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屆台北國際儀器展參展廠商 
(依筆劃排列，請點選公司名稱，即可連結至該公司網頁)  

公司名稱 攤位編號 

一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920 

力明儀器有限公司 B531 

力新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C1235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4 

三峰儀器有限公司 C822 

三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10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210 

大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134 

大慶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C830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B1134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3 

川捷科技有限公司 B1030 

川祺貿易有限公司 C1038 

中燦科技有限公司 C823 

中藍行實業有限公司 C1036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010 

元正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228 

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420 

天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709 

天祥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B402 

天驪企業有限公司 C732 

日本科學機器協會 B401 

日商極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C938 

日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706 

太陽系分析基礎開發工作室 C1037 

世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C931 

台裕股份有限公司 C1000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C720 

台灣中澤股份有限公司  B515 

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C1100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26 

台灣艾爾加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B426 

台灣柏朗豪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C738 

http://www.firstek.com.tw/
http://www.lmico.com.tw/
http://www.listening.com.tw/
http://www.sanking.com.tw/
http://www.sanfong.xcom.tw/
http://www.san-lab.com.tw/
http://www.suntex.com.tw/
http://www.otsuka-tw.com/
http://www.dct3d.com/
http://www.srs.com.tw/
http://www.samwells.com/
http://www.cuj.com.tw/
http://www.cctcl.com.tw/
http://www.chung-tsang.com.tw/
http://www.cblue.com.tw/
http://www.todays.com.tw/
http://www.instech.com.tw/
http://www.utekinco.com.tw/
http://www.sky-tech.com.tw/
http://www.tienshiang.com/
http://www.hipressure.com.tw/
http://www.sia-japan.com/
http://www.kbk.com.tw/
http://www.nizawa-int.com.tw/
http://www.chromnet.net/
http://www.tenmars.com/
http://www.ty-c.com.tw/
http://www.dksh.com.tw/instruments
http://www.tn-testing.com.tw/
http://www.bruker.com.tw/
http://www.agilent.com/
http://www.elga.com.tw/
http://www.bronkhorst.tw/


台灣流量儀校有限公司  B1026 

台灣耶拿儀器有限公司  B434 

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  B1331 

台灣莎多利斯有限公司  B220 

台灣綠意科技有限公司  B225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C711 

台灣賽默飛世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700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C901 

弘優科技有限公司 B1234 

永原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B331 

立捷儀器有限公司 C1025 

立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C1107 

立諾儀器有限公司 B429 

光極科技有限公司 B1329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B610 

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810 

吉適科技有限公司 C1004 

合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820 

安和衡器有限公司 C1006 

旭豪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C1130 

有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416 

至準貿易有限公司 B404 

艾安得股份有限公司  B330 

艾瑪特有限公司 B1127 

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18 

佐信科技有限公司 C905 

伯昂興業有限公司 C921 

伯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029 

利泓科技有限公司 B1217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21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403 

宏昇儀器行有限公司  B304 

宏誠科儀有限公司 C926 

宏濬儀器有限公司 B728 

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301 

志宸科技有限公司 B826 

每得科技有限公司 C1122 

http://www.sinom.com.tw/
http://www.analytik-jena.com.tw/
http://www.twhipoint.com/
http://www.sartorius-stedim.com.tw/
http://www.tgvt.com.tw/
http://www.merckmillipore.com.tw/
http://www.thermofisher.com/
http://www.hungta.com.tw/
http://www.advantec.com.tw/
http://www.science.com.tw/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257
http://www.lihyuan.com.tw/
http://lenon.com.tw/
http://www.lightpole.url.tw/
http://www.chuanhua.com.tw/
http://www.systematic.com.tw/
http://www.gisstech.com.tw/
http://www.startech-co.com.tw/
http://www.anhose.com.tw/
http://www.sh-vacuum.com.tw/
http://www.uccl.com.tw/
http://superp.com.tw/
http://www.aandd.com.tw/
http://www.airmart.com.tw/
http://www.sifo.com.tw/
http://www.protrustech.com/
http://www.bertec.com.tw/
http://www.blossombio.com.tw/
http://www.rightek.com.tw/
http://www.leder.com.tw/
http://www.hongi-ins.com.tw/
http://www.hsic.com.tw/
http://www.hcsco.com.tw/
http://www.hplc.com.tw/
http://www.jusun.com.tw/
http://www.chiefdom-tek.com.tw/
http://www.medclub.com.tw/


