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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10 正隆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6734558

e-mail: shikee@ms16.hinet.net

PYREX、DURAN、WHEATON、SIBATA 玻璃儀器，
3M 工安產品，金百利擦拭布，聖戈班管類及套件，
抗凍標籤，矽質透氣栓產品。

B310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032311

e-mail: todays@todays.com.tw

代理全球著名廠牌儀器，引進最先進水質、環保、
食品生技、工安等實驗室分析儀器及線上監控儀器
。全省八個營業據點，提供客戶最快速優質的服務 

■ 8 個攤位  ■ 6 個攤位 

B610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81222

e-mail: sales@chuanhua.com.tw

天平、糖度計、屈折計、黏度計、膜厚計、水分計
、色差儀、攪拌機、均質乳化機、烘箱／高溫爐、
水質分析、塗料／物性檢測、微粉精細化工設備。 

B510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71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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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偉專職實驗室儀器、設備代理銷售，已在地深耕
五十年，擁有堅強的服務團隊及專業的售後服務，
依據客戶需求，尚偉提供最完善的儀器解決方案！ 

B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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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點溫濕度水分偵測儀器 
、氣體／液體流量控制儀器、水質分析及氣汞、SF6

檢測儀器、科學儀器及實驗器材、TVOC 偵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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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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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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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B630 高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590061

e-mail: gt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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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22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552266

e-mail: aid@ehong.com.tw 

代理銷售國際知名品牌，主要產品包括電子顯微鏡
理化分析儀器，材料科學應用，製藥食品生技產業
層析儀光譜儀離心機，繞射儀質譜儀熱分析等設備 

■ 6 個攤位　■５個攤位

B528 漢鈞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4-23596175

e-mail: hangene@hangene.com.tw

提供先進分析儀器，領域含括有機無機生化等相關
材料分析，如同位素質譜儀、雷射技術應用、人工
智慧儀器、瞬時影像及新世代基因疾病檢測儀器。 

B418 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8128885

e-mail: sales@twhipoint.com

自有工廠，從事植物生長模擬與監控設備、智慧農
業系統、實驗室規劃、空氣品質改善系統、害蟲影
像辯識系統、儀器設備開發與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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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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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6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Tel: 886-4-23590108

e-mail: info@hungta.com

萬能材料試驗機、拉壓力試驗機、動態疲勞試驗機
、自行車零配件、汽機車輪胎及零件檢測設備、硫
化儀、螺帽及混凝土品管檢測設備。

B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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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氣捕捉裝置、總有機碳分析
儀、汞分析儀、生物性聚合物特性分析系統。

B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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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31 超維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9230098

e-mail: sales@featech.com.tw

獨家代理 GBC 全系列科學儀器（AAS、UV/VIS、
ICP 等）並銷售 FTIR、元素分析儀、防火測試設備
及 PIKE 等光譜儀附件及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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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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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D 防護面具密合度測試儀。

■４個攤位

B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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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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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MIURA 高溫高壓滅菌器。

B417 有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88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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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銷售：德國 HERMLE 離心機、美國 OHAUS 分
析天平、酸鹼度計、導電度計、紅外線水份分析儀
、HTL 微量吸管、超音波洗淨機、黏度計。

B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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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提供各式耗材、分析管柱及各實驗室設備、產生
器、石墨消解及毒性物質溶出裝置等環境分析設備 

B326 建成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103818

e-mail: ssco@ssco.com.tw

TAF 露點濕度標準實驗室、露點鏡面標準儀器、食
品飲料品質檢驗、NIR 線上實驗室分析、APHA/CIE 
拉維邦色度計、高溫爐、藻類螢光、超靜音空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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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9 佳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976636

e-mail:  contact@protechcro.com

儀器代理銷售三十餘年，代理的品牌有 Rigaku, Sotax, 
TEWS, Precision NanoSystems, Gyrozen 等，客戶分 
佈電子業、生技製藥、生命科學、石化、化學領域 

