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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買家資訊
產業類別：
資通訊應用領域類(智慧生活、交通、監控、綠產與能源、穿戴式科技與 IC 硬體製造
等)、智慧製造領域(金屬機械)、智慧醫療領域(生技銀髮)

國家

公司名稱與聯絡資訊
Cyfrowy Polsat S.A.

波蘭

Website: www.cyfrowypolsat.pl
Email: jcendrowski@cyfrowypolsat.pl
InterPhone Service Sp. z o. o.

波蘭

Website:
http://www.interphone.com.pl/_en
Email:
oliwia.kuczynska@interphone.com.pl

Microlab
Website: www.microlabprogetti.com
義大利

Email:
giuliosfoglietti@microlabprogetti.com

公司簡介

採購項目或合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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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及電信服務。為了提供顧客 智慧居家解決方案、智慧城市解決
享 有 最 好 的 服 務 還 有 未 來 的 機 會 ， Cyfrowy 方案、無線連結應用。
Polsat 在波蘭擁有先進的 STB 製造技術還有研
究開發中心。
InterPhone Service 是隸屬於波蘭最大的私營
電 信 集 團 ”Cyfrowy Polsat” 的 製 造 公 司 。
interPhone Service 主要致力於開發和製造機 智慧城市與智慧居家解決方案、智
上盒，同時本集團的 EMS 分公司亦穩定成長中。 能組件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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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lab 成立於 1981 年，從事電子市場，國防
/航空航天，電信，ICT，電子醫療和能源領域的
設計/諮詢/製造。我們已經設計了數以百計的產
品，大部分的客戶已成為我們的緊密合作夥伴。
這幾年我們積極在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半導體、資通訊相關設備、電子醫
地區，東歐，中國，台灣，土耳其，伊朗，敘利
亞，約旦，伊拉克和尼日利亞尋找商機。我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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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的公司的合作方式包含：
1. 尋找當地合作夥伴作為經銷商，銷售代表以及 事微波裝置(GaAs-GaN)製造的矽
代工廠或醫療設備公司。
維護和安裝服務;
2. 支持建立商業聯盟和合資企業;
3. 支持各企業參與政府招標;
4. 開設辦事處、分支機構或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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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Inc.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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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cityKorea Inc.
韓國

韓國

Website: www.smartcitykorea.com

Twitter 是一種美國在線新聞和社交網絡服務，
用戶可以在其上發布消息並與稱為“推文”的
消息進行交互。 推文最初限制為 140 個字符，
但是在 2017 年 11 月 7 日，除了中文，日文和
韓文之外，所有語言的限制都加倍到 280.註冊用
伺服器/存儲/POP/DC 基礎設施的
戶可以發布，喜歡和轉發推文，但未註冊的用戶
ODM 合作夥伴。
只能讀取它們。 用戶通過其網站界面，通過短消
息 服 務 （ SMS ） 或 其 移 動 設 備 應 用 軟 件
（“app”）訪問 Twitter。 Twitter Inc. 總部位
於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在全球擁有超過 25 個
辦事處。
SCK 是 smrt city 和 SI 公司的平台開發公司。 現
智慧醫療、智慧交通、能源管理系
在濟州島利用我們的平台進行智能城市長期項
統、廢棄物管理、IoT 解決方案。特
目，因此我們正在為智能城市尋找一些好的解決
尋求具 WiFi 或 LoRa 通訊技術，且
方案，系統和方案，向他們介紹濟州島。 此外，

能發送 GPS、心跳訊號的穿戴式裝

Email: james@smartcitykorea.com

SCK 還在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與科威
置。
特等世界各地開展智慧城市項目。

Green IT Korea Co., Ltd.

產品 MSVR─採 GIS 地圖、行動連接解決方案、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合作夥伴，系統
操作直覺的管理技術。能與相關安防機構聯繫(包
整合開發、智慧監控解決方案與人
括地方政府)，建立更快速反映的即時服務。

Website: www.greenitkr.com

臉辨識技術。

Email: skselee@greenitkr.com
Asia Biz Hub Partners Co.