沛莫科技有限公司 B1230 

見誠科技有限公司 B732 

貝爾特科技有限公司  C1109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204 

佳允股份有限公司 C922 

佳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B936 

佳佑企業有限公司 B1123 

典瑞企業有限公司 B1218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C1010 

卓越防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132 

和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C805 

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524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B410 

明昱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C1021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B719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B818 

東榮元件有限公司 C1020 

波特多科技有限公司  C819 

泛群科技有限公司 B202 

泛達儀控有限公司 C827 

矽新科技有限公司 B417 

金永德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B834 

長雅科技有限公司 C920 

亞瑞國際有限公司 C1035 

俊富科技有限公司 C820 

俊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131 

南北貿易有限公司 C1121 

建成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032 

恆茂有限公司 B120 

星晏有限公司 B329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130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B1220 

皇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39 

研毅企業有限公司 C811 

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020 

科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C728 

科榮股份有限公司 C836 

http://www.paymo.com.tw/
http://www.kkk.com.tw/
http://www.belltone.com.tw/
http://www.scientech.com.tw/
http://www.cyi-pmi.com/
http://www.ppccro.com/
http://www.anatech1984.com/
http://www.carrierco.com.tw/
http://www.tekteam.com.tw/
http://www.superdry.com.tw/
http://www.astsciencecorp.com/
http://www.bioway.com.tw/
http://www.sun-way.com.tw/
http://www.mingyuh.com.tw/
http://www.astcorp.com.tw/
http://www.shengyi.com.tw/
http://www.rainbow-light.com.tw/
http://www.protector-tech.com.tw/
http://www.panchum.com.tw/
http://www.pan-globe.com/
http://www.shishin-tech.com.tw/
http://www.kinglab.com.tw/
http://www.biotic.com.tw/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581
http://www.fulgent-gasareasic.com.tw/
http://inpac.myweb.hinet.net/
http://www.southnorth.com.tw/
http://www.ssco.com.tw/
http://www.hammer.net.tw/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563
http://www.rocker.com.tw/
http://www.perkinelmer.com/tw
http://www.cvctechnologies.com/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084
http://www.kohan.com.tw/
http://www.kohsieh.com.tw/
http://www.scientek.com.tw/


科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814 

飛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1034 

香港商漢唐熱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C1227 

洺鈦實業有限公司 C1126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910 

展泓股份有限公司 C933 

泰世揚科技有限公司  C1229 

泰仕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1032 

海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927 

浩翰有限公司 B236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210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C1213 

益瀚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712 

神港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C1022 

訊華股份有限公司 C1223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 C907 

高碇科技有限公司 B729 

高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10 

烜晟科技有限公司 C1131 

國華科技有限公司 C1129 

啟泰企業有限公司 B527 

敏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1127 

淨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104 

理科企業有限公司 C828 

祥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B736 

速貝企業有限公司 C1103 

傑揚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C1231 

博益精儀股份有限公司  B228 

博精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722 

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  B731 

富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08 

斯納普科技有限公司  B626 

景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B1018 

景興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B1018 

森鴻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B232 

登盈儀器有限公司 B224 

紫外光科技有限公司  C815 

http://www.koy.com.tw/
http://www.ftups.com.tw/
http://www.briskheat.com/
http://www.mimn-taiy.com.tw/
http://www.bestgen.com.tw/
http://www.gb-co.com.tw/
http://www.tachyontec.com/
http://www.tes.com.tw/
http://www.anatel.com.tw/
http://labchina.net/
http://www.ehong.com.tw/
http://www.enshine.com.tw/
http://www.yenstron.com.tw/
http://www.shinko-tw.com/
http://www.sisc.com.tw/
http://www.kaoten.com/
http://www.cote-tech.com/
http://www.gotech.biz/
http://www.xuan-chen.com/
http://www.koufua.com.tw/
http://www.patron.com.tw/
http://www.aone.com.tw/
http://www.hypure.com.tw/tw_company.asp
http://www.regularcorp.com/
http://www.hsiangtai.com.tw/
http://www.subai.com.tw/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572
http://www.proyes.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aandb.com.tw/
http://www.threepower.com.tw/
http://www.asi-team.com/
http://www.xlab-scientific.com/
http://www.echochemical.com/
http://www.chct.com.tw/
http://www.sentron.com.tw/
http://www.dengyng.com.tw/
http://www.uv.com.tw/


