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MEDICA 國際醫療展 
德國杜塞道夫 / 11 月 13 – 16 日 / 第 16 展廳  G40 攤位 

 
迎 向 全 球 醫 療 挑 戰   http://israelmedicalinnovation.com/  

http://israelmedicalinnov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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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選擇以色列?  

 
 

多元性是以色列醫學儀器產業的骨幹：  

 

多樣化公司 – 多元技術實施 – 多種醫學應用。  

 

1990 年代末期，以色列擁有超過 200 家生命科學公司。過去十年間的穩定成長(每年約有 40

間新公司誕生)，讓以色列為這個產業注入創意和創新力；時至今日，以色列生命科學公司的總

數已經突破 1300 家。  

 

在相對短時間內，便有 40%公司開始獲利，令人稱羨。以色列的企業生態系統為新創公司提供

進步的機會，幫助其成為商業上有望成功、前景看好的企業。自 2008 年起，生命科學出口額

穩定成長，於 2014 年度達到 85 億美元，即為產業發展的明證；同時，為數眾多的種子公司

可望延續當前的成長趨勢，使其永存不滅。  

 

醫學儀器和醫療保健資訊科技占最大宗(超過 65%公司屬於此類)。在醫學儀器領域，以色列的

科學家和工程師整合電子學、通訊科技及電光學的先進技術，開發出數位影像、醫用雷射、遠

程醫療、早期診斷和智慧手術設備及其他層面的世界級創新應用。超過 500 家醫學儀器出口商

專事各種各類的醫學應用，包括心血管及週邊血管、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急救醫學、重症加

護與復健、呼吸和呼吸道維護、腫瘤科、婦女健康、骨科及運動醫學、腸胃科、感染管制、眼

科、疼痛和傷口管理、口腔與牙科、皮膚科及美容醫學。  

 

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的生命科學公司密度如此集中。這些公司根源於頂尖的國際學術與研究機

構；職員團隊具備高等教育和技能；營運風氣大膽進取，為今日面臨的醫療保健挑戰－降低整

體醫療保健成本，滿足全球老化人口不斷變化的需求，同時創造顯著的投資價值－提出許多創

新的醫學解決方法及技術。 



3 

 

 

 

 

 

 

 
 

 

 

 

 

 2017 年 MEDICA 國際醫療展  以色列  靈感來自創新  

 

由會員公司、私人機構、和以色列政府共同支持所組成的以色列出口及國際合作協會(IEICI)，

負責推廣以色列出口商與海外企業和組織之間的商業關係。協會向以色列公司提供廣泛的出

口導向服務，也為國際商業界提供配套服務，藉此協助建立成功的合資企業、戰略聯盟和貿

易夥伴關係。  

 

IEICI 生命科學部門是業界中的翹楚，負責為 1,300 家以上的以色列生命科學產業公司與全球

各級的商業夥伴連上線。此部門具備成熟的能力，能辨識和配對合適的潛在商業夥伴，建構

一對一商業會談，也是政府和企業的聯絡中心點。 

 

IEICI 是以色列公司參與 2017 年 MEDICA 國際醫療展的主辦單位。  

歡迎與 IEICI 一同探索以色列的生命科學產業。  

 

Angela W. Rabinovich, 生命科學處處長  

以色列出口及國際合作協會  

電話號碼：+972 3 514 2891, 電子信箱： angela@export.gov.il    

 

Tomer Epstein, 醫學儀器與醫療保健資訊科技經理  

以色列出口及國際合作協會  

電話號碼：+972 3 514 2938, 電子信箱：tomere@export.gov.il    

www.export.gov.il 

mailto:angela@export.gov.il
mailto:tomere@export.gov.il
http://www.export.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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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MEDICA 國際醫療展 外貿局  

 
隸屬以色列經濟部的外貿局 (FTA)負責管理與執行以色列的國際貿易和貿易政策。透過設立於 
耶路撒冷的總部，以及位於全球重要金融中心、超過 40 個經濟及貿易機構，FTA 致力於促進
以 色列於全世界的經濟表現。 

以色列的經濟及貿易機構是以色列政府欲促進我國企業於外國市場發展的最前線努力。我們的 
團隊由極富經驗的經濟代表人和業務顧問組成，提供以色列公司及國際商業界廣泛的服務。 

FTA 分為三大部門，各自以其獨特而有效的方式提升以色列的經濟： 

• 推廣貿易部 – 確保以色列出口業的持續發展。 

• 貿易政策與國際協定部 – 負責以色列的自由貿易協定，維持並發展政府間關係，和處理影響 
以色列企業的監管障礙。 

• 國際計畫及融資部 – 提供不同計畫以支持以色列公司的海外業務營運。 

在 2017 年 MEDICA 國際醫療展，我們設立於全球的經濟及貿易機構將會持續努力，如同過去
幾年大獲成功的表現，將以色列創新的醫療器材業與國際商業界串聯起來。 

 

有關 FTA 海外經濟機構的連絡資訊，請見第 75 頁  

 

FTA海外經濟代表處的聯絡資訊  

Joseph Akerman, 專案經理 - 2017年MEDICA國際醫療展  

外貿管理局，經濟產業部  

+972 2 666 2776, joseph.akerman@economy.gov.il 

 

 www.itrade.gov.il 

 

  

mailto:joseph.akerman@economy.gov.il
http://www.itrade.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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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依公司別 依類別分類 依治療範圍分類 
  

 

 
 
依公司分類… 
公司名稱 主類別 / 子類別 治療領域 頁數 

Allium  醫學儀器 泌尿科 20 

   拋棄性與植入式 婦科   

    腸胃科   

B-Cure Laser  醫學儀器 糖尿病 21 

   醫療設備 口腔與牙科保健   

    發炎   

    骨科   

    傷口管理   

    獸醫   

    復健   

BRH Medical  醫學儀器 傷口管理 22 

   醫療設備  糖尿病   

Bio-beat technologies  醫學儀器 心血管 23 

   遠程醫療     

Biolight Medical Devices  醫學儀器 過敏 24 

   醫療設備 耳鼻喉科   

Biop Medical  醫學儀器  腫瘤科 25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診斷與監測、內視鏡與輔助物件 

 造影 

婦科 

婦女健康 

  

Bo&Bo  醫學儀器 骨科 26 

   醫療設備 復健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   

Cardiacx Medical  醫學儀器 心血管 27 

   拋棄性與植入式 急救醫療服務   

Cathetrix  醫學儀器 泌尿科 28 

   醫療設備 重症加護   

Chaban Medical  醫學儀器 呼吸科 29 

   醫療設備     

Cnoga  醫學儀器 糖尿病 

 

   診斷 & 監測 內分泌學   

   遠距醫療 心血管   

    EMS – 緊急醫療服務   

    一般醫療   

    肺部   

    基礎醫療   

    呼吸科   

    婦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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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依公司別 依類別分類 依治療範圍分類 
  

 

 
 
依公司分類… 

 
 

公司名稱 主類別 / 子類別 治療領域 頁數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醫學儀器 傷口管理 30 

   拋棄性與植入式 急救醫療服務   

    一般外科   

    心血管   

    腫瘤科   

    骨科   

    腎臟科   

    口腔與牙科保健   

    產科   

    婦科   

    耳鼻喉科   

    泌尿科   

    週邊血管   

DPE Medical  醫學儀器 復健 31 

   醫療設備 物理治療       

   機器人技術 心血管   

   診斷與監測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   

   研究設備 神經科學   

   訓練 骨科   

   遠程醫療 小兒科   

    胸腔科   

    一般醫療   

Dr. Sagie Bedwetting clinics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小兒科 32 

  網路健康資訊 婦科    

DYN R&D  醫學儀器、生物科技 婦女健康 33 

  醫療設備、診斷組 分子生物 皮膚科與美容醫學   

EarlySense  醫學儀器 心血管 34 

  診斷與監測 感染管制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內科   

  遠程醫療, 電子病歷 腫瘤科   

    骨科   

    復健   

    呼吸科   

    精神科   

    胸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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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分類… 

 
 
 

公司名稱 主類別 / 子類別 治療領域 頁數 

Equatel  醫學儀器 一般醫療 35 

  遠程醫療   
  

Estar Technologies  醫學儀器 皮膚科與美容醫學 36 

   生物科技 骨科   

   生物材料與等離子產品 口腔與牙科保健   

   組織工程與細胞治療 獸醫   

    傷口管理   

Exalenz  醫學儀器 腸胃科 37 

   診斷與監測 一般醫療   

    基礎照護   

    實驗室設備   

Flight Medical  醫學儀器 呼吸科 38 

   醫療設備 基礎照護   

    胸腔科   

    急救醫療服務   

    加護病房   

GlucoMe  醫學儀器 內分泌科 39 

   診斷與監測,  糖尿病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遠程醫療 

 決策支持系統, 行動健康醫療 
  

  

Gordian Surgical  醫學儀器 肥胖症 40 

  拋棄性與植入式 一般外科   

  微創 泌尿科   

    婦產科   

Guide In Medical  醫學儀器 呼吸科 41 

   拋棄性與植入式 急救醫療服務   

   內視鏡與輔助物件 加護病房   

    一般外科   

HealthWatch  醫學儀器 心血管 42 

   診斷與監測 呼吸科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一般醫療   

   遠程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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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分類… 

 
 
 

公司名稱 主類別 / 子類別 治療領域 頁數 

Hip Hope Technologies  醫學儀器 骨科 43 

   診斷與監測, 醫療設備 復健   

Hygimed by Maabarot & Ashylon  醫學儀器 一般醫療 44 

   拋棄性與植入式     

IceCure Medical  醫學儀器  婦女健康 45 

   微創系統 腫瘤科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醫學儀器  急救醫療服務 46 

   醫療設備  心血管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呼吸科   

   遠程醫療      

Lumenis  醫學儀器 耳鼻喉科 47 

  醫療設備 婦科   

   微創系統 泌尿科   

Medasense Biometrics  醫學儀器 疼痛管理 48 

   診斷與監測     

Medispec  醫學儀器 心血管 49 

   醫療設備 腎臟科   

    骨科   

    泌尿科   

    獸醫   

    傷口管理    

Medisim  醫學儀器 一般醫療 50 

   診斷與監測 重症加護   

    急救醫療服務   

MediTouch  醫學儀器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 51 

   醫療設備 神經科學   

    骨科   

    小兒科   

    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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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分類… 
 
公司名稱 主類別 / 子類別 治療領域 頁數 

Mennen Medical  醫學儀器 加護病房 52 

  診斷與監測 心血管   

    小兒科   

    神經科學   

    一般外科   

Meditrac  醫學儀器 骨科 53 

  醫療設備     

Mizra Medical  醫學儀器 一般醫療 54 

  醫療設備 泌尿科   

   拋棄性與植入式 骨科   

   無處方箋 小兒科   

    耳鼻喉科   

NanoVibronix  醫學儀器 感染管制 55 

   醫療設備 泌尿科   

    傷口管理   

neoLaser  醫學儀器 一般外科 56 

   醫療設備 週邊血管   

    骨科   

    神經科學   

    耳鼻喉科   

    婦女健康   

    腫瘤科   

    皮膚科與美容醫學   

    獸醫   

    口腔與牙科保健   

    小兒科   

    胸腔科   

Noam Urim   醫學儀器 感染管制 57 

   拋棄性與植入式 基礎照護   

   無處方箋藥物 一般醫療   

Nuvo Group  醫學儀器 婦科 58 

   診斷與監測 產科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決策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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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主類別 / 子類別 治療領域 頁數 

OCON Medical  
醫學儀器 婦女健康 59 

   拋棄性與植入式     

   藥物遞送     

Peak Medical  醫學儀器 加護病房 60 

   醫療設備     

Playwork  醫學儀器  復健 61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訓練、服務     

Pharma Sept  醫學儀器 耳鼻喉科 62 

   拋棄性與植入式 一般外科   

   企業用途 /原廠委託製造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   

    骨科   

Polycart Technologies  醫學儀器 一般醫療 63 

   醫療設備     

Qinflow  醫學儀器 急救醫療服務 64 

   醫療設備 獸醫   

Salute Rehab  醫學儀器 復健 65 

   醫療設備 小兒科   

    心血管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   

    骨科   

Shekel Scales  醫學儀器 一般醫療  66 

   醫療設備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遠程醫療     

   電子健康紀錄     

   軟體與硬體     

   醫院單位/診所     

   企業用途 /原廠委託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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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主類別 / 子類別 治療領域 頁數 

Sion Medical  醫學儀器 心血管 67 

   拋棄性與植入式 感染管制   

    眼科   

    骨科   

    傷口管理   

    婦科   

    泌尿科   

    獸醫   

Synergo by Medical Enterprises  醫學儀器 泌尿科 68 

Group   醫療設備, 微創系統 腫瘤科   

  奈米科技     

   藥物投遞、藥物標的     

TavTech  醫學儀器 皮膚科與美容醫學 69 

   醫療設備 腸胃科   

   拋棄性與植入式 感染管制   

   內視鏡與輔助物件 傷口管理   

   微創系統     

Via Surgical 醫學儀器 一般外科 70 

   微創系統 肥胖   

   拋棄性與植入式     

Viasonix  醫學儀器 週邊血管 71 

   醫療設備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   

   診斷與監測 神經科學   

Virility Medical  醫學儀器 泌尿科 72 

   拋棄性與植入式     

Vitalerter  醫學儀器 一般醫療 73 

   診斷與監測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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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類別分類… 
 

醫學儀器     

診斷與監測 Biop Medical  
 

  Cnoga Medical  

  DPE Medical   

  EarlySense    

  Exalenz    

  GlucoMe    

  HealthWatch    

  Hip Hope Technologies    

  Medasense Biometrics   

  Medisim 
  

  Mennen Medical    

  Nuvo Group   

  Viasonix    

  Virility Medical    

拋棄性與植入式 Allium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Hygimed by Maabarot & Ashylon    

  Gordian Surgical    

  Guide In Medical 
  

  Mizra Medical    

  Noam Urim     

  OCON Medical 
  

  Pharma Sept    

  Sion Medical    

  TavTech    

  Via Surgical    

  Virility Medical    

內視鏡與輔助物件 Biop Medical  
  

  Guide In Medical  
  

  Tav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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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類別分類… 
 

  醫學儀器     

醫療設備 BRH Medical    

  Cardiacx Medical    

  Chaban Medical   

  DPE Medical    

  DYN R&D    

  Estar Technologies    

  Flight Medical    

  Gordian Surgical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Lumenis   

  Medispec    

  MediTouch    

  Meditrac    

  Mizra Medical    

  NanoVibronix    

  neoLaser    

Peak Medical  

Peak Medical    

  Polycart Technologies    

  Qinflow    

  Salute Rehab    

  Shekel Scales    

  Synergo by Medical Enterprises  Group    

  TavTech    

  Viasonix    

微創系統 Gordian Surgical   

  IceCure Medical    

  Lumenis   

  Synergo by Medical Enterprises Group   

  TavTech    

  Via Surgical    

遠程醫療 Bio-beat technologies    

  Cnoga Medical   

  DPE Medical    

  EarlySense    

  Equatel   

  GlucoMe    

  HealthWatch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Shekel Scales    

file:///C:/Users/elsah/Desktop/MEDICA%202017/Book1.xlsx%23RANGE!_bookmark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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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類別分類… 

 

 

 

 

 

 

 

 

 

 

 

 

 

醫學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Biop Medical   

  Dr. Sagie Bedwetting clinics    

  EarlySense    

  GlucoMe    

  HealthWatch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Nuvo Group   

  Playwork    

  Shekel Scales    

  Virility Medical    

生物科技 DYN R&D    

  Estar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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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治療範圍分類… 
 
  
 
 
 
 
 
 
 
 
 
 
 
 
 
 
 
 
 
 
 
 
 
 
 
 
 
 
 
 
 
 
 
 
 
 
 
 
 
 
 
 
 
 
 
 
 

心血管 Bio-beat technologies    

  Cardiacx Medical    

  Cnoga Medical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DPE Medical    

  EarlySense    

  HealthWatch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Medispec    

  Mennen Medical    

  Salute Rehab    

  Sion Medical    

皮膚科與美容醫學 DYN R&D    

  Estar Technologies    

  neoLaser    

糖尿病 BRH Medical    

  B-Cure Laser    

  Cnoga Medical   

  GlucoMe    

急救醫療服務 Cardiacx Medical    

  Cnoga Medical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Flight Medical    

  Guide In Medical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Medisim   

  Qinflow    

耳鼻喉科 Biolight Medical Devices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Lumenis    

