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新北市國際視訊採購商洽會(七月視訊)
國際買家資訊

產業類別：
防疫產品、健康促進與保健、智慧醫療及智慧居家與照護

國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

家
Minh Anh General Import-Export Co., Ltd.
越
南

Website: minhanhvn.com
Email: minhanhvnco@gmail.com

Hiep Nhat Medical Equipment and Devices
越
南

Co., Ltd.

Minh Anh 是越南醫院的主要供應商之一，專門從事醫
療設備，脊柱植入物及相關設備的貿易和分銷。本公司 用於醫院的智慧醫療設備、智慧解決
從法國，韓國，德國和美國購買產品，具有多年的銷售 方案、手術人工器官及醫療用品等
經驗，並與大型醫院機構保持良好的聯繫和互動。
Hiep Nhat 為越南當地的醫療設備用品與藥品貿易進
口商及經銷商。
醫療用品、藥品、智慧醫療與醫院設備

Website: (無)

Email: thuhang79@yahoo.com

Digiworld Co., Ltd.
越
南

Website: http://digiworld.com.vn/vi/

Email: truongdung@dgw.com.vn

Vinatoken Co., Ltd.
越
南

Digiworld 成立於 1997 年，擁有超過二十年的聲譽，
已成為世界 30 多個知名技術品牌的市場拓展服務供應
商及授權經銷商，並在越南擁有 16,000 個銷售網絡。
本公司可提供想進入越南市場的企業最優質的服務和 用於醫院的醫療設備和安全設備、醫
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我們的核心優勢是 5 種加值服 療材料和實驗室設備
務，包括市場分析、行銷、銷售、物流和售後服務。本
公司在 2017 年將其服務擴展到醫療保健和快速消費
品兩大新領域。
Vinatoken 成立於 2005 年，是胡志明市第一家無紡布
進口商。提供濕毛巾行業製造原料，為越南製造業的發

Website: www.vinatoken.com.vn

Email: laint@vinatoken.com.vn

展有所貢獻，並供應國際廠商相關材料。

防疫相關產品材料

國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Van Xuan Medical Technology Trading Co.,

Van Xuan 成立於 2001 年，在血液學、生物化學、快
速檢測及免疫學相關領域已有 19 年專業經驗。

採購項目

家

越
南

Ltd.

智慧醫療、安控解決方案、口罩、醫療
用品類

Website: https://vanxuanmedilab.com/

Email: xuantham49.vx@gmail.com
Le Solutions
越
南

Le Solutions 是一間建築及室內設計公司，提供室內
設計、家具、建築智能家居解決方案。

Website: lesolutions.vn

智能家居設備

Email: thi.lesolutions@gmail.com
Chan Phuc Pharmaceutical Co., Ltd.
越
南

Chan Phuc 為越南當地的貿易進口商，專門從國外進
口藥品並在越南銷售。

Website: (無)

智慧醫院設備

Email: chanphucpharma@gmail.com
THAITU Pharma Co., Ltd.
越
南

THAITU Pharma 為越南當地藥品及醫療設備的經銷
商。

Website: (無)

防疫設備、智慧醫院

Email: lamtran@thaitupharma.com
新
加
坡

Asia Networks Pte Ltd.
Website: www.asianetworks.com

Email: singjye.ong@asianetworks.com

Asia Networks 是提供新加坡體育城蜂巢式網路和
Wi-Fi 設備的唯一營運商。其企業目標是通過建設、營
運和投資現代電信所需的基礎設施網絡，為整個地區 健康及生態環境相關的遙控及遠端控
帶來最優質電信解決方案和服務。亦投資於各種資產， 制、穿戴式設備
包含電信塔和電源解決方案到室內分佈式蜂窩網絡、
Wi-Fi 解決方案和其他與 5G 相關的加值服務。

國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

家
新

CenturyLink Inc.

