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1100氧化鋯式氧氣分析儀 

Tiger 手持式 TVOC氣體偵測儀 

GPR-1100 
攜帶式本安型微量氧氣分析儀 

 SADP mini2手持式露點計 

 

手提式氣相層析儀 

 

Stratos Pro多參數水質分析儀 
(pH/Cond/DO) 

手持式雷射清洗機 

 

ppb級手提式溶氧分析儀 

 

塑膠酯粒水份分析儀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 204號 2樓之 3 

Tel:02-2764-0999 
Fax:02-2764-1465 

Email:info@srs.com.tw 
Website:www.sray.com.tw 

Red-y Compact 
直讀式氣體質量流量計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Sunray Scien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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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X光繞射儀 
X光晶體定位儀 
X光拓樸儀 
樣品觀測熱分析儀 
殘留應⼒分析儀 
X光粒徑/孔洞分析儀 
電⼦顯微鏡 
熱脫附光裂解質譜儀 
雷射裂解元素分析儀 

理科企業有限公司 

Disaccharide hydrates behavior

Initial state
Dehydration 

(volumetric shrinkage)
Amorphization 
( liquefaction)

Crystallization 
(whitening)

Melting
(transparentizing)

Combustion
( Blackening, fo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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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gular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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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破碎機 電磁加熱攪拌器 

凱氏氮及成份分析 溶離試驗機 

超純水機 

塞曼效應汞分析儀 微晶片即時螢光定量PCR儀 

微生物檢測產品 多參數水質分析儀 

微電腦觸控型可程式黏度計   微量水份分析儀 

恆溫烘箱 



區域型氣體檢測儀  

六用VOC氣體偵測器 四用氣體偵測器 

固定式氣體偵測器 固定式氣體偵測器 

  

 

TU5雷射濁度計 

線上COD分析儀 

懸浮固體分析儀 

EZ各式水質分析儀 

多用氣體偵測器 

超聲波氣體洩漏偵測器 雷射激光氣體檢測儀 







歡
迎
同
行
批
發

www.chuanhua.com.tw

服務專線

sales@chuanhua.com.tw 
02-2698-1222

█物理化學儀器
● ATAGO
糖度/鹽度計、甜酸度計、屈折度計 
旋光度計、炸油品質計、迴轉式黏度計

● BINDER
烘箱、真空(防爆 )烘箱、恆溫培養箱

● DELMHORST
木材/建材 /皮革 /稻草 /穀類水份計

● ENDECOTTS
搖篩機、標準篩網、校正用標準玻璃沙

● THERMO EUTECH
酸鹼度/電導度計、溶氧度計 
濁度計、離子比色濃度計 
水質測試筆、水質檢測及監控

● THERMO ORION
ISE 離子選擇電極、各式水質檢測儀器

● GONOTEC
冰點/膠質 /蒸氣 /薄膜式滲透壓計

● IKA
電磁攪拌器、加熱板、均質乳化機、離心機 
直流攪拌馬達、粉碎機、振盪器、電化學分析 
熱卡計、真空分散機、真空減壓濃縮機、黏度計

● HUNTERLAB
分光色差儀、線上色差監控系統

● KLEINWACHTER
手持式靜電測試計

● NABERTHERM
高溫爐、特高溫爐、管狀爐、熔解爐

● PRECISA
電子分析／上皿天平、紅外線水份計

● SI Analytics (SCHOTT)
pH/ORP/電導度 /溶氧度計及各式電極 
毛細管動黏度儀、自動分注 /滴定儀 
KF 水份滴定儀、紅外線加熱攪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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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	 03-558-7337
■台中 04-2310-9195
■上海	 021-6447-7888
■廣州	 020-8559-9565

● SEKONIC
振動式黏度計（桌上型/線上型）

● SIBATA
水流抽氣幫浦、細菌試驗恆溫器 
各式實驗儀器設備

● TOKI SANGYO
迴轉式黏度計、JIS 標準黏度液

█塗料檢測儀器
● AUTOMATION

Fe/NFe 非破壞膜厚計、微小測頭膜厚計 
汽車烤漆膜厚計

● DAKOTA
超音波測厚計、探傷儀

● ZEHNTNER
光澤度 /反射計、硬度計、細度計 
超小測頭光澤計、ISO/ASTM 衝擊試驗機 
漆膜彎曲度測試、PIG 破壞式膜厚計 
附著力 /粉化度測試、濕膜厚度計 
塗佈器、自動塗佈機、百格刮刀 
鉛筆硬度計、比重杯、乾燥計 
Zahn/ISO/DIN/JIS 黏度杯、福特杯 
路標漆 /交通標誌反光度測試儀 
路面防滑度 /漆膜特性測試設備

█物性試驗儀器
● GURLEY
透氣度儀、挺度儀、吸水度測試

● THWING-ALBERT (T/A)
磨擦剝離測試、精密電子測厚儀 
撕裂度測試儀、壓痕挺度測試儀 
柔軟度儀、油墨黏性測試 
萬能材料拉力測試儀

● TABER
泰伯磨擦試驗、線性磨擦測試 
泰伯挺度測試、表面耐刮試驗 
泰伯研磨輪、落砂試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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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總公司 TEL: 02-2393-4248 台中分公司 TEL: 04-2406-2500
台南分公司 TEL: 06-260-9022 高雄分公司 TEL: 07-241-2050 

揮發性有機溶劑(VOC)測定裝置， 

攜帶式 PH 計、ORP 計、電導度

計、 DO 計、Ion 計、餘氯測定
器、表面鹽分計、濁度計、溶氫

計、水相/氣相 CO2 分析儀、O3 分

析儀、電磁濃度計，桌上型 PH
計、電導度計、DO 計、Ion 計，
食品鹽分計， 全自動電位差滴定

儀，離子層析儀，糖分析儀，生

菌細胞數測定儀，簡易總氮/總磷

儀 

攜帶式光合作用測量系統，痕量氣

體分析儀、開路式土壤 CO2 通量分

析系統，開路式甲烷分析儀，開路

式/閉路式 CO2/H2O 分析儀，攜帶/

桌上型葉面積儀，植物樹冠分析

儀，資料收集器，攜帶式露點產生

儀，光照記錄器，各式光照傳感器 

量測汽車特殊塗裝色彩效能、塗料

/塑料的色彩、外觀-光澤/霧度/橘皮
-影像清晰度、塗裝斑駁效應、標
準對色箱；物理性質--附著力、耐
磨耗、耐衝擊、延展性、塗膜器、

遮蔽性、乾燥時間、烤爐溫度、電

導度、分散性、粒度、膜厚、硬度、

黏度、比重等儀器設備。

小型氣象站，資料收集器，簡易離

子濃度計，土壤酸鹼度計，土壤電 

導度計，光照觀測儀，草皮緊實度 

儀，土壤水分/張力計，葉綠素計， 

NDVI植被指數儀，無線監測系統 

各式恆溫烘箱，高溫灰化爐，培養 

箱，高壓蒸氣滅菌器，噴霧乾燥/造 

粒機、有機溶劑回收裝置，振盪器， 

超音波吸管洗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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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奈米分散攪拌均質機，球磨研磨 

系統 APS，藍式分散研磨系統 TML， 

刮刀系統 ASC、均質系統 SR、真空脫 

泡攪拌系統 CDS 

物性測定儀

農業用數位相機，多攝相機陣列，多

光譜圖像編輯軟體

水藻螢光儀，光化學反射指數計，正 

規化差異植生指數計，植物葉片光譜 

儀，手持式光譜儀，手持式葉氮測量 

儀，大型/光養生物反應器，AOM 藻 
類螢光線上監測儀，手攜式螢光成像 

系統，快速版葉綠素螢光儀，高靈敏 

度藻類螢光測儀，標準版/葉夾式/水

下 /超高靈敏度雙通道葉綠素螢光測

量儀 

非破壞性果實品質測定儀，C2H4氣
體分析儀，CO2&O2氣體分析儀， 
C2H4&CO2&O2氣體分析儀

霧化測試儀，冷凍循環加熱水槽， 
熱交換機 

根分析系統，年輪分析系統 

精密種子計數器測定種類： 
水稻種子、糙米、白米等種
子、亦可計數電子零件

三層/五層超音波膜厚計



俊懋企業股俊懋企業股俊懋企業股俊懋企業股份份份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一段 30 號 11 樓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一段 30 號 11 樓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一段 30 號 11 樓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一段 30 號 11 樓

