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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買家資訊
產業類別：
運動科技、防疫科技、5G AIoT、綠色能源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Intrawave Pte Ltd.

新加坡

Website:
www.intraco.com.sg/intrawave.html
Email: singjye.ong@intrawave.com.sg

Arete M Pte Ltd.
新加坡

Website: www.aretem.sg
Email: yipys@u.nus.edu

Green IT Korea Co., Ltd.
韓國

Website: www.greenitkr.com
Email: skselee@greenitkr.com

Maloolighting Inc.
韓國

Website: www.maloolighting.co.kr
Email: sdpark@maloolighting.co.kr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或合作需求

Intrawave 成立於 1997 的新加坡無線電基地
應用在智慧建築與智慧交通領域
與訊號服務供應商，專精於無線電覆蓋的設計
的 5G、物聯網、網路資訊安全、
和建造，為電信運營商與企業提供行動數據電
軟體平台及技術解決方案
信服務物聯網基礎設施。
Arete M 在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監控和
垂直行業提供世界一流的 LTE 關鍵任務網絡
服務，並開發應用平台來控制無人駕駛機器和
無人駕駛車輛，以達成關鍵任務服務和應用。
LTE、5G 移動的設備及解決方案
與 GTI 合作，推廣 TD-LTE 的新應用和服務。
近年來，Arete M 一直致力於參與新加坡智慧
國家項目，協助新加坡政府推廣 5G 應用解決
方案並尋求合作夥伴。
Green IT Korea 成立於 2005 年，公司宗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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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 地圖行動平台解決
AI/IoT、運動科技、智慧能源領域
方案，為視頻控制人員和手機應用程序用戶提
的 ICT 設備及解決方案
供最便利的使用方式。此外，系統平台可與相
關機構(包括地方政府)建立聯繫，提供更快速
的應急服務。
Maloolighting 在世界各地擁有豐富的照明
安裝經驗，提供業界最高規格解決方案，例如
在運動場館、工業與道路照明。除擁有自己的
運用在智慧照明的物聯網感測器
設計師、技術工程師和生產設備，更擁有先進
的專利技術 Narrow Multi-Beam Forming、
反射器設計技術及高效能電源轉換裝置技術。

Hubiotechms Co., Ltd.
韓國

Website: www.hubiotechms.com
Email: wing@hubiotechms.com
RTSolutions Inc.

韓國

Website: www.rtsolutions.co.kr
Email: jkson@rtsolutions.co.kr

Smart City Korea, Inc.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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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ari Japan Co., Ltd.
日本

Website: www.hatari.co.th/en/
Email: hashimoto@harari.net

Fujitsu Client Computing Ltd.
日本

Website: www.fujitsu.com/jp/group/fccl
Email:Eiji.Naitou@fujitsu.com

Hubiotechms 成立於 2007 年，專精於銷售 智慧檢測、醫療器材軟體、遠距生
醫院實驗室專業儀器，並提供線上批發醫療儀 理量測設備及居家運動或復健訓
器服務平台。
練解決方案
RTsolutions 是一間科技影像辨識與處理的新
創公司，專門開發與銷售運輸管理的 QNX 即
時作業系統。RTsolutions 擁有豐富開發經驗，
AI 智慧分析解決方案
如 AI 影像分析、智慧辨識等領域的解決方案。
相關產品關鍵字 LPR solutions、VMS、SI biz
等。
Smart City Korea 是一間提供手機應用程式服
務管理平台的技術開發公司。除此之外，本公
司提供智慧城市設計規劃諮詢服務，如智慧城
市平台、VMS、SI 系統整合、智慧服務及手機
app 軟體。

體感技術與設備、運動科技產品及
應用於智慧城市相關解決方案(智
慧能源、智慧服務、手機應用軟體
等)

Hatari 是一家總部位於泰國曼谷的貿易公司。
自日本、台灣和德國進口產品，包括美容、保
健、技術和保健產品，於泰國銷售。2020 年成 防疫科技(遠端醫療設備、醫療器
立 Hatari 日本分公司，負責銷售 Hatari 及協 材及保健相關產品)
力廠商的產品至日本，及創造與日本廠商合作
機會。
Fujitsu 是一間日本領先的資訊與通信科技公
司，提供全方位的科技產品、解決方案和服務，
電腦設備相關科技產品或解決方
如開發和銷售桌上型與筆記型電腦及相關配
案
件。並透過利用我們的經驗和 ICT 的力量與
100 多個國家的客戶一起塑造社會的未來。