B718 釩泰研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964887

e-mail: sales12@finetech-filters.com

主要生產銷售實驗室耗材如針筒過濾器、濾膜、樣
品瓶、離心管、培養皿、無菌濾杯等其他細胞培養
系列。儀器：真空幫浦、超音波清洗機、移液器等 

■４個攤位 

B731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881778

e-mail: ast@astcorp.com.tw

代理歐美光電量測之顯微拉曼、螢光及時間解析等
光譜儀，GD-OES、ICP-OES、手持及桌上型 X 光分
析儀、組織均質機、冷凍研磨機等。

B502 造鑫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8250661

e-mail: saless@tsaohsin.com.tw

生物安全櫃、液態氮儲存桶、均質攪拌機、超低溫
冷凍櫃、厭氧操作培養箱、高溫滅菌型 CO2 培養箱
、CO2 培養箱、亞姆珠槽及亞姆珠等產品代理。

B306 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99-3339                     

e-mail: info@utekinco.com.tw   

友德國際的儀器設備部成立 20 多年，秉持著「歐系
品質、物超所值」的理念，提供台灣客戶高效、耐
用又安全的產品，為使用者開拓全新視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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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4 雙鷹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783223

e-mail: deagle@deagle.com.tw

業界服務經驗超過 45 年，代理知名實驗室設備，主
要產品：離心機、液態氮容器、藥用冷藏冷凍櫃、
攪拌器、培養箱與震盪器等設備。

B732 金永德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Tel: 886-3-4808822

e-mail: service@kinglab.com.tw

實驗室整體設計規劃、IAC 氣簾式排煙櫃及各式排
煙櫃、各式實驗桌／水槽桌／天平桌、各式藥品儲
存櫃、實驗室氣體管路工程、空氣污染防治工程。 

B501 弘屹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5682513

e-mail: service@onlyscience.com.tw

公司經營團隊主要經營生物科技產業，主要代理國
際知名品牌，離心機、培養箱、各式分注設備、PCR
反應器、（活體）冷光螢影像系統等。

■４個攤位　■３個攤位

B522 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712196

e-mail: bioway01@bioway.com.tw

生物科技與生化醫學儀器設備：雙系統超低溫冷凍
櫃、高溫滅菌培養箱、生物安全操作台、超高速離
心機、滲透壓分析儀、兩段式降溫高壓滅菌鍋。

B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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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臺灣XRF總代理，提供
手持式．微區XRF元素分析儀、拉曼及FTIR光譜儀、
LIBS分析儀、CT掃描系統、高光譜相機與修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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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26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51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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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米粒徑及介面電位分析、乾溼式粒徑分析、顆粒 
計數影像分析、膜厚分析、微波消化、高壓反應器 
、空氣分析、生物降解測試、ICP、IC、HPLC、GC 等

■３個攤位

B333 力明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9342812

e-mail: lmicotw@lmicotw.com

Gilson 總代理，TAF 認證校正實驗室，Nasco 無菌
採樣袋，GA 抗凍標籤，New Era 可程式唧筒幫浦，
實驗室規劃，各式儀器耗材。

B319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033311

e-mail: sales@rocker.com.tw

成立於２００７年，為專業的實驗室真空過濾設備
製造商，行銷７０餘國、逾萬家實驗室採用，除擁
有多項國內外專利，更多次榮獲臺灣精品獎肯定。 

B222 每得科技有限公司

Tel: 0800-007566

e-mail: reid@medclub.com.tw

CLUBIO 品牌 QPCR、均質儀、離心機、振盪混合儀
、微量分光光度計、酵素免疫分析儀液體分注自動
化系統、生物樣品製備處理系統工作站。

B821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62680

e-mail: sales@shengyi.com.tw 

專業儀器進口及維修工程公司，主要產品為：工安
環保氣體偵測儀器、水質監測儀器、油品分析儀器
，並通過 ISO 17025 TAF 認證之校正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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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5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Tel: 886-2-29065800

e-mail: service@shuennyih.com.tw

DWK  DURAN 玻璃器材 各式實驗器材 
ALWSCI 層析用 VIAL 針筒過濾器 
PRECISION 標準溫度計

B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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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偵測器、個
人防護裝備、靜電接地系統、水質分析監測儀、 
A/B/C/D 級化學防護服、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等。 

■３個攤位

B404 大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5925119

e-mail: mkt@taiwah.com.tw

差壓、風速、風量、溫度、溫濕度、露點、氣體流 
量、氣體油氣、手持式測量儀、傳送器、電子式記 
錄器、無紙記錄器、鍋爐煙氣分析儀、溫度貼紙。 

B910 三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7-373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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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規劃、實驗桌、排煙櫃、藥品櫃。

B120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246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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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科事業：實驗室各溫度冰箱與超低溫冷凍櫃 – 海
爾、超純水機 –AVIDITY、各式濾膜與細胞塑膠耗材
、桌上型儀器。滿足研究單位所有需求。