加
坡

Website: www.centurylink.com

Email: preetam.bose@gmail.com

新
加
坡

Innovax system Pte Ltd.
Website: https://www.innovax.systems/

Email: alex.koh@innovax.com.sg

CenturyLink 是一家全球科技公司，總部位於路易斯安 智能安全解決方案，智慧醫療物聯網
那州門羅，為全球客戶提供通信、網絡服務、安全、雲 基礎，為亞太地區重要影響者，提供雙
解決方案、語音和託管服務。該公司是 S&P 500 與財
向服務，並與客戶端共同研發
富 500 的會員。其通信服務包括本地和長途語音、寬
頻、多協議標籤交換(MPLS)、專線、乙太網、託管(包
括雲託管和託管主機)、數據集成、視頻、網絡、公共
區域網絡、互聯網協議語音(VoIP)、信息技術和其他輔
助服務。CenturyLink 也為全球企業客戶提供服務，如
北美，拉丁美洲，歐洲，中東和非洲以及亞太地區客戶。
Innovax System 成立於 1998 年，公司主要客戶包含
政府組織及亞太區財富前 500 大企業。開發屢獲殊榮
的雲端客服中心軟體-OpsCentral，是一家系統開發、
雲端電話與雲端安全服務供應商，包
端到端客服系統以及網頁應用程式的頂尖供應商。
括數據中心與雲託管、安全解決方案、
公司總部位於新加坡，並在整個亞洲皆設有辦事處和合
服務器、互聯網電話提供商及用於 e作夥伴。Innovax Systems 的專有軟體及解決方案包括
Health 的 KIOSK 醫療設備
電腦與電話系統整合(CTI)、多渠道客服中心管理、客戶
關係管理(CRM)、電子採購、後端企業系統整合和網路
隨行客服平台等。

新
加
坡

Whizpace Pte Ltd.
Website: https://www.whizpace.com/

Email: pankaj@whizpace.com

Whizpace 總部位於新加坡，專精於 White space 通
信，尤其是電視 White Space (TVWS) 及超級 Wifi。
本公司使用 TVWS 達到經濟高效的網絡部署，可分三
智慧城市及智慧醫療解決方案與感測
個部分智慧農業、智慧城市及工業 4.0 的 TVWS(Super
Wifi)服務。本公司技術支援遠程互聯網、智能農業、視 器的合作夥伴
頻監控、設施管理、智能能源、智能建築、備用網絡與
智慧工廠等。

國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

家

新
加
坡

新
加
坡

Arete M Pte Ltd.
Website: www.aretem.sg

Email: ysyip@aretem.sg

近年來致力參與新加坡智慧國家計畫，並協助新加坡
政府推廣 5G 應用解決方案及協尋合作夥伴。

Activ Technology Pte Ltd.

Email: ling@activ.com.sg

Activ 成立於 2006 年，成立初期以三人團隊出發，提
供新加坡當地企業 IT 解決方案。經過去十年的專業發
展與成長，本公司迅速擴大上游和下游，建立廣泛的資 智慧解決方案(物聯網相關)
訊通信技術和數位能力，並從網絡基礎設施工程跨越
到數位應用發展。

Hatari Technology Co., Ltd.

Hatari 是一家貿易公司，總部位於泰國曼谷。本公司
隸屬於 Hatari Electric Co., Ltd.，是一家在泰國生產電
風扇的大型公司。

Website: http://activ.com.sg/robotics/

泰
國

Website: www.hataritechnology.com

Email: hashimoto@hatari.net

Punfa Co., Ltd.
泰
國

Arete M 在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監視與垂直產
業等提供世界一流的 LTE 網絡服務，並開發應用平台
以控制無人駕駛機器和無人駕駛車輛，以達成新關鍵
任務服務及應用。與 GTI 合作，使用專用 TD-LTE 推廣 移動網路設備、人工智能與視頻分析
新的應用與服務。

本公司從日本、台灣和德國進口產品於泰國銷售，產品
遠端醫療設備、醫療器材及遠端會診
包括美容、保健、技術和保健產品。公司的使命是不斷
從世界各個角落尋找終極產品，以提高生活質量。公司
除促進人們的健康發展，還致力提供更好的工作、更好
的外觀、更好的環境及更好的生活等全面的改善。
Punfa 成立於 2006 年 8 月 3 日，是一家專門為醫療
測試、散熱貼片、醫用彈性繃帶和旅行配件組的 OEM

Website:

(無)

Email: wanchai@punfa.co.th

廠商。目前將業務擴展至老年醫療輔助產品、保健產品
及防疫產品。

智慧醫療、老人照護設備及器材、數字
溫度計及各項測試試紙(藥物濫用、妊
娠測試、排卵)、血壓計及保健食品

國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

家
斯

Geekay Pvt Ltd.