Escritório em São Paulo
巴西

Website: www.cis.com.br
Email:jon.wang@cis.ind.br

CIS Eletrônica 創立於 1984 年，為巴西市場
數據蒐集技術開發和製造的先驅，在銀行和商
業自動化產品市場擁有超過 39 年的經驗。其
主要產品有生物識別閱讀器、條碼閱讀器、支
票閱讀器、銀行打印機、智能卡閱讀器智能卡、
Mifare(非接觸式)閱讀器、支票掃描器、磁卡 5G、IoT 技術與設備
閱讀器和用於 OEM 集成的光學傳感器。主要
客戶有銀行、整合公司、和零售分銷商。
CIS Eletrônica 在 Manaus 擁有工廠生產、組
裝產品，在當地市場享有稅收優惠政策與技術
援助服務，提供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與服務。

Adept Renewable Energy Private Limited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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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ekay Pvt. Ltd.
斯里
蘭卡

Website: www.geekay.lk/
Email:giri.gkltd@gmail.com
Counterpoint Technology Market Research

印度

Website:
www.counterpointresearch.com/blog/
Email:soumen@counterpointresearch.com

Adept 成立於 2005 年，是一家位於美國的印
度企業，2011 年拓展至印度。是一間工業自
動化系統整合商，提供可應用於自動化、遠距 能源儲存解決方案(鋰電池)、離線
監控及倉儲自動化資訊及溝通技術，並提供太 型再生能源混合模組、可控式無刷
陽能、綠能科技系統整合方案，包含定位系統、 直流馬達的合作夥伴
遠端監控、HDMI 解決方案、電力儲存和風力
發電系統的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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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種與醫
療、外科、臨床、牙科及實驗室相關的設備和
產品。

AI 技術解決方案、物理治療設備、
復健設備及與智慧醫療、運動與防
疫科技相關的工業自動化與自動
儲存設備

Counterpoint 是一間致力於科技、媒體和電
信(TMT)產業的全球研究公司，主要為科技與
金融公司提供綜合月報表、客製化項目、移動 科技相關產業合作夥伴
和科技市場分析。分析師都是在高科技產業中
擁有豐富經驗的專家。

Microlab Progetti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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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ld Networks Ltd.
英國

Website: www.wyldnetworks.com/
Email:eric.hewitson@wyldnetworks.com

WIZTECH Inc.
希臘

Website: shop.wiztech.gr/
Email:ceowiztech@gmail.com

Microlab Progetti 創立於 1981 年，提供航
太、國防、通訊、科技、電子醫療及能源相關
產業的設計、諮詢與製造。目前已為客戶設計
數百種產品，大部分客戶持續與我們保持合作
智慧軟體、物聯網、5G、醫療電子、
關係。此外，我們也提供商業導向的國際化專
運動科技相關產品的合作夥伴。
案，遍及智利、哥倫比亞、巴西、東歐（保加
利亞、羅馬尼亞、波蘭、捷克等）
、俄羅斯、土
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奈及利亞、中
國、泰國及台灣。
Wyld 提供的網路服務幫助現代企業建立重
要連結-無論透過衛星從遠程位置收集數據，
還是創建本地無線網絡以增強客戶體驗，
Wyld 都以經濟、可靠的方式，連接人員、設
感應器、5G 與 AIoT 系統整合應
備和地點。
Wyld Connect 能夠使您從最難到達的位置
收集數據，並將您的農業、海事、環境、運輸、
石油、天然氣和採礦項目數據整合到一個簡單
的平台上。

用服務(智慧農業)

WIZTECH 是一家經營超過 25 年的希臘高
科技產品分銷商。專精於科技品牌、物聯網、
人工智能、大數據及特殊工程解決方案等。憑
藉強大的工程團隊及與當地連鎖店、小型電腦
商店、集成商、電子商店的緊密合作關係，可 5G、AI、運動及太陽能相關商品
使我們快速、可靠地將產品和技術引入希臘市
場。
WIZTECH 是一家經營超過 25 年的希臘高
科技產品分銷商，專精於科技品牌、物聯網、

人工智能、大數據及特殊工程解決方案等。憑
藉強大的工程團隊及與當地連鎖店、小型電腦
商店、整合商及電商的緊密合作關係，可使我
們快速、可靠地將產品和技術引入希臘市場。

北京海天安捷電力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中國
大陸

Website: www.anjieiot.net/
Email: bxy@ajiot.net

金風環保有限公司
中國
大陸

Website: www.goldwindep.com.cn/
Email: gengcuiyu@goldwind.com.cn

同方威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大陸

Website: www.nuctech.com
Email: libaoyu@nuctech.com

北京海天安捷是一間為樓宇建築和園區提供
數位智能化專業解決方案的新型服務供應商。
運用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進行融合
應用於智慧建築與智慧能源產品
創新，為客戶提供“互聯網結合數位智能”的
與技術合作(包括消防設備、安防
新服務模式。