  Mizra Medical    

  neoLaser    

  Pharma Sept    

腸胃科 Allium    

  Exal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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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治療範圍分類… 
 

  
 
 
 
 
 
 
 
 
 
 
 
 
 
 
 
 
 
 
 
 
 
 
 
 
 
 
 
 
 
 
 
 
 
 
 
 
 
 
 
 
 
 
 
 
 
 

一般醫療 Hygimed by Maabarot & Ashylon   

  Cnoga Medical  

  DPE Medical   

  Equatel   

  Exalenz   

  HealthWatch   

  Medisim  

  Mizra Medical   

  Noam Urim    

  Polycart Technologies   

  Shekel Scales   

  Virility Medical   

一般外科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Gordian Surgical   

  Guide In Medical   

  Mennen Medical   

  neoLaser   

  Pharma Sept   

  Via Surgical   

婦產科 Allium   

  Biop Medical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DYN R&D  

  Gordian Surgical   

  Lumenis   

  Nuvo Group  

  Sion Medical   

加護病房 Flight Medical   

  Guide In Medical   

  Medisim  

  Mennen Medical   

  Peak Medical   

感染管制 EarlySense   

  NanoVibronix   

  Noam Urim    

  Sion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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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治療範圍分類…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 Bo&Bo   

  DPE Medical   

  MediTouch   

  Pharma Sept   

  Salute Rehab   

  Viasonix   

腫瘤科 Biop Medical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EarlySense    

  IceCure Medical    

  Synergo by Medical Enterprises Group   

  neoLaser    

口腔與牙科保健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B-Cure Laser    

  Estar Technologies    

  neoLaser    

骨科 Bo&Bo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DPE Medical    

  EarlySense    

  B-Cure Laser    

  Estar Technologies    

  Hip Hope Technologies    

  Medispec    

  MediTouch    

  Meditrac    

  Mizra Medical    

  neoLaser    

  Pharma Sept    

  Salute Rehab    

  Sion Medical    

疼痛管理 Medasense Biometrics   

小兒科 DPE Medical    

  Dr. Sagie Bedwetting clinics    

  MediTouch    

  Mennen Medical    

  Mizra Medical    

  neoLaser    

  Salute Reh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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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治療範圍分類… 

 
 

  
 

  
 
 
 
 
 
 
 
 
 
 
 
 
 
 
 
 
 
 
 
 
 
 
 
 
 
 
 
 
 
 
 
 
 
 
 
 
 
 
 
 
 
 
 
 

週邊血管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neoLaser    

  Viasonix    

胸腔科 Cnoga Medical   

  DPE Medical    

  EarlySense    

  Flight Medical    

  neoLaser    

復健 Bo&Bo    

  DPE Medical    

  EarlySense    

  B-Cure Laser   

  Playwork    

  Hip Hope Technologies    

  MediTouch   

  Salute Rehab    

呼吸科 Chaban Medical    

  Cnoga Medical   

  EarlySense    

  Flight Medical    

  Guide In Medical    

  HealthWatch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泌尿科 Allium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Gordian Surgical    

  Lumenis    

  Medispec    

  Synergo by Medical Enterprises Group   

  Mizra Medical    

  NanoVibronix    

  Sion Medical    

  Virility Medical    

獸醫 B-Cure Laser    

  Estar Technologies    

  Medispec    

  neoLaser    

  Qinflow    

  Sion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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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治療範圍分類… 

 
 

  
 
 
 

婦女健康 Biop Medical    

  Cnoga Medical   

  DYN R&D    

  IceCure Medical    

  neoLaser    

  OCON Medical    

傷口管理 BRH Medical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B-Cure Laser    

  Estar Technologies    

  Medispec   

  NanoVibronix    

  Sion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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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um Medical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拋棄性與植入式 

治療領域: 泌尿科, 婦科, 腸胃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allium-medical.com 

 

  公司一覽    

高級微創產品  

說明: Allium Medical Solutions 有限公司是特拉維夫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由其位於以色列古城－凱撒

利亞的經營場址負責開發、製造、與國際性行銷。 

公司目前的業務包含4條不同的生產線: 

1. 心血管 

2. 泌尿科與失禁護理 

3. 泌尿婦科與骨盆重建 

4. 肝膽腸胃科 

 

  技術及產品  

Allium®特定部位支架 (CE 認證，TGA 核可):  

Allium Medical提供長期性、全面覆蓋、可伸長亦可回縮的金屬支架。在解剖構造及功能上，Allium支架

適用於特定器官，可用於治療泌尿道及腸胃道阻塞。  

Allium為醫師和患者提供極有效力的支架解決方案，顯著地提升臨床結果與患者的生活品質。  

Allium 發展出享有專利保障的支架技術平台，以促進特定部位的支架開發。為了配合治療部位及其周圍的

解剖組織，Allium 的每個支架都經過特別設計。Allium 透過專利技術平台，製造出薄壁、覆蓋完整、又兼

顧關鍵優勢－可動性－的大管徑支架。 

EndoFast® - 軟組織固定技術: EndoFast的核心技術是獨特的Spider Fastener，能用網格固定住任何軟組

織。此產品目前用於骨盆腔器官脫垂及失禁症的修復。EndoFast產品的臨床益處包括高度拉脫力、穿透深

度淺及可取回性，可達到最佳的網格固定成效。 

 

 目標  

目的:  尋找新經銷商、代工生產、私有品牌儀器、策略性商業合作 

目標業務: 經銷商、投資者、策略夥伴 

目標國家: 北歐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印度、日本、泰國、印尼 

http://www.allium-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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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ure Laser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糖尿病足部潰瘍、急性與難以癒合的慢性傷口、發

炎、骨科、復健、牙科、獸醫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gd-energies.com 

 

 公司一覽 

B-Cure Laser Pro- 糖尿病足部潰瘍 – 全新的優異雙盲臨床試驗結果  

B-CURE LASER 是全球首部根據實證醫學的可攜式低能量雷射治療(LLLT) 醫學儀器，治療能力媲美完整診

所：可有效治療難以癒合的傷口、骨科疾病並舒緩疼痛。我們的目標是為治療、醫療護理與生活品質帶來創

新。關於傷口癒合及骨科疾病的全新雙盲臨床試驗支持其功效。  

糖尿病足部潰瘍臨床試驗 - 結果： 

雙盲臨床試驗的初步結果：於 12 週治療期間，B-cure Laser Pro 實驗組的 10 位患者中有 7 位的傷口癒合

程度>90%，(其中 4 位的傷口完整癒合)，對照組 9 位患者中則僅有 1 位達此程度。依照費雪精確機率檢

定，p=0.019。對照組與實驗組的傷口癒合程度各為 16% 與 84.6%，根據雙邊精確 Mann-Whitney 的 U

型檢定，P=0.033。兩組皆依黃金標準，採用相同敷料進行治療。 

治療方法對於治療壓迫性傷口、割傷、燙傷和術後傷口亦極為有效。 

Products: 

產品： 

B-Cure Laser- 有效治療骨科疾病、疼痛與復健 – 居家使用簡單又安全。 

B-Cure Laser PRO- 治療急性和慢性傷口，包含糖尿病足部潰瘍 – 提高雷射發射量，每分鐘5焦耳。  

     B-Cure Laser Sport – 骨科疾病、運動疼痛及運動傷害的專業解方。用於專業運動員的治療接連成功後， 

此產品已成為以色列奧運委員會的官方醫學儀器。 

  技術及產品  

B-CURE LASER 是軟性雷射治療的技術性突破，建議用於專業及個人治療，本產品受到頂尖醫師的推薦。 

全新推出的可調式支架能幫助固定儀器。 

B-CURE LASER 專利：結合雷射高能量與同調性的獨家電子光學機制，大覆蓋面積可達 4.5 平方公分，是可

攜式、可充電、安全又容易操作的儀器，能達到快速癒合及復原。不須配戴護目鏡。 

 

  目標  

目的:  尋找合資企業的夥伴/經銷商。 

目標業務: 難以癒合的慢性傷口診所、醫院、居家照護服務、居家自我治療使用者、藥局 – 獨特的商業模型、

疼痛診所、運動團隊及協會、運動員、運動選手、保全人員、安養院、物理治療師、牙醫。 

目標國家: 全球所有國家。某些國家已有經銷商開始銷售一種以上的產品。

http://www.gd-energ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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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H Medical,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傷口管理, 糖尿病 

公司現狀: 臨床試驗、初始收益

 

 
 

www.brhmedical.com 

 

 

 公司一覽 

BRH Medical 專門開發、製造和行銷用於慢性傷口護理及治療的高科技產品。由連續創業者 Ilan 

Fefferberg 建立、接受成功商人及企業家 Motti Oderberg 的領導，本公司的目標是發展慢性傷口治療的

黃金標準，並且成為此領域的領導者。公司的首項產品 BRH-2A，目前成功應用於全球的創傷診所，且數項

臨床實驗已經證實此產品閉合傷口的效力。  

BRH-2A 系統使用創新專利科技，結合不同頻率與強度的治療式超音波和電場。獨一無二的 BRH 系統還包

含了先進的病患及傷口管理資料庫、精確的傷口測量與紀錄平台。 

 技術及產品  

BRH Medical 開發及製造治療慢性傷口的 BRH-2A 系統，尤指糖尿病引起的腳部創傷和下肢靜脈潰瘍。

BRH 系統運用創新的專利科技，結合治療式超音波和電場。BRH 系統也附有精確的傷口測量與紀錄平台，

供病患及傷口管理之用。 

BRH 技術利用超音波及電場結合之儀器，刺激傷口周圍、增加血液循環，以加速深層創傷的癒合。本產品

將特定頻率及強度的超音波傳遞至受傷部位，與電場同時產生作用。 

BRH 系統已獲證實，可成功減輕傷口疼痛與閉合創傷。一項已發表的研究顯示，僅接受一個月的治療後，

超過 50%糖尿病足部潰傷出現良好反應並癒合。這些結果與近期完成的壓迫性潰瘍臨床實驗，呈現一致性

的結果。 

BRH 系統目前裝設於全球重要的創傷診所，範圍涵蓋澳洲、南非、英格蘭、義大利、新加坡、台灣和以色

列，累計超過 12,000 次治療，共造福 800 位以上病患。   

BRH 系統符合 ISO 品質規範，獲得 CE 及 TGA 認證 ，並已向 FDA 提出申請。 
 

 目標  

目的:  確立潛在夥伴及經銷商 

目標業務: 相似公司、代理商、經銷商 

目標國家: 德國、英國、荷蘭、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美國、中國

http://www.brh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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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beat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遠程醫療  

治療領域: 心血管 

公司現狀: 法規批准 

 

 

 公司一覽 

 
 
 
 
 

 
www.bio-beat.com 

Biobeat 開發尖端配戴式監測儀，非侵入性、達醫療等級、準確地遠距監控生命跡象及其他醫療相關

參數。 

Biobeat 系統有助於遠端監控各種醫療問題的患者。最終，Biobeat 的解決方法讓患者能在舒適的家

中接受治療，而不須處在醫院。Biobeat 的解決方法除了監測靜態不動的患者，也適用於能起床走

動，包括可進行戶外活動的患者。 

利用科技獲得更低價、更優質、更便利的患者照護，是我們的使命。 

 

即時遠端監控 

Biobeat 引進隨時隨地持續測量生命跡象的全新概念。Biobeat 的配戴式儀器會將監測數據自動上傳

至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及雲端，以供遠端監測。照護者可於數據引發警報時介入護理，使用者可由應

用程式直接接收警報。本產品為照護者提供一項重要的工具，能協助疾病管理，使臨床結果理想化。 

 

數據紀錄 

Biobeat 的解決方法能即時、隨時收集數據，並將資料存入 Biobeat 雲端數據中心。Biobeat 為您保

存資訊，透過易於理解的方法，以圖示呈現數據。 

 技術及產品  

Biobeat 的技術以不具侵入性的簡易方法測量生命跡象，提供持續且準確的監測。  

本系統可提供因技術困難，目前尚未結合於單一儀器內的多種功能。 

 

  目標  

目的:  投資與業務 

目標業務: 產品銷售  

目標國家: 美國及歐洲 

http://www.bio-be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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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ight Medical Devices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過敏、耳鼻喉科 

公司現狀: 營收成長 

 

 

www.syrolight.com 

 

 公司一覽 

BioLight 生產基於低能量窄頻紅光的電子光照療法儀器。我們的儀器針對花粉熱、口腔病變、慢性疼

痛、類風濕性關節炎、青春痘及慢性傷口等疾病，提供非侵入性、無藥物、無副作用的治療。 

BioLight 近期開發全新 BioNette，這是能有效治療花粉熱(過敏性鼻炎)的 BioNase 第二代儀器。 

過敏性鼻炎是 21 世紀的疾病，在 18 世紀以前未為人所知。有研究預測 20 年內，50%西方人口將受

其害 (現今估計過敏性鼻炎患者約佔人口數 20%-25%)。 

 

由於 BioNette 的獨特設計及技術，下列全球各大零售商及經銷商已經選擇販售此產品：  

Boots (英國), 全球最大保健及美容連鎖店 

Sinopharm (中國), 中國最大製藥集團 

Hanmi Medicare (韓國), 韓國次大製藥劑團 

Wholesale Medical Network (WMNI, 加拿大), 加拿大備受敬重的批發商 

Probiomed (墨西哥), 墨西哥大型批發商之一 

Marpel Pharma (中美洲), 重要藥品經銷商 

Gala Optics (俄國) 重要醫藥產品經銷商 

Neurofharma (哥倫比亞), Macrotel S.A. (智利), Almed Group (土耳其), Interlux (波羅的海諸國) 

 

 技術及產品  

BioLights 其他產品為:  

BioStick – 治療口瘡、牙齦炎、脣泡疹等個人儀器。  

BioBeam 660 – 治療青春痘與未癒合傷口 

BioBeam 940 – 減緩類風濕性關節炎疼痛 

 

目標  

目的:  BioLight 希望能找到信譽良好的經銷商和批發商，一同進行 BioNette 的販售及行銷 

目標業務: 醫學儀器經銷商、批發商及投資者 

目標國家: 歐洲、其他地區 

http://www.syro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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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 Medical 
 

主類別: 醫學儀器、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次類別: 診斷、內視鏡與輔助物件、造影 

治療領域: 腫瘤科, 婦科, 婦女健康 

公司現狀: 臨床試驗 

 

  
 

www.biopmedical.com 

 

 公司一覽 

Biop Medical是以色列的新創醫學儀器公司，已經開發出一項創新技術，能夠識別上皮組織的癌性細胞。這項技術

屬於平台技術，未來將可實踐於多種癌症篩檢及診斷儀器，目前已率先應用於子宮頸癌。子宮頸癌是全球女性第二常

見癌症。 

Biop的即時篩檢工具提供標準陰道鏡與先進的強化功能。這項創新儀器結合了高解析度的尖端光學、整合式微型和

巨型相機以及其他光學元素，能產生高敏感度的光學特徵，自動辨識可疑部位及癌症分期定量。 收集得來的數據利

用Biop專利演算法進行合併與分析。Biop專利探頭的初步上市將會取代目前使用的陰道鏡和其他現有的子宮頸篩檢

技術。 

我們的技術優勢:  

 能夠診斷癌症及癌前組織  

 自動掃描完整子宮頸，以進行重點照護診斷 

 必要時可產生即時子宮頸圖像，以進行準確切片 

 以軟體分析消除操作者依賴性  

 減少測試及診斷之間的等候時間 (與相關焦慮)  