E-mail : inpac@inpac.com.twE-mail : inpac@inpac.com.twE-mail : inpac@inpac.com.twE-mail : inpac@inpac.com.tw
   電話:(02) 23637996  (代表號 ) 傳   電話:(02) 23637996  (代表號 ) 傳   電話:(02) 23637996  (代表號 ) 傳   電話:(02) 23637996  (代表號 ) 傳真真真真:(02) 23923975    :(02) 23923975    :(02) 23923975    :(02) 23923975    

 Safety Caps . Waste Caps (TCLP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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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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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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ty  funnels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SCAT

所有環境分析前處理零配件所有環境分析前處理零配件所有環境分析前處理零配件所有環境分析前處理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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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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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油份固相萃取及水中油份固相萃取及水中油份固相萃取及水中油份固相萃取及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ionBench

升降升降升降升降/移動式實驗桌平台移動式實驗桌平台移動式實驗桌平台移動式實驗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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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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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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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實驗室安全強化實驗室安全強化實驗室安全強化實驗室安全

      保護人員健康保護人員健康保護人員健康保護人員健康



耐腐蝕材質精確流量控制耐腐蝕材質精確流量控制耐腐蝕材質精確流量控制耐腐蝕材質精確流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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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FORTIS 分離管分離管分離管分離管

Purity HPLC SFC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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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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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3637996  (代表號 ) 傳電話:(02) 23637996  (代表號 ) 傳電話:(02) 23637996  (代表號 ) 傳電話:(02) 23637996  (代表號 ) 傳真真真真:(02) 23923975:(02) 23923975:(02) 23923975:(02) 23923975

PuriFlash 超高效快速層純化超高效快速層純化超高效快速層純化超高效快速層純化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Interchim

SPE 6.25ws  

全自動固相萃取系統全自動固相萃取系統全自動固相萃取系統全自動固相萃取系統

適用適用適用適用QuEChERS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及質譜系統 及質譜系統 及質譜系統 及質譜系統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ELDEX

Electronic metering pumps

                Website : www.inpac.com.tw                Website : www.inpac.com.tw                Website : www.inpac.com.tw                Website : www.inpac.com.tw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New Objective

 Digital PicoView 

Nano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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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ospary System

Nanobore Column・・・・Emi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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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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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DAICEL   Chiral Column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PRINCETON 分離管分離管分離管分離管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Picometrics  PrinCE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雷射誘發螢光偵測儀 雷射誘發螢光偵測儀 雷射誘發螢光偵測儀 雷射誘發螢光偵測儀  3D 毛細管電泳儀毛細管電泳儀毛細管電泳儀毛細管電泳儀

 ZETALIF Detector  (資料備索資料備索資料備索資料備索)











PinAAcleTM ���T Avio® ��� ICP-OES NexION® ICP-MS

Clarus®
SQ�GCMS

Torion®
Portable GCMS

FlexarTM HPLC/UHPLC TuboMatrixTM Headspace/ATD

QSightTM 
LC/MS/MS

超過��年的經驗 
珀金埃爾默
帶 你 超 越
實 驗 極 限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號�樓 /(��)����-����
歡迎寫信至客服信箱、致電或掃瞄QR code
客服信箱: customer.taiwan@perkinelmer.com
www.perkinelmer.com.cn

無機分析儀器  Inorganic Anaysis

層析分析儀器  Chromatography Anaysis



TGA ����TM

FLTM ����

DSC ����

LAMBDATM ���/���� UVSpotlightTM IR

DA ���� 

RVA ���� 

超過��年的經驗 
珀金埃爾默
帶 你 超 越
實 驗 極 限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號�樓 /(��)����-����
歡迎寫信至客服信箱、致電或掃瞄QR code
客服信箱: customer.taiwan@perkinelmer.com
www.perkinelmer.com.cn

材料分析儀器  Material Characteris







MITSUBISHI
CHEMICAL

ANALYTECH
地址:臺中市北區文昌東二街173號
電話:(04)22994269、0800-286186
傳真:(04)22921341  E-mail:sn.st@msa.hinet.net

         ㈰本 ㆔菱化㈻ Mitsubishi Chemical 台灣總㈹理
   為國際知㈴品牌，品質穩定、故障率低，深受業界信賴的好選擇!

E-mail: sn.st@msa.hinet.net
www.south-north.com.tw

卡氏微量㈬份儀

CA-310 系列

各種溶劑、化㈻原料、化㈻成品㈬份
固體、液體、氣體樣品㈬份測定
《容積法及庫倫法》
供應㈬份計用各種試劑及標準品

㉂動滴定儀

GT-200
電解液、酸、鹼、混酸...等之
濃度分析，㆗和、沉澱、
氧化還原、光度...等滴定

總硫、氯、氮分析儀、

NSX-2100H/V 系列

各種石化、石化製品之分析
油性或㈬性樣品之分析

      ㈲機元素分析系統
       AQF-2100H                        
      
 (硫、氟、氯、溴、碘)

塑膠、樹脂、㊩藥品、壓克力、
化㈻品、㈯壤...等

高、低阻抗率計、
粉體阻抗測定系統

MCP-T700、MCP-HT800

高阻抗率計:
    靜電材料、塗裝、陶瓷、
    塑膠薄膜、紡織品...
低阻抗率計:
   LED、TFT、ITO玻璃、
   鋁鎂合㈮、塗裝、晶元、
    磁碟片、觸控膜

總㈲機碳分析儀

TOC-310V

㈬樣品(飲用㈬、工業廢㈬、環境)

積分球式濁度計

PT-200

濁度:ppm. NTU. FTU. mg/L...等
亦可測色度、Fe、Mu、殘留CL

總㈲機鹵素分析儀

AOX-200

固體(吸附活性炭液體樣品)、
液體(QC解決方案)

(IC前處理高溫裂解裝置)



MITSUBISHI
CHEMICAL

ANALYTECH
地址:臺中市北區文昌東二街173號
電話:(04)22994269、0800-286186
傳真:(04)22921341  E-mail:sn.st@msa.hinet.net

         ㈰本 ㆔菱化㈻ Mitsubishi Chemical 台灣總㈹理
   為國際知㈴品牌，品質穩定、故障率低，深受業界信賴的好選擇!

E-mail: sn.st@msa.hinet.net
www.south-north.com.tw

卡氏微量㈬份儀

CA-310 系列

各種溶劑、化㈻原料、化㈻成品㈬份
固體、液體、氣體樣品㈬份測定
《容積法及庫倫法》
供應㈬份計用各種試劑及標準品

㉂動滴定儀

GT-200
電解液、酸、鹼、混酸...等之
濃度分析，㆗和、沉澱、
氧化還原、光度...等滴定

總硫、氯、氮分析儀、

NSX-2100H/V 系列

各種石化、石化製品之分析
油性或㈬性樣品之分析

      ㈲機元素分析系統
       AQF-2100H                        
      
 (硫、氟、氯、溴、碘)

塑膠、樹脂、㊩藥品、壓克力、
化㈻品、㈯壤...等

高、低阻抗率計、
粉體阻抗測定系統

MCP-T700、MCP-HT800

高阻抗率計:
    靜電材料、塗裝、陶瓷、
    塑膠薄膜、紡織品...
低阻抗率計:
   LED、TFT、ITO玻璃、
   鋁鎂合㈮、塗裝、晶元、
    磁碟片、觸控膜

總㈲機碳分析儀

TOC-310V

㈬樣品(飲用㈬、工業廢㈬、環境)

積分球式濁度計

PT-200

濁度:ppm. NTU. FTU. mg/L...等
亦可測色度、Fe、Mu、殘留CL

總㈲機鹵素分析儀

AOX-200

固體(吸附活性炭液體樣品)、
液體(QC解決方案)

(IC前處理高溫裂解裝置)

暢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02-26988668
Fax: 02-26988158www.chbiotech.com.tw