翕澤科技有限公司 C936 

越吟有限公司 B302 

隆吉儀器有限公司 B326 

雲陽科技有限公司 C716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B501 

菘啟工業有限公司 C826 

奧卓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23 

愛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927 

愷帝有限公司 C1233 

新丹企業有限公司 B519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30 

楓聲實業有限公司 C934 

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C1014 

瑞儀企業有限公司 C724 

瑞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832 

群育科技有限公司 C1113 

群隆興業有限公司 C1203 

道遠企業有限公司 B430 

達易科技有限公司 C736 

鉅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225 

鼎杰貿易有限公司 C1133 

鈺恆股份有限公司 C831 

碁進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02 

廖張行科技有限公司  C1026 

暢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838 

漢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833 

漢鈉儀器有限公司 C1031 

銘祥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1108 

儀展科技有限公司 C1207 

廣水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B209 

廣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1112 

德工科技有限公司 C715 

德和衡器有限公司 C1030 

德記儀器商行 B502 

德斯特儀器有限公司  B235 

慧智實業有限公司 C1114 

樂盟科技有限公司 B827 

http://www.greenrivertech.com.tw/
http://www.mmmpc.com.tw/yuehyin/MagList.aspx?ID=14
http://www.tw-hdl.com/
http://www.labguide.com.tw/
http://www.shuennyih.com.tw/
http://www.thermoway.com.tw/
http://www.ultralabs.com.tw/
http://www.ai-kwang.com.tw/
http://www.keidy.com.tw/
http://www.gclc.com.tw/
http://www.scinco.tw/
http://www.maple-tek.com.tw/
http://www.mt.com/
http://www.raye.com.tw/
http://www.macroltd.com.tw/
http://www.chemist.com.tw/
http://www.twdensity.com/
http://www.3dr.tw/
http://www.dayitech.com/
http://www.great-tech.com.tw/
http://www.kica.org.tw/member.asp?id=737
http://www.jadever.com/
http://www.groundadvance.com.tw/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372
http://www.dr-storage.com/
http://www.hannainst.com.tw/
http://www.jnc-tec.com.tw/
http://www.ketech.com.tw/
http://kwangshui.myweb.hinet.net/
http://www.prochem.com.tw/
http://drgollek.com/
http://www.derher.com.tw/
http://www.dgs.com.tw/
http://www.testoag.com.tw/
http://www.pumpworld.com.tw/
http://www.joytech.com.tw/


樂潔科技有限公司 B124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117 

寰新科技有限公司 C1033 

錫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B710 

錦亮實業有限公司 B1033 

頤華國際有限公司 B424 

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16 

優仕特股份有限公司  C834 

勵眾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18 

總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930 

聯合層析科技有限公司  B828 

聯勝儀器有限公司 B1019 

聯環科技有限公司 C734 

鴻隼企業有限公司 C832 

鴻盛科儀有限公司 B1027 

禮學社股份有限公司  B630 

鎮揚實業有限公司 C1125 

雙毅企業有限公司 C1120 

雙鷹企業有限公司 B336 

騏銳企業有限公司 B428 

瀚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5 

譜源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C929 

躍凌實業有限公司 C1221 

鑫永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B219 

 

http://www.labclean.com.tw/
http://www.titanex.com.tw/
http://www.dalehigh.com.tw/
http://www.shikee.com.tw/
http://www.jiinliang.com/
http://www.ivorist-corp.com/
http://www.ivorist.com.tw/
http://www.utech.com.tw/
http://www.peoplelife102.com/
http://www.anatek-co.com/
http://www.unichrom.com.tw/
http://www.yscco.com.tw/
http://www.atlasgroup.com.tw/
http://www.falco.xcom.tw/
http://www.greentree.com.tw/
http://www.labtech.com.tw/
http://www.ciya.com.tw/
http://www.zeta.com.tw/
http://www.deagle.com.tw/
http://www.chijui.com.tw/
http://www.issg.com.tw/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577
http://www.proapex.com.tw/
http://www.tsaohsi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