 形成數據組，以提供「大數據」 

本公司為第一個從 IBM 加速器畢業，並發展出第一代符合 FDA 規定的商業革命性光學探頭。Biop 已經完成歐洲的

多中心研究，目前正在歐洲與以色列持續進行臨床研究。研究結果大有可為。 

 技術及產品  

• Biop Medical 的專利技術結合了高解析度的尖端光學、整合式微型和巨型相機以及其他光學元素，能產生高敏感

度的光學特徵，自動辨識可疑部位及癌症分期定量。 

• 收集得來的數據利用 Biop 專利演算法進行合併與分析。  

• Biop 專利探頭的初步上市將提供具備強化功能的標準陰道鏡，可以取代目前的陰道鏡技術，為目標切片提供診斷

助益。    

• 此系統會產生子宮頸的彩色造影圖像，凸顯可疑位置，引導操作者進行病灶部位的切片。Biop 的即時篩檢工具能

評估病灶、進行分級，並將參數存入患者的電子病歷紀錄中以利監控。   

• 概念驗證設備在離體和體內研究的結果證實 Biop 產品的優勢。測驗顯示，診斷準確度為 86%。 

• 子宮頸癌是全球女性的第四常見癌症，也是開發中國家女性的第二常見癌症。西方國度擁有昂貴又耗時的篩檢程

序，能將死亡率降至最低，然而開發中國家的子宮頸癌死亡病例卻占據全球比例的 85% (WHO, 2015)。   

• Biop Medica 的革命性系統能夠在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實施子宮頸癌的重點照護診斷、減少醫療照護成本、縮短

診斷時間、改善這種致命性疾病的整體發現率。  未來發展將著重於其他以上皮組織為基礎形成的癌症。 

 目標  

目的:  尋找潛在的策略性夥伴及投資者，以期推進至上市階段 

目標業務: 策略性夥伴、醫院、經銷商、創業投資、投資者 

目標國家: 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荷蘭、美國、加拿大、中國 

http://www.biop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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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o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骨科, 復健, 神經科及退化性疾病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法規批准 

 
 

www.bobo-balance.com 

 

 公司一覽 

BOBO 是將傳統平衡儀器轉換成互動式遊戲平台的革命性培訓公司。這項技術能大幅提升患者參與度、測

量表現並進行個人化治療。 

BOBO 於 2016 年 3 月在以色列成功開辦，主打專業訓練及復健市場 – 從商業機構和消費者階層雙管齊下。

我們的客戶包括各大醫院、健康維護組織、物理治療診所、個人訓練師、運動中心及 IDF(自製防禦戰機)- 

軍事領域。 

BO&BO 與領先醫療及護理中心合作，進行實地研究和儀器測試。BO&BO 擁有 ISO 13485 認證、CE 商

標認證，且 BOBO™已列於 FDA 名冊。  

 

 技術及產品  

BO&BO 呈現兩種全新培訓產品： 

1. boboPRO: 專為臨床醫師和醫療保健提供者之專業使用而設計，是一款架設有傳統平衡訓練產品的智慧

型面板。可進行各種訓練姿勢，符合所有運動程度 + 平板電腦操控台，由智慧型面板控制。可操作數百種

基於傾斜性的遊戲，支持專業培訓計畫。  

BoBoPRO 系統具備使用者友善性，只要接上插頭即可使用。採用 Android 操作系統和直觀使用者介面。

此產品能輕鬆裝設於牆上、桌上或於戶外使用 – 保證帶來簡單又平順的練習課程。BoBoPRO 不僅實惠，

也具有成本效益。BoBoPRO 能引導使用者由 A 至 Z 進行動作，讓培訓者能夠同時治療多位患者。 

 

2. boboHOME: 專為居家使用者設計，是一款會連結至使用者智慧型手機、可隨處使用的智慧型迷你面

板。此產品以實惠價格和友善介面，提供有趣的平衡遊戲及專業訓練內容。 

BOBO 個人化人工智慧訓練者 – 根據先進的演算規則，可以分析使用者表現與客製化程式。數據將於訓練

過程收集，自動處理成詳細報告，供進一步臨床及業務分析。 

 

目標  

目的:  尋找全球新商業夥伴。認識重要夥伴。擴展業務 

目標業務:  經銷商、醫院/復健診所、獨立開業物理治療師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bobo-bal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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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acX Medical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急救醫療服務 

治療領域: 心血管 

公司現狀: 法規批准 

www.cardiacx.com 

 

 公司一覽 

CardiacX Medical 開發、製造及行銷創新的心臟復甦產品，包括全球首部迷你個人體外電擊器(PED)。引人

注目的小巧外型如同增厚版的智慧型手機，這項產品能提供一般公用自動體外電擊器所具備的能量(200 焦

耳)和雙相位脈衝次數(至少 5 次)。 

PED 顯著地影響突發性心臟驟停患者的院外存活率： 

 PED 將大幅提升目前僅 5% (20 位患者中有 1 位倖存)的院外存活率，至 50%以上(2 位患者中有 1 位倖

存)的院內存活率。 

 此外，因患者可隨身攜帶 PED，無論患者人在存活率高的醫院大門，或是身處存活率幾乎為零的隔離

山區之中，存活率將不受患者所在位置影響。 

技術及產品  

創意性能量儲存技術讓大型公用電擊器(AED)使用的能量可儲存在相當小巧的智慧型手機外殼中，因此使得

CardiacX' PED 成為全球第一款真正個人化的除顫器，輕巧造型可收納於襯衫前方的口袋。 

 

 目標  

目的:  與居主導地位的復甦醫學儀器經銷商建立策略性連結。設立 PED 的全球經銷管道。發展商業及  

技術層面的策略性夥伴關係。 

目標業務: B2C.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cardiac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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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trix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拋棄式 

治療領域: 泌尿科, 重症加護 

公司現狀: 臨床前、法規核准 

 

公司一覽 

 

 
 

 https://www.cathetrix.com/  

Cathetrix 是一間創新的導管固定裝置公司，開發並生產智能導管固定裝置。 

Cathetrix 與一間生產拋棄式醫療救護車的製造商 3BY ltd. 公司合作，共同開發並生產新一代導管固定裝置。 

此裝置超越固定的保護裝置，並增強安全層次。 

從防止危險提取的切割機制到提醒患者以及護理人員情況的數字穩定器。 

 

 技術及產品  

 

FoleySafe，具有嵌入式切割機制的二級固定裝置，防止導尿管在非有意及意外時抽出。 

FoleySafe 為患者提供兩層導尿管、乳膠或矽膠保護。除了其固定屬性，FoleySafe 還擁有獨特的功能 - 在非有

意或意外拉動導管時，切割機制被啟動並且導管經嚴重觸動，因而使保留氣囊放氣並防止膀胱或尿道遭受任何

損傷或危害。 

FoleySafe 是 Cathetrix Ltd.的首次亮相產品，在 3BY Ltd.公司授予專利和生產線。產品遵守 CE 和 FDA 1 型標

準。 

 

 目標  

目的:  介紹給有潛力的商業伙伴. 與導管經營領域的決策者, 代理商, 採購經理及醫師建立連結 

目標業務:  導管及導管器材經營代理商 

養老設備連鎖單位. 

居家健康供應商. 

拋棄式器材代理商. 

醫院採購人員. 

目標國家: 美國, 加拿大, 歐盟, 英國及日本.  

https://www.cathetrix.com/
http://www.3by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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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ban Medical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呼吸科, 醫美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公司一覽 

 

 
 

www.chaban-medical.com 

Chaban Medical 持有 ISO 14001、ISO 13485、ISO9001、無塵室 ISO-7 證書及醫療開發與製造的商業執

照 1.3. Chaban Medical 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核可，並持有歐盟 CE 認證。本公司經由以色列標

準協會 (SII)、KEMA (荷蘭)、及 FDA 檢驗和認證。 

 

 技術及產品  

 

Oxy-Tec 5S 氧氣製造機 

全新 Oxy-Tec 5S 經過特殊開發，能為治療提供可靠、方便的補充氧氣來源。 

適用於孩童與成人，Oxy-Tec 5S 提供的氧氣濃度高達 96%，流量可達每分鐘 5 公升。Oxy-Tec 5S 

自周圍的室內空氣分離及濃縮氧氣，提供低流量氧氣治療之患者使用。  

方便又輕巧，有了 Oxy-Tec 5S，您將不再需要拖拉笨重、難以處理的氧氣瓶及補充瓶。 

Oxy-Tec 5S 的優點：  

 高品質 +超長保固期(長達 5 年的完整保固 – 全球市場上最長的保固期)。 

 比西方產品低價。 

 獨特設計，擁有設計專利證書 – 不須開啟產品外殼即可更換濾網。 

 輕巧(重量僅 15.9 公斤)、安靜(低於 45 分貝)、可靠(94% AVG 氧氣純度)  

 易於使用，24 小時持續運作 

 容易理解的電子式控制面板 – 以液晶螢幕及聽覺和視覺警報系統顯示低氧氣濃度、低/高壓及電源關

閉。 

可使用於居家護理、醫院、診所、輔助生活中心/療養院。 

 

 目標  

目的:  尋找地方經銷商 

目標業務: 銷售員、醫療器材經銷商 

目標國家: 歐洲、拉丁美洲、非洲、印度 

http://www.chaban-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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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oga Medical Ltd. 
主類別: 醫療器材 

子類別: 診斷 & 監測、遠距醫療 

治療領域: 糖尿病、內分泌科、心血管、急診醫療服務、 一般醫療、

肺部、基礎醫療、呼吸疾病、婦女健康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公司一覽 

 
 
 
 
 
 
 
 

www.cnoga.com 

CNOGA Medical Ltd.是一間專門開發&銷售創新非侵入性醫療監測儀器的以色列民營公司。產品獨特的演
算法可以分 析影像感測器的數據，提供 14 種生物參數的分析結果。Cnoga 產品為可攜式且易於使用的器
材。患者只需將手指放在 儀器上，一分鐘內便能自動測量出 14 種血液參數，並可將結果傳送到安全的伺服
器，以供查閱及存檔。  

TensorTip 非侵入性儀器: CoG 血糖儀 非侵入性、不須扎針的糖尿病葡萄糖監測儀。CoG 依據個人

化校正，提供糖尿病患者一項準確、非侵入性的血糖測量 方式。 

VSM (生命跡象監測儀) 不須配戴測量袖套，可持續測量血壓、脈搏

及血氧濃度的小型非侵入性監測儀器。 MTX (14 種生物參數) 

以非侵入性方式，監測血液動力學 & 血液化學組成：血紅素、血容比、紅血球、血壓 (不必配戴袖套!)、脈

搏、飽和 度、心輸出量、平均動脈壓、心搏量、氧氣分壓、二氧化碳分壓、波形(心跳、脈搏、血壓) 
監管狀態: 
• 歐洲 : CE 認證核可之非侵入性組合血糖儀、VSM 及 MTX 
• 中國 : CFDA 核可銷售 MTX & VSM，COG 正在審核中 (預計於 2016 年 11 月通過審
核) 
• 以色列 : AMAR 核可之非侵入性組合血糖儀、VSM 及 MTX 
• 美國 :  FDA 核准，可測量血壓及脈搏 

• 巴西 : ANVISA 核可之非侵入性組合血糖儀、VSM 及 MTX. 
 

  技術及產品  

CNOGA 在 2017 年初取得中國策略伙伴投資 5 千萬美元。 

CNOGA TensorTip 科技的小型醫療器材，是依據創新性、非傷害性、可靠且享有專利保護的頻譜

分析演算法。此 項科技能夠進行重點照護，並且可以隨時隨地快速測量多達 14 項生物參數，如血

液動力學、血中氣體濃度、及血 液化學組成等。 

• CNOGA Tensortip™ Matrix™ (MTX) 非侵入式且安全地測量、監控、及分析超過 12 種以上的血

液參數 – 血壓、心 搏量、心輸出量、心臟指數、血中氣體濃度(二氧化碳、氧氣、酸鹼值)、血紅素、

血容比、紅血球、脈搏、以及主 要動脈壓與其他。 

• CNOGA Tensortip™ 組合血糖儀 (CoG) 提供革新、無痛、非侵入性的葡萄糖測量方法，讓糖尿病友們不

必再忍受 扎針和流血，隨處皆可監測血糖濃度。此項儀器可以進行個人化校正，專為每日使用而設計。 

• CNOGA Tensortip™ VSM™ 每分鐘追蹤血壓、氧氣飽和度、和脈搏，如同所有 CNOGA 儀器，此產品提

供非侵入 性、易於使用的測量方式。 

• CNOGA Singular 是 CNOGA 的安全雲端基礎設施，專用於將儀器偵測的醫療結果安全傳送至 CNOGA 行動應

用程式， 讓照護者、醫生及其他利益關係人能夠安全地存取資料。 

  目標  

目的:  尋找在歐洲、美國、加拿大、印度及中國的醫療經銷商 。 

目標業務: 經銷商 

目標國家: 北美、歐洲、中國、印度及其他國家. 

 
M E D I C A L 

 
Seeing  Beyond  Imagination 

http://www.cno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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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拋棄性與植入式 

治療領域: 傷口管理, 急救醫療服務, 一般外科, 心血管, 

腫瘤科, 骨科, 腎臟科, 口腔與牙科保健、婦產科、耳

鼻喉科、泌尿科, 週邊血管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woundclot.com  

 

 公司一覽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開發及製造用於先進出血控制的醫學儀器。我們的使命是改變醫院、醫療專業領域和居家環

境中治療出血的方式。我們拯救生命的方法，就是開發出各種更快速、更安全、更智慧的出血控制尖端科技。身為科

技公司，我們認為致力為使用者帶來知識與可靠的產品，比什麼都重要。 

 

 技術及產品  

WoundClot 是一種創新止血劑，獨家設計用來控制無法加壓的輕度、中度、及重度出血，提供醫院內外的

專業人員及未受訓照護者使用。 

 唯一經核准使用於嚴重動脈出血的生物可吸收止血劑。 

 市售唯一未經加壓出血控制。 

 快速停止各種出血 (血管、軟組織、骨骼、肺部及嚴重外傷出血) 

 幫助有凝血障礙的患者止血。  

 c.a 7 日內可於體內完全吸收。 

 產生生物性血塊。 

 唯一非氧化性纖維素止血劑。 

我們在血中凝結 

 目標  

目的:  呈現適用於入院前後重大出血事件的救生技術。使照護者具備豐富的科學知識基礎，以利在危急與冷

靜情況下做出救生判斷。 

目標業務: 醫院及入院前急救環境的經銷商及使用者、外科與內出血控制應用、神經外科、心導管室、婦產科

和耳鼻喉科。急診救護、軍隊/政府護理團隊、牙科拋棄性用品經銷商。 

目標國家: 歐盟、美國/北美洲、歐非中東地區、東歐國家、澳洲、亞洲市場、及南美洲 

http://www.woundcl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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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e Medical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機器人技術, 診斷與監測, 研究設備, 

訓練、遠程醫療 

治療領域: 復健與物理治療, 心血管,  神經科及退化性疾病、神

經科學、骨科, 小兒科, 胸腔科, 一般醫療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公司一覽 

 

完整階梯及步態訓練 

Dpe Medical 是一家獨特的國際性公司，專門開發與製造物理治療和復健領域的革命性產品。 

此公司與極富經驗的資深物理治療師密切合作，同時擁有傑出的研究及開發部門，為全新獨創產品的誕生提

供肥沃的土壤。 

 

  技術及產品  

 

Dpe Medical 提供完整階梯及步態訓練。 

15 年來，我們的產品已經幫助全世界數百萬人回歸原有的日常生活。 

年復一年，專業物理治療師一再選擇動態樓梯訓練作為患者訓練與復健的最佳工具。 

走路和爬樓梯是保持行動能力與健康的基礎與根本技能。  

Dpe Medical 的產品便是專為符合這些需求而開發。  

數以千計的物理治療師和數百萬患者，都對動態樓梯訓練抱持信心。 

今日論及物理治療和復健產品時，動態樓梯訓練(DST)即是效率和卓越的同義詞。 

在 2017 年，Dpe Medical 有限公司發表與安裝了首部尖端 DST TriplePro，這將讓使用者首次能夠監測、

紀錄及改善爬樓梯、步態訓練和傾斜行走的情況。  

物理治療部門與單位現在能夠取得所有療程的完整記錄，以及每位患者的個人進度表(含有 DST 因數)。 

 

  目標  

目的:  展示新產品、招募新經銷商 

目標業務: 物理治療與復健領域的經銷商 

目標國家: 澳洲、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巴西、加拿大、中國、哥斯大黎加、塞普勒斯、捷克共和