設備、照明設備、IT 設備及智慧停

智能服務業務涵蓋變配電、暖通空調、給排水
車場設備)
系統（含園區水路管網等）
、電梯、消防、安防、
停車場、照明及 IT 設備等領域，實現各建築系
統資訊的共享與互聯。

金風環保是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資子公司，2015 年 8 月成立，資本額 20 億
元(人民幣)。專門從事水務項目的投資、設計、 聚焦於水務相關供應鏈，尋找智慧
建設及運營管理，以及相關設備的開發、銷售 水務解決方案及智慧水錶
和維修。業務涵蓋自來水、污水、工業廢水、
污泥、固廢處理和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
同方威視成立於 1997 年，是一間全球領先的
安全檢查解決方案供應商，為全球 170 個國家
和地區的客戶提供先進的技術、產品及服務。
智慧監控、安檢設備及超低溫高壓
其安檢產品及服務已用於民航、海關、鐵路、
電源
公路、城市軌道交通、郵政物流、公安司法、
環保、核電、輻照質檢、冶金、金融、活動賽
事等領域。

海爾集團
中國
大陸

Website: www.haier.com/cn/
Email: muqn@haier.com

青島澳柯瑪進出口有限公司
中國
大陸

Website: www.ucmaoverseas.com
Email:sally@aucma.com.cn

Diemould USA
澳洲

Website: www.diemouldusa.com/
Email: shaunm@diemould.com.au

海爾集團創立於 1984 年，是全球領先的美好
生活解決方案服務商。以用戶體驗為中心，連
續 3 年蟬聯 BrandZ 全球百強，連續 12 年穩
居歐睿國際世界家電第一品牌。並致力建立高 物聯網技術、智慧家庭/家電產品
端品牌、場景品牌與生態品牌，構建衣食住行
康養醫教等物聯網生態圈，為全球用戶定制個
性化的智慧生活。
澳柯瑪擁有製冷核心技術和遍布全球的營銷
網絡，冷櫃產品連續多年榮獲中國大陸市場產
銷量第一、商用冷鏈產品市場佔有率名列前
茅、生物樣本低溫存儲技術世界領先、疫苗冷
物聯網技術、智慧家庭/家電產品
鏈系統遍布非洲、亞洲地區，澳柯瑪是世界衛
生 組 織 (WHO) 認 證 的 聯 合 國 兒 童 基 金 會
(UNICEF)合格供應商，為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衛
生健康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
Diemould 成立於 1979 年，專門從事高品
質工程、塑料注塑模具和壓鑄模具。這家南澳
大利亞公司專攻美國市場，特別是汽車和塑料
行業。並以提供高品質、可靠性和經濟性的產
品著稱，準時交貨，是客戶最信賴的合作夥伴。

1.照明零件及家用電器的塑料製
品
2.散熱片、照明零件與汽車轉向部
件相關的壓鑄模具
3.汽車內裝、車燈與家用電器的注
塑模具

Tricella Inc.
美國

Website: www.tricella.com/
Email: daniel.weng@tricella.com

Tricella 是一家數位健康和保健解決方案的提 醫 療 器 材 的 組 裝 印 刷 電 路 板
供商。透過軟、硬體將行為和生理數據相串聯， (PCBA)和窄頻物聯網 (NBIOT) 解
以提供改善健康狀況的建議。
決方案

Sojitz Corporation
日本

Website: www.sojitz.com/en/
Email:liao.masao@sojitz.com

Toyota Tsusho Corporation
日本

Website: www.toyota-tsusho.com/about/
Email: hu@toyotsu.com.tw

SUN TIMES ENERGY JSC
越南

Website: www.suntimes.vn
Email:trinh.nguyen@suntimes.vn

双日成立於 2003 年，總部位於日本東京都千
代田區，由日商岩井和日棉實業合併而成，故
稱為「雙日」
。目前，双日集團在日本和世界各
地擁有約 400 家子公司和附屬公司，在多個 大 型 發 電 廠 商 、 大 型 再 生 能 源
國家和地區經營綜合貿易公司業務。
(>100MW)及 AFC 相關儲能設備
主要從事海內外商品買賣、進出口、製造、服 的開發商
務及規劃等，範圍涵蓋汽車、整廠設備、航空、
醫療設施、能源、金屬資源、化學品、食品、
農林資源及消費品等。
豐田通商成立於 1948 年，是豐田集團唯一的
貿易公司，從 1980 年代到 90 年代加強發展
海外業務，以汽車相關業務為核心不斷壯大。
隨後，為將業務擴展到汽車以外的領域，2000
年與加商合併，2006 年與東棉合併，2012 年
併購非洲最大的 CFAO S.A.商社、增資 Eurus 電動車、自動駕駛、能源管理及再
再生能源事業等，大幅地拓展了業務領域。近 生能源相關產品
年來，我們以汽車領域為主軸，致力於新商品、
新市場的開拓，以及人才的培育，業務範圍亦
拓展至各行各業，今後將持續發掘市場商機，
強化公司競爭優勢，和廠商、顧客以及企業合
作夥伴持續成長。
SUN TIMES 成立於 2017 年，是一間越南專
門供應與處理石油和天然氣產業能源的領先
電池、變流器、直流電纜、太陽能
企業。專精於太陽能項目投資、太陽能發電材
支架
料供應、工程總承包、太陽能發電系統維護保
養等領域。