里
蘭

Website: www.geekay.lk

卡

Email: giri.gkltd@gmail.com
Nirupa Agencies

印
度

Website:

(無)

Geekay 成立於 1952 年，是斯里蘭卡最大及最有歷史
的經銷商之一，經營 600 多種醫療、外科、臨床、牙
老人護理及智能穿戴設備、印度及斯
科及實驗室設備及產品。
里蘭卡技術轉移之合作商

Nirupa Agencies 成立於 2018 年，為家族企業，是斯
里蘭卡商 Geekay 醫療相關產品進口代理商，同時也
是印度 Hyderabad 當地最大的經銷商，主要銷售消耗 創新智慧醫療、保健產品
性醫療品、智慧醫療。

Email: manishgiridhar@gmail.com
Microlab Progetti 成立於 1981 年，從事電子市場、 智慧醫療解決方案、防疫產品、物聯網
國防與航空航天、電信、ICT、電子醫療和能源領域的 傳感器、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穿戴式設
義
大
利

Microlab Progetti

設計、諮詢及製造。公司已為客戶設計了數以百計的產 備等相關產品(口罩、無粉合成橡膠手
品，大部分的客戶已成為本公司的緊密合作夥伴。這幾 套、防護服、手術衣、快速測試套件、

Website: www.microlabprogetti.com

年本公司積極在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東 帶嵌入式傳感器的智能織物、智慧醫

Email: giuliosfoglietti@microlabprogetti.com

歐、中國大陸、台灣、土耳其、伊朗、敘利亞、約旦、 療設備、AI 解決方案、面部識別、行
伊拉克和尼日利亞尋找商機及產品採購與合作。

為識別、VR 物聯網傳感器、智能穿戴
式設備)

Anats S.A.
希
臘

Website: www.anats.gr

Email: nasosnikolouzos18@gmail.com

Anats 於 1982 年在雅典成立，為健康領域創新企業，
主要致力於進口、出口、製造及經銷醫療、醫院和非處
方藥醫療設備，尤其是高品質和技術的專業衛生產品。
在過去 5 年，已將公司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例如食
品、化妝品及護理產品等。

防疫產品，例如智慧醫療和 COVID19 防疫產品，口罩、醫用手套和拋
棄型相關產品。醫療人員的專業衣著
及服裝等

國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

家
此外，公司也透過建立線上商店擴展零售業務，並藉由
零售通路推廣 I-Health 系列產品和其他配件。

中

廈門市云日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國
大

Website: http://xmyunri.sam.net.tw/

陸

Email: 87484643@qq.com

中

廈門均盛科技有限公司

國
大

Website: (無)

陸

Email: 3205266072@qq.com

中
國
大
陸
中
國
大
陸

上海弘林工貿有限公司
Website:

http://company.gongchang.com/p-

310000/16790754_3200/

廈門雲日工程擁有豐富 PHP、Net、C++ 等程序開發
經驗，並利用 PHP+MySQL 開發多套 CRM 與 EIP 管
理系統，積極研發網絡與電信兩項領域相關服務產品。
主要營業項目包含網絡電話、雲端總機、網絡傳真、世
界通隨身碼、網頁設計、程序開發、虛擬主機與主機代
管服務等。

廈門均盛於 2017 年成立，主要經營健康產業的兩岸對
接項目。

智慧家庭產品(語音 APP)控制家電方
案及整合規劃銷售通路商、人臉辨識
系統相關硬體整合智慧家庭與企業
ERP 方案

消費保健品和醫療器材

本公司成員為醫療體系人員，公司業務範圍為醫院及
養老院的各項建設規劃等。適逢中國龐大的養老潮，為
加強對老年人、病人和殘疾人的照顧，主要採買各地新 應用於康復、養老、助殘行業的智能產
穎、特別及高品質產品。
品及配件