國、丹麥、愛沙尼亞、法國、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哈薩克、南韓、科威特、拉脫維亞、摩洛哥、荷

蘭、葡萄牙、卡達、菲律賓、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瑞典、瑞

士、台灣、泰國、土耳其、烏克蘭、英國、烏茲別克、越南。 

Innovation In Rehabilitation 

 

http://www.dpe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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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agie Bedwetting Clinics 
 

主類別: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次類別: 網路健康資訊 

治療領域: 小兒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公司一覽 

www.bedwettingtherapy.com 

「Dr. Sagie Bedwetting Clinics」是由醫學博士與遺尿專家 Jacob Sagie 於 1984 年創立的以色列家族企業，他

的兒子 Tal Sagie 於 1999 年加入經營。Sagie 家族在以色列擁有 9 家尿床診所，企業版圖擴及紐約，患者來自世

界各地。自 1994 年起，Sagie 醫師擔任施耐德兒童醫療中心(SCMC) 遺尿診所的創立人與董事。根據超過

40,000 名年齡介於 4-35 歲患者的臨床及研究經驗，Sagie 醫師所開發的獨特多儀器應用、面對面治療，成功率

超過 90%。此治療模式已轉變成名為 TheraPee 的線上網路治療。整套產品(設備及軟體)皆由以色列開發及生

產。 

2013 年起，市售版本包含英語、西班牙語、希伯來語與土耳其語。我們正在計畫為產品提供更多語言版本，以打

入德國、法國、英國、印度、中國、日本、韓國、阿拉伯國家及其他新市場。  

我們正在尋找潛在適合的夥伴，幫助我們的產品在目標市場的銷售。 

TheraPee 年成長率為 80%以上。由於全世界的目標族群人口眾多，卻仍欠缺妥善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本產品

具備非常高的經濟潛力。 

 

  技術及產品  

TheraPee – 獨特創新的尿床解方，以獨家開發的設備搭配精密軟體和客製化治療計畫。我們將多儀器遺尿治療轉

換為名為 TheraPee 的互動式遺尿網路家用軟體。我們收集目前治療過程的各種可能事件和每位遺尿患者的檔

案，開發出許多先進和複雜的演算法。運用這些規則系統，我們能夠提供與診所相同的協助。系統分析使用者所

提供的資料，透過演算規則選出正確答覆。 

患者收到的回覆為影片形式。影片中，「虛擬治療師」將回答患者及家長的問題，並提供病況進展的意見回饋。  

優點：  

全球首創唯一線上尿床治療，讓全世界的孩子能在舒適隱私的家中，獲得優秀療效。  

*成功率高於 90%。 

*無地理區隔及語言障礙。  

*相較於真人服務，價格較為低廉。 

*不須服用藥物。 

*節省尿褲使用，幫助保護環境。  

*具備完整隱私性，不必忍受看診尷尬。  

*市面上最先進的設備，100%安全且符合 FDA 及 CE 所有規定。 

  目標  

目的:  尋找策略性夥伴及經銷商 

目標業務: 合作夥伴、國際供應商、經銷商、健康保險、醫院 

目標國家: 德國、法國、英國、印度、中國、日本、韓國、阿拉伯國家

http://www.bedwettingtherap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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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 R&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生物科技 

次類別: 醫療設備, 診斷組 分子生物 

治療領域: 婦科, 婦女健康, 皮膚科 

公司現狀: 研究與開發、初始收益 

 

  公司一覽 

 

 

 

 

www.dyn-rnd.com 

 DYN R&D 是 DYN 診斷集團於 2002 年成立的開發及商業化子公司，該集團自 1990 年起便是體外診斷、

醫學儀器、無處方箋產品、拋棄性產品及其他領域之各大國際品牌在以色列最大經銷商之一。 

受到驅動以色列市場的創新精神與新創風氣的影響，DYN R&D 決定利用其廣泛知識和經驗，投入研究與開

發。DYN 診斷集團的專業名聲讓 DYN R&D 有機會能與意見領袖、研究設施及醫療機構合作。  

DYN R&D 為醫學儀器和分子診斷這兩個領域開創出先進的解決方法。除此之外，DYN R&D 也為個別客戶

需求打造客製化方案，例如讓診斷更為精確的醫療平台介面和遺傳標記，以及醫療症狀的個人化治療。   

DYN R&D 另外也專攻遺傳農業標記分析。因為農業生物科技領域對於解決方法的需求增長，2008 年 DYN 

R&D 發行了 Genotype®品牌，供應獨特 DNA 標記與智慧育種產品。 

DYN R&D 符合醫學儀器的 ISO 13485:2003 國際標準，並維持完整的品質管理系統。 

 

  技術及產品  

CIN Finder 3000 數位陰道鏡系統 

CIN FINDER 3000 陰道鏡系統提供產科醫師一套完整的陰道鏡檢查及記錄產品。CIN FINDER 3000 是「一站式」系

統，結合 CIN FINDER 3000 患者管理軟體與尖端高畫質陰道鏡攝影機、醫學等級萬用型電腦以及有效利用空間的客製

化操作推車。這個整合式系統運用單一平台，提供醫師執行完整檢查所需要的工具。  

CIN FINDER 3000 軟體是由以色列常見子宮頸檢查與性侵害領域的重要意見領袖醫師所協助開發。此軟體提供醫師一

項具備使用者友善特性的工具，來進行檢查、影像儲存和註記、影像比較、病理報告管理、數據摘要、患者追蹤及其

他功能。 

CIN FINDER 軟體可應用於兩種不同層面 – 子宮頸檢查和性侵害紀錄。每種應用的功能皆適合該領域的常見程序與規

定。每個平台的詞彙表皆根據其專業檢查術語，子宮頸檢查平台亦採納更新版 Bethesda (TBS)陰道鏡指導方針。 

DYN R&D 在以色列的陰道鏡領域擁有 10 年以上的經驗，尤其是在子宮頸診所、性侵害中心及成人與兒童急診室。 

系統重要功能：與重要評鑑醫師共同建立完整檢查過程；根據 Bethesda (TBS) 陰道鏡指導方針的專業詞彙表；使用者

友善介面；清晰鮮明的高畫質影像；出色的高畫質彩色解析度及光學變焦；高效的患者管理工具；CE 核准；即將推

出：融合 HL7 並符合 DICOM 標準之系統。 

  目標  

目的:  提供創新、準確、快速的解決方法，同時維持高水準及可信賴的客戶服務 

目標業務: 醫學儀器經銷商 

目標國家: 所有歐非中東國家 

DYN 

http://www.dyn-rnd.com/
http://www.dyn-rnd.com/sites/dynd/UserContent/files/ISO_13485_DYN_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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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Sense 
 

主類別: 醫學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次類別: 監控及診斷、遠程醫療, 電子病歷 

治療領域: 心血管, 感染管制, 內科, 腫瘤科, 骨科 復健, 呼吸

科, 精神科, 胸腔科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收益成長 

 

 
 

www.earlysense.com 

 

  公司一覽 

2004 年成立的 EarlySense 是遙控式持續監測科技的市場領導者。經由全球同儕審查研究與醫院裝設證

實，EarlySense 獨特的感應科技可以持續監測患者的生命跡象、改善照護、拯救生命並降低成本。獲

FDA/CE 核准的 EarlySense 產品，已成功應用於許多醫療環境，例如醫院、療養院、復健中心及長期照

護機構等。本公司的合作經銷商遍及美國、歐洲、東南亞及澳洲，在減少住院天數、病人跌倒、不良事

件等方面，每年拯救數百條生命並且節省數百萬元的花費。   

此外，EarlySense 的專利科技也是許多消費者數位健康系統的核心技術，例如三星的 SleepSense、博依

的睡眠專家以及愛瘦身的健康平台。 

本公司目前正在開發自有品牌的消費性產品，為老年族群客製遠距觀看選項。 

 

  技術及產品  

EarlySense系統可以滿足臨床照護團隊的特殊需求，真正做到持續監控，而非數小時一次的 “抽查作

業”。本系統包含一個須置於患者床墊下方的獨特感應器、一個床邊監測器、中央顯示站、以及智慧型

行動設備，可持續監測心肺速率與趨勢，幫助臨床人員早期偵測惡化、預防可能的不良事件，如跌倒和

褥瘡(壓力性潰瘍)，並協助及早發現敗血症。  

EarlySense的技術也可以採取整合模式，讓公司和開發商能結合自身產品及服務，整合和擴大使用範

圍。整合功能支援各種EarlySense主要儀器的組合 – 呼吸速率、心跳速率、預防壓力性潰瘍/褥瘡、預防

患者跌倒與睡眠分析。  

 

此外，EarlySense 的專利技術更是多種消費者睡眠追蹤與數位健康系統的核心，例如三星的
SleepSense、博依的睡眠專家以及愛瘦身的健康平台。 

 

  目標  

目的:  尋找以商業與開發為目的的生意夥伴，以及整合和實施 EarlySense 技術的策略性夥伴 

目標業務: 醫院方面 – 患者監控公司、連鎖醫院、經銷公司。整合方面 – 病床製造商、患者監控公司、遠

程醫療、遙控監測、睡眠及呼吸暫停監測儀製造商、居家健康護理/環境協助生活設備。居家方面 – 家庭

照護經銷公司、居家護理服務。 

目標國家: 歐非中東地區、亞太地區 

http://www.earlys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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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EL 
主類別: 醫療設備 

次類別: 遠距醫療  

治療領域: 一般健康  

公司現狀: 初期收益 

 

  公司一覽
www.equatel.com 

Equatel 解決了以下未被滿足的需求：連接偏鄉社區與公共醫療保健亭/服務中心，24 小時即時可用性/使用性的,  

為郊區醫院及醫生做預先檢查的解決方案。 

Equatel 的客戶將 Equatel 遠距醫療平台應用在各種人口中： 

• 企業中心、現場醫療/諮詢室 

• 公寓和高級住宅 

• 校園和教育中心 

• 偏鄉診所和對外的推廣計畫 

• 家庭護理服務 

• 郊區醫院入院/預體檢服務 

Equatel Health 提供世界上最先進的遠距醫療訊息亭和 EHR 電子健康紀錄平台，可在任何 3G、4G、Wifi 和

衛星網絡上運作，包括： 

 

1）公共健康訊息亭。 

2）一系列優質的電子健康服務，如電子諮詢和現場診斷與 FDA 認證的綜合醫療外圍設備。 

3）完整的 EHR 管理平台，集中並組織所有患者數據（健康記錄，處方等），進階醫療分析和完全整合的移動

貨幣平台。 

全球數位醫療的進步是 Equatel 的遠距醫療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需求不斷增長的根本原因。 

為廣泛的醫療保健和電信運營商提供相關和重要的業務/收入機會。Equatel Health 為大量醫療保健和電信運

營商提供相關及重要的業務/收入機會。Equatel 醫療保健是獨一無二的項目，因為我們以開誠佈公的態度予

所有行業合作夥伴，因此具有較高的利潤。Equatel 提供多種金融模式，包括：資本支出、營運支出、混合型

和融資型一次性使用費用。這使 Equatel 能夠為我們的客戶構建可定制的收入機會; 確保他們的項目具有長期

的可持續性和成功。Equatel Health 主要致力於未開發和服務不足的新興市場; 其中變量不斷變化，如中產階

級、群聚效應和國際資助的基礎設施項目是可持續商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技術及產品  

Equatel Health 提供世界上最先進的遠距醫療訊息亭和 EHR 電子健康紀錄平台，可在任何 3G、4G、Wifi 和

衛星網絡上運作，包括： 

1）公共健康訊息亭。 

2）一系列優質的電子健康服務，如電子諮詢和現場診斷與 FDA 認證的綜合醫療外圍設備。 

3）完整的 EHR 管理平台，集中並組織所有患者數據（健康記錄，處方等），進階醫療分析和完全整合的移動

貨幣平台。 

 

  目標  

目的:  將最先進的數位醫療解決方案帶入健康和手機營運商，成為人們幸福的新來源，為健康和電信世界帶來新商機。 

目標業務: 醫療健康營運者(醫院、醫生及醫療保險業者), 手機營運業者及非官方組織 

目標國家: 印度, 非洲及南美洲國家, 東南亞 

http://www.equa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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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r Medical 
 

主類別: 生物科技, 醫學儀器 

次類別: 組織工程與細胞治療, 生物材料與等離子產品, 醫療設備,  診斷工具 

治療領域: 皮膚科與美容醫學, 骨科, 口腔及牙科, 獸醫, 傷口管理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estar-medical.com 

 

 公司一覽 

Estar Medical 是經營細胞治療/生物製劑/再生醫學方面的私人公司，他們發明了「Tropocells」®和「Cellenis」®

富含血小板血漿系統(「Tropocells PRP」或是「Cellenis PRP」)－獨特且極為有效地增強與促進富含血小板的血漿生

成。Tropocells®和 Cellenis® PRP (經 FDA 與 CE 核准)是革命性的修復系統，利用人體自身的生長因素來進行傷口/

皮膚修復及新生。   

Estar Medical 已經開發出先進的產品組合，適合許多醫學應用領域，例如：美容醫學/皮膚科、毛髮修復、骨科與運

動醫學、傷口護理、牙科、獸醫、疼痛管理及眼科。Estar Medical 目前在全球超過 50 個國家均設有產品線，擁有數

個品牌名稱，是美國銷售第一的美容與皮膚科 PRP 工具組。  

令 Estar Medical 感到自傲的是它擁有與一系列治療領域有關的創新智慧財產，並且創造出新一代的生物產品。本公

司的努力，不僅產生備受矚目的成果，更獲得臨床研究支持。依據「Tropocells®」平台技術所製成的產品包含以下

項目：  

•結合 PRP 及玻尿酸、膠原或骨骼替代物的創新 PRP 再生產品； 

•BMAC 系統可濃縮骨髓抽吸液的衍生細胞； 

•Tropokine™ - IL1-RA 自體增強系統； 

•自體生物凝膠； 

•自體凝血酶； 

•先進幹細胞治療。 

  技術及產品  

「Tropocells®」/「Cellenis®」PRP 是一種革命性、前景看好的組織再生方法，可以濃縮少量血漿中的自體細胞(血

小板)。注入治療區域後，這些細胞會立即釋放出大量的生長因子，藉由協同效應達到最大再生效果。  to the treated 

site. Tropocells®/Cellenis® 富含血小板血漿系統的主要優點： 

•  離心 10 分鐘即可獲得純化 PRP 與生長因子，不含紅血球及顆粒性白血球； 

•  不須昂貴的資本設備 – 簡單的低成本固定或旋轉離心機即可完美搭配 Tropocells®與 Cellenis ®PRP；  

•  由採血至收集 PRP 的簡單製備過程不超過 10 分鐘，可確保血小板與生長因子的最佳濃縮效果； 

•  靈活且易於使用的系統讓使用者只須調整上清液體積，便可取得較高/較低濃縮度；  

•  享有專利的凝膠分離器及過濾方法可確保澄清 PRP 產物； 

•  活化與血塊凝結可用於牙科及傷口復原應用； 

•  Tropocells®已取得美國專利，並獲得 FDA 核准(骨科應用的 510K 批准)及 CE 許可。 

  目標  

目的:  尋找新經銷商及策略性夥伴 

目標業務: 擴展 Estar Medical 全球營運 

目標國家: 北美洲、中美洲、歐洲、澳洲、印度、遠東地區、非洲 

http://www.estar-medical.com/


返回: 依公司別 依類別分類 依治療範圍分類 

Hall 16 Stand G40 

37 

 

 

返回: 依公司別  

 

Exalenz Bioscience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診斷與監測 

治療領域: 腸胃科, 一般醫療, 基礎護理、實驗室設備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exalenz.com

 

 

 公司一覽 

Exalenz Bioscience 創造出尖端的診斷及監測平台，能分析患者呼出氣體中的微小變化。專精於非侵入性

幽門螺旋桿菌及肝功能診斷，我們的專利 BreathID® 技術能以業界領先的特異性和靈敏性提供立即性結果。 

BreathID 平台提供使用者友善介面以及具有成本效益的臨床診斷解決方法，可使用於任何臨床設定，包括

辦公室診間、醫院、實驗室和加護病房。 

 