高效能排煙櫃
實驗室傢俱/設計規劃
實驗室專用離心機
實驗室超純水系統

實驗室超低溫冷凍冰箱
生物反應器周邊設備
液體攪拌器/桶槽技術

無菌試驗/充填隔離操作箱
手動/自動無菌充填設備

防爆/工業電子磅秤
藥品/食品用金屬檢測機

X光異物檢測機
重量選別機

Quality &
Integration

高品質實驗室設備&

製藥機械整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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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耐磨試驗機 

 
 
 
 
 
 
 

A20-339 耐磨試驗機 

 
JL3086-1電動鉛筆硬度計 

  
 
 
 
 
 

 
3086T 電動鉛筆硬度計 

 
 
 
 
 
 
 

20、60、85度光澤度計 

 
 
 
 
 
 
 

LICO620/690液體比色計 
 
 
 
 
 
 
 

JL1540 附著力刮刀 

 
 
 
 
 
 
 

手提式福特杯 
 
 
 
 
 
 
 

自動塗佈機 

 
 
 
 
 
 
 

塗佈棒 / 塗膜器 
 

錦 亮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2 1 9號 11樓之 9 
www.jiinliang.com sales@jiinliang.com 

     TEL:02-2776-5247  FAX:02-2781-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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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54480010 
  

 

符合 ASTM/ISO/DEFSTAT國際規範，可以依客戶需求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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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點/混濁點測試儀 

冷濾點測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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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紅外汽/柴油分析儀、 

全自動潤滑油脂測試儀 
 

 

 

各種油品黏度試驗、針入度試驗 

、自動/手動閃火點、一般油品 

測試設備、油品蒸餾試驗、燃料 

油/潤滑油分析設備等 

 
 

航空燃油潤滑性試驗 

柴油潤滑能力試驗 
 

 

 

各種油品/液體粒徑分佈和 

污染度測試儀器 
 

 

 

 

 

自動 REID蒸氣壓分析儀 

航燃及煤油發煙點測試儀器 

航空燃油熱氧化穩定測定儀及沉積判讀儀 

(唯一被 D1655及 Defsten91-091認證設備) 
 

誠懇、負責、永續 

 





百分百
台灣製造





更多商品資訊說明，請連結三峰網站
http:/ /www.sanfong.xcom.tw

103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460 號 3 樓
TEL：(02)2552-3187 / (02)2558-0326
FAX：(02)25523587 / E-mail：sanfong.ci@msa.hinet.net

三峰儀器有限公司

代理經銷日製 PE,PP,TPX(PMP),PVC,TEFLON(PTFE),
PFA,FEP 各類塑膠製品，日本大森牌不銹鋼製品
SANPLATEC CORP.(SANKO)
FLON CHEMICAL INC.
OMORI CO.,LTD.
ASONEcorporation.

Tokyo Materials Co.,Ltd.
KURABO INDUSTRIES LTD.
KANDAGOMUKAGAKU corporation.

iPS 細胞 LIVE 輸送
超高性能，理想的定溫輸送。

ＢＯＸ組合，運送中長時間保持培養

溫度帶的安定，更經濟便利的選擇。

新型符號筆 ( 轉寫筆 ) 新型廣口洗滌瓶 (360 度皆能使用 ) 大出水量洗滌瓶

攜帶型手套箱 氮氣充填用手套箱

PFA 系列產品

新
型
廣
口
洗
滌
瓶

(

附
自
動
洩
壓
閥)

個
人
手
套
箱

(

附
殺
菌
燈)

不銹鋼系列產品

晶
舟
用
手
把

PFA 燒杯

PFA 晶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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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成 科 學 儀 器 股份有限公司
新 北 市 新 店 區 寶 中 路 1 2 3 巷 5 號 5 樓 

ww.ssco.com.tw.  Tel: 02-29103818 

拉維邦化學品及油脂色彩分析儀器 

自動色度計 PFXi 995, 195, 食用油RYBN - CNS標準

目視比對色度計, Model F, AF334, AF325系列

石油自動色度計, 符合 ASTM, DIN, IP 規範 P-tCo 色度

JUN-AIR 油潤式及無油式 靜音空氣壓縮機  

油潤超靜音空壓機 - 型號 3-4, 6-25, 12-40,  
無油式空壓機 OF302-25B, OF1202-40B,O F302-40M

納博熱機集團是全球最專業的電氣高溫窯爐設計製造廠

產品範圍, 含蓋 300~3,000 度℃, 內部容量 1~8,000 公升, 

遍佈世界各地奉獻其優異的性能.

近紅外(NIR)分析儀, 具有多

種附件, 可用於樣品測定和分

析。ZEUTEC NIR 專用於分析

農業,食品, 飼料和其他工業

應用的解決方案. 

應用範圍:
麥汁 品啤酒分析 苦味度.
紅酒 白酒 酒精快速測定

橄欖油 橄欖果渣 乳製品 奶粉 優格 乳酪 麵粉 穀物

肉製品 醬油 Cider 飲料, 化學工業材料.

建成科學儀器 是您邁向成功之路的忠實伙伴

SUCCESS SCIENTIFIC Your partner for “SUCCESS”



GREAT & BEST CO.,LTD.
展 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http://www.gb-co.com.tw

地址：10594台北市撫遠街255巷31號2樓
電話：02-2762-0622 傳真：02-2762-4615
南區電話:07-610-2128傳真：07-610-2121

ExS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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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Stik®系列產品，
台 灣 由 展 泓 公 司 總 經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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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微型儀器。
EC400：四合一多功能測試計
EC500：五合一多功能測試計
DO600：溶氧度計微型儀器。

台灣知名外銷品牌，目前暢銷款式眾多(如下)，
台灣由展泓公司總經銷

6000系列
p H . C O N D . T D S . O R P . E C
防 水 型 攜 帶 各 式 測 試 筆

5000系列
p H . C O N D . T D S . O R P .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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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rrer

pH塑膠 /玻璃 /平
面 / 微量 /刺入式 /
強鹼 /高流量套筒
式/純水 / 甘汞 / 氰
氟酸耐蝕金屬電極 / 
氯化銀參考電極 / 
甘汞參考電極 / 工
業電極 / 厚膜電極 /  
離子電極 / 電導度
各式電極

500cc.標準液
12種pH粉劑

(2.00pH~12.00pH)

pH4‧7‧10
藥丸劑

PP-200系列 MP-103系列

MP-6100
pH/ORP攜帶式酸鹼度計

台灣由展泓公司總代理
pH/電導度/濁度/糖度/鹽度/
餘氯/總氯/溶氧度/ 溫度/
蠕動幫浦/ 控制器

MW600 DO計

微電腦
LP-3000酸鹼度 / LC-3000電導度

控制器

HC9021 EC計HP9010 pH計

CD92 TDS水質測試筆

MS-11C /  MS-11  
電磁攪拌器



第十四屆台北國際儀器展
1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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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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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理	事	長
第十四屆台北國際儀器展	 主任委員

感   言

本會主辦的台北國際儀器展雖然是每三年才舉
辦一屆，但總感覺時間過得好快，上屆的儀器展好
像昨天才剛結束，今天又已經是新的一屆儀器展的
開展了。

不知道要怎麼感謝多年來一直大力支持本展的
廠商，由於有您們的愛護，才使得儀器展能順利來
到四十個年頭，也讓我們仍然能夠保有屬於我們自
己專業展的平台，展示最新最尖端的儀器及週邊產
品。

網路世界的興起，造就電商的崛起，也造成
許多行業變成夕陽產業，更甚者有的早已下架。環
顧世界各國的專業展，皆無可倖免的受到波及，影
響所及就是參展廠商家數的下滑，展出攤位數的縮
減，這都是專業展的共同現象，本展自無例外。這
種不利的外在因素，再碰上國際經濟景氣的寒冬，
使得國外原廠取消補助，造成廠商參展意願低落，
所以，主辦專業展的艱辛可見一斑。好在本會參展
的廠商，除了一部分來自各縣市友會的會員之外，
幾乎全是本會的會員，這種雪中送炭的義舉，讓本
會倍感溫心，在此要表達最誠摰的感謝。

一個國家科技水平的提昇，除了人才之外，最
重要的就是器材，我們國家不乏好的人才，而儀器
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展示和引進最好的器材，讓
兩者結合，共同為提昇國家科技水平做出貢獻，這
也是本會和參展廠商最大的共同心願。