Email: 1695848805@qq.com
上海強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Website:

http://company.gongchang.com/p-

310000/13790340_50ad/

Email: 2806286664@qq.com

本公司致力於為中國廣大的老人、殘疾人引進高端醫
療、輔助類產品及提供高質量與先進設備。並與該行業
應用於康復、養老、助殘行業的智能產
龍頭公司如必翔、雙唐及岱宇等都有合作。
品與配件、代理穿戴式設備的商品

國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

家
中

宜興市首信康復器材有限公司

國
大

Website: http://www.crda.com.cn/

陸

Email: tcrcyangyu@163.com
LensMark Trading Company

美
國

Website:

宜興首信是一家從事康復輔具專業的工業設計公司，
多年致力為中國殘聯、民政部及知名製造企業提供以
品牌為核心的產品設計及相關服務。本公司用最精湛 養老助殘相關產品和技術的合作與推
的技術和創新能力服務客戶，協助從最初概念到最終 廣，包含多功能護理床、多功能移動輔
成品的整體規劃，每個細節持續追蹤，讓最優質的產品 具、電動輪椅及護理配件軟件等
投入到市場，讓客戶從本公司的設計中獲得最直接的
價值。
LensMark 是一家專業貿易公司，協助客戶採購 PPE 產
品，例如外科口罩、無粉合成橡膠手套與拋棄型醫療衣 醫療口罩、無粉合成橡膠手套、醫用隔
等。
離衣等(須備型錄及測試報告以及有
美國 FDA 許可)

http://www.lensmarktrading.com/main/

Email: chunchieh.cj@gmail.com
TC Management USA LLC
美
國

Website: (無)

罩、洗手液等防疫產品。並可提供美國

Email: concordusa1@gmail.com

進口顧問服務

Slcw investment Inc.
美
國

TC 是一家專業諮詢公司，提供本地清倉銷售和投資。 手套、額頭槍、頭和腳套、防護服、隔
目前將業務擴展到醫療和防疫產品的貿易。
離衣、消毒紙巾、消毒噴霧劑、醫療口

Slcw 最初從事美國房地產投資，之後擴充業務範圍進
口批發電腦及其配件與醫療相關設備工具。

Website: (無)

智慧家居與監控解決方案以及與健康
有關的設備及配件

Email: dannoodle@aol.com
Green IT Korea Co., Ltd.
韓
國

Green IT Korea 成立於 2005 年，公司的宗旨是不斷結合不
同領先技術，以創造最優質的產品與服務。Green IT 提供

Website: www.greenitkr.com

GIS 地圖行動平台解決方案，為視頻控制人員和手機應用程

Email: skselee@greenitkr.com

序用戶提供最便利的使用方式。此外，系統平台可與相關機

智能監控設備、AI 人臉辨識相關

國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

家
構(包括地方政府)建立聯繫，提供更快速的應急服務。

NTELS Co., Ltd.
韓
國

Website: www.ntels.com

NTELS 提供 OSS 系統包括 IP 計費服務管理解決方案。
本公司提供的業務平台涵蓋服務訂閱、客戶服務和計 物聯網感測器，智慧醫療設備相關產
費、服務品質管理以及無線互聯網的網絡設計。
品

Email: inho.shin@ntels.com
Smart City Korea, Inc.
韓
國

Website: www.smartcitykorea.com

Email: james@smartcitykorea.com
Partnersnco Inc.
韓
國

Website: www.partnersnco.com

Email: rackter@naver.com
Hubiotechms Co., Ltd.
韓
國

Website: www.hubiotechms.com

Yachiyo Group
日
Website: http://merry-house.jp/

Email: mitsuharu_shinya@yachiyokai.com

醫療、教育與物聯網感測器及適用於
智慧城市的各項解決方案，例如智慧
建築、智慧農業、智慧家庭、智慧工廠、
EMS、FMS 及 IBMS 移動應用程序等

Partnersnco 為韓國醫療服務平台供應商，透過平台分
口罩、手套、醫療類物聯網感測器、照
析個別客戶的健康需求及提供替代醫療解決方案，如
護解決之方案、遠端醫療系統等相關
客製化服務或產品。
服務與產品
Hubiotechms 成立於 2007 年，具備多年的專業經驗，
專精於銷售醫院實驗室專業儀器，並提供線上批發醫療