 技術及產品  

BreathID®技術平台為腸胃道與肝臟功能疾病長期所需的快速、方便及準確測量，提供了解答。  

BreathID 產品的設計易於使用，具備使用者友善的操作系統。測試可於診所、醫院或實驗室內進行。 

 

BreathID® Hp 與 BreathID® Lab 是最具革新性的新一代尿素呼氣試驗(UBT)，用來診斷幽門螺旋桿菌感染與治療

後的感染情形監測。此技術測量患者呼出的氣體中，百萬分之幾的 13C/12C 分子比例變化。測量需在患者攝入溶

於水中的低劑量 13C 標記尿素前後進行。測試本身不具放射性，絕對安全。10-15 分鐘內便可完成即時分析並獲

得結果。測試結果亦可輕鬆上傳至患者的電子醫療紀錄。 

 

 目標  

目的:  尋找地方經銷商 

目標業務: 診所、醫院或實驗室 

目標國家: 歐洲及拉丁美洲 

 

 

 

 

 

 

 

 

  

 

http://www.exale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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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Medical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範圍: 呼吸科、急救醫療服務, 加護病房、基礎護理、胸腔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公司一覽 

成立於 1996 年的 Flight Medical 是上市集團 Ilex 的一部分 (TLV:ILX)。Flight Medical 是一家垂直整合的醫學儀器

公司，專事多功能高級呼吸器的開發、製造與行銷。   

過去 20 年，Flight Medical 與全球客戶合作，獲得有關機械式通氣的獨特經驗。由 Newport 公司 (Covidien 公司

/Medtronic 公司)販售提供的知名可攜式呼吸器 HT50*便是利用 Flight Medical 技術進行開發及製造。  

目前，Flight Medical 的營運範圍涵蓋 50 個國家，為自己贏得了真正可靠的通氣品牌的名聲。 

新一代 Flight Medical 呼吸器，Flight 60 (F60) – 提供加護病房等級的實惠先進呼吸器。  

近年來，超過 20,000 台呼吸器已配置於全球各個角落，供加護病房、降階治療單位、急診室(ER)、轉診環境(救護

車、直升機、飛機等經美國聯邦航空總署核可之工具)、居家照護及長照機構(安養院)使用。 

Flight Medical 呼吸器是值得信賴、容易使用、功能眾多且非常實惠的呼吸器。  

Flight60 系列是市面上最多功能的自主式呼吸器。一架能滿足多種通氣需求的呼吸器可以保障持續照護。F60 的獨

特性能和高級規格，加上小巧的尺寸，讓它具備高度可攜帶性，能為多數患者進行換氣。售價亦具有實際競爭優勢。 

Flight Medical 的新一代呼吸器 Ventoux 是符合任何臨床場所呼吸治療需求的獨特姓、開拓性和創新性通氣平台，

除了各種成年患者疾病，亦可提供新生兒與幼兒使用。 

 

 技術及產品  

Flight 60 是採用渦輪的機械式呼吸器，專為滿足醫院、長期照護、急診、院內運送、居家照護和次緊急中心等對於

換氣設備不斷成長的需求而設計。Flight 60 呼吸器的設計小巧輕便，具成本效益，可提供優異的臨床表現。我們的

呼吸器具有先進的換氣模式，操作簡單，附有侵入性與非侵入性功能，以及壽命長達 8 小時的獨特雙電池概念(熱插

拔電池)。 

Flight 60 特性： 

加護病房等級的 5.5 公斤呼吸器 – Flight 60 搭配先進的 B-LEV (雙相, APRV) 及 VG (Vt 保障 - AVAPS/ MV 保障)

模式，可於運送途中保持加護病房等級的照護。 

壓力/體積控制 – 壓力/流量開關：無論患者情況為何，F60 將適應患者的需求及能力，達到最自然的呼吸。  

急性 NIV - Flight 60 渦輪呼吸器可以提供每分鐘高達 60 公升的漏氣補償，以及每分鐘 220 公升的最大通氣量，具

有優秀的 NIV 性能。 

內部氧氣混合器：高壓/低流量氧氣端口可於任何場所/環境提供氧氣。 

整合性噴霧出口 - 同步化及具備體積補償的噴霧出口，提供最佳安全性。 

Ventoux：Ventoux™是 Flight Medical 最新的呼吸器系列，能為新生兒、幼兒及成年患者提供加護病房等級的性

能。 

 

 目標  

目的:  培養及開發策略性夥伴(如委託代工及技術轉移)，建立全球銷售網絡 

目標業務: 設立醫院、居家照護、醫療運送、長期照護中心等全球銷售管道。開發商業及技術層面的策略性夥伴 

目標國家: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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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ucoMe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次類別: 診斷、監測、遠程醫療, 行動健康醫療, 決策支持系統 

治療領域: 內分泌科, 糖尿病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www.glucome.com

 

 
 

 公司一覽 

GlucoMe 是一個全面性的數位糖尿病照護平台，能簡化醫療專業人員、患者及照護者管理糖尿病的方法。 

葡萄糖測量值與胰島素攝取量將自動記錄在患者的智慧型手機，存入雲端。GlucoMe 的個人化報告、可行見解、即

時警報和主動治療方法能幫助醫療專業人員、患者及照護者確保符合規定、優化糖尿病管理並影響整體生活品質。 

GlucoMe 的數位糖尿病診所整合電子健康紀錄，持續分析臨床數據，提供每位患者的治療建議。搭配人口管理，

GlucoMe 能在對的時間為對的患者進行數位或面對面介入治療。 

GlucoMe 已獲 CE 認證，預計在 2017 年獲得 FDA 許可。本產品目前有 9 項全球專利正在申請中，且符合 ISO 

15197:2013。 

 技術及產品  

GlucoMe™ 血糖儀     

無線 GlucoMe 血糖儀能測量血糖數據，並與任何 iOS 或 Android 行動裝置進行無縫通訊。不含線路或是複

雜的通訊規定，透過 GlucoMe 行動應用程式及雲端數位糖尿病診所，便可立即取得最新可靠的健康資訊。 

GlucoMe™ 胰島素筆型監測器    

無線 GlucoMe 胰島素筆型監測器能將任何胰島素注射筆變成自動攝取監測器。GlucoMe 可利用各大廠牌

的胰島素注射筆自動傳送胰島素攝取資訊至任何 iOS 或 Android 行動裝置，並確保數據安全存入雲端。   

GlucoMe™ 行動應用程式 

GlucoMe 行動應用程式會自動收集 GlucoMe 血糖儀及胰島素筆型監測器的臨床資訊，即時、安全地將資

訊傳送至雲端分析。個人化及智慧見解，配合醫療專業人員的指導，可確保有效治療並加強健康的自我照

護行為。 

GlucoMe™ 數位糖尿病診所 (DDC)   

GlucoMe DDC 提供新層次的患者溝通與治療決策支持。運用從每位患者的智慧型手機直接收集而來的準

確、即時數據，以先進的演算法進行分析，GlucoMe DDC 讓醫療專業人員可以遠距監測患者狀況、調整

治療計畫並直接向患者傳送專業建議。 

 目標  

目的:  尋找商業及策略夥伴 

目標業務:  經銷商、遠程醫療提供者、醫療保健提供者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gluco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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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ian Surgical Ltd. 
 

主類別: 醫療設備 

次類別: 醫療器材, 拋棄式及植入式, 微創 

治療領域: 肥料, 一般外科, 泌尿科, 婦產科 

公司現狀: 營收成長 

 

 

www.GordianSurgical.com 

 

  公司一覽 

Gordian Surgical Ltd.開發並銷售 TroClose1200™ - 一個整合的單孔閉合系統，為外科醫生提供了一種簡

單、安全及可靠的解決方案，以便在腹腔鏡[微創]程序中打開及縫合腹壁。 

TroClose1200 已經在全球近 200 個患者中成功應用，包括美國、歐洲和拉丁美洲。 Gordian Surgical 保留

了 CE 認証和美國 FDA 的監管許可。 

2017 年第三季度開始實施全球商業化。 

 

  技術及產品  

技術: 

估計每年在世界各地將執行 1000 萬次腹腔鏡手術。雖然腹腔鏡手術的侵入性較小，但縫合腹部切口仍然是

一項艱鉅且耗時的工作。現今，外科醫生用縫合線手動縫合切口，每次手術共需 20 分鐘。部分外科醫生使

用專門的縫合裝置，而不是簡單的縫合線，這顯著地增加了手術的成本並引發安全問題。 

產品: 

TroClose1200 是一個整合的單孔閉合系統，為外科醫生提供了一種簡單、安全及可靠的解決方案，以便在

腹腔鏡手術期間打開和縫合腹壁。與其在手術結束時將切口縫合線插入筋膜，Gordian 獨特設計的“二合

一”閉塞器和套管可以在手術開始時將可吸收的縫合線插入套管周圍的腹膜組織。兩個可吸收的錨固體將

縫合線保持在適當位置。 當插管被移除時，外科醫生通過 TroClose1200 簡單地將縫線連接在一起來縫合

筋膜。. 

 

  目標  

目的:  認識潛在的合作伙伴及代理商  

目標業務: 相似的公司及代理商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gordiansurg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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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In Medical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拋棄性與植入式、內視鏡與輔助物件 

治療領域: 呼吸科、急救醫療服務, 加護病房,  一般外科 

公司現狀: 法規批准、臨床試驗 

 

 

 
www.guideinmed.com 

 
 

  公司一覽 

Guide In Medical 是專門從事呼吸領域的醫學儀器公司，目前已經開發出具開創性的創新非侵入性引導式

插管儀器。我們的儀器可以明確辨識氣管位置，即使在氣管可見度極為受限的最困難情況下，也可完成快

速、準確、安全的插管。 

本公司已擁有 ISO 13485 認證並獲得 CE 標誌，FDA 上市許可預計將於 2017 年底通過。 

 

本公司正在尋求與經銷商及策略性夥伴的合作機會。 

 

  技術及產品  

Guide In Medical 的引導式插管儀器是依據置於患者頸部的非侵入性電子照明貼片。 

 

一旦啟動，儀器將發送信號至下層組織。該信號將由周圍組織完全吸收，而部分訊號將僅由氣管發出，由

此便可於插管程序中明確辨識出氣管位置。  

 

喉鏡錄影可以偵測到氣管發出的信號，用來引導氣管內管的插入位置。 

 

本公司儀器為拋棄式、單次使用性質，並能將一般的錄影插管儀器轉變為引導式儀器，因此即使在最困難

的臨床情況下，也能協助插管。 

 

  目標  

目的:  尋找夥伴、經銷商及供應商 

目標業務: 醫院、經銷商、夥伴及供應商 

目標國家: 歐盟、美國、加拿大、亞洲 (中國及日本) 

http://www.guidein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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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Watch 
 

主類別: 醫學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次類別: 診斷與監測, 遠程醫療 

治療領域: 心血管, 呼吸科, 一般醫療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www.personal-healthwatch.com 
 

 公司一覽 

 

HealthWatch 有限公司是一間醫學儀器公司，致力於開發新一代配戴式監測產品，專為提升個人安全並且降低一般

照護患者的風險而設計。運用新興的連接技術，本產品不分晝夜地提供明確的個人健康保障，感應到緊急情況時，會

立即通知患者與醫護人員。HealthWatch 創新的持續性監控系統代表穿戴式心跳感應紡織電極技術 (3-12 心電圖導

程)的突破性進展 – 與簡單的日常服裝合為一體，在醫院內外均能早期偵測患者的惡化情形。 

 

市場潛力: HealthWatch 的產品創造出令人興奮的全新收入來源，總體市場潛力超過$350 億元。我們的專利平台技

術具備廣泛的市場應用價值。 

本公司最初的目標是心臟疾病市場、支持住院及門診患者監測、預防性醫療、患者回診及居家照護遙測技術。未來產

品將為具活動力的長者、懷孕婦女和緊急應變人員提供更安全、更全面性的監測。照護者現在可以有效地遠端監測患

者，同時減少醫院的再住院率及照護成本。 

 

 技術及產品  

• 感應：HealthWatch 的 MasterCaution® 是感應心跳的無縫線服裝，內含數位紡織電極，可持續監測生命跡象，

保持舒適度及完整行動自由度。MasterCaution®服裝是院內使用、心臟病存活者在家中活動、或是尋求健康及安心的

理想選擇 – 完全不須黏著劑或者除毛準備。MasterCaution® 服裝可以使用洗衣機清洗，能夠感應 3-12 心電圖導程及

其他生物訊號，例如活動、運動、跌倒及呼吸等。 

• 警報：MasterCaution® 的監測及控制儀器連結並存放於 MasterCaution®服裝的側邊口袋。MasterCaution® 儀

器利用精密的訊號處理演算法，準確分析穿戴者的即時生命跡象及歷史趨勢。處理後的真實心電圖訊號，如心律不整

和缺血、呼吸異常、患者突然跌倒或無動作 – 均由無線傳送至穿戴者的智慧型手機並上傳雲端。接著，產品會自動向

指定的醫療人員及標準遙測儀或遠端監測系統發送警告。MasterCaution® 即時傳送可操作的資料，讓患者和照護者

都能及早發現嚴重情形，避免生命受到威脅。 

 

 目標  

目的:  銷售員、策略性夥伴、經銷商 

目標業務: 醫療經銷商及遠距監控服務公司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personal-healthwatch.com/


返回: 依公司別 
 

依類別分類 
 

依治療範圍分類 
 

Hall 16 Stand G40 

43 

 

 

 

Hip Hope Technologies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測 

治療領域:  骨科, 復健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公司一覽 

 

 
 

www.Hip-Hope.com  

Hip Hope Technologies 有限公司(HHT)是 Hip Hope™智慧型穿戴式髖部保護儀器的開發商與製造商。這
款外型如皮帶、穿戴於腰部衣物外的儀器，是為了減少患有低骨密度(骨質疏鬆症)及平衡感不佳的年長者因
跌倒造成髖部骨折的情形。  
髖部骨折是老年人與跌倒相關的常見骨折中最嚴重的一種，伴隨著極高的死亡率、發病率和喪失行動獨立
性。  
Hip Hope™是市場上第一款主動式髖部保護儀器。首批產品已經銷售和使用於以色列、瑞士與加拿大。 
Hip Hope™結合開創性跌倒偵測系統，含有一組獨特感應器。一旦偵測到無法避免的地面碰撞，系統會立
即啟用兩個大型充氣氣囊，徹底削弱跌倒撞擊力。此儀器提供附加的增值功能，例如：自動通報照護者跌
倒警報、持續顯示儀器狀態、穿戴者活動監測以及內建緊急警報按鈕。 
HHT 與領先的醫學中心合作，執行實地研究及儀器測試。Hip Hope™已經於 FDA 登記註冊，並取得 CE 標
誌、加拿大醫療與 AMAR 認證。 

 

 技術及產品  

Hip-Hope™ 是實踐開創性科技的智慧型穿戴式儀器。它是一種跌倒偵測系統，結合了慣性感應器和近端雷

射感應器，一旦偵測到即將發生地面碰撞，便會啟動充氣氣囊。環繞髖部的大型氣囊能降低因衝擊引起相關

傷害的可能性。官方實驗室測試證實，此儀器可減少 90% 髖部衝擊力。Hip-Hope™ 應用多元領域的先進

科技，例如電子學、光學和氣體力學。此產品發明的感應器、邏輯系統和演算規則，能夠可靠地區分真實跌

倒和誤導性事件。為確保使用者的接受度與配合度，本公司投注大量努力於開發出適合長者的設計，例如方

便性、使用者友善特性與自動操作功能。Hip-Hope™ 也為使用者及其照護者提供顯著的日常加值功能，例

如自動通報照護者跌倒警報、持續顯示儀器狀態、穿戴者活動監測以及內建操作式緊急警報按鈕。 

 

 目標  

目的:  接觸潛在的策略性夥伴 

目標業務: 骨科、復健、行動輔助與安全性產品製造商及經銷商 

- 醫學中心、醫院、復健中心與復健診所 

- 遠距活動監測及遠程醫療提供者 

- 緊急警報系統提供者 

- 居家醫療保健提供者 

- 老年照護機構鏈 

目標國家: 我們的目標為全球市場，尤其是 – 西歐及北美

http://www.hip-ho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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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gimed by Maabarot & Ashylon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拋棄性與植入式 

治療領域: 一般醫療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公司一覽 

 
 
 
 
