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 屆台北國際儀器展已報名廠商排行榜 

※點選公司名稱可以超連結至該公司 

13094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13105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13 錫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3019 高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20 一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34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93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101 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13118 台灣賽默飛世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20 利泓科技有限公司 

13002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22 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027 大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3035 台灣莎多利斯有限公司  

13041 博高科儀股份有限公司  

13044 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  

13060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13078 台裕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un-way.com.tw/
http://www.bestgen.com.tw/
http://www.shikee.com.tw/
http://www.gotech.biz/
http://www.firstek.com.tw/
http://www.suntex.com.tw/
http://www.ehong.com.tw/
http://www.bruker.com/
http://www.thermofisher.com.tw/
http://www.rightek.com.tw/
http://www.todays.com.tw/
http://www.kohan.com.tw/
http://www.taiwah.com.tw/
http://www.sartorius-stedim.com.tw/
http://www.prokao.com.tw/index.html
http://www.abb.com.tw/
http://www.chuanhua.com.tw/
http://www.ty-c.com.tw/


13080 合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96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13098 釩泰研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13099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13114 岑祥股份有限公司 

13116 台灣耶拿儀器有限公司  

13032 沛莫科技有限公司 

13071 雙鷹企業有限公司 

13119 廣水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3014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13023 俊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024 建成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25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029 德記儀器有限公司 

13030 台灣島津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31 樂盟科技有限公司 

13043 有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3049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52 博精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tartech-co.com.tw/
http://www.srs.com.tw/
http://finetech-filter.com/
http://www.perkinelmer.com/tw
http://www.thco.com.tw/
http://www.analytik-jena.com.tw/
http://www.paymo.com.tw/
http://www.deagle.com.tw/
http://kwangshui.myweb.hinet.net/
http://www.hungta.com.tw/
http://inpac.myweb.hinet.net/
http://www.ssco.com.tw/
http://www.scientech.com.tw/
http://www.dgs.com.tw/
http://www.shimadzu.com.tw/
http://www.joytech.com.tw/
http://www.uccl.com.tw/
http://www.rocker.com.tw/
http://www.aandb.com.tw/


13058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 

13066 佳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4 日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3077 禮學社股份有限公司  

13077 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  

13083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13085 永原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13095 三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00 科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103 川富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3106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13108 亮盛企業有限公司 

13110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13128 登盈儀器有限公司 

13129 金永德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13133 新丹企業有限公司 

13144 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01 紫外光科技有限公司  

13009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aoten.com/
http://www.protechcro.com/
http://www.nizawa-int.com.tw/
http://www.labtech.com.tw/
http://www.threepower.com.tw/
http://www.astcorp.com.tw/
http://www.science.com.tw/
http://www.san-lab.com.tw/
http://www.kohsieh.com.tw/
http://www.chungfu.com.tw/
http://www.dksh.com.tw/instruments
http://lianshen.com.tw/
http://www.shuennyih.com.tw/
http://www.dengyng.com.tw/
http://www.kinglab.com.tw/
http://www.gclc.com.tw/
http://www.systematic.com.tw/
http://www.uv.com.tw/
http://www.shengyi.com.tw/


13010 元正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42 必達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50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61 祥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13076 宏誠科儀有限公司 

13081 銘祥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082 明技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13102 聯合層析科技有限公司  

13107 博士科儀股份有限公司  

13117 勵眾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25 造鑫企業有限公司 

13143 大台北尖端儀器有限公司 

13148 濬洋企業有限公司 

13003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06 立諾儀器有限公司 

13007 台灣流量儀校有限公司  

13013 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16 昆山依拉勃無管過濾系統有限公司 

13017 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nstech.com.tw/
http://bwtek.com/
http://www.scinco.tw/
http://www.hsiangtai.com.tw/
http://www.hcsco.com.tw/
http://www.jnc-tec.com.tw/
http://www.eurolight.com.tw/
http://www.unichrom.com.tw/
http://www.drins.com.tw/
http://www.peoplelife102.com/
http://www.tsaohsin.com.tw/
http://www.abtek.com.tw/
http://www.junyang.com.tw/
http://www.hongi-ins.com.tw/
http://lenon.com.tw/
http://www.sinom.com.tw/
http://www.sifo.com.tw/
http://www.capa1208.hb2bb.com/
http://www.level.com.tw/


13018 森鴻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13021 艾安得股份有限公司  

13028 典瑞企業有限公司 

13033 聯勝儀器有限公司 

13035 暢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036 力明儀器有限公司 

13037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13038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40 恆茂有限公司 

13045 益瀚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047 泛群科技有限公司 

13048 愷帝有限公司 

13051 鴻盛科儀有限公司 

13053 群育科技有限公司 

13054 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3056 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13057 碁進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62 慧智實業有限公司 

