tel: 886-4-24068662

e-mail: techone.tw@msa.hinet.net

精密儀器、材料物性量測儀器、印刷展色機、水份
計、壓力計及實驗室塗佈機等設備。

C1233 愷帝有限公司              

Tel: 886-7-5525573

e-mail: keidy.coltd@msa.hinet.net

代理：Polyscience 精密循環水槽／油槽／黏度槽／
溫度校正設備 Sensorex 水質分析設備水份測定儀，
自動滴定儀，金屬檢測器，各式理化分析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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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37 太陽系分析基礎開發工作室

Tel: 886-986-868060

e-mail: service@chromnet.net

我們生產製備 HPLC/ 模擬移動床 /SFC/IC
We Produce Preparative-HPLC/SMB/SFC/IC
& Columns/SPE tube/Filter/CellCulture

C1038 川祺貿易有限公司

Tel: 886-2-27939065

e-mail: cctcl@cctcl.com.tw

提供加熱攪拌器、耐酸鹼幫浦、蠕動幫浦、微量吸
管、電子天平、高溫爐、烘箱、二氧化碳培養箱、
直立式攪拌機、高速微量離心機。

C709 天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458090

e-mail: support@sky-tach.com.tw 

專業製造 3D 印表機。

B401 日本科學機器協會     

Tel: 81-3-36615131

e-mail: info@sia-tokyo.gr.jp

日本全國性的科學機器協會。

C938 日商極貿 ( 股 ) 公司台北分公司  

Tel: 886-2-25514159

e-mail: kbksales1@kbk.com.tw

氣壓試防水測試儀器 ( 專利 )，用於手表、手機、防
水相機，醫療用品等的防水測試，國內外大廠採用
實績。



您在找儀器嗎？

您在查廠牌嗎？

傳聞已久的「儀器寶典」重出江湖了！

請快上全國最大的儀器專業網站───

台北市儀器公會網站

訊息轉發最快、內容包羅萬象、精彩豐富！

     網 站 導 覽

001  公會網站（全國最大儀器公會網站）

002 最新消息（儀器公會、其他、招標、訊息庫）

003  公會簡介（公會簡介、入會須知、公會沿革、現

任理監事、歷屆理事長、獎學金實施辦法、歷屆

理監事名單、公會位置圖）

004  快門物語（相關活動照片和美圖欣賞）

005  會員名錄（全體會員資訊）

006  相關連結（政府和民間協會及全球展覽資訊）

007  優質開店（DIY 建立屬於自己的網站）

008  英文簡介（本會英文介紹）

009  優惠活動（網站刊登廣告優惠）

010  儀器寶典（找儀器查廠牌）

011  法律諮詢（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012  創會 60 週年特刊（公會成長史及慶祝活動翦影）



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委刊廣告收費優惠明細表
廣告位置

訂價
( 新台幣 )

刊登一年優
惠價 ( ８折 )

刊登二年優
惠價 ( ７折 )

刊登三年優
惠價 (6.5 折 )

中間輪轉
( 每月 )

5000 元 4000 元 3500 元 3250 元

左右兩邊方塊
( 隨機方式 )

( 每月 )
4000 元 3200 元 2800 元 2600 元

儀器寶典
( 每家廠商每月 )

300 元 240 元 210 元 195 元

魅力廠商搶先報
( 每家廠商每年 )

4000 元 3200 元 2800 元 2600 元

秀儀器
( 採輪轉方式 )

 ( 每月 )
4000 元 3200 元 2800 元 2600 元

最新消息及
研討會資訊
( 每則每月 )

1000 元 800 元 700 元 650 元

廣告位置
訂價

( 新台幣 )
刊登四年優
惠價 ( ６折 )

刊登五年優
惠價 ( ５折 )

刊登六年以
上優惠價

中間輪轉
( 每月 )

5000 元 3000 元 2500 元 另議

左右兩邊方塊
( 隨機方式 )

( 每月 )
4000 元 2400 元 2000 元 另議

儀器寶典
( 每家廠商每月 )

300 元 180 元 150 元 另議

魅力廠商搶先報
( 每家廠商每年 )

4000 元 2400 元 2000 元 另議

秀儀器
( 採輪轉方式 )

 ( 每月 )
4000 元 2400 元 2000 元 另議

最新消息及
研討會資訊
( 每則每月 )

1000 元 600 元 500 元 另議

1. 非本會會員僅加收新台幣 2000 元。
2. 新入會會員於入會日起一個月內委刊廣告享有五折優惠。
3. 凡刊登中間輪轉兩年以上，贈送等時間之魅力廠商。

第十二屆台北國際儀器展廠商名冊
出版日期：102 年 10 月 3 日

發行單位：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三號三樓

 TEL：(02)2370-3177 FAX：(02)2370-3170

 http://www.instrument.org.tw

印 刷 廠：台苑彩色印製有限公司 TEL：(02)2311-0242



中華民國 103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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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小寒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初三 初四 立春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驚蟄 初七 初八

12 13 14 15 16 17 18 9 10 11 12 13 14 15 9 10 11 12 13 14 15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19 20 21 22 23 24 25 16 17 18 19 20 21 22 16 17 18 19 20 21 22
十九 大寒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七 十八 十九 雨水 廿一 廿二 廿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春分 廿二

26 27 28 29 30 31 23 24 25 26 27 28 23 24 25 26 27 28 29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正月小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30 31
三十 三月小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1 2 3 1 2 3 4 5 6 7
初二 初三 初四 兒童節

初六
清明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四 端午節 初六 初七 初八 芒種 初十

6 7 8 9 10 11 12 4 5 6 7 8 9 10 8 9 10 11 12 13 14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初六 立夏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13 14 15 16 17 18 19 11 12 13 14 15 16 17 15 16 17 18 19 20 21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夏至

20 21 22 23 24 25 26 18 19 20 21 22 23 24 22 23 24 25 26 27 28
穀雨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二十 廿一 廿二 小滿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六月大 初二

27 28 29 30 25 26 27 28 29 30 31 29 30
廿八 廿九 四月大 初二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五月小 初二 初三 初三 初四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1 2 1 2 3 4 5 6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6 7 8 9 10 11 12 3 4 5 6 7 8 9 7 8 9 10 11 12 13
初十 小暑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立秋 十三 十四 十四 中秋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13 14 15 16 17 18 19 10 11 12 13 14 15 16 14 15 16 17 18 19 20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20 21 22 23 24 25 26 17 18 19 20 21 22 23 21 22 23 24 25 26 27
廿四 廿五 廿六 大暑 廿八 廿九 三十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處暑 廿八 廿九 秋分 九月大 初二 初三 初四

27 28 29 30 31 24 25 26 27 28 29 30 28 29 30
七月小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廿九 八月大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五 初六 初七

31
初七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1 1 2 3 4 5 6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5 6 7 8 9 10 11 2 3 4 5 6 7 8 7 8 9 10 11 12 13
十二 十三 十四 寒露 十六 國慶日 十八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立冬 十六 大雪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12 13 14 15 16 17 18 9 10 11 12 13 14 15 14 15 16 17 18 19 20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19 20 21 22 23 24 25 16 17 18 19 20 21 22 21 22 23 24 25 26 27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霜降 閏九月小 初二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十月大 三十 十一月小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26 27 28 29 30 31 23 24 25 26 27 28 29 28 29 30 31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30
初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