 
 

www.Hygimed.com 

Maabarot 公司成立於 1981 年，隸屬 Kibbutz Maabarot 集團，位於以色列。  
Ashylon 公司負責全球行銷。 
Maabarot 是領先的機械產品提供者，為複雜挑戰提供獨特產品的經驗超過 30 年。 
Maabarot 專門設計和製造符合客戶需求的工業用機器。 
Ashylon 與 Maabarot 的合資企業負責開發、設計以及現場銷售應用撕碎機和化學消毒劑的 HYGIMED 醫
療廢棄物機器。 

 

 技術及產品  

HYGIMED 是應用友善環境消毒劑的撕碎機，應放置於最接近廢棄物產生點的院內位置，以消除與危險廢棄物管理有

關的風險並降低操作成本。Hygimed 機器結合友善環境的消毒劑與強力有效的撕碎程序，可減少經消毒廢棄物 90%

體積。消毒液可在各個循環同步應用。每次循環持續約 15 分鐘，可處理 80 公升廢棄物。同時進行撕碎和消毒可以

確保所有廢棄物之間的直接接觸，並由消毒液負責破壞致病性生物元素。 

Maabarot 公司成立於 1981 年，隸屬 Kibbutz Maabarot 集團，位於以色列。 

 

能力： 

Maabarot 是領先的機械產品提供者，為複雜挑戰提供獨特產品的經驗超過 30 年。  

Maabarot 專門設計和製造符合客戶需求的工業用機器，整合知識及經驗以達成創意和先進的解決方法。產品是多種

領域的結晶，例如機械工程、人體工學、材料工程、電子學及控制系統。 

我們透過初步概念、開發、設計、製造、安裝與維修，提供完整服務。 

對於客戶需求、可信度、倡議性、動態和創造性思維，我們提供完善的解決方案，將整個產業連同本公司一同向前

推進。 

Ashylon 與 Maabarot 的合資企業負責開發、設計以及現場銷售應用撕碎機可減少高達 90%體積、以及符合 STAAT 

3 標準化學消毒劑的 HYGIMED 醫療廢棄物機器。Hygimed 機器的操作和維護相當簡單，更使得焚燒或垃圾填埋等

汙染方法顯得毫不必要。 

 

  目標  

目的:  尋找全球經銷商 

目標業務: 尋找全球經銷商 

目標國家: 歐洲、南非、美國、亞洲 

http://www.hygi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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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Cure Medical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微創系統  

治療領域: 婦女健康, 腫瘤科介入性放射科醫師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公司一覽 

 
 
 
 
 

 

www.icecure-medical.com 

IceCure Medical 是 為 婦 女 健 康 和 其 他 領 域 開發及 行 銷 冷 凍 消 融 微 創產品 的 以 色 列 公 司 。 我們享 有 專 利 的

IceSense3™系統可為良性乳房腫瘤與乳癌提供診間內的微創徹底治療(1)。 

IceCure 於美國販賣產品(直接販售與透過子公司 IceCure Medical, Inc.經銷商)，辦公室設立於田納西州孟菲斯市。

美國客戶包含聲譽良好的乳房中心，以及由乳房外科醫師與放射科醫師所經營的私人診所。在其他區域，IceCure 利

用專業經銷商，提供亞洲及歐洲於臨床與技術銷售上的支持。 

IceCure 廣泛的良性及惡性適應症均獲 FDA 及 CE 許可。本公司於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控制台/機器已於

2016 年 6 月核准 – 單次使用探頭仍在申請中)及其他亞洲和南美洲國家的監管程序，亦已進入後期階段。  

因其獨特且創新的科技，IceCure 參與數項臨床研究以治療其他適應症，例如肺癌、腎臟癌與乳癌。本公司也開發出

治療子宮肌瘤的產品。隨著全球趨勢普遍將治療程序由手術室改為診間操作，以此降低成本，IceCure 的創新於此刻

實現了未來！  (1)仍在美國和日本進行臨床研究 

 

 技術及產品  

冷凍消融是利用超音波/電腦斷層引導的微創治療，運用極低溫冷凍，精確地消滅腫瘤區內的疾病組織。經過切除的

腫瘤會壞死、縮小，由免疫系統吸收。冷凍消融技術已有 20 年以上歷史，採用慢速氣體科技，成功應用於各種領

域。IceCure 則是利用更小巧、快速、有效的液態氮科技。  

自 2011 年中期，IceCure 於美國販售 IceSense3™ 系統，受到美國乳房外科醫師協會(ASBS)的支持並根據 CPT 代

碼 19105 用於良性乳房腫瘤的治療。最近，一項治療小乳癌腫瘤的臨床研究發表其結果，顯示在長達 6 年的回診期

間內，無癌症復發情形。IceCure 希望能朝著這個大有可為的方向，繼續進行更多美國與國際性研究。 

治療程序安全有效，具備下列特性： 

• 由一位醫師執行 

• 於診間進行治療 

• 局部麻醉 

• 可於 5-15 分鐘內完成 

• 無痛 ， 無疤痕，美容效果卓越 

• 恢復時間短 

• 小乳癌腫瘤的療效樂觀(1) 

(1) 仍在美國和日本進行臨床研究 

 目標  

目的:  擴展歐洲、亞洲及其他國家的銷售量，運用平台進入新領域 

目標業務: 婦女健康, 介入性腫瘤科, 一般外科 

目標國家: 美國之外，另有歐洲、中國、印度、及拉丁美洲 

http://www.icecure-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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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次類別: 醫療設備, 遠程醫療 

治療領域: 急救醫療服務, 心血管, 呼吸科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www.inovytec.com 

 

 公司一覽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有限公司(簡稱為「Inovytec」)專門研究第一線急救解決方法的尖端技術，尤其是在呼吸

科與心臟急救領域。Inovytec 的產品設計是為了在關鍵的前幾分鐘拯救生命，以顯著影響患者的治療結果。Inovytec

的願景是提供有效率的救生儀器，供所有緊急應變人員隨時隨地使用。 

Inovytec 團隊由饒富經驗的執行者及研發工程師組成，受到國際認可的急診、重症加護及心臟科專家支持。 

 技術及產品  

儀器： 

Lubo™ 是單次使用、非侵入性的呼吸道儀器，功能為機械式地模仿眾所皆知的「下額上提」法。易於操作的

Lubo，讓任何緊急應變人員能夠簡單地管理呼吸道狀況。   

此外，疑似頸椎受傷的患者，Lubo 可實施不碰觸頸部的固定術，幫助處理呼吸道問題。Lubo 可以固定外傷患

者的頸椎，不會造成頸靜脈壓力，亦不增加 ICP(顱內壓)。Lubo 獲得 CE、FDA、Anvisa、CFDA、TGA、

KFDA 等各項認證後才開始進行販售。   

 

SALI™ SALI 是呼吸科和心臟急診的全新混合式解決方案。此產品為全面性的急救解決方法，能在事故現場創

造出虛擬醫院環境，大幅增加治療有效性。 

SALI 擁有 CE 認證。 

 

VentWay™ 是一組輕便(1.1 公斤以下)的小型機械式呼吸器，專用於院外重症加護，以及現場和運送途中的氧

氣治療。這個創新呼吸器完美地達到軍事醫學、居家照護與醫療運送的照護標準。具備多功能、輕量及可攜帶

式技術，VentWay™ 是各種呼吸突發事件最理想的解決辦法。 

 

  目標  

目的 :  將 Inovytec 創新 產品 置於 院外 環境 ，在 民用 、災 害管 理和 軍用 市場 供緊 急應 變人 員使 用。 

目標業務: 策略性經銷商與夥伴 

目標國家: 歐洲、亞洲、北美洲 

http://www.inovy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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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enis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 微創系統 

治療領域: 耳鼻喉科、婦科, 泌尿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lumenis.com 

 

 公司一覽 

Lumenis 是在外科、眼科和醫美領域最大型的能源醫學儀器公司。身為開發與銷售創新性能源技術，包括

雷射、脈衝光(IPL)、射頻(RF)和超音波等國際領導者，Lumenis 重新定義醫學治療，設立多項技術及臨床方

面的黃金標準。  

Lumenis 的願景是透過創新性能源產品，提供更好的技術，達成更優質的患者照護。擁有超過 50 年的開創

性技術產品，我們承諾要提升患者的健康與生活品質；滿足老化人口全新與不斷增長的需求；為醫療專業人

員提供解決方法，以面對 21 世紀發展中、生氣蓬勃的醫療保健環境。    

Lumenis 有三個核心市場：外科、眼科和醫美。過去，Lumenis 為先前無法治療的疾病創造出創新解方，

為每種涉足領域中的現有治療方法設計出革命性的先進科技。 

從 2010 年起發行超過 20 種新產品，加上目前生產線上的多種全新應用，Lumenis 穩定地維持並提升領導

者地位，為全球患者帶來先進的科技創新。 

 

  技術及產品  

我們率先開創以高能量鈥雷射應用於泌尿科，包括良性攝護腺腫大(BPH)的 HoLEP 微創治療與泌尿碎石

術。經過證實，利用高能量鈥雷射(Lumenis Pulse™ 120H)進行攝護腺摘出術的 HoLEP 相較於替代方法更

為有效，同時能盡量減少側枝組織傷害，復發率最低。此外，高能量、高重複率的鈥雷射是許多泌尿道及腎

結石的有效治療形式，可導致結石粉塵化，將結石變成極小顆粒，有助於自體排出。 

我們的二氧化碳雷射產品線(UltraPulse® DUO 和 AcuPulse™ DUO)是耳鼻喉科(ENT)雷射市場中治療良性

和惡性病灶與發炎的領導者。與其他的替代治療方式相比，我們的產品運用創新科技，包括引導技術，能提

供先進的精密度，又能使側枝組織的傷害最少。我們的二氧化碳雷射應用於聲帶切割可以提供較佳治療成

果，並且降低醫療保健系統的整體費用。  

在婦科領域，Lumenis 領導群雄，提供婦科醫師和生育專家極為精密和靈活的智慧型二氧化碳雷射產品，

用以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症、子宮肌瘤、沾黏及陰道相關症狀。 

 

  目標  

目的:  我們想要明顯提升在任何國家的泌尿科、耳鼻喉科和婦科臨床領域的地位，尤其是歐非中東地區。 

目標業務: 歐非中東地區專門販售泌尿科、耳鼻喉科和婦科資本系統與拋棄式產品的經銷商。 

目標國家: 歐非中東地區的任何國家 

http://www.lume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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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asense Biometrics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診斷與監測  
治療領域: 疼痛管理 

公司現狀: 法規批准 
www.medasense.com

 

 

 公司一覽 

Medasense 符合臨床需求，能客觀評估疼痛程度。 

疼痛影響數百萬患者的生活品質。未加以管理的疼痛會延緩復原、增加死亡率與發病率且使得醫療資源負擔

過重。目前臨床上尚無客觀評估疼痛程度的工具。臨床醫師必須依賴患者的主觀評估，當患者無法溝通時，

則僅靠猜測。 

Medasense 突破性 NOL™ (痛覺程度)科技是唯一根據許多疼痛相關生理參數的疼痛評估指標，臨床證實比其

他痛覺/疼痛指標更為優秀。這項專利平台技術是基於人工智能演算與訊號處理。  

它能夠以客觀、非侵入性持續評估及監測對疼痛的生理反應。 

 技術及產品  

Medasense的旗艦產品PMD-200™：術中疼痛監控系統。  

根據專利NOL™技術，PMD-200 能夠客觀、非侵入性地持續監測對疼痛產生的生理反應。 

需求：全身麻醉時，患者的身體對於疼痛刺激會有反應 – 儘管患者沒有意識。這種術中疼痛會刺激患者的身

體，加重術後疼痛感。因為患者無法溝通，臨床醫師很難評估。 

因此，患者接受的止痛劑量可能不足，導致術後疼痛加劇，或是患者接受過多止痛劑，導致用藥過量和相關

併發症。 

解決方法：針對全身麻醉患者，手術室可以使用 PMD-200™，讓臨床醫師能評估痛覺，滴定止痛藥物 – 避免

因過度使用或劑量不足導致重大併發症。 

PMD-200™是易於使用的獨立監測器。 

如何運作：Medasense的技術結合非侵入式感應組件與監測器： 

感應 – 透過四個感應器，非侵入式手指探針能持續獲得疼痛相關的生理訊號。 

分析 –人工智能演算與訊號處理可以辨識和分析疼痛相關的生理模式變化。 

評分 – PMD-200™床邊監測器會即時呈現個人化資訊 – NOL™ (痛覺程度)指數由 0 (無痛)至 100 (極痛)。 

 目標  

目的:  發行手術室專用 PMD-200 疼痛監控系統。尋找委託代工合作機會與策略夥伴關係。尋找經銷商 

目標業務: 代工、醫院、經銷商及醫療保險 

目標國家: 捷克共和國、波羅的海諸國、日本、南韓、斯洛維尼亞、匈牙利、俄羅斯、泰國、墨西哥、巴西、
土耳其、南非 

http://www.medas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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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sim Ltd. 
 

主類別: 醫療設備 

次類別: 診斷及監測 

治療領域: 一般醫療, 重症加護, 醫急醫療服務 

公司現狀: 法規核准 www.medisim.co.il 

 

  公司一覽 

自 1995 年成立以來，Medisim 已經成為開發頂級非侵入性專業和家庭溫度測量產品的領先和創新力量，以其

核心體溫建立的屬性知識而聞名。 

專業溫度計產品系列包括 Temple Touch Pro 系統（TTP™）。它是醫院使用的可靠、無創的持續溫度監測系

統。TTP™系統在臨床上被證實為準確可靠，為多個臨床環境提供了最先進，但具有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家庭測溫產品提供無損檢測的準確性、速度和可靠性，為實現最終的舒適度，適用於整個家庭，包括嬰兒。 

 

  技術及產品  

從家庭和家庭護理到專業醫院解決方案，Medisim 擁有技術專長和創新能力。 

TTP™ -核心溫度監測與分析 

核心溫度監測和管理是預防、診斷及治療患者併發症的重要工具。Temple Touch Pro™是一種準確、可靠的無

創核心溫度系統，可在患者的警覺下或任何麻醉類型下操作。基於獨特的傳導熱通量技術，TTP™為多種臨床環

境（手術室、麻醉後保健單位和重症加護病房）提供了最先進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溫度監測解決方案。 

TTP™即時並準確的持續性的將核心溫度數據傳輸至病患監測儀。 

高級家居溫度計 

家庭溫度計必須準確、快速且簡單易用，特別是在有嬰兒的情況下。  受到家庭需求的啟發，Medisim 開發了各
種先進的溫度計，設計可用於不同的溫度採樣格式，以確保用戶的舒適度。 Medisim 因其在測溫領域的專長而
聞名於世；其設備易於使用，可為包括嬰兒在內的所有家庭成員提供快速、準確的結果。 

 

  目標  

目的:  尋找合作伙伴及代理商  

目標業務: 代理商及醫院 

目標國家: 歐洲及美國 

http://www.medisim.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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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spec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心血管, 腎臟科, 骨科, 泌尿科, 獸醫, 傷口管理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medispec.com

 

 

 公司一覽 

擁有超過 25 年的震波治療經驗和專業，Medispec 持續為市場引進具競爭力的系統和技術突破。本公司

專門研究泌尿科、心血管和骨科的震波系統。Medispec 為全球超過 80 個國家的診所、醫學中心和醫院

提供服務。本公司所有系統皆提供模組化設計，具備多功能性、使用簡易性及高度移動性，以快速、有效

的方法提供創新科技。 

我們渴望提供任何傷口癒合的機會。我們的專業團隊持續地創新及探索可以運用震波治療來恢復與
提升全球人口生命的全新醫學應用。 

 

 技術及產品  

震波治療是取代手術及其副作用的替代治療方式。我們提供的非侵入性治療擁有經過證實的高成功率、不

須使用藥物、可於短時間完成無痛治療。 我們的旗艦型儀器 - ED1000- 為勃起功能障礙提供黃金標準治

療。  勃起功能障礙震波治療(EDSWT)利用先進的聲波科技，是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礙的創新療法。 

