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新北市國際採購商洽會
國際買家資訊
產業類別：
ICT 資通訊領域(智慧生活、交通、監控、綠產與能源)
生技銀髮領域(智慧醫療)
金屬機械領域(智慧製造)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Briteyellow
英國

Website: www.briteyellow.com
Email: fredi.nonyelu@briteyellow.com

Microlab
義大
利

Website: www.microlabprogetti.com
Email: giuliosfoglietti@microlabprogetti.com

LPV GmbH
奧地
利

Website: satellite-telecom.net
Email: christopher@satellite-telecom.net

公司簡介

採購或合作需求

Briteyellow 的技術是一種軟體即服務和物聯網平台，可快
速創建當地追蹤和導航應用程序。此技術以我們的
「BriteLocate 局域定位系統」
（LPS）系統為基礎，該系統
可與多種無線信號一起運作，包括 WiFi，BLE，UWB，
RFID 和 LPWAN 技術。BriteLocate 允許來自世界各地的
客戶通過我們的技術為混合實境、擴增實境（AR）和虛
LPWAN 標籤製造（SigFox、LORA、
擬實境（VR）應用創建當地定位應用。該系統在 GPS 拒
NBIoT）和可穿戴式設備之 BLE、WiFi、
絕的地方提供了小於 1m 到 3m 的局部分辨率。該解決方
案包含 BriteLocate SDK、位置引擎、物聯網傳感器和資 SigFox、LORA 標籤。
產標籤。BriteLocate SDK 可幫助客戶更快地創建白標籤
應用程序。客戶可以使用它來追蹤設備和人員，創建地理
圍欄通知和地理緩存內容以及分析數據。用戶可以使用
它來瀏覽任何位置感知內容並與其交互，並鏈接到其他
有價值的位置基礎資訊。
Microlab 成立於 1981 年，參與國防/航空，電信，ICT，
電子醫療和替代能源業於電子市場的設計/諮詢/製造。我
們為客戶設計了數百種產品，大部分的客戶現已成為我
們密切的合作夥伴。我們在土耳其與其接壤國家，中南美
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東歐，中國，台灣，伊朗和
尼日利亞尋找商機。

電子設備半導體應用電信、電子醫療、
新能源開發技術合作。另尋求文化遺產
保存科技解決方案、專門從事微波裝置
(GaAs-GaN)製造的矽代工廠或醫療設
備公司。

著重在智慧城市應用中的語音、數據和備份通訊技術。將 通訊衛星、長期演進技術(LTE)、強固式
對於災害管理、災害風險減輕方面有採購需求；其需求涵 手機/平板、路由器、行動硬體、監視系
蓋透過行動裝置和固定互聯網的安全與保全通訊技術。 統、備份系統、遠距醫療/智慧醫療使用
之通訊技術、備援救災設備、智慧城市
裝置及控制裝置硬體零組件、遠距工廠
管理軟體(如：太陽能工廠、LED 面板
工廠)採購。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Cyfrowy Polsat