儀器展雖然只有短短四天，但所有廠商的相關
資訊，皆將永久放置於本會網站平台，方便讓需要
而又未能親臨展場的買家，能隨手取得和瀏覽。這
種一次參展，永久宣傳的理念，是特別對參展廠商
最大的回饋，希望因此能得到各廠商繼續給予本展
最大的支持和愛護。



台北國際儀器展委員名單

第 14 屆

：	李永元

：呂忠義	 許中南

：吳宗穎

：邱峰雄	 張武吉

	 林春雄	 賴奇南

：	楊信喜	 姚清祥

	 蕭富林	 吳明記

	 陳光洲	 林世吉

	 黃明豪	 曹森智

	 柯主旗	 黃清進

	 黃子展	 許維書

	 陳景長	 高化倫

主 任 委 員

副主任委員

常駐監察人

常 務 委 員

委	 	 	 	 員



第 14 屆台北國際儀器展參展廠商索引

公司名稱 攤位編號 頁碼

LabWare Singapore Pte. Ltd. B403 22

一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17 3

力明儀器有限公司 B238 11

三峰儀器有限公司 B1131 15

三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5 17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910 1

大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B501 5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B834 4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18 23

中英友科技有限公司 B103 25

中燦科技有限公司 B1220 16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410 1

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124 17

天眼實業有限公司 B1333 27

天祥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B402 21

日本科學機器協會 B401 27

日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1120 9

世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B223 21

台灣安東帕有限公司 B327 18

台灣流量儀校有限公司 B428 19

台灣耶拿儀器有限公司 B632 2

台灣島津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310 1

弘優科技有限公司 B1210 16

立諾儀器有限公司 B832 13

任氏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B925 13

全拓科技有限公司 B128 16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B810 3

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918 5

吉歐實業有限公司 B530 19

吉適科技有限公司 B228 25

合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622 3

有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306 7

艾安得股份有限公司 B1219 12

艾瑪特有限公司 B929 21

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826 11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502 5

宏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B317 22

志宸科技有限公司 B427 11

沛莫科技有限公司 B419 6

貝索企業有限公司 B237 23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420 2

亞正科技有限公司 B1335 27

佳允股份有限公司 B1235 13

佳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09 9

※ 依公司名稱筆劃排序



公司名稱 攤位編號 頁碼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B330 20

和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B1228 18

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618 8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B610 2

幸託有限公司 B816 11

明技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B426 10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B930 4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B1126 9

東昇化工儀器有限公司 B1325 26

泛群科技有限公司 B1223 15

金永德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B220 7

長雅科技有限公司 B430 17

非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B1227 15

信忠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B1317 26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B1309 8

俊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431 6

南北貿易有限公司 B1132 14

哈鈉儀器有限公司 B224 8

建成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332 6

恆茂有限公司 B1224 16

恆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127 23

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B1218 21

柯崴科技有限公司 B926 20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331 14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B820 4

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434 2

科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024 7

科霖儀器有限公司 B202 24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210 1

原茂企業有限公司 B121 19

展泓股份有限公司 B928 20

泰仕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B125 22

海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732 13

浩翰有限公司 B304 24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722 3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B235 21

益瀚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206 15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                                B1033 9

高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10 2

國華科技有限公司 B204 24

寅發企業有限公司 B1331 27

捷叡科技應用有限公司 B301 24

理科企業有限公司 B303 23

盛力捷有限公司 B1233 20

造鑫企業有限公司 B404 9

釩泰研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B1337 27



公司名稱 攤位編號 頁碼

凱勃科技有限公司 B1134 10

博士門股份有限公司 B1319 26

博士科儀股份有限公司 B1036 5

博益精儀股份有限公司 B915 12

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 B524 10

富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01 24

森鴻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B1029 12

登盈儀器有限公司 B1116 8

紫外光科技有限公司 B234 14

超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1323 26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B225 10

愷帝有限公司 B1028 18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32 12

源泰儀器有限公司 B628 6

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321 26

路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27 18

道遠企業有限公司 B232 19

鉅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734 3

鈺邦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B104 25

鈺恆股份有限公司 B830 20

碁進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B117 18

嘉富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418 17

暢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728 6

漢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20 13

廣水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B320 4

廣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15 11

德工科技有限公司 B102 25

德記儀器商行 B532 5

德斯特儀器有限公司 B1232 12

慧智實業有限公司 B305 15

樂盟科技有限公司 B1110 4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1115 22

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 B1214 17

錫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B710 1

錦亮實業有限公司 B335 23

勵眾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03 25

濬洋企業有限公司 B106 8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02 22

聯勝儀器有限公司 B529 14

鴻盛科儀有限公司 B219 14

禮學社股份有限公司 B510 7

雙毅企業有限公司 B1016 16

雙鷹企業有限公司 B1020 7

瀚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518 10

耀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23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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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0 台灣島津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681880

e-mail: info@shimadzu.com.tw

分析計測儀器銷售與售後服務：高性能液相／氣相
層析儀、液相／氣相質譜儀、光譜儀、元素和表面
分析系統、非破壞性檢查裝置、環境監測儀、材料
試驗機及電子天秤等。

B710 錫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734558

e-mail: shikee@ms16.hinet.net

CORNING Pyrex, DWK Lifescience, Saint-Gobain 
Brady Label, DuPont, 3M, Kimberly-Clark, 
Shin-Etsu Sibata Glass, Iwaki Glass, Cowie , RSG. 

■ 12 個攤位  ■ 10 個攤位  ■ 8 個攤位  

B410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032311

e-mail: todays@todays.com.tw

專業代理全球著名廠牌之儀器，引進最先進水質、
環保、食品生技、工安等實驗室科學分析儀器及線
上監控儀器。八個營業據點遍及全省，提供客戶最
快速最優質的即時服務。

B910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59688

e-mail: salestp@suntex.com.tw  

1982 創立至今，以生產酸鹼度計及電導度計為主，
同時代理著名廠商之儀器，包含水質監測儀器、生
化製程儀器、檢驗儀器設備等。

B210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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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銷售生命科學、細胞 / 分子生物、生醫和醫美相
關儀器設備和耗材。主要產品：生物安全操作台、
二氧化碳培養箱、超低溫冷凍櫃、離心濃縮機、無
線監控系統、純水系統、多功能微盤分析儀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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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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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34 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282767

e-mail: sales@kohan.com.tw

專業空氣採樣及實驗室精密儀器代理與技術服務，
包含：微波消化、萃取 / 濃縮、原料鑑別、藥物溶離、
IAQ/ 環境及職衛監測等國際領導品牌設備。

B632 台灣耶拿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697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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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有機及無機化學分析儀器、生命科學儀器、批次
及流動式反應器、Single Cell Droplet System…等，
專業製造及供應商。

■ 8 個攤位   ■ 7 個攤位   ■ 6 個攤位  

B420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512323

e-mail: biochem-sales@scientech.com.tw

奈米粒徑及 ( 固體 ) 界面電位分析、乾溼式粒徑分析、顆
粒計數 / 影像、膜厚分析、高壓反應器、微波消化、空
氣偵測、ICP-OES、Hg、TOC、IC、HPLC、UV/Vis…等。

B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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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年，主要產品有 : 一般
實驗室儀器、生醫儀器、化學材料分析儀器、光電儀
器設備與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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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4 鉅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028572

e-mail: cosmos.ps@msa.hinet.net

實驗室規劃建置、Phoenix Controls 實驗室通風控
制系統、Erlab 系列淨氣型排煙櫃、藥品櫃、空氣過
濾潔淨裝置，MIURA 高溫高壓滅菌器、瓦斯鍋爐。

■ 6 個攤位  

B722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552266

e-mail: aid@ehong.com.tw

代理銷售各大品牌科學儀器，包括日立電子顯微鏡 /
熱分析 / 層析 / 光譜 / 離心機，歐美知名質譜儀 / 繞
射儀 / 旋光儀 / 折射儀 / 滴定儀 / 水份儀 / 藥物溶離
崩散脆度硬度。

B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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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檢測、物性 / 塗料檢測、微粉精細化工設備。