韓國

Website: www.asiabizhub.com
www.guglobal.com (合作夥伴公司)
Email: daerhee@asiabizhub.com

Asia Biz Hub Partners 專注於將亞洲合作夥伴與
韓國聯繫起來。我們在各自行業的每個合作夥伴
擁有至少 20 年的經驗，我們正在為越南，馬來 遠端醫療控制/醫療解決方案、AI 智
西亞的韓國公司開展多個業務開發和營銷項目， 慧視頻分析、智慧看版、可穿戴式智
印尼、泰國和中國。通過我們的合作夥伴公司 GU 能設備。
Global(www.guglobal.com)，我們進口，開發市
場並銷售來自中國、日本、台灣和美國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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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Link Inc. 是一家全球科技公司，總部位

CenturyLink Inc.
新加坡

Website: https://www.centurylink.com/
Email: preetam.bose@centurylink.com

於路易斯安那州門羅，為全球客戶提供通信，網
絡服務，安全，雲解決方案，語音和託管服務。
該公司是標準普爾 500 指數和財富 500 強的成
員。其通信服務包括本地和長途語音、寬頻、多
智慧家居解決方案、智慧裝置產品、
協議標籤交換（MPLS）
、專線（包括特殊接入）
、
智慧裝置解決方案。
乙太網、託管（包括雲託管和託管主機）
、數據集
成、視頻、網絡、公共接入、互聯網協議語音
（ VoIP ） 與 信 息 技 術 和 其 他 輔 助 服 務 。
CenturyLink 還為北美、拉丁美洲、歐洲、中東
和非洲以及亞太地區的全球企業客戶提供服務。

Virtual Trunk Pte. Ltd
新加坡

Website: www.virtualtrunk.com
Email: kcyap@virtualtrunk.com

Scoolsmart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Website: www.scoolsmart.com
Email: haroon.hasan@scoolsmart.com

Virtual Trunk 是一家新加坡註冊公司，成立於
2015 年，透過手機對講服務技術通動勞動力流
動。我們的創新工程不是從後端開始的，它始於
傾聽客戶的意見。他們需要溝通即時與員工進行
更廣泛交流，無需昂貴的基礎設施和大量投資。
他們需要連接現有的無線網絡用戶，並具備捕獲 尋找新北長期配合系統集成商與無
和發送視頻以及圖片的能力。從設計巧妙的物聯 線電經銷商，共同爭取新加坡政府
網終端到強大的網絡，緊密集成應用程序以保護 智慧城市建設委託案。
平台。我們的解決方案讓人們更輕鬆地保持聯繫
並提高工作效率。有效整合將文件和應用程序連
結任何設備，同時確保安全性和數據保護。我們
不僅僅提供硬件設備或軟件解決方案，也是智能
手機和個人電腦的即按即說應用程序。
ScoolSmart 是世界上第一個利用完全客製化、
多語言應用程式 App 和以 SIM 卡代替學生證，
可以加快學校、家長、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速 尋找教育性相關之物聯網設備、製
度。 具有學校和公車紀錄，一鍵式授權，校園電 造，包含幼兒園，學校，學習中心類
子 商 務 平 台 和 獨 特 的支 付 解 決 方 案 等 功 能 。 型，進行台灣市場交流。
ScoolSmart 具有存儲在其工作管轄範圍內完整
的數據隱私。ScoolSmart 在香港成立，將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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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全球業務，徹底改變學校生態系統，使通信
更快捷，更智能，節省成本。ScoolSmart 現在正
在開展一個 R + D 計劃，包括 AR（擴增實境），
AI（人工智慧）和區塊鏈，以增強系統功能。

Lyft Inc.
美國

Website: https://level5.lyft.com/
Email: pei@lyft.com

Lyft 是一間交通網路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
尼亞州舊金山，以開發行動應用程式連結乘客和
司機，提供載客車輛租賃及實時共乘的分享型經
濟服務。乘客可以通過傳送簡訊或是使用行動應
用程式來預約這些載客的車輛，利用行動應用程 車載運算技術、製圖、機器人控制系
式時還可以追蹤車輛的位置。我們正在努力建立 統、自動冷卻/電力機械解決方案。
領先的自駕車系統，因為我們相信未來自動駕駛
汽車使運輸更安全，更便於每個人使用。由於道
路上的汽車減少，空氣污染減少，我們可以重塑
城市周圍的城市。
Adept Corporation 是一家在印度的美國公司，
業務涉及太陽能，工業自動化以及製造和倉儲技