波蘭

Website: www.cyfrowypolsat.pl.
Email: jcendrowski@cyfrowypolsat.pl
InterpPhone

波蘭

Website: www.interphone.com.pl
Email: oliwia.kuczynska@interphone.com.pl

Bisman Fintech Private Limited
印度

Website: www.bisman.in
Email: bbankim83@gmail.com
Twitter

美國

Website: www.twitter.com
Email: schou@twitter.com

韓國

採購或合作需求

Cyfrowy Polsat 是波蘭最大及歐洲第三大的通訊衛星運營
商。Cyfrowy Polsat 同時擁有波蘭主要的媒體包括 手機及
智慧居家解決方案、智慧城市解決方
電信服務。為了提供顧客享有最好的服務還有未來的機
案。
會，Cyfrowy Polsat 在波蘭擁有先進的 STB 製造技術還有
研究開發中心。
InterPhone Service 是隸屬於 Cyfrowy Polsat 集團 - 最大
私營電信集團 - 的製造公司。interPhone Service 主要致
力於開發和製造機上盒，同時本集團的 EMS 分公司亦穩 智慧城市與智慧居家解決方案。
定成長中。InterPhone 正在尋找智能解決方案市場，並將
其本地化、拓展到波蘭市場。
印度商業顧問公司，經營 25 年，促進企業在印度開展業
務、技術轉移，協助企業在印度找尋合資夥伴，範圍涵蓋：
工程、醫療、診斷、餐飲、環境、房地產及製藥等。對於 可在印度銷售/製造之創新產品。觸控面
印度市場有合理的了解，業務也包含其他亞洲國家。產業 板技術與零組件採購。
涵蓋電子工程、餐飲及通路。我們正在為我們的客戶及我
們企業本身尋求可引進到印度的優質產品。
社交媒體其收入來自廣告自助服務平台，由推廣貼文與
伺服器/存儲/POP/DC 基礎設施的 ODM
帳戶組成。
合作夥伴。

Website: www.smartcitykorea.com
Email: james@smartcitykorea.com

Smart City Korea, Inc.（SCK）是 GSCA（全球智慧城市協
會）- 韓國企業協會的代表公司 ，專門為 Smart City 計
劃提供解決方案和應用。也是 IOC 統一管理平台和智慧
手機服務平台的開發公司。此外，它還是智慧城市計畫設
計與規劃之諮詢公司。

Green IT Korea

產品 MSVR─採 GIS 地圖、行動連接解決方案、操作直覺 安防防災系統、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合作

SmartcityKorea Ltd.
韓國

公司簡介

智慧醫療、智慧交通、能源管理系統、
廢棄物管理、IoT 解決方案。特尋求具
WiFi 或 LoRa 通訊技術，且能發送 GPS、
心跳訊號的穿戴式裝置。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Website: www.greeitkr.com
Email: skselee@greenitkr.com
KEVIS

韓國

Website: http://www.kevis.co.kr
Email: youngill@hotmail.com
Bolliger & Company Ltd.

泰國

Website: www.bolliger-company.com
Email: Sarut.W@bolliger-company.com

Viettel Telecom
越南

Website: http://viettel.vn
Email: hungdd11@icloud.com
HanoiTech Corporation

越南

Website: www.justgola.vn
Email: hung_bea@yahoo.com
NAKAI co., ltd.

日本
Website: http://health-power.net

公司簡介
採購或合作需求
的管理技術。能與相關安防機構聯繫(包括地方政府)，建 夥伴，系統整合開發。
立更快速反映的即時服務。
開發、生產和供應智慧 cctv 的安全專家。提供各種安全
解決方案，如高速球型攝像機和智慧 NVR，也是 Simatic
智慧安防產品/解決方案製造商。
City 解決方案之一。
Bolliger＆Company（泰國）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於研究，
政策制定和決策的公共政策和戰略諮詢公司。我們的主
要專業是在決策過程中融入 ICT 應用，並投放於商業戰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軟硬體應用、智慧觀
略，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中。曾受泰國政府委託，為普吉
光解決方案。
省發展智慧城市。結合公司在經濟、貿易投資及 ICT 方
面的知識，為泰國政府機構設計智慧系統，利用內部和公
開的數據，優化決策過程。
Viettel 集團是越南的第一大運營商，我們在 12 個國家和
客戶群中佔有重要地位，在包括亞洲，非洲和美洲等世界
行動網路營運商，行動網路、電信服務。
各地擁有超過 8500 萬次的訪問量，到目前為止，我們共
尋求對於越南和東協市場有優質創新
簽署了 15 個智慧城市計畫。電信方面─ 在越南擁有 6000
萬用戶，全球 1.3 億用戶。2017 年的總收入約為 100 億美 解決方案的台灣合作夥伴。
元。目標獲得 10％的收入來自 ICT 解決方案。
HanoiTech 成立於 2005 年，專注於高科技行業：智慧家
居、智慧設備、醫療保健...HanoiTech 服務於越南市場， 智慧家居、智慧設備、智慧醫療解決方
在醫療行業擁有強大的產業能量。
案技術合作與開發
株式会社ナカイ 成立於 1966 年 4 月, 一開始只是一間個
人店面. 1973 年 4 月組織成立公司, 於 1977 年 11 月增設
老齡照護相關健康照護家電。
了ナカイ健康姿勢研究所。公司主要經營: 各種姿勢矯療
程 (略称 HP), 家用醫療用具及各種健康用品用具的批發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Email: info@health-power.net