B622 合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6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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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on 水質檢測儀器、In-Situ & QED 地下水採樣設
備、Gilian 環測採樣設備、SVANTEK 噪音振動監測
設備、on-line 水質監控設備。

B1017 一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99-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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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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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0 廣水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100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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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化檢驗、汎用儀器、精密陶瓷、各類研磨球 / 罐、
空氣 / 水質 / 食品 / 污染監測、氣象儀器、離心機、
標準篩網、溫度 / 比重…等量測。

■ 6 個攤位  ■ 5 個攤位       

B820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912589

e-mail: customer.taiwan@perkinelmer.com

珀金埃爾默為診斷、生命科學、食品及應用市場推
出獨特的解決方案。主要產品有 AA/ICP-OES/ICP-
MS; GC、GC/MS、Portable GC/MS; IR/NIR、FT-
IR、UV/Vis/NIR、TGA/DSC 等。

B834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Tel: 886-2-27640999

e-mail: info@srs.com.tw

工業製程氣體分析儀器、露點溫濕度水份偵測儀器、
氣體 / 液體流量控制儀器、水質分析及環境檢測儀
器、科學儀器及實驗器材、氣氛手套箱及純化系統。

B1110 樂盟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6982090

e-mail: sales@joytech.com.tw

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四極
串聯離子飛行高解析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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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墨加熱消化系統。

B930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27881778

e-mail: ast@astcorp.com.tw

光電量測之拉曼、螢光及時間解析等各式光譜儀、
化學元素分析用之分光儀、電漿分光儀、手持 / 桌上
型 X 光分析儀、組織均質機、冷凍研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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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2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279535

e-mail: hongi@hongi-ins.com.tw

濾紙、濾膜、濾心、試紙等耗材，公轉自轉攪拌機、
真空脫泡攪拌機、數位顯微鏡、PFA 廣口瓶、細口瓶、
洗滌瓶、屈折度計鹽度計、分注器、滴定器。

B532 德記儀器商行  

Tel: 886-2-26841142

e-mail: doggerco@ms42.hinet.net

德記儀器，提供您實驗耗材儀器設備，產品多樣服務
完善。一應俱全一次購足，專業的一站式採購平台，
就在 DGS 科學儀器網。

■ 4 個攤位    

B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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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01 大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5925119

e-mail: info@taiwah.com.tw

差壓、風速、風量、溫度、溫溼度、露點、氣體微
粒子 / 油氣測量。攜帶式測量儀、傳送器、無紙記錄
器、電子式記錄器、皮托管、溫度貼紙。

B1036 博士科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80866                     

e-mail: service@drins.com.tw   

博士科儀代理國外儀器設備，服務客群有：學術單
位、政府機關、生技製藥工業、食品工業、化學工業、
電子工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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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1 俊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637996

e-mail: inpac@inpac.com.tw

氣 / 液相層析儀質譜儀及相關分析、製備、純化技術
的提供，昇降式實驗桌、氮氣產生器等實驗室周邊
石墨消解裝置、毒性物質溶出等環境分析設備。

B628 源泰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6981355

e-mail: sales@sourcetek.com.tw

SCION 氣相層析儀、質譜儀、串聯式質譜儀、拉曼
/ 紅外線光譜儀、TEI 總硫 / 氮 / 氯、TOC、C-IC 分
析儀、MKS 紅外線光譜儀，四級柱氣態質譜儀。

B419 沛莫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9888302

e-mail: sales@paymo.com.tw

冷凍乾燥機、減壓濃縮機、冷卻循環水槽、超純水
設備。

■ 4 個攤位  

B332 建成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103818

e-mail: ssco@ssco.com.tw

溫溼度標準實驗室、溫溼度露點標準設備、儀器食

品色度計、理化環保工業儀器。

B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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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充填機、化學排煙櫃、桶槽
攪拌系統、實驗室傢俱 & 設計、超低溫冷凍冰箱、
工業 / 防爆磅秤、食品 / 醫藥異物 & 金屬檢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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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24 科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934248

e-mail: nhuang@kohsieh.com.tw

光合作用與氣象儀器、物性與外觀品管儀器、化學
分析、螢光成像系統、地物光譜儀、霧度 / 色差 / 光
澤計、VOC、水質檢測、無線監控系統。

■ 4 個攤位

B1020 雙鷹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783223

E-mail: deagle@deagle.com.tw

業界服務經驗 45 年，代理各國知名品牌。
主要產品有 : 離心機、液態氮桶、冷藏冷凍櫃、培養
箱、攪拌器、震盪器及各項實驗室用品…等。

B306 有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886135

e-mail: united-corps@uccl.com.tw

專營各項實驗室設備。德國 HERMLE 離心機。美國
OHAUS 天平、磅秤、酸鹼度計、導電度計、紅外線
水分計、Hafner 標準砝碼、各項理化、生醫儀器。

B220 金永德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Tel: 886-3-4808822

e-mail: service@kinglab.com.tw

主要服務項目為實驗室基礎設備、整體規劃設計及
生產、 施工安裝，致力為客戶更好的實驗室設備整
體服務。

B510 禮學社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228687

e-mail: labtech@labtech.com.tw 

台灣精品高效能排氣櫃 TAF 認證、系統組合實驗桌、
實驗室設計裝修工程、排氣櫃及通風檢驗維修、實
驗室廢氣排放及污染防治工程設計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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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4 哈鈉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87972918

e-mail: jacky@hannainst.com.tw

多參數水質分析儀 (pH、電導度、溶氧、離子電極、
濁度、GPS…)、分光光度計、自動滴定儀、各式藥
劑及標準液。

B618 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712196

e-mail: Marketing@bioway.com.tw

代理銷售國際知名品牌近 40 年，主要有 : 各項實驗
室設備 / 耗材、冷凍冷藏設備、CO2 培養箱、離心機、
分注裝置、測定儀、高壓滅菌鍋。

■ 4 個攤位

B106 濬洋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997790

e-mail: sales@junyang.com.tw

eppendorf 超低溫冷凍櫃、CO2 培養箱、CO2 濃度
分析儀及藥水、振盪培養箱、桌上型 / 小型離心機、
ilShin凍乾機、4℃冷藏櫃、-20℃直立式/臥式冷凍櫃。

B1116 登盈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85315301

e-mail: dengyng@ms41.hinet.net

精密烘箱 高溫烘箱 真空烘箱 高溫真空爐 高溫爐 低
溫水槽 冰水循環機 低溫振盪箱 恒溫振盪槽 高照度
植物生長箱 恒溫恒濕機等。

B1309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467799

e-mail: tom@bio-check.com.tw

代理 Pall 過濾器材、超純水系統、超低溫冷凍櫃、
藥品冰箱、離心機、生物安全櫃、核酸純化系統、
PCR、分光光度計、實驗室塑膠耗材與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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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攤位

B1126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62680

e-mail: sales@shengyi.com.tw

氣體偵測器、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水質儀器、油
品分析儀代理銷售保養維修。

B1120 日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493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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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代理眾多歐、美、日，環衛食安國際領導品牌
簡易水質測試包 X 製程水質監控儀
廢水排放分析儀 X 化學藥液檢測儀
食品衛生檢測儀 X 生技藥妝分析儀

B209 佳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976636

e-mail: contact@protechcro.com

儀器代理銷售至有三十餘年的歷史，目前代理的品牌
有 Rigaku, XOS, Sotax, TEWS, Precision NanoSystems, 
Gyrozen 等知名大廠，客戶分佈廣及電子業、生技製
藥、生命科學、石化工業、化學領域。

B404 造鑫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8250661

e-mail: saless@tsaohsin.com.tw

冷凍乾燥機、自動充填液氮桶、二氧化碳培養箱、
亞姆珠恆溫槽、超低溫冷凍櫃、無塵室設計、無塵
清潔消毒用品、生物安全櫃、動物飼養箱設備。

B1033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7901477

e-mail: sale@kaoten.com

製程／手提氣體、毒品、爆裂物、火焰偵檢器、個
人防護裝備、水質分析監測儀、A/B/C/D 級化學防
護服、高溫製程監視系統、人臉辨識門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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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攤位

