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儀器專區 

S3020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io-check.com.tw/  

S2012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rocker.com.tw/tw/company.asp  

S1024 定錦企業有限公司 https://ding-jin.weebly.com/  

S1031 泛群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panchum.com.tw/  

S4020 恆茂有限公司  http://www.hammer.net.tw/  

S2017 天統科儀有限公司 http://tender.com.tw/  

S2029 泰仕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es.com.tw/  

S3018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odays.com.tw/  

S2026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engyi.com.tw/  

S1015 群隆興業有限公司 http://www.group-up.com.tw/  

S1022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cientech.com.tw/  

S1017 子嘉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sinom.com.tw/  

S3006 飛碟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ftups.com.tw/index.htm  

S1019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cinco.tw/global/global_taiwan.asp  

S3012 儀展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ketech.com.tw/company.html  

S1018 詮智實業有限公司 http://www.genech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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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23 大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iwah.com.tw/  

S5034 益翔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nshine.com.tw/  

S1027 廣盈儀器有限公司 http://www.conic.com.tw/  

S4009 瑞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ainbowbiotech.com.tw/  

S5019 建成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http://www.ssco.com.tw/  

S5017 亞洲美勝有限公司 http://www.measuring.org.tw/supplier/index.asp?id=832 

S2019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estgen.com.tw/zh-tw/  

S1021 展泓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b-co.com.tw/  

S1003 雅谷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taiwanlab.com.tw/company/?id=162305  

S1023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uanhua.com.tw/  

S4012 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whipoint.com/zh/company/  

S5024 展勝國際有限公司 http://www.tenbin.com.tw/  

S2018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http://dksh.com/tw-zh-Hant/home  

S2025 益瀚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enstron.com.tw/  

S3012 宏宜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ongi-ins.com.tw/  

S1013 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hao-dee.com.tw/index.html  

S3005 瑞儀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raye.com.tw/index.php  

S2032 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 https://new.ab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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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10 百冬企業有限公司   

S2008 歐測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lmatec.com.tw/  

S1011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hong.com.tw/eh/001/  

S4018 優特克儀器有限公司 http://www.yotec.com.tw/  

S1026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un-way.com.tw/  

S1005 艾瑪特有限公司    http://www.airmart.com.tw/  

S2006 力明儀器有限公司  http://www.lmico.com.tw/  

S5007 科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ohsieh.com.tw/  

S4017 山瑞科學有限公司 http://www.srs.com.tw/  

S5013 志宸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hiefdom-tek.com.tw/  

S1012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kaoten.com/company.php  

S1010 世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enmars.com/  

S2009 泰利司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halessystem.com.tw/  

S2028 成祥技控有限公司  http://www.chenshing.com/chineseindex.html  

S3008 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fo.com.tw/  

S1009 協仝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seton.com.tw/  

S4007 雙股生技實業有限公司   

S1007 國科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sinodynamic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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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07 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utekinco.com.tw/action.php  

S4008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anking.com.tw/  

S4006 漢唐科技(股)有限公司  http://www.dr-storage.com/zh-tw/  

S1006 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etech.com.tw/  

S4005 竑毅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horngyih.com.tw/  

S2022 台灣思百吉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pmeasuring.com/tw  

S5026 順億儀器行有限公司 http://www.shuennyih.com.tw/  

S2005 揚航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astsciencecorp.com/?%E8%81%AF%E7%B5%A1%E6%88%91%E5%80%91,77 

S3028 

OLab 專區  

博高科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okao.com.tw/index.html  

原茂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yuan-mau.com.tw/  

鴻揚鈺生技有限公司   

碁進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oinflows.com/com-cf2501917/  

台灣艾爾加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lga.com.tw/  

寬崎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wide-tech.com.tw/index.html  

騏銳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chijui.com.tw/  

萊恩科學有限公司  https://ryanscience.webnode.tw/  

喬璞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ope-smb.com/html/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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鉑恩儀器有限公司  http://www.both-win.com.tw/  

S5011 朱諾生物科技(北京)    

S5009 日本科學儀器協會   

S3021 佳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otechcro.com/  

S3027 全冠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avc-corp.com.tw/  

S1029 慧承國際有限公司 http://www.fstintl.com.tw/  

S2031 亮盛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lianshen.com.tw/  

S4010 科霖儀器有限公司 http://www.cleaninst.tw/  

S5022 久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ientech.com.tw/  

S5030 光能興業社 http://www.kuangneng.com.tw/index.html  

S5020 倍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cv.com.tw/  

S5018 建中衡器 http://www.kainchu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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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設備專區 

S4058 宏科貿易股份公司 http://www.hstcl.com.tw/  

S3054 利峰機械有限公司 http://www.lifong.com.tw/  

S5044 長螢興業有限公司   

S3044 台灣帝國泵潽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eikoku.tw/  

S4064 愛德華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dwardsvacuum.com/tw/Home/?langtype=1028  

S5066 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restbush.com.tw/v2/official  

S5060 精工鑄造股份公司 https://www.stellite.org/zh-tw/  

S3069 孟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aser-station.com/  

S3058 晨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oodmorning.com.tw/  

S4059 彩易通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olorpilots.com/  

S5059 力揮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li-hui.com.tw/  

S3038 捷流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valuevalves.com/  

S5058 普發真空科技股份公司 https://www.pfeiffer-vacuum.com/en/home/  

S5046 禾欣自動化企業社 http://www.auto-matic.com.tw/index.html  

S5048 大晃流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iko-fs.com/  

S5050 鴻達機械有限公司 http://www.fontal.com.tw/  

S4060 協輝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http://www.mill-machine.com.tw/zh-tw/  

S4043 源達機電科技有限公司(源達貿易有限公司) http://www.kimax.com.tw/  

S3048 昆三實業有限公司 http://ck54168.myweb.hinet.net/  

S3062 千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elc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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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64 允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siamachinery.net/supplier/index.asp?SupID=7889  

S5052 菲爾特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filtration.com/  

S5062 台灣大吳股份有限公司 http://daikure.com.tw/ch/  

S4047 銳昇興業有限公司 http://www.risingsunvac.com.tw/Default.aspx  

S5057 尚峰貿易有限公司   

S2070 金口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inggate.com.tw/  

S4055 旭騰工業有限公司 https://www.kingtron.com.tw/  

S4051 統地有限公司 http://www.top-deed.com.tw/index.html  

S4061 興泉企業有限公司 http://toviya.idv.tw/  

S5054 殷聖工程有限公司 http://www.is-made.com/  

S5063 經緯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S5056 宇燦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ultrapro.com.tw/  

S3069-1 旭豪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h-vacuum.com.tw/  

S2064 遠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versupp.com.tw/  

S4069-1 漢鈞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hangen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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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暨應用區 

S5051 新環隆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erfang.com.tw/  

S5053 信忠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https://www.jmsc.com.tw/  

S5037 南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ypi-lighting.com/ch/about_us.php  

S4046 預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mtweb.com.tw/big5/  

S5043 鈞能實業有限公司 http://www.engplus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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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橡膠暨製造技術區 

S4044 輪億企業有限公司 http://wheelion.com/  

S4048 亦勵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z-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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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安衛區 

S4038 
台灣漢高股份有限公司 

(福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enkel.tw/  

S5047 順帆風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f.com.tw/chinese/  

S4054 香港商歐洲機械服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S4052 安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ecumize.com.tw/  

S4056 勵眾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eoplelife102.com/  

S4050 宥銘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um-ming.com.tw/about  

S5055 和發產業園區 http://www.kcghof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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