KENLE Co., Ltd.
越南

Website: dauthau.net/en/bidsprofile/CONG-TY-TNHH-KENLE/
Email: lenhat@kenle.vn

KENLE 成立於 2018 年，總部在胡志明市，河
高爾夫球相關用品及衣服
內設有分公司，經營消費性商品和運動器材。

Red Sun Energy JSC
越南

Website:www.redsun.com.vn
Email:phucngo.redsun@gmail.com
Chung Nam Group

越南

Website: chungnam.vn/
Email: info@chungnam.vn

Hung Long Co., Ltd.
越南

Website: hunglong.vn/
Email:dungnt@hunglong.vn

Viettel Corporation
越南

越南

Website: viettel.com.vn/en
Email: info@viettel.vn
Informatic World JSC
Website: thegioitinhoc.com.vn/
Email:info@thegioitinhoc.com.vn

Red Solar 成立於 2007 年，是越南第一家太
電子與再生能源設備
陽能電池板工廠。
Chung Nam 成立於 2004 年，經營與電網相
關的電力供應和服務，如變壓器的買賣、交換
太陽能儲能用鋰電池
與修理、電壓升級、電力租賃、電力線路和變
電所的設置、安裝與維護等。
Hung Long 成立於 2004 年， 是一間資訊科
技產品的越南代理商與經銷商，在河內、胡志
明 市 與 大 港 設 有 分 銷 通 路 ， 代 理 品 牌 包 含 尋找各類的高科技或新式通訊科
Microsoft, Dell, HP, IBM, Samsung, Intel, 技產品，成為獨家代理商
Asus, Kingston, Silicon Power、E-Blue、iRocks、Raidmax、CoolCold 和 Qullian。
Viettel 是目前越南最大的電信供應商，為全
球客戶數量最多的電信企業之一。除了電信
業，Viettel 也參與高科技製造研究並開發相關 5G 技術相關設備
領域，例如: 郵政、建築、安裝、貿易進出口、
大型的資訊及數據的儲存中心。
Informatic World 成立於 2008 年，提供由
世界領先的電子公司生產的資訊科技產品和 電信網路和太陽能節約電池
服務。

Center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in Medical laboratory of HCMC
越南
Website: csql.gov.vn/
Email: kcxntp@csql.vn

Kowa Emori Company Ltd.
日本

Website: www.emori.co.jp/
Email: m-suga@emori.co.jp
FINDEX Inc.

日本

Website: findex.co.jp
Email:norito.negishi@findex.co.jp
Sumitomo corporation

日本

Website: www.sumitomocorp.com/en/jp
Email:nozomi.egashira@sumitomocorp.com

CSQL 成立於 2006 年, 是越南第一個專業品
質檢測單位。並負責兩項重要專案: 1. 越南已
正式加入 WTO，要求國內系統必須從品質管
理到系統整合全面升級 2. ISO 頒布檢測標準
ISO15189:2007 (醫療實驗室-特別是品質與
權限管理) 使許多國家開始對測試品質越來越
智慧醫療科技設備
感興趣。因此，CSQL 的成立不僅完全適合國
家強迫轉型階段，更即時的讓越南的品管地位
在世界標準化趨勢中不缺席。在接下來的幾
年，隨著國家的整體發展(特別是衛生事業的發
展)，CSQL 將不斷提高檢驗質量控制能力，為
人民健康事業做出有益而有效的貢獻。
Kowa Emori 是一間專門從事化學品、合成樹
脂、紡織加工劑、電子材料及電子元件的貿易 半導體、5G/ IoT 產品
公司。
FINDEX 是一家專業開發、研究和銷售的醫療
系統製造商，以“綜合數據管理”為理念，向
用於診斷紀錄或醫療辦公系統相
大型醫院(主要是教學醫院)提供所有部門的圖
關的線上儲存服務、IoT、顯示器
像和文件管理系統。此系統可有效地改善大型
醫療機構的管理，如眼科、耳鼻喉科的自助檢 及智慧感測器
測項目。
Sumitomo 是一家位於日本的全球貿易投資
公司，其電子事業部門專精於光學材料及產品 光電材料、元件與設備
的開發與銷售，如 LED、雷射與光學傳感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