公司簡介
銷售, 保健食品代理經銷。

採購或合作需求

本公司主推“平衡器帶”，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專利號
4387223）
，其中 0.5mm 的橡膠線從頂部以弱、中、強度順
序佈置，支撐覆蓋髖關節的肌肉及傾斜的骨盆，穩定身體
的重心。
社会福祉法人善光会 サンタフェ総合 善光會是照護服務業者，提供各種照護設施營運/共同生活
研究所
家庭機構營運/日間照顧營運/身心障礙者設施營運。
日本
Website: http://zenkoukai.jp/japanese/
Email: m.matsumura@zenkoukai.jp
株式会社早稲田エルダリーヘルス事業
団
日本
Website: http://www.waseda-e-life.co.jp/
Email: tateishi@waseda-e-life.co.jp
瀋陽富利達嬰童用品科技(股)公司
中國
大陸

中國
大陸

輔具、照護陪伴機器人及智慧醫療相關
設備。

與 Wased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lderly Health
產學合作開發，為推動自主健康為目的於 2003 年成立的
輔具、照護陪伴機器人及智慧醫療相關
團體。目前在日本國內以自主健康為主的日間照護中心
有 100 家以上。另與 GE Healthcare 公司共同開發針對步 設備。
行的動作做簡易分析的裝置「ＡＹＵＭＩＥＹＥ」。

Website: www.Fldsm.cn
Email: 837479753@qq.com

韓國寶松怡紙尿褲中國總代理；日本花王紙尿褲、衛生 尋求孕産婦及老年人日常護理用品、電
巾、洗護洗滌用品遼寧總代理。自有品牌寶思聰速食營養 子監控設備、智能醫療、老年人食品。
粥面向中國大陸市場運作。
老年人服務平臺、老年用品中國市場連
鎖加盟拓展等合作項目。

上海千能貿易有限公司

1. 品牌代理包括：水壺、飯盒、箱包、面膜、化妝品、進
口産品、國際品牌産品代理，涉及行業廣泛。

Website:

2. 創意定制包括：品牌定制制服、活動定制禮品、私人造
型顧問。

https://www.1688.com/store/ACEE4F
D5891E5C6183ECEBC45B21D111.html

Email: jenny@kapacity.com.cn

醫療用品、輔具與各式長照設備採購、
3. 高端定制包括：高爾夫系列精裝禮盒、獎牌獎杯、會務
穿戴式設備代理。
禮品、工藝禮品、辦公用品、電子産品、筆記本、包袋等
等。
個性化方案制定，創意表現突出，執行效果出色。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採購或合作需求

在 ATG，我們對於改變世界移動的方式充滿野心、熱忱
並感到興奮。
Uber
美國

Website: https://www.uber.com/info/atg/
Email: pei@uber.com

我們的先進技術集團在匹茲堡、舊金山和多倫多設點，並
由 Uber 的無人車工程團隊組成，致力於無人駕駛、製圖
與車輛安全技術，我們的團隊熱衷於開發長期技術，推動 無人車相關零組件及物聯網相關解決
Uber 讓每個人無論在何地都能擁有安全可靠的運輸使 方案。
命。我們正在開發自動駕駛汽車和卡車的硬體，尋找硬體
合作夥伴成為我們車載硬體可用名單，主要需求為車載
計算單位和相關硬體解決方案，以為每個人、每個地方提
供安全可靠的運輸。
Adept 為消費者和企業提供以下解決方案─

ADEPT Corporation
印度

Website: http://www.adeptcorporation.com
Email: bpatel@adeptcorporation.com

1. 太陽能光伏產品和解決方案
2. 混合可再生能源
3. 儲能解決方案包括電池和燃料電池。

綠能、太陽能、工業自動化、自動化倉
儲。

4. 客製自動化解決方案
我們也為產業提供客製的自動化解決方案，並為政府提供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Base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印度

Website: www.baseautomation.co.in
Email: vln@batpl.com
Adwik Intellimech Pvt Ltd.