13063 賀太貿易有限公司 

http://www.sentron.com.tw/
http://www.aandd.com.tw/
http://www.carrierco.com.tw/
http://www.yotec.com.tw/
http://www.chbiotech.com.tw/
http://www.lmico.com.tw/
http://www.enshine.com.tw/
http://www.sanking.com.tw/
http://www.hammer.net.tw/
http://www.yenstron.com.tw/
http://www.panchum.com.tw/
http://www.keidy.com.tw/
http://www.greentree.com.tw/
http://www.chemist.com.tw/
http://www.utekinco.com.tw/
http://www.chao-dee.com.tw/
http://www.groundadvance.com.tw/
http://www.pumpworld.com.tw/
http://www.httrading.url.tw/


13064 喬璞科技有限公司 

13065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3067 三峰儀器有限公司 

13068 志宸科技有限公司 

13075 科榮股份有限公司 

13079 長雅科技有限公司 

13084 佳允股份有限公司 

13087 台灣柏朗豪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13088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3089 南北貿易有限公司 

13090 艾瑪特有限公司 

13091 和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13097 金合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11 漢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12 大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3121 德斯特儀器有限公司  

13122 雙毅企業有限公司 

13126 恆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3130 博益精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ope-smb.com/
http://www.tekteam.com.tw/
http://www.sanfong.xcom.tw/
http://www.chiefdom-tek.com.tw/
http://www.scientek.com.tw/
http://www.biotic.com.tw/
http://www.cyi-pmi.com/
http://www.bronkhorst.tw/
http://www.titanex.com.tw/
http://www.southnorth.com.tw/
http://www.airmart.com.tw/
http://www.astsciencecorp.com/
http://www.hi-point.com.tw/
http://www.dr-storage.com/
http://www.ata-chung.com.tw/
http://www.testoag.com.tw/
http://www.zeta.com.tw/
http://www.everrist.com.tw/
http://www.proyes.tw/front/bin/home.phtml


13131 儀展科技有限公司 

13132 增誠科技有限公司 

13137 中藍行實業有限公司 

13138 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139 德工科技有限公司 

13145 宏德衡器有限公司 

13151 原茂企業有限公司 

13155 雲陽科技有限公司 

13156 隆吉儀器有限公司 

13157 源泰儀器有限公司 

13159 弘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62 藝斯高生命科學有限公司 

13004 錦亮實業有限公司 

13005 見誠科技有限公司 

13005 宏濬儀器有限公司 

13008 鈺恆股份有限公司 

13011 鴻隼企業有限公司 

13012 吉歐實業有限公司 

13015 樂潔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ketech.com.tw/
http://www.etck.com.tw/
http://www.cblue.com.tw/
http://www.bioway.com.tw/
http://www.drgollek.com/
http://www.hdscale.com.tw/
http://www.yuan-mau.com.tw/
http://www.labguide.com.tw/
http://www.tw-hdl.com/
http://www.sourcetek.com.tw/
http://www.astm.com.tw/
http://escolifesciences.tw/
http://www.jiinliang.com/
http://www.kkk.com.tw/
http://www.hplc.com.tw/
http://www.jadever.com/
http://www.falcofes.com/
http://www.geonet.com.tw/
http://www.labclean.com.tw/


13026 光極科技有限公司 

13039 清銳科技有限公司 

13046 展泓股份有限公司 

13055 頤華國際有限公司 

13059 宏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3069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0 泰仕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3072 躍凌實業有限公司 

13073 天驪企業有限公司 

13086 雲集貿易有限公司 

13092 世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3104 易永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109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15 寰新科技有限公司 

13123 鉅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24 泰利司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13127 天眼實業有限公司 

13134 天祥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13135 騏銳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lightpole.url.tw/
http://www.twqiri.com/
http://www.gb-co.com.tw/
http://www.ivorist-corp.com/
http://www.unice.com.tw/
http://www.atlasgroup.com.tw/
http://www.tes.com.tw/
http://www.balances.com.tw/
http://www.hipressure.com.tw/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645
http://www.tenmars.com/
http://www.anycause.tw.bysources.com/
http://www.samwells.com/
http://www.dalehigh.com.tw/
http://www.great-tech.com.tw/
http://www.thalessystem.com.tw/
http://www.tenanic.com.tw/
http://www.tienshiang.com/
http://www.chijui.com.tw/


13136 斯納普科技有限公司 

13140 科霖儀器有限公司 

13141 LabWare Singapore Pte. Ltd. 

13142 國科企業有限公司 

13142 道遠企業有限公司 

13147 恩諾先進科技有限公司 

13149 浩翰有限公司 

13150 漢鈉儀器有限公司 

13152 一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53 富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54 宏洋有限公司 

13158 大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13160 長庚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13161 俊富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xlab-scientific.com/
http://www.cleaninst.tw/
http://www.labware.com/
http://www.sinodynamics.com.tw/
http://www.3dr.tw/
http://inno.wunme.com/
http://www.labchina.com.tw/
http://www.hannainst.com.tw/
http://www.e-sun.com.tw/
http://www.asi-team.com/
http://hy82.myweb.hinet.net/com.htm
http://www.instrument.org.tw/members/?mode=show_data&id=20679
http://cguinnovator.blogspot.tw/
http://www.fulgent-gasareas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