■２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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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18 博益精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100801 / 886-2-77080070

e-mail: sales@proyes.tw

代理銷售國際知名品牌儀器：電子天平／水分儀／
工業秤、實驗／生產用均質乳化機、各式攪拌機、
色差儀、各類漆膜檢驗、物性測試及水質分析儀。 

B221 紫外光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8693-1177

e-mail: uv@uv.com.tw

製造及 OEM 各類高性價比、品質超群實驗耗材，
徵求各區經銷商歡迎有興趣合作同業先進共創合作
機會，我們將提供最優惠的條件，請與我們聯絡。 

B722 志宸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8133041

e-mail: sale@chiefdom-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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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38 濬洋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997790

e-mail: sales@junyang.com.tw

ALS超低溫冷凍櫃、LEEC二氧化碳培養箱、冷凍
乾燥機、CENTURION桌上離心機、4℃冷藏櫃、
-20℃冷凍櫃、實驗室專用耗材。

B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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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顯微機，PFA 廣口瓶、細口
瓶、洗滌瓶，屈折度計，分注器、滴定器。



■２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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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6 佳允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9769393

e-mail: info@cyi-pmi.com

多孔材料檢測儀器：孔徑、孔隙度、比表面積、密
度及氣體滲透率。超臨界流體萃取、固定床觸媒反
應、高溫高壓反應器。口罩及空氣過濾器效率檢測 

B305 台灣安東帕有限公司

Tel: 886-2-8979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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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帕開發、生產和銷售高精度的實驗室和製程量
測系統，並提供客製化的自動化解決方案。安東帕
是密度、濃度和 CO2 及流變測量的全球領導者。

B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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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砂土中含油量等測試儀。

B824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66008500

e-mail: scinco@scinco.tw

Thermo FTIR/Raman/UV-Vis、熱分析儀器、
溶離試驗機、恆溫恆濕箱、微流體系統、徠卡顯微
鏡、手持式拉曼及近紅外光譜儀。

B832 立諾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3-357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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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梅特勒電子天平、水質分析、自動滴定、比
重／超音波洗淨／各式水質酸鹼度、電導、溶氧、
離子、餘氯、臭氧測試儀／電極／控制器批發銷售 



■２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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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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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反應槽、溫
度確效儀、凱氏氮分析儀、線上黏度計、質構儀、
三輥機、接觸角量測儀、表面張力計、天平等。

B214 世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585770

e-mail: service@tenmars.com

積分式噪音計、振動計、電池測試、轉速計、靜電
測試、電磁波測試計、風速計、溫濕度計、輻射計
、網路測試、照度計、氣體測試、微阻計、額溫槍 

B428 慧智實業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8927

e-mail: service@pumpworld.com.tw

實驗式真空幫浦、耐酸鹼幫浦、真空幫浦、採樣泵
浦、液體幫浦、靜音空壓機、氣動防爆馬達、鼓風
機、油霧／水汽／粉塵過濾器、乾燥機、溫度貼紙 

B717 益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3593199

e-mail: yenstron@yenstron.com.tw

土木工程、建築房屋檢驗、鋼筋混凝土、大地土壤
、道路鋪面、管線探測、透地雷達、水分測定、熱
像儀、空氣品質、電磁輻射等各項領域之儀器設備 

B919 雙毅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543009

e-mail: controx@ms13.hinet.net 

大型顯示器、微電腦控制器、類比訊號無線傳輸、
客製規劃感測器整合顯示器警報系統、雲端監測。
溫溼度傳訊器、氣體偵測器、熱電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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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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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監測、氣象儀器、離心機
標準篩網、溫度／比重…等量測。

B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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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子計的監控測試儀器及配件廠商。

B313 國華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7589301

e-mail: mail@koufua.com.tw

專業化工製程設備設計規劃。國際知名品牌代理。
玻璃、搪玻璃反應槽、薄膜蒸發器等。 
高低溫循環控制器。德國大廠 HUBER 代理。

B325 中燦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4-2313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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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鍍及塗裝檢測儀器、品管檢驗儀器、塗裝膜厚計
各類水分計、光澤度計、針孔測試儀、拉拔試驗機
超音波測厚儀、噴砂粗度計、環境檢測儀器。

B334 和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7901718

e-mail: ast@astsciencecorp.com

總有機碳分析儀、冷凍乾燥機、溶劑純化系統、流
動化學合成系統、MPLC 樣品純化系統、吹氣捕捉濃
縮裝置、線上型氨氮分析儀、滲透壓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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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16 開創水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7975358

e-mail: service@aquas.com.tw

研發製造先進水質分析儀器、明渠流量記錄器、多 
參數記錄器、人工智慧平台等，提供洪水、廢水、
自來、地表水、地下水、工業用水等智能解決方案 

B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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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32 南北貿易有限公司