印度
Website: www.adwik.org

BASE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為印度具代表性的系統整
合業者。其主要營運版圖分布在印度與中東地區，擁有
150 以上的員工。專精於電子、電氣、儀器儀表、機電一
智慧交通、工業自動化、監控等相關軟
體化以及軟體整合領域。汽車、輪胎、製藥、食品和飲料、
硬體技術合作。
金屬和礦物、化學和石油和天然氣等各種垂直領域擁有
25 年的專業經驗；並且擁有各類自動化技術夥伴經營人
脈與產品整合資源的能力。
ADWIK Intellimech 成立於 2017 年，是 BASE Automation

太陽能相關智慧農村、城市發展解決方
Technologies Pvt Ltd 集團企業之一。本公司專注位製造業 案技術合作。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Email: ns@adwik.org

公司簡介

採購或合作需求

者提供整廠相關解決方案。解決方案包含物料搬運、太陽
能設備、水利工程、IPC、RFID 應用產品和物聯網傳感器
等應用方案。

大連華信計算機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大陸

Website: www.dhc.com.cn
Email: lilp@dhc.com.cn

海爾集團
中國
大陸

Website: www.haier.com
Email: zhaoyf@haier.com

大連華信 IoX 物聯網解决方案集，亦是大連華信衆多垂
直行業解决方案的技術基礎，基于自身多年的技術和業
務積累，整合全球最前沿的開放技術，已形成三大矩陣，
包括：華信 WiFi 通信模組解决方案，AmazingBOX 智能 尋找智慧製造、智慧城市、智慧商業、
家居/智能酒店系列産品，華信工業物聯服務平臺，構建 智慧醫療、智慧能源的技術合作。
了從端到雲，産品到服務的完整通路和商業生態。我們同
時提供基于物聯網大數據的相關服務，我們的客戶涵蓋
個人、商業、地産、工業等衆多領域。
海爾集團創立於 1984 年，是全球大型家電第一品牌，目
前已從傳統家電產品製造企業轉型為開放的創業平台。
在互聯網時代，海爾致力於轉型為真正的互聯網企業，打
造以社群經濟為中心，以用戶價值交互為基礎、以誠信為
核心競爭力的後電商時代共創共贏生態圈，成為物聯網
時代的引領者。海爾 2016 年全球營業額實現 2016 億元，
同比增長 6.8%，利潤實現 203 億元，同比增長 12.8%，
利潤增速是收入增速的 1.8 倍。

智慧物聯網產品技術，包括藍牙、紅外
傳感器、語音模組、TFT 模組、智慧物
聯等新技術，傳統的電子電器產品包括
芯片，功率器件，分立器件，二极管等
產品需求。

海信集團成立於 1969 年，2017 年實現銷售收入 1110.65 億
人民幣。在 2017 年（第三十一屆）中國電子資訊百強企業
海信集團
中國
大陸

Website: www.hisense.cn
Email: xuzhan@hisense.com

中名列第七。海信是國家首批創新型企業、國家創新體系
企業研發中心試點單位，中宣部、國務院國資委推舉的全 智能製造、自動化設備、機器人應用以
國十大國企典型，全國唯一一家兩獲“全國品質獎”的企業， 及視覺系統檢測等。
擁有國家級技術中心，還擁有二個在該專業領域唯一設在
企業的研發機構：數位多媒體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
城市道路交通裝備智慧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目前，海信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公司簡介
全球員工 8 萬餘人，在南非、墨西哥、捷克等地擁有生產
基地，在全球設有 20 餘個海外分支機搆，產品遠銷 130 多
個國家和地區。

採購或合作需求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