B518 瀚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977272

e-mail: issg@issg.com.tw

代理各種層析儀、質譜儀、光譜儀、熱脫附系統、
樣品前處理設備及各種層析耗材。提供食品分析、
環境檢測、生命科學等領域的解決方案。

B1134 凱勃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6025355

e-mail: Info@deantech.com.tw

凱勃科技是德國 Bruker 授權台灣地區 XRF 的總代
理。產品 : 便攜式、手持式元素分析儀 HHXRF、微
區螢光光譜分析儀 Micro XRF、全反射式螢光光譜
儀 TXRF、英國 Willard 修復設備。

B524 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19-1000

e-mail: taylor@threepower.com.tw

專精 PIC/S GMP、GTP 實驗室、化學分析、生物安
全等級 BSL2 〜 4、ABSL-2 〜 4 實驗室、SPF 動物房、
醫藥物等，設計規劃施工、維護保養、協助認證系統

整合服務。

B225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Tel: 886-2-29065800

e-mail: service@shuennyih.com.tw

代理品牌 :Duran SCHOTT 玻璃儀器、ALWSCI 層析
用 VIAL、LABFIL 過濾頭、濾膜、Precision 標準溫
度計、Glas-col 加熱包 / 帶、各式實驗室耗材。

B426 明技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852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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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表面積及孔徑分析儀、化學吸附分析儀、各式粒
徑分析儀、顆粒形狀及粒徑分析儀、碳硫 / 氧氮氫分
析儀、碳氫氮硫氧元素分析儀、 總有機碳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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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26 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77091700

e-mail: sales@sifo.com.tw

代 理 PHCbi( 原 Panasonic) 生 醫 冷 凍 冷 藏 櫃、 培
養箱，樣品儲存管理系統，Advantec 過濾耗材，
Yamato 烘 箱 等 實 驗 室 設 備，Brady 冷 凍 標 籤，
Biocision 細胞漸凍盒，MVE 液態氮樣品儲存桶等。

B215 廣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8977

e-mail: service@kuangyi.com.tw

微小力應力感測器、超精密定位用壓電滑台、對物
調焦鏡用壓電滑台、超音波液體 / 氣體流量計、三次
元風向風速計、儀器用桌上型除震台 / 除震基座。

B427 志宸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8133041 / 07-5225446

e-mail: sa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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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38 力明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9342812

e-mail: lmicotw@gmail.com

力明儀器代理 GILSON 近 40 年，以實驗研究用品及
相關耗材之銷售為經營根基專營實驗室儀器及耗材，
具熟稔專業的豐富經驗。

B816 幸託有限公司

Tel: 886-2-25981199

e-mail: sales@xintop.com 

攜帶式露點計、露點溫濕度儀器、沼氣 / 甲烷氣體分
析、過氧化氫氣體濃度監測、在線式黏度計、無線
傳輸記錄器、氣象儀器、溫度貼紙等特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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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19 艾安得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22-4722

e-mail: info@aandd.com.tw

公司簡介 : 電子天平、水份分析儀、黏度計、屈折計、
旋光度計、糖度計、防震台、離心機、砝碼、實驗
儀器。

B1032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66008500 

e-mail: assistant@scinco.tw 

Thermo FTIR/Micro-FTIR/Raman/UV-Vis、熱重分
析儀、粒徑分析儀、溶離測試儀、微流體系統、徠
卡顯微鏡。

B915 博益精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100801

e-mail: sales@proyes.tw

實驗室天平、工業秤；色差計；均質、乳化、攪拌
機及水質分析儀器與線上設備、表面漆膜塗裝品質
檢驗測量儀器。

B1232 德斯特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2289556

e-mail: info@testoag.com.tw

代理德國品牌 Testo 檢測儀器，主要產品有：通風空
調環境檢測儀器溫度 / 濕度 / 風速 / 壓力檢測儀、環
境溫 / 溼度連續記錄器、冷鏈物流解決方案。

B1029 森鴻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9176563

e-mail: sentron@ms10.hinet.net

公司簡介 : 公司在地化經營超過三十年，持續深耕溫
度、濕度、露點計等各種高品質的測量儀器，提供
專業的技術評估服務，以及完整的商品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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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2 海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595006 ( 六線 )

e-mail: judy@anatel.com.tw

代理全球最知名品牌之分析儀器，應用於半導體及
相關產業、生技 / 製藥產業之純水 / 超純水水質分析
(T.O.C、DO2、DN2 & DH2)、回收水及廢水水質監
測 (T.O.C、T.O.D、TN)，歡迎來電洽詢。

B925 任氏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5082928

e-mail: sales@jenco.com.tw

專業設計製造酸鹼、氧化還原、電導、溶氧、溫度
的監控測試儀器及配件廠商。

B120 漢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5985588

e-mail: service@dr-storage.com

IOT 聯網溫濕度監控設備、工業用低溼乾燥櫃、半導
體用氮氣櫃、儀器用除濕櫃、專業除濕櫃、工業用
烤箱、手套箱。

B832 立諾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3-357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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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提供水質實驗室 / 監控測量 / 電子天平應用技術
及經驗，代理 : 梅特勒電子天平、砝碼、PH / 電導 / 
溶氧 / 離子量測儀器及電極、超音波清洗機、理化儀
器等。

B1235 佳允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9769393

e-mail: info@cyi-pmi.com

多孔性材料孔徑分析儀 - 薄膜及中空纖維、壓水 / 壓
汞孔隙度分析儀、比表面積分析儀、超臨界流體萃
取、固定床觸媒反應、高溫高壓反應器、粉體密度
特性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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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32 南北貿易有限公司

Tel: 886-4-22994269

e-mail: sn.st@msa.hinet.net

日本三菱化學總代理、卡氏水份儀、自動滴定儀、
總硫分析儀、總氯分析儀、總氮分析儀、總有機鹵
素分析儀、IC 前處理高溫氧化儀、高低阻抗率計。

B234 紫外光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6931177

e-mail: uv@uv.com.tw

銷售各大品牌之研究領域所需的耗材、試劑和儀器，
另設計製造及 OEM 各類實驗用耗材，熱切期盼能有
機會為您服務。

B331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033311

e-mail: sales@rocker.com.tw

研發製造實驗室真空過濾設備、真空幫浦、廢液抽
吸系統、水質檢測儀器，廣泛應用於微生物檢驗、
食品 / 水質檢測、各種物質純化等。

B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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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份、蒸餾、黏度、
閃火點等測試儀。

B529 聯勝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3-5368830

e-mail: yotec@yotec.com.tw

優特克儀器：攪拌機、加熱板、蠕動泵浦 / 注射式泵
浦、黏度計、水份計、天平、烘箱、水槽、塗佈機、
推拉力計、溫控器、實驗室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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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6 益瀚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593199

e-mail: yenstron@yenstron.com.tw

混凝土、土壤、瀝青鋪面、建築、GPR、管線／金屬
探測、空氣品質、水分計、電鍍塗裝…等試驗儀器及
度量衡計器。

B1227 非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6-5781135              

e-mail: info@nonstone.com.tw

台灣主要的塵密水密電氣控制箱製造出口商之一。
主要服務項目：IP55~IP69K 塵密水密控制箱之設計
與製造、精密鈑金製品、各式客製化產品。

B1223 泛群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7-3745699

e-mail: panchum@panchum.com.tw 

科學儀器開發製造 – 旋轉真空濃縮機組、離心式濃
縮機、真空冷凍乾燥機、滴丸機、光化學反應裝置、
層析用收集器、油壓打片機。

B1131 三峰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552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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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營代理及經銷日製 SANPLATEC 實驗儀器、塑膠
製品、鐵氟龍製品及日本大森牌不銹鋼製品。

B305 慧智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8927

e-mail: wisewit@ms13.hinet.net

成立 30 年，代理歐美日各式真空幫浦、空壓機、空
氣泵浦、靜音型空壓機、氣動防爆馬達、高壓鼓風
機、蠕動 / 輸液泵浦、採樣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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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8 全拓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3526

e-mail: sales@trendtop.com.tw

HORIBA 水 質 分 析、NETZSCH 熱 分 析、S+H 折
射、 旋 光、VELP 食 品 相 關、TAITEC 生 命 科 學、
CryoDiffusion 液態氮桶。