EDSWT將低強度體外震波集中於血管，促進陰莖和陰莖腳的血管新生。低強度震波能幫助減緩血管不足的

問題，這是勃起功能障礙的常見原因。 

震波治療不會產生副作用或是對其他器官及健康組織造成系統性負擔。這項非侵入性、無痛EDSWT程序可

於泌尿科診間進行，患者需要安排一系列會診，不必鎮靜或麻醉。  

 

Cardiospec- 全新體外震波心肌血管重建(ESMR)提供非侵入性治療，是經臨床證實的安全程序，可以刺激

缺血性心臟組織的側枝血管生成，增強血液灌注，修復心臟功能。Cardiospec是市面上唯一提供最大焦點

區的系統，透過獨特的精密超音波探頭確保準確性。  

 

 目標  

目的:  擴展商業夥伴及經銷商 

目標業務: 擴展經銷管道、醫院和醫學中心 

目標國家: 德國、瑞士、奧地利、比利時、瑞典、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捷

克、烏克蘭、俄羅斯、波羅的海諸國、印度、中國、南韓、泰國、越南、菲律賓、香港、土耳其、南非

http://www.medisp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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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ouch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神經科學、骨科、小兒

科、復健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meditouch.co.il

 

 

 公司一覽 

MediTouch 設立於 2004 年，致力於開發及銷售醫院、社區診所和居家照護使用的創新性物理復健產
品。 

MediTouch 首先以手部復健適應症為目標，於 2008 年發表 HandTutor™ 系統並獲得 CE 和 FDA 認
證。HandTutor™系統目前使用於全球各大復健機構、私人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診所與居家照護。  

2011 年，MediTouch 發表了三項 Tutor 新產品。首先，ArmTutor™透過虛擬功能性任務評估手臂
－包含肩膀與手肘。其次，由 LegTutor™透過虛擬功能性任務評估髖關節與膝蓋。最後介紹的是無線
感應器 3DTutor™。3DTutor™可放置於身體數個部位，搭配 ArmTutor™及 LegTutor™，提供完整
的上下肢評估與治療，也包含利用 MediTutor ™軟體進行的遠距復健服務。 

2014 年，MediTouch 發行 BalanceTutor™。這項新科技讓治療師能夠模擬滑跤或失足等姿勢擾動的
情況，在患者站立、行走或跑動時，利用平台的前後左右移動，於治療師選擇的特定步態期，做到客
製化姿勢控制訓練。這可應用於廣泛的物理治療適應症，也是唯一使用高級 4D 專利擾動跑步機、多
種力學及運動感應器和客製化激勵性電玩遊戲的復健系統。。 

 

 技術及產品  

 
MediTouch 的物理復健產品是根據硬體、專用復健軟體與臨床知識所開發得出，可供應全球復健診
所的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用於住院和門診病患，以及社區診所和居家使用。MediTouch 系統利
用電腦化遊戲，讓治療師在診間與家中均能為患者提供更多重複功能性運動的練習機會與環境。
MediTouch 也引進一款利用擾動驗證原理的機器人動態平衡訓練系統。所有系統皆可在復健過程中
保存和紀錄量化數據，以利回診時能夠客觀確認治療的可靠性。 

 

 目標  

目的:  建立與維持全球經銷網絡 

目標業務: 物理復健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meditouch.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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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nen Medical & MTRE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診斷與監測 

治療領域: 加護病房、心血管、小兒科、神經科學、一般外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mennenmedical.com 

www.mtre.com 

 
 

  公司一覽 

Mennen Medical 有限公司是患者監控、診斷儀器、院內心導管檢查使用的臨床資訊系統、溫度調節解決方法(治療溫

度調節與常溫)和非侵入性新生兒膽紅素測量儀的領先製造商。 

 

Mennen Medical 也以委託代工或私有品牌合作的形式，為其他醫學儀器製造商提供獨特的技術與服務。 

 

由 Mennen medical 醫療集團獨資擁有：MTRE 專門從事溫度提節，Gerium Medical 則專門負責非侵入性經皮膽紅素

測量。 

 

 技術及產品  
 

  1.目標溫度管理 - 非侵入性冷卻與增溫系統： 

CritiCool (加護病房低溫治療)、CritiCool Pro、Allon (手術室常溫維持)、CliniLogger (治療過程收集資料，以供研究與

維修使用)。 

技術：全自動化伺服控制、不需人力、非常精確及穩定的溫度管理(具備核心與表面溫度感應器)、使用自來水、拋棄式

包覆物(各種尺寸 – 適合各類型患者)、重量輕(35 公斤)、運作安靜、可連接至患者監測器(市售獨特機種)、可於運送時

使用(市售獨特機種)  

 

 2. 經皮膽紅素測量儀：Bilicare 

 

3. 心導管檢查：Horizon XVu 血液動力學系統 

 

4. 電生理學：EMS–XL 系統 

 

5. 患者監控系統：Vitalogik 監測系列產品、中央操作站、網路連接性、遠端監控、組合式患者監控、雙重管道可提供腦

波圖及振幅整合腦波圖。 

技術：顯示所有生命跡象、非侵入性模型包含：HR/Resp/SpO2/NIBP/Temp、侵入性模型提供附加參數：2/4 BP, CO

、客製化符合使用者需求、可連接床邊監測器以及 HIS、LIS、與 WEB 存取功能。 

  目標  

目的:  B2B  

目標業務: 經銷商及代工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mennenmedical.com/
http://www.mt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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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rac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骨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公司一覽 

 
 
 

 
www.meditrac.co.il 

www.meditrac-us.com 

Meditrac 是唯一生產背痛及頸痛專用 3D 可攜式減壓儀器的公司。結合我們的專利治療理念－「移動式牽引」，

Meditrac 鼓勵接受脊椎減壓的患者保持身體活動。  

具備 20 年以上經驗和超過 85%的康復率，對數以千計的患者來說，Meditrac 減壓組件是取代手術的最佳替代品。 

正值全球擴展階段的我們，歡迎各銷售代表及區域性經銷商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技術及產品  

由骨科醫師團隊開發，Meditrac 的產品結合可攜式減壓治療的優點及移動上的自由，可達到立即性的疼痛緩解與復原。 

Meditrac 產品經過智慧設計，利用 3D 減壓，在垂直、水平、對稱及非對稱性方面，均勝過傳統牽引設備、支架和減

壓檯，讓患者在治療期間也擁有完全的移動自由。 

積極復健治療可以有效增加受傷區域的血液循環，加速復原過程。 

每日進行 15-30 分鐘的療程，兩週後可達到 85%以上康復率。 

 

Meditrac 邀請專業醫療人士、診所與健康中心加入我們全新的夥伴計畫。此計畫的三大主要目標為：  

1. 透過專用行銷活動，為夥伴創造新的成長管道 

2. 吸引更多客戶到合作夥伴的診所，進行完整治療或是單次調整/訓練療程 

3.       以更好的臨床結果，提倡 Meditrac 產品的居家照護使用 

  

主要益處： 

• 練習中成長 , 患者滿意度高 

• 復原率>85% , • 15-30 分鐘的短療程  

• 可同時治療不同患者, 不佔地面空間 

• 不須電源, 無須保養 

• 單一尺寸 

• 生產材質為最優質等級 

 

 目標  

目的:  我們正在尋找區域性經銷商及銷售代表 

目標業務: 經銷商、銷售代表、製造商代表、骨科中心、物理治療與復健中心。 

目標國家: 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德國、韓國、中國、美國、亞洲與南非 

http://www.meditrac.co.il/
http://www.meditrac-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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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ra Medical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拋棄性與植入式, 無處方箋藥物 

治療領域: 一般醫療, 泌尿科, 骨科, 小兒科, 耳鼻喉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mizramedical.com 
 
 

 

 公司一覽 

Mizra Medical 是高品質浸泡式乳膠產品、醫用拋棄式產品、男性外用導管、泌尿相關產品與單絲測試的製造商與新

品開發商，獲 ISO 9001 13485 CE FDA 認證。我們歡迎委託代工。Mizra Medical 提供高品質產品與服務。 

 

 技術及產品  

高品質浸泡式乳膠產品、醫用拋棄式產品、男性外用導管、泌尿相關產品、單絲測試、新品開發、獲 ISO 9001, 

13485, CE FDA 認證。 

 

 目標  

目的:  接觸決策者、經銷商、醫院、代工廠 

目標業務: 經銷商、醫院、代工廠 

目標國家: 所有國家

http://www.mizra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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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Vibronix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感染管制, 泌尿科, 傷口管理 

公司現狀: 營收成長 

 

 

 

 

 
 

www.nanovibronix.com 

 

 

公司一覽 

 

NanoVibronix 是一家醫學儀器公司，企圖實踐疼痛、傷口和軟組織復原的治療領域以及導管相關的感染

與傷害方面，特定且大量未獲滿足的醫療需求。 

NanoVibronix 有限公司位於以色列 Nesher，負責進行產品研發、製造與行銷。NanoVibronix 有限公司是紐約州

Elmsford 市 NanoVibronix 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本公司為那斯達克股票交易所(NAOV)的上市公司。 

 

技術及產品  

 

NanoVibronix 的技術包含獨特的迷你探頭科技，能發送低頻、低強度超音波至治療表面。這些探頭小巧

輕薄(1 公釐)、靈活、輕型(5 克)，能製造表面聲波，傳遞距離可達 10 公分。這些操作參數能夠形成具備自

我黏著性的小型音波貼片，內含探頭並可發送超音波。藉著消除由技術人員和醫療專業人員以大型探頭手

動操控超音波治療的需要、鼓勵患者獨立、提倡醫師監督的居家護理和減少治療花費，這項應用革新了發

送低頻、低強度超音波達成臨床治療應用的方式。此技術的應用項目包括傷口治療、軟組織修復及疼痛治

療。  

這項科技將留置導管轉變為主動對抗疾病的聲波儀器。某些導管經常導致生物膜、感染、創傷與不適的風

險。NanoVibronix 儀器連接於導管可以降低導管造成的感染、抗生素用量、細菌抵抗力和治療用導管有

關的傷害。  

 

PainShield™ - 疼痛舒緩、軟組織復原及未癒合骨折的超音波治療。  

UroShield™ - 預防尿道導管形成生物膜，以降低泌尿道感染風險，提高抗生素功效並減少使用泌尿道導

管相關的疼痛與不適。 

WoundShield™ - 加速慢性與急性傷口癒合 

 

目標  

目的:  擴展經銷網絡 

目標業務: 醫院、安養院、診所、居家護理 

目標國家: 德國、法國、西班牙、斯堪的納維亞、亞洲及南美洲 

http://www.nanovibro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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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aser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一般外科, 週邊血管、骨科、神經科學、耳鼻喉科、

婦女健康, 腫瘤科, 皮膚科與美容醫學, 獸醫, 口腔與牙科保健, 小

兒科、胸腔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neo-laser.com 

 

公司一覽 

NeoLaser 公司設計、製造與銷售醫用雷射產品，以合理的價格提供一流的品質與世界級的設計，供應優異的性能、功

能、靈活性與模組性。 neoLaser 的產品支持各類高容量應用，例如血管科、直腸病學、脊椎/經皮雷射椎間盤減壓術

(PLDD)、耳鼻喉科、內視鏡手術與醫學美容。  

由醫用雷射工業界經驗豐富的老將所成立，neoLaser 具備最高級的工程、行銷與設計知識。 

品質是本公司及產品的核心。從選擇組件、生產流程、到最後的全面性檢查，neoLaser 努力確保我們的產品符合最嚴

格的品質標準，並且持續努力改善。本公司具有 ISO13485 認證，旗下的高級醫用雷射系統也獲得 CE 及 FDA 核准。 

neoLaser 目前擁有強大的收益成長，仍在擴展全球基地，並於世界各地擁有 30 個以上經銷夥伴。neoV 系統則逐漸

成為設計及臨床優異性的參考標準，並於外科進修班級中扮演重要角色。 

技術及產品  

neoV 系列提供多項波長與應用：  

neoV1470 及 neoV980 的設定值分別為 12 瓦、1470 奈米與 28 瓦、980 奈米，它們提供最先進的血管內和直腸科治

療設備，包含獨特的外科用探針 – 環狀發射的 CORONA 360、CORONA 瘻管探針及 CORONA 痔瘡探針。此外，適

合治療椎間盤突出的特殊骨科/PLDD 組件使微創技術獲得優異的結果。 耳鼻喉科使用的 neoV980 能夠廣泛幫助各類

手術治療，包含耳科介入性程序如鐙骨造口術，以及經鼻部治療，例如鼻甲縮小、息肉、遺傳性出血性血管擴張症、

雷射輔助扁桃體切除術。neoV1470 則可用於呼吸道的精確削融及切除。 

neoLaser 的附加應用涵蓋各種醫美程序 – neoV1470 獨有的精準度，可達到雷射輔助脂肪分解； neoV1064 能用於

灰指甲和疣治療；強效的 neoV980 則可應用於蜘蛛網型靜脈凝血。  

neoV – 物超所值 

*波長種類：neoV1470, neoV980, neoV1064 

*世界級設計與高品質冷卻技術 

*市場上最具智能的 28 瓦系統 

*售價合理、易於使用、方便攜帶、安心可靠 

  目標  

目的:  建立全球經銷網路、委託代工夥伴與直銷通路，以達到收益成長 

目標業務: 多種治療領域 (血管科、直腸科、脊椎科、美容及牙科) 的經銷商及代工夥伴 

目標國家: 全球 – 歐洲、美國、加拿大、亞洲、澳洲、南美洲、非洲 

http://www.neo-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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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m Urim 
 

主類別: Medical Devices 

次類別: Disposable & Implantable, OTC - 

Over the Counter 

治療領域: Infection Control, Primary 

Care, General Health  

公司現狀: Revenue growth 

 

 

 
www.noam-urim.com 

 

公司一覽 

Noam Urim是中東最大的針軋不織布生產者之一。  

我們為衛生與醫療產業生產拋棄式織布，包括含有各種肥皂配方、使用於沐浴的浸漬織物、乾式含皂海綿、「一致

性」印花工藝能力、抗菌及化妝品應用。我們也生產醫療產業整流器指定使用的吸附性及骨科用墊原料/捲料。 

如經要求，Noam Urim 可供應私有品牌(PL)。我們主要的一項 PL是DiniClean® 沐浴軟海綿，專供臥床患者使用，讓

他們可以在床上清潔身體).1223/2009/EC)。 

ScrubbyPetTM 是將於Medica首次發表的寵物沐浴含皂手套。  

我們的研發團隊與客戶密切合作，為任何應用定義且開發出完美的織料混合物。產品可以選擇採用 – 母捲、散裝或者

私有品牌包裝。Noam Urim 製造開發快速的客製化商品。 

本公司獲得 IS0 9001:2000 認證，可確保我們輸出至世界各地的產品都具備最高的品質標準。 

技術及產品  

我們利用針軋不織布技術生產下列客製化織物： 

1. 基重超過 90 的重型不織布織物  

2. 以各種混合織物組成來生產織布  

3. 一致性浸漬技術  

4. 轉換能力 

Medica 展覽期間，我們將強調以下產品：  

1. DiniClean® 拋棄式衛生沐浴乾式含皂軟海綿，可用於擦洗臥床患者或是沐浴時的通用產品。可節省醫院及安養院

的人力成本。 

 DiniClean® 接受(1223/2009/EC)監管規定，亦可使用於其他PL。 

2. ScrubbyPetTM 是將於Medica首次發表的寵物沐浴含皂手套，也就是寵物專用的簡易無沖洗沐浴手套。 

3. 吸附墊 在醫療和衛生產業具有不同用途 

4. 各式化妝棉 

5. 抗菌織物 提供永久內建防護，對抗細菌滋生、黴菌、真菌及酵母，抗菌效果持久、不易洗脫。 

目標  

目的:  尋找經銷商、加盟、客戶 (有意轉變者及個人品牌). 