Tel: 886-2-23632125 / 0800-888-985

e-mail: taipeisn@ms76.hinet.net

日東精工分析科技（原）日本三菱化學台灣總代理
微量水份分析儀、阻抗分析儀、硫氯分析儀、總氮
總硫分析儀、水份分析儀用試劑等設備總代理。

B128 浩翰有限公司

Tel: 886-2-27925816

e-mail: service.labchina@gmail.com

生物安全櫃、細胞計數器、分光光度計、CO2 培養
箱、負 25 度冰箱、液態氮桶、超純水機、無管排煙
櫃、藥品櫃、實驗室工程規劃。

B527 泰仕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993660

e-mail: t257@ms21.hinet.net

風向計、粉塵計、二氧化碳偵測計、電池測試器、
太陽能電池分析儀、三相電力分析儀、噪音計、溫
度計、振動計、氣象站…等各類測試儀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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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8 宏德衡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2899888

e-mail: honder.scale@msa.hinet.net

HD-Scale 以誠信、務實、創新為經營理念，專業製
造：電子秤、天平、砝碼，致力發展物聯智能秤重
系統，向廣大客戶提供優質產品選擇。

B125 展勝國際有限公司

Tel: 886-2-25556810

e-mail: sales@tenbin.com.tw

獨家代理日本島津微量天平、分析天平、精密天平
、水分天平、比重天平、超高速除靜電器、防震桌 
～百年工藝　只為專精～歡迎同業攜手經銷合作。

B302 聯臺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2182366

e-mail: info@fw-biotech.com.tw

核醫放射相關產品代理及防護設施製造、防疫及環
控、消毒殺菌藥品、PCO 清消設備、客製化無菌無
塵室過濾設備及代理國外手套箱。

B920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3267099

e-mail: laura@titanex.com.tw

粉粒體及分散特性分析專業：雷射粒徑／ CPS 高解
析度奈米粒徑分析／顆粒影像粒徑暨形狀分析／分
散穩定性分析／界面電位分析／微流變及成膜分析 

B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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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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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36 德芮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2273068              

e-mail: trek@trekintal.com.tw

微奈米及界面電位、線上粒徑及水份分析、元素分
析、非對稱式濾芯、過濾技術、橡膠硬度測試、拉
伸試驗、層析系統、濺鍍靶材、儀器代理銷售租賃 

B816 育亨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3-6589866

e-mail: hedy172@gmail.com

台灣總代理美國 Vigor 手套箱及有機溶劑純化系統
。自製產品：低化學氣相沈積系統、快速退火爐、
探針台。

B117 沛莫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9888302

e-mail: sales@paymo.com.tw

棚板式冷凍乾燥機、歧管式冷凍乾燥機、冷卻循環
水槽、量產型減壓濃縮機、超純水設備。

B202 德工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7-8111591

e-mail: drgollek@gmail.com

水質及流體專業分析儀表之代理商，在水質及流體
製程分析上已超過 20 年以上的經驗。並具有專業德
國博士協助廠商及製程改善顧問及諮詢。

B931 森鴻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9176563

e-mail: sentron@ms10.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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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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35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687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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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沖身洗眼器、萬向抽氣罩、排煙櫃、淨氣型煙
櫃／藥品櫃、移動式抽氣過濾裝置、工業通風／廢
氣處理設備及工程、無塵室／實驗室設備及工程。 

B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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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抗拉 
、抗彎、硬度物理性測試機。接受委託分析服務。

B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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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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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6 台灣美創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3610066

e-mail: sales@metrohm.com.tw

電位滴定儀、水份測定儀、離子層析儀、酸鹼度／
離子計、溶氧／電導度計、近紅外光譜分析儀、拉
曼光譜儀、CVS、線上分析儀、電化學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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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28 艾瑪特有限公司

Tel: 886-4-23378000

e-mail: air@airmart.com.tw

空壓機及幫浦專業製造廠。超靜音無油式空壓機、
超靜音型空壓機 (38Dba)、氮氣製造機、氧氣製造 
機、超強力抽風集塵機、週邊淨化設備。

B830 德斯特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2289556

e-mail: info@testoag.com.tw

德國 testo：冷凍空調檢測儀、環境舒適度、GDP-
醫藥物流、快速測油儀、熱像儀、煙道氣體。日本
安立計器：表面溫度、光纖溫度、溫度校正系統。 

B119 科霖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86683730 

e-mail: cs@cleaninst.com　

開發、製造、OEM 各類水質分析儀器及感測器，
ION 離子電極、濁度、臭氧、餘氯、溶氫、溶氧、
導電度、ORP、PH、RS485 數字電極。

B828 哈鈉儀器有限公司

Tel: 886-2-87972918

e-mail: an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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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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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電纜及材料測試儀器、熱
傳導及各種物性測定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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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3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89191488

e-mail: tekteam2@ms15.hinet.net

德 國 SPECTRO 分 光 儀、 美 國 Spectro Scientific
油 品 分 析 儀、 德 國 MESSER 氣 體 調 壓 錶、 美 國
WEBSTER 手持硬度計。