■ 2 個攤位

B1224 恆茂有限公司

Tel: 886-2-23610011

e-mail: info@ms.hammer.net.tw

線上及實驗室自動滴定儀、極譜儀 CVS、離子層析
儀、燃燒爐離子層析儀、近紅外線光譜儀、手持式
拉曼光譜儀、電化學分析系統。

B1210 弘優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531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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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優為 ASTEC 在台灣獨家代理商，銷售 CO2 培養
箱、PCR 等生物科技 / 醫藥研究之相關尖端設備。
代理日本 Fukushima 藥用冷藏、冷凍櫃及可程式恆
溫培養箱。經銷 ADVANTEC 濾心與過濾設備。

B1016 雙毅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543009

e-mail: controx@ms13.hinet.net

LoRa 無線傳輸、自動控制設計及工程、大型 顯示器、
乾濕球轉換器、各式傳訊器偵測器及 控制器。

B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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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鍍塗裝檢測儀器、
針孔測試儀、拉拔試驗機、噴砂粗度計、超音波測
厚儀、品管檢測儀器、環境檢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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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攤位

B105 三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3736815

e-mail: san.hsiung@san-lab.com.tw

系統工程整合、實驗室規劃設計製造、鋼製排煙櫃、
鋼製藥品櫃、PP 製藥品櫃、PP 製排煙櫃、鋁鎂合金
骨架實驗桌、鋼製實驗桌、木製櫃體實驗桌、生物
實驗室系統工程整合。

B430 長雅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8484509

e-mail: biotic@ms64.hinet.net

HPLC 管柱 - 實驗室認證能力試驗 - 中藥天然物 - 毒
素 - 重金屬標準品 - 認證參考物質 - 黃麴毒素 - 食品
安全 - 環境檢測快篩分析試劑。

B1214 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413669

e-mail: service@odb.com.tw

實驗室整體規劃，含實驗桌椅、表 / 界面張力 / 接觸
角 / 泡沫 / 摩擦試驗分析、植物生理螢光作用 / 氣體
交換系統、葉面積及水質食品飼料檢驗儀。

B418 嘉富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431129 

e-mail: services@garefully.com　

為日本日立 HHS 指定代理商。提供桌上型非破壞檢
測設備 XRF、熱脫附質譜儀之銷售、技術應用、售
後服務等全方面需求。

B124 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993339

e-mail: info@utekinco.com.tw

代理歐美知名廠牌近 40 年，主要產品研發設備有 :
研磨機、反應器、濃縮機、細胞破碎機、攪拌機。
製程設備有 : 生技製藥用水、生產、滅菌及包裝設備、
疫苗生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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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7 台灣安東帕有限公司

Tel: 886-2-89798228

e-mail: info.tw@anton-paar.com

安東帕專門開發、生產 、經銷，並支援各種研發和
品管用途分析儀器。主要包括 : 密度測量、濃度測量、
CO2 測量、材料流變分析。

B1127 路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843991

e-mail:l uze@ms7.hinet.net

代理 SIEMENS 液體固體流量計、液位計、溫度計、
壓力計、國產研發 LIC 品牌、產銷各類水質分析監
控器、流量計、代理 德國 HAMILTON、KUNTZE、
HEYL、BBE 水質儀器。

B1028 愷帝有限公司  

Tel: 886-7-552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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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溫循環水／油槽、金屬檢測器、自動滴定儀、
旋轉濃縮機、電子天平、COD/BOD 分析儀、酒類 /
食品 / 飲料分析儀、反應器、酸鹼度計。

B117 碁進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95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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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差計、黏度計、超低溫恆溫槽、反應槽、溫度確
效儀、凱氏氮分析儀、線上黏度計、質構儀、三輥機、
天平、PH 計、接觸角測定儀、表面張力計等。

B1228 和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7901718

e-mail: ast@astsciencecorp.com

主要代理產品應用於半導體業 、石化業、生物醫學
業、環保業、製藥業、學術研究單位， 提供專業的
售後維修服務及技術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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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攤位   ■ 1 個攤位

B121 原茂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6-5992722

e-mail: yang.y0314@msa.hinet.net

實驗室設備規劃，實驗桌櫃設備、生物安全操作台、
超低溫冷凍櫃、CO2 培養箱、排氣設備 / 排煙櫃、
廢氣處理設備、工安安全防護設備、儲存設備。

B530 吉歐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5621534

e-mail: geotechj@seed.net.tw

德 國 MACHEREY-NAGEL(MN) 濾 紙 ／ pH 試 紙、
MN 水質快速測試試紙／分光光度計、美國 Lifeloc
呼氣式酒測器 ( 警用高階、快篩型 )。

B1236 耀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5556675

e-mail: info.tw@asys-corp.com

代理設備符合 PICS/GMP&PICS/GDP/FDA 21 CFR 
PartII, 及符合美國藥典微粒物質標準 USP788。

B428 台灣流量儀校有限公司

Tel: 886-2-229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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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32 道遠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32348989

e-mail: dirowell@3dr.tw

軟水、RO 逆滲透純水機、超純水、中水回收設計安

裝、精緻加工混床樹脂、3DR 核子級樹脂、膜管清

洗、蠕動定量幫浦、膠管、義大利高壓幫浦、吸油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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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33 盛力捷有限公司                             

Tel: 886-2-25671230

e-mail: info@proapex.com.tw

本公司成立於 1996 年，專精於精密電子天平。
ACZET 天平品牌擁有超過 30 年的經驗，專注於高精
度天平，通過許多國家及國際機構品質標準認證。

B928 展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6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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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 MILWAUKEE, EXTECH 等歐美儀器及工業精密
儀器，pH, EC, TDS, DO 筆式、攜帶式、餘氯、濁度、
鹽度、糖度、酒精 分光度計、實驗室 pH 電極離子
電極、標準液。

B830 鈺恆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990203

e-mail: sales@jadever.com.tw

1986 年成立為台灣知名製造廠，從事各型電子秤、
計量衡器設備、平板智慧衡器之開發製造，代理進
口天平及技術服務 20 餘年，並於全球設有百餘家代
理商。

B330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9191488

e-mail: tekteam1@ms15.hinet.net

德國 SPECTRO 分光儀、手持式 XRF、美國 SPECTRO
油 品 分 析 儀、 德 國 MESSER 氣 體 調 壓 錶、 美 國
WEBSTER 手持式硬度計、非破壞探傷測厚儀、各國
標準試片、金屬相關檢驗分析儀器。

B926 柯崴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7356686

e-mail: k27356686@yahoo.com.tw

光電產品、影像量測、專業光學設計、各廠牌工業
相機、單筒變焦鏡頭、工具顯微鏡、金相顯微鏡、
實體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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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5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687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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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項目：1. 緊急沖身洗眼器、2. 萬向抽氣罩、3. 移
動式抽氣過濾裝置、4. 實驗室設備及規劃、5. 無塵
室設備及規劃、6. 空氣汙染防治設備。

B223 世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585770

e-mail: service@tenmars.com

低頻噪音計、氣體偵測計、溫溼度計、電池阻抗計、
振動計、熱指數計、風速計、ACDC 磁力計、電磁波、
轉數計、輻射計、紫外線、照度計、太陽功率。

B929 艾瑪特有限公司

Tel: 886-4-23378000

e-mail: air@airmart.com.tw

專業生產空氣壓縮機、高純度氮氣製造機、真空幫
浦、集塵機、吸附式乾燥機、冷凍式乾燥機及週邊
淨化設備。

B402 天祥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5637871

e-mail: tinshing@ms16.hinet.net 

紡織染整儀器、舒適性測試、高分子儀器、萬能材料
試驗機、物性測試、瞬間涼感、電線電纜測試儀器、
功能性紡織測試儀、自動乾燥保溫性、高耐水壓、
防火試驗機、織物手感客觀評估。

B1218 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7-5535195

e-mail: chaisir@gmail.com

電漿清洗機、接觸角、表面張力儀、管狀爐、真空
氣氛爐、高壓滅菌釜、毛細管黏度計、多功能水質
檢測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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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7 宏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4626569

e-mail: unicehq@unice.com.tw

拉曼量測設備、功率 / 能量計、波形觀測 / 分析儀、
光譜觀測 / 分析儀、護目鏡、雷射用透鏡、鏡片、衰
減片 (UV、VIS and IR)、光學夾治具、移動平台、
OEM、ODM 光學系統設計。

B403 LabWare Singapore Pte. Ltd.        