Adept Renewable Energy Pvt Ltd.
印度

Website: www.adeptcorporation.com
Email: palak@adeptcorporation.com

術領域的綠色技術。Adept 自 2005 年（美國）
以 來 一 直 從 事 該 業 務， 並 已 在 印 度 開 設 業 務
（2011 年）
。Adept 是工業自動化的系統集成商， 綠能、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相關、工業
為自動化，遠程監控和倉儲自動化提供信息和通 自動化、自動化倉儲、遠端監控。
信技術。Adept 也參與綠色能源技術，提供太陽
能係統的系統集成，包括 GPS 系統，遠程監控和
HDMI 解決方案。我們還提供混合動力系統，包
括電池存儲技術和風力渦輪機系統。

ECS Environment Pvt Ltd.
印度

Website: www.ecscorporation.com
Email:
bharat.patel@ecscorporation.com

ECS 是一個環保組織，具有未來的視野，在通過
吸收世界一流的技術創新，為技術體驗增加價
值，改變人類進步的過程，徹底改變我們下一代 電子廢物管理、數據儲存技術、網路
的安全。ECS Corporation 致力於提供以客戶為 安全解決方案/硬體設備。
中心的技術通過最佳的環保實踐提供解決方案
和服。ECS 提供不僅是銷售或提供售後服務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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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進和個性化解決方案。ECS 獨特的業務模
式通過其 IT 解決方案中心涵蓋 IT 產品的整個生
命週期，遠程管理服務，高級維修，翻新和廢物
管理。ECS 是一家綠色使命一流公司，致力於提
供環保解決方案，保護資源和回收廢棄物來恢復
和保護環境平衡。
Netgenbiz.Com Pte. Ltd.
新加坡

我們是接待服務業的技術解決方案提供商，提供
Ai 應用技術、語音辨識與大數據分
整合和客製化解決方案。

Website: www.netgenbiz.com

析技術合作。

Email: raymond@netgenbiz.com
Satellite Telecom LPV GmbH
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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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kai Co., Ltd.
日本

Website: http://www.health-power.net/
Email: dor-bee@kyoto-net.com

Geekay Pvt. Ltd.
斯里蘭
卡

Website: www.geekay.lk
Email: giri@geekay.lk
Hatari Technology Co., Ltd.

泰國
Website: https://www.hatari.co.th/en/

著重在智慧城市應用中的語音、數據和備份通訊
技術。將對於災害管理、災害風險減輕方面有採
購需求；其需求涵蓋透過行動裝置和固定互聯網
的安全與保全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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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供“健康電源產品”，可創造真正的健
康。健康電源產品是支持前所未有的髖關節的產
品，由創始人 Hitoshi Nakai 通過多年的研究開
產品代理通路及發掘各式智慧醫
發。重要的是，平衡帶系列已經成為一種可以讓
療產品，尤其時老人照護相關。
大家口耳分享的優質產品，因為此商品擁有專利
結構，可以與市面上商品做區分。我們將努力從
客戶的角度改善，讓每個人都能健康快樂。
成立於 1952 年，主要為進出口分銷。目前主要 醫療用輔具設備: 輪椅，助行器，
做進口醫療設備及拋棄式用品，矯正、物理設備
醫院床具，消毒器，高壓滅菌器，
等等。
智能監護儀等。
Hatari 科技公司是關於貿易公司。 總部設在泰
生物技術醫療服務、電子醫療、
國曼谷。該公司隸屬於 Hatari Electric co., ltd。
居家照護。
在泰國為生產電風扇的大公司，該公司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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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Hashimoto@hatari.net

台灣、德國進口產品在泰國銷售。我們的產品目
標與美容，健康，科技和健康有關。

Punfa Co., Ltd.
泰國

Website: (無)

Punfa 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6 年 8 月 3 日。主要
業務是家用醫療測試和旅行配件 OEM。
醫療耗材、旅行用醫療相關、生
物技術醫療服務。
我們希望將業務擴展到老年醫療援助產品。

Email: wanchai@punfa.co.th

ANATS SA 於 1982 年在雅典成立，是醫療產業

Anats S.A.
希臘

Website: www.anats.gr
Email: nasosnikolouzos18@gmail.com

創新企業，主要目標是醫療，醫院和 OTC 產品的
進口、出口、製造和分銷設備、高質量、高科技
的專業醫療產品。在過去的 5 年裡，擴大了在食
品，化妝品，治療產品等其他領域的業務。
醫療設備，診斷設備，日常護理
此外，我們通過線上商店擴展我們的零售業務， 產品等。
同時通過推廣 I-Health 產品系列和其他配件的
成熟零售商擴展我們的零售業務。
該公司已通過 EKAPTY（自 1999 年起）的 EN
ISO 9001：2015 / EN ISO 13485：2016 / DY8
/ 1348-1304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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