B317 漢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3-5985588

e-mail: service@dr-storage.com

漢唐科技 Dr. Storage 供應智慧型物聯網及濕度管理
設備，客戶涵蓋半導體、光電、通訊、電子製造、航
太醫藥和生技業等，是世界前 500 大企業指定品牌 

B228 亞正科技有限公司

Tel: 886-2-22051680 / 886-988-731-188

e-mail: atouch.inc@gmail.com

原料更均勻的分散結果，會出現新的性能或新的特
性，當然就有新的商機，重點是不需要改變什麼，
你想要嗎？就請跟我們聯繫。

B915 信忠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Tel: 886-2-23037020 

e-mail: jmsc@ms24.hinet.net

碘片碘化鉀碘酸鉀碘酸鈉鉬酸銨鉬酸鈉鎢酸鎢酸鈉
釩酸銨釩酸鈉硝酸鎳硝酸鈷硝酸銅硝酸銀硝酸亞鐵
硫酸鈷硫酸銅硫酸鎳硫酸銦硫酸鐵硫酸氧鈦碳酸鈷

B121 超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4079045

e-mail: wayne.jiang@ultrae.com.tw

全球首創免校正酸鹼量測的酸鹼檢測儀，創新技術
將電極量測原理整合在單一試片上，特色：即開即
用免校正，可拋式避免交叉汙染，樣品使用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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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1 德和衡器有限公司

Tel: 886-2-28103407

e-mail: der_her215@hotmail.com

日本新光電子天平台灣總代理，標準及專業客製法
碼、電子計重秤、計價秤、計數秤、珠寶秤、電子
地磅、吊秤及機械秤，專業設計、製造、維修。

B104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921400

e-mail: info@samwells.com

Thermo Scientific NITON 手持式 XRF 分析儀、手
持式雷射光譜儀、輻射偵檢器、個人輻射劑量偵測
器；EikoSim FE-DIC 全場模擬應變對比量測系統。 

B933 勵眾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7202598

e-mail: info@peoplelife168.com

科 研 儀 器 設 備、iPRO® 基 礎 儀 器、pH 產 品 系 列 
、天平系列、Bath 系列、實驗室安全器材設備、實
驗用品與耗材、居家安全與醫護器材。

B917 亞洲美勝有限公司

Tel: 886-2-87912436 

e-mail: karl3721@gmail.com

國產　真空氣氛控制手套 
　　　超微氧分析儀 
　　　微電腦露點計

B102 一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992566

e-mail: simon532@e-sun.com.tw

臺灣製造、醫用空氣淨化設備（第二類醫器）、整
體通風防疫淨化智控系統於醫療／護理／長照／日
照／社福機構／商空商辦／工廠／住宅／公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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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29 典瑞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270808

e-mail: sales@carrierco.com.tw

智能資料擷取控制器、氣象綠建築環境評估儀、噪
音振動生理、植物生態感測、地下水採樣流速、河
川流速、空氣水樣土壤底泥採樣設備、各式日照計 

B927 和德科儀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9990808

e-mail: service@hotech-tw.com

黑體校正源、耳溫及額溫槍校正黑體、遠紅外線放
射率測定器、低溫恆溫槽、廻轉振盪培養箱、植物
生長箱、滾瓶機、恆溫水槽、超低溫保存瓶封口機 

B924 伊特東亞區有限公司

Tel: 886-2-26924448   

e-mail: steven.chen@em-technik.com.tw

德國 EM-TECHNIK GMBH 在台子公司，負責行銷
EM-TECHNIK 品牌高純度 PFA，PVDF，PP 接頭閥
類，流量計及過濾器。

B928 國科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7922440

e-mail: Sales@Sinodynamics.com.tw

代理各式儀器設備、拉力機、試驗機及檢測系統
等設備。如美國 MTS、德國 WEISS、COESFELD
、VOTSCH 等。

B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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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餘應力，X 光勞厄
，小角散射，晶向定位，粒徑孔洞分析，電子顯微
鏡，移動式 XRDXRF，磁性量測加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