Tel: 886-7-3228188 

e-mail: david.lai@labware.com 

LabWare 是全球最大 LIMS ( 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 ) 
及 ELN ( 電子實驗室記事本 ) 系統服務公司，全球
市占率達三成，LabWare 是全台灣唯一原廠進駐的 
LIMS/ELN 廠商。

B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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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02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320556

e-mail: atlas@atlasgroup.com.tw

橡塑膠紡織品及水氧透過率測試儀、練太郎混練機
及光電業藥液濃度管理系統、廠區環境監測、化學
分析設備等。

B1115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3267099

e-mail: inquiry@titanex.com.tw

專業粉粒體分析技術服務：粒徑 / 影像定性定量分析、
Zeta/ 流動電位、分散穩定性、流體黏度、微流變、
成膜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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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8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21400

e-mail: info@samwells.com

Thermo Scientific NITON 全台獨家代理手持式元素
分析儀、雷射分光光譜儀、食品藥物產線異物檢出
方案、輻射偵檢器、體外 / 個人輻射劑量偵測器。

B237 貝索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82622288                          

e-mail: services@basobiotech.com

生物醫學染色液的領導品牌 血液學染色液 細胞學染
色液 微生物學染色液 組織病理學染色液 生殖醫學染
色液 血球分析儀配套試劑 自動染片機  離心機 油鏡
油。 

B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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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03 理科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5775217

e-mail: info@regularcorp.com

Rigaku X 光繞射，X 光拓樸，CT 顯微，殘餘應力，
X 光勞厄，小角散射，熱分析，PI/EI 質譜儀，晶向
定位，粒徑＆孔洞分析及電子顯微鏡，元素分析等
產品。

B127 恆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5122958

e-mail: sales@safetygas.com.tw

四用氣體偵測器、五用氣體偵測器、異味偵測器、甲
醛偵測器、PM2.5 偵測器、作業安全警報器、二氧
化碳偵測器，TAF 認證合格校正實驗室編號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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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1 捷叡科技應用有限公司

Tel: 886-2-22213687

e-mail: JRST@jrtogether.com

全台獨家代理：德國 - LUM 穩定性分析儀、英國 - 
Hiden Real-Time 氣體質譜儀、瑞士 - regenHU 3D
生物組織列印機、荷蘭 - Xplore 桌上型研發級雙螺
桿混煉機。

B202 科霖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86683730

e-mail: terrychen@strider-tech.com

開發、製造、OEM 各類水質分析儀器及感測器，包
含：光學溶氧、數字電極、溶氫、pH、ORP、導電度、
餘氯、Ion、COD、SS 等。

B304 浩翰有限公司

Tel: 886-2-2792-5816

e-mail: btsales.replabchina@gmail.com

DeNovix 超微量智慧型分光光度計 & 螢光光度計 &
細胞計數器 /ESCO 生物安全櫃 / 排煙櫃 /CO2 培養
箱 / 負 80 度 C 冰箱 / 微生物快速檢測儀 / 實驗室規
畫 / 程序降溫儀 / 液態氮儲存桶 / 冷凍程序降溫盒。

B201 富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3456

e-mail: advasi@ms4.hinet.net

原子力顯微鏡 (AFM)、毛細管流變儀、錐板流變儀、
黏度計、熔融指數儀、小量混鍊機 / 射出機、奈米粒
徑分析儀、霧度計、全自動噴絲板檢測儀、表面張
力儀、接觸角分析儀、石英晶體微天平…。

B204 國華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7589301

e-mail: mail@koufua.com.tw

專業化工製程設備供應商，代理全球諸多知名大廠及
自我品牌之產品，真空濃縮機 / 搪玻璃反應槽 / 冷凍、
加熱循環器等，並提供製程設計、安裝及維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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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2 德工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7-8111591

e-mail: info@drgollek.com

水質及流體專業分析儀表代理商，在水質分析上已
超過 20 年以上的經驗，並有專業的德國博士協助廠
商，服務項目 : 線上監控系統、廢水監控系統、製程
監控系統、硫酸、水中油、色度監控。 

B203 勵眾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202598

e-mail: peoplelifetek@gmail.com

本司代理各大品牌，產品主項 : 基礎儀器 / 耗材 / 美
製安全櫃等品項。

B228 吉適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8211918

e-mail: giss@gisstech.com.tw

金屬、地質、礦材、煤、焦、石油、工業原物料中碳、
硫、氧、氮、氫元素成份分析儀。金屬、塑料中抗拉、
抗彎、硬度物理性測試機。- 接受委託分析服務 -

B104 鈺邦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088330

e-mail: vacu-tronics@umail.hinet.net

產品：無油旋片式真空泵、無油活塞式真空泵、無
油膜片式真空泵、無油空仔壓縮機、油迴轉式。

B103 中英友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3-5588099

e-mail: ptpump@seed.net.tw

真空元件 : 如法蘭、管件、接頭、閥門等，歐 . 美 . 日
等國的真空幫浦銷售、氦氣測漏儀、真空壓力計與
控制器、真空應用技術之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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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21 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012151

e-mail: info@accusensing.com

最快速的水質重金屬檢測儀器，靈敏的電化學感測
試片，免前處理免校正，簡單四步驟，現場 3 分鐘
給您最精準的檢測結果！（與環保署標準方法相關
性達 0.98）。

B1319 博士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4753901

e-mail: sales@bossmen.com

博士門榮獲經濟部 SBIR 研發補助，曾榮獲專利中最
高技術的「發明專利」，更是 100% 台灣設計生產
的品質，是控濕及環境控制最穩定及可靠的領導品
牌。

B1325 東昇化工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4-24729909

e-mail: kingtec@kingtec.com.tw

1970 年代成立，全國各級機關院校之實驗室服務商。
本次發表產品：精油萃取機、德國 BARIGO 溫濕度
氣壓計、日本 HARIO 實驗玻璃等化學品及器材。

B1323 超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4079045

e-mail: ultrae@ultrae.com.tw

超極生技成功開發全球首創免校正酸鹼檢測儀，將
電極量測原理整合在單一試片上，特色 (1) 即開即用
免校正，(2) 可拋式避免交叉污染，(3) 樣品使用量少
(10~20uL)。

B1317 信忠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Tel: 886-2-23037020 / 886-2-23072383

e.mail: jmsc@ms24.hinet.net

碘片、碘粒、碘化鉀、鉬酸銨、鉬酸鈉、鎢酸鈉、
釩酸銨、釩酸鈉、硝酸鈉、硝酸鉀、硝酸鎳、硝酸鈷、
硫酸鈷、硫酸銅、碳酸銅、碳酸錳、碳酸鈷、磷酸、
氯化錳、氯化鈷、氯化鈀 .、多元氯化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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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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331 寅發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82218716

e-mail: info@anfam.com.tw

Opentrons Liquid Handling Robot 自動移液系統
自動化移液分液，如樣品前處理，溫度循環，小型
量產，配藥加樣等，可使用現有耗材，提供客製化
服務。各項自動化服務。                 

B1333 天眼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82261255~8

e-mail: tenanic@seed.net.tw

專業數字看板 ( 防水 ) 彩色矩陣複合功能顯示看板 設計
製作 : 數字看板高度 :2.3/4.0/4.7/6.6/10.0 吋。防水看板 :
客製化設計規劃。輸入信號 : 類比 (DC0~10V/4~20mA),
數位 ( 脈波 /BCD 碼 /RS-485 串列通訊 )

B1337 釩泰研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7687839

e-mail: golden@finetech-filter.com

釩泰為台灣針頭過濾器的先鋒，自產自銷，行銷多國，
亞洲第一全心致力於醫療、實驗室耗材開發研究代理溶
劑、儀器、多項耗材 給您最好品質、最親民價格。

B1335 亞正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2051680

e-mail: atouch.inc@gmail.com

超重力微奈米材料攪拌機製造商。純物理方式，用“重
力”打開奈米粉體團聚的攪拌機，從實驗室 (60g) 到量
產 ( 一天一噸 ) 的設備都齊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