Email: wing@hubiotechms.com

本

SCK 是 Smart City 和 SI 的平台開發公司。濟州島利用
SCK 平台進行智能城市的長期合作開發，因此本公司
正在尋找適合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並邀請夥伴加入
濟州島專案。此外，本公司在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
越南與科威特等地投入智慧城市專案開發。

儀器的服務平台。

防疫產品、健康促進和護理、智能醫療
設備、智能安全和智能家居護理相關
產品

八千代會集團成立的宗旨是希望能夠帶給所有家庭歡
樂和安心的照護服務。本集團在醫療和護理領域累積 防疫產品、健康促進和護理、智能醫療
豐富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除為需要醫療、康復和護理資 設備、智能安全及智能家居護理相關
源的患者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外，也可提供成人一般保 產品
健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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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Tayio Co., Ltd.
日
本

Website: https://www.sole.ne.jp/

Email: anodtta1127@yahoo.co.jp
Social Welfare Corporation
日
本

KŌTOKUKAI
Website: http://www.midori-net.or.jp/

太陽山株式會社成立於 2001 年，從山形縣到宮城縣共
智慧醫療服務和解決方案、防疫產品、
有 19 處老人設施。本會社提供多種相關服務，例如療
養院、老人公寓、小型多功能家庭護理、門診服務、家 老年護理、醫療設備和智能家居解決
庭護理和家庭醫療診所。
方案
社団法人絋徳会針對有需求的團體及個人提供全面性
的完善護理及社會福利服務。旗下養護組織包括老人
照護福祉機構、日間照護中心、公寓式住宅、小規模多
老齡照護相關產品及智能照護輔具
機能居家照護服務中心、居家照護服務站、家醫門診、
復健中心以及托兒所等。

Email: taipeikms@gmail.com
OG Wellness Technologies Co., Ltd.
日
本

Website: https://www.og-wellness.com/

Email: yang-meng@og-giken.co.jp
Hirahara Shokai Co., Ltd.
日
本

Website: http://www.hirahara-shokai.co.jp/

Email: y-nishikawa@hirahara-shokai.co.jp
HOMERION Laboratory Co., Ltd.
日
本

Website:
http://www.homerion.co.jp/company/profile.h

OG Wellness 成立於 1949 年，為醫療設備製造商。
OG Wellness 多年來致力為客戶提供安全可靠的產 復健設備與零件、醫療設備與零件及
品，並持續積極開發新的理療和康復設備。為日本當地
其他用於醫療保健與健身的設備和產
醫院及養護機構提供包含從預防保健到治療、康復和
康復設備的相關產品，積極協助正在進行復健、康復的 品等
病人以及需要健康保健服務的人員。
平原商会創建於昭和 57 年 7 月 28 日(1982 年)，從事
通用醫療設備、醫院設備、醫療電子設備、康復設備、 老齡照護、生技製藥、醫療器材及醫療
檢查設備、藥品等相關產品的販售與維修。主要客戶包
美容相關產品
含日本當地的各大醫院、診所及大學。
HOMERION Laboratory 主要開發、生產和銷售與「電
刺激」和「生命反應」相關領域的各類醫療器材、保健
醫療器材設備合作通路商
和美容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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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tml

Email: t.kajikawa@homerion.co.jp
APEX Corporation
日
本

Website: https://www.apex-co.co.jp/

Email: muraka.m@apn.apex-co.co.jp

APEX 提供各項自動販賣機與咖啡過濾技術服務器的
經營開發與服務，並且結合自動販賣機結構技術，研發 高齢者介護施設與設備(長照及養護
濃稠飲品自動烹飪機與濃稠飲品自動服務器機等。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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