目標業務: 醫療設備供應、醫院拋棄式用品、健康中心、經銷公司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noam-urim.com/


返回: 依公司別 
 

依類別分類 
 

依治療範圍分類 
 

Hall 16 Stand G40 

58 

 

 

 

Nuvo Group 
 

主類別: 醫學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次類別: 診斷、監測、決策支持系統 

治療領域: 婦產科 

公司現狀: 臨床前階段 

 

 
 

www.nuvo-group.com 

 

公司一覽 

Nuvo 正在開發一系列醫療產品，欲提供有力的替代方式來取代傳統都普勒/胎心監測儀。我們的產品將

為專業人士提供更為便利的方法，有助於在遠端和診間監測母親與胎兒的懷孕健康指標。  

我們的重點是開發穿戴式感應技術，利用大數據分析，透過自動、持續、遠距、無負擔的孕期監測，為

懷孕階段提供新的見解。我們的產品合併測量多種普遍應用的生物標記，包括：胎動、母親與胎兒的心

血管活動、子宮收縮/脈衝式傳播與母體活動。  

我們的產品運用革命性被動技術，藉由同步捕捉母親與胎兒的直接資訊，提供有力的替代方式來取代傳

統都普勒/胎心監測儀。我們的產品應用一組完美整合於舒適的懷孕腰帶中的精密被動式感應器，能夠安

全、準確、同步地收集和分析母親與胎兒的重要健康數據 – 具備遠距和即時特性 – 讓醫療提供者能取得

資訊和遠端存取功能，除去健康障礙。 

Nuvo 努力為母親照護面臨的挑戰創造出全新、創新的解決方法。我們對於我們的產品及技術進
步感到興奮，期待能與醫療界分享我們的成果。 

 

技術及產品  

懷孕會為準媽媽和發育中的孩子帶來各種健康風險。雖然風險的嚴重程度會隨著年齡、一般醫療和現有
條件而有所不同，但是所有懷孕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風險。併發症可能涉及母親的健康、胎兒的健康或是
兩者。 

我們正在開發運用革命性被動技術，可以同步捕捉母親與胎兒資訊的 PregSense。我們的穿戴式感應腰
帶是完善的主動式設備，含有內建式可充電電源、微型控制器、記憶體以及可連接一部行動裝置的雙向
溝通管道。  

 

這項產品提案是為了可擴充性和實惠性而造，欲使每位婦女都能以目前慣用方式的部分花費及時間，獲
得醫院等級的技術和母體健康資訊。即使與醫療診所距離遙遠，婦女仍能透過智慧型手機取得重要健康
資訊，藉著提供早期偵測和必要時的早期介入，改善治療成果。  

 

根據對胎兒和母體生命跡象的健全化、持續性、被動與非侵入性監測，這項穿戴式監測產品將能準確、
即早診斷出胎兒窘迫。利用智慧型大數據分析，預測和預防嚴重併發症。 

 

目標  

目的: 探索經銷商與全新業務夥伴 

目標業務: 醫學儀器經銷商、醫院(大型和小型)、診所、產科醫師 – 有懷孕監測需求的醫療提供者。 

目標國家: 歐盟 (英國、德國、義大利和荷蘭)、美國、亞洲 (中國) 

http://www.nuv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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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ON Medical Ltd. 
 

主類別: 醫療器材 

次類別: 植入式&拋棄式, 給藥系統 

治療領域: 女性健康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www.oconmed.com 

 

公司一覽 

OCON 醫療有限公司（“OCON”）根據其專有平台開發下一代子宮內投藥設備產品，避孕球（IUB™）在過

去 30 年市場上沒有見過任何創新。OCON 成立於 2011 年初，OCON 已經成為世界領先的婦女健康（WH）

創新者，其成熟技術已被 4 萬多名婦女使用。 

在成立以來的短時間內，OCON 已經完成： 

• 開發並成功獲得第三級藥物裝置產品法規批准。 

• 在歐洲建立營銷網絡，在推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內, 市場佔有率已超過 10％。 

• 經市場驗證, 其銷售量超過 50,000, 顯現市場被接受度。 

• 建立大型內部開發和製造能力。 

• 開發至兩個體內階段關鍵產線產品。 

• 被認定為十大子宮內產品創新公司。 

憑藉其最初的 IUB™Ballerine™產品，OCON 已證明了市場成功接受新一代 IUD 的概念，並驗證了新一代子宮

內避孕器的醫療效用。 

 

技術及產品  

IUB™Ballerine™ - 非賀爾蒙長效可逆避孕器 

（LARC）Sphera™ - 黃體素塗層 LARC  

• IUB™SCu300 產品系列是無需維護、單次使用子宮內植入的長效可逆性避孕器。 IUB™是一種由鎳製成的球

形載體，用于冠狀動脈和神經外科支架的新的生物相容性超彈性合金，提供了理想的子宮內適應性。這允許

更簡單和更安全地引入子宮，並對子宮形狀提供了優越適應性。 

• 目前公司正在開發的產品是 Sphera™也是無需維護產品。Sphera™是一款基於黃體素持續釋放的長效可逆賀

爾蒙子宮內避孕產品。 

公司所有產品的基礎是其專有的三維框架。該框架以線性形式引入子宮，裝入管中。一旦從管中裝設，它就可

以獲得其編程的球形。框架材料的超彈性特性能夠提供足夠的柔順性及有利的生理相容性。 

 

目標  

目的:  在低創新, 高需求及具規模市場成為女性健康的創新領導者 

目標業務:婦科, 醫院管理組織. 

目標國家: 歐洲, 拉丁美洲, 中國, 加拿大, 澳洲及美國 

http://www.ocon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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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k Medical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加護病房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公司一覽 

 

Peak Medical 是於 2012 年成立的私人公司，專門開發及製造用於急診醫療、呼吸道處理、重症加護與呼吸

支持的特殊創新產品。  

 

本公司持續開發多樣新生兒復甦產品，尤其是針對體重極輕的早產兒。所有產品都比傳統器材具備更多功

能，並且擁有各自的專利權。  

多數產品已獲得 CE 核准。Peak Medical 是 FDA 註冊登記的製造商。 

 

  技術及產品  

 

塑料、電子產品、影像系統、精密機械、3D 列印 

喉鏡、影像喉鏡、特殊引導設備、急救器 

 

 

  目標  

目的:  大量生產 + 許可證轉讓 

目標業務: 開發 

目標國家: 歐盟、美國、韓國、日本 

 

 

 

 
 

http://www.peakmed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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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 Sept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其他 

次類別: 拋棄性與植入式, 企業用途、委託代工 

治療領域: 耳鼻喉科、一般外科,  神經科,  骨科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pharmasept.com 

 

公司一覽 

 

Pharma Sept 為市場帶來高品質的手術遮罩和布簾，消除患者交互感染的風險，並保持手術設備的停工期

為最短。 

擁有 20 年以上身為領先製造商的經驗，我們開發出拋棄式手術產品，供最高級的醫療機構使用。 我們的

產品幫助維持手術室的無菌環境、設備清潔、保持患者安全且不受汙染。靈活性確保產品能適應特殊需求，

對客戶的承諾就是我們的商標。 

Pharma Sept 生產創新、易於使用的產品，符合預防污染的國際品質標準。 

許多與我們合作數十年的忠誠顧客可以證實我們的產品價值、設計品質與承諾力量。  

Pharma Sept 公司會持續成長，不停尋求有意代理及販售本公司產品的新夥伴。 

技術及產品  

 

Pharma Sept 有限公司已經開發出完善的產品系列，為醫院手術室不斷成長的市場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法。

我們的重點是顯微鏡、C-arm 儀器和一般設備的遮罩、超音波探頭遮罩與其他。Pharma Sept 的生產線涵

蓋原料至成品的過程，能夠賦予產品靈活度，適應客戶的特定要求。 

我們只採用最優質原料，以確保市場上最高品質的產品。  

我們也提供各種包裝選擇，客製化滿足顧客需求：單層或雙層包裝、無菌或非無菌包裝或是散裝。  

Pharma Sept 是知名品牌，也為國際各大公司提供委託代工服務。  

我們擁有 CE 認證、獲得 FDA 核准，雇用 120 位具高度技能的專業人士。 

Pharma Sept 投資研發，不斷努力為現有產品達成高雅、簡易的全新解決方法，並為手術室的全新儀器開

發產品。  

Pharma Sept 經常接收到領先高科技公司的聯繫，欲為其醫學儀器的發展推出產品。 

 

目標  

目的:  開發策略性國家的新業務 

目標業務: 經銷商、投資者 

目標國家: 奧地利、北美洲、荷蘭、波蘭 

http://www.pharmase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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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work 
 

主類別: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服務、培訓 

治療領域: 復健 

公司現狀: II 期種子 

 

公司一覽 

 
 
 
 
 
 

www.playwork.me 

Playwork 是一家「數位健康」新創公司，透過將物聯網技術和遊戲無縫整合至健身設備，提供令人興奮的

物理治療。 

將最常見的物理治療設備轉變為數據收集遊戲，Playwork 生產力用數位連結的健身活動，能夠監測患者的

進展、提供可測量的結果並加速復元。  

本公司開發數位連結性和軟體，以支持利用多項物理治療設備，例如治療球、平衡/壓力設備與運動範圍治

療工具等的運動方案。 

Playwork 提供可使用的技術「工具組」，同時修改現有設備。本公司與經銷商合作，向服務提供者推銷我

們的「工具組」，主要收費來自於軟體服務的使用，硬體費用極低。我們的產品是設計用來支持診所工作流

程與保險賠償方式。  

Playwork 客戶主要為物理治療設施和診所與老年照護機構，未來銷售預期將拓展至個別消費者及整體健康

產業。 

藉由提供產品與服務，Playwork 不斷努力改善和開發有價值的復健計畫，為患者提供最佳復原成果。 

 技術及產品  

Playwork 發展出獨特技術，讓我們能將今日的物理治療設備轉變成智慧型數位遊戲裝備。 

Playwork 系統提供一種整合於常見運動設備內部的遊戲介面，以；(a) 指導特定運動；(b) 實踐醫囑
指定之醫療方案；(c) 測量和紀錄結果與成果。所有產品都是設計用來支持診所工作流程，並能與目
前的日常作業方法無縫整合。  

技術：以物聯網科技操作安裝於常見物理治療設備的動作偵測感應器。 

遊戲：動作式互動遊戲整合廣泛的治療知識，讓患者享受有趣、以目標為導向的健身活動。  

數據趨向復健：訓練會產生個人化數據報告，讓患者和照護者能取得更多資訊，同時改善整體功效。 

Playwork 科技立基於最新的物聯網和感應器產品，讓我們能為今日的物理治療市場設計出獨特且最
具成本效益的科技產品和服務。 

 

目標  

目的:  改善復健照護的成果 

目標業務: 復健\醫療經銷商、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 

目標國家: 歐盟市場 

http://www.playwork.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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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cart Medical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一般醫療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www.polycartmedical.com/english 

 

  公司一覽 

Polycart Medical 完成多年研發，於此驕傲呈現 POLYAB PL0211。 

我們的生產技術能夠設計和製造各種尺寸與設計的組件，客製化製造商所需的系統，為患者環境提供抗菌解

決方法。 

 

  技術及產品  

POLYAB PL0211 是創新產品，具備由 ABS 材質製成的面板，能利用熱成型技術轉變為成品組件，供應
含有大量細菌沉積物、高感染風險的患者環境、手術室和其他檢查室使用。POLYAB PL0211 包含嵌入
式抗菌材質，不同於其他以抗菌材質包覆內層表面的產品，任何溝槽或刮痕都會使產品暴露於新細菌菌
落。 

 

  目標  

目的:  尋找能夠利用我們的 ABS 抗菌面板生產產品的經銷商和製造商。 

目標業務: 尋找歐洲、美國及加拿大的經銷商和製造商。 

目標國家: 德國、英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瑞典、俄羅斯、中國、澳

洲、日本、新加坡、巴西、美國、加拿大及南非。 

http://www.polycartmedical.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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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Flow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急救醫療服務 (院前與院內), 獸醫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www.QinFlow.com 

 

  公司一覽 

背景：外傷與失溫是致命性的組合，會使得 24 小時內死亡率提升 8 倍，並且延長存活者停留在加護病房的時間。大

約 20% 外傷患者的死因是失溫而非受傷，成年外傷患者的核心溫度低於 32°C 與 100%死亡率有關。外傷是 0-46 歲

人口的主要死因，美國和歐盟每年的生命年數損失估計值分別為$671,000,000,000 和$524,000,000,000。  

公司一覽：2008 年，兩名以色列國防軍隊菁英單位的退伍士官發現到市場對於快速、高效節能、易於使用的可攜式

液體加熱器的需求，於是成立 Quality in Flow (QinFlow)。根據公司成立的宗旨， QinFlow 著重於創新的救生體溫調

節科技。利用獨特的專利技術，本公司的主打產品 – Warrior – 為參與完整急救照護過程的緊急救護專業人員提供可

靠、操作簡易、可攜式血液與靜脈輸液加熱設備，能夠完美運作於所有環境條件，幫助對抗失溫及拯救生命。在持

續照護的完整應用層面，數種民用和國防的重要機構，包含急診醫療服務(EMS)、直升機 EMS (HEMS)、搜尋及救

援(SAR)、急診部(EDs)、手術室(ORs)及加護病房 (ICUs)等，已經採納 Warrior 為其優先使用的血液與靜脈輸液加熱

設備。Warrior 的獨特功能可以適當地滿足完整急救照護應用上的不同需求，使之成為新一代加熱設備，以較低售價

提供更好的照護。 
 

  技術及產品  

技術及產品：採用尖端(享有專利保護)液體加熱技術的 Warrior 是一項革新性的攜帶式血液與靜脈輸液加熱設備，能

夠滿足院前及院內對於現代液體加熱器所期望的關鍵性能參數，包括下列各項： 

• 在任何條件下瞬間升溫：可於數秒內將接近冰點的液體加熱至體溫 

• 低流動阻力：從保持靜脈開放(KVO)至 200 (電池)和 300 (交流電) 毫升/分鐘的完整加熱範圍；  

• 電池容量大：單一電池可加熱 3-5 公升液體； 

• 機動性電源：具備電池和交流電操作模式；  

• 理想的尺寸性能比：使用院前底盤設備即可提供醫院等級的效能； 

• 易於使用：容易訓練與疑難排解；以及  

• 無須維修：不必校正；無備用零件；服務週期為 5 年。. 

  目標  

目的:   

• 認識俄羅斯、澳洲、日本、南韓、土耳其和加拿大等國的傑出 EMS 經銷商  

• 認識德國、法國、西班牙、俄羅斯、澳洲、日本、南韓、土耳其和加拿大等國的醫院經銷商 

• 認識著名的院前(EMS、HEMS 等)及醫院/醫療照護(ED, 外傷、OR, ICU)單位的商業及臨床決策者 

• 認識各種軍用服務的商業及臨床決策者 

• 獲得曝光於投資業、媒體和分析師等相關參與者的機會 

目標業務: 經銷商及使用者 (採購者、急診人員、外科醫師、麻醉師) 

目標國家: 德國、法國、西班牙、俄羅斯、澳洲、日本、南韓、土耳其和加拿大 

http://www.qinfl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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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te Rehab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 復健, 小兒科, 心血管, 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

骨科 

公司現狀: 初始收益 

 

 

 

 
 

www.salute.technology 

 

  公司一覽 

開發一項供中風與其他神經性損傷及骨科傷害患者使用的全新復健科技的以色列公司。名為直覺式 Neuro-Motion 

Learning™的設備，是專為中風後的「居家使用」者以及罹患其他神經性/骨科疾病的患者提供的一款切實可行又具

備成本效益的產品。 

美國的中風傷患大約有 3 千 3 百萬人口，每年新增 780,000 人，其中 80%患者需要復健。中風病患是美國長期復

健需求的第 1 名。  

關於中風後無法獲得滿足的需求，有 85%患者感到上肢功能受損，超過 50%中風病患在急性期無法行走。臨床研究

顯示，重複密集的功能性治療可能幫助中風病人恢復肢體功能。這類型的持續治療一般需要診所或復健醫院的治療師

來手動進行，居家使用者則無替代辦法。 

Salute 的科技(專利申請中)專為「居家使用者」設計，產品涵蓋自住院病房、門診診間至患者家中的完整復健照護層

面。 

  技術及產品  

Salute 的科技(專利申請中)專為「居家使用者」設計，對於罹患神經系統疾病的患者和老年病患而言，此產品的操作

簡易，也具備使用者友善性。Salute 的設備在四肢完全擺動的過程中應用可調式線性阻力，增加對脊髓與腦部的本

體感覺回饋，使四肢肌肉接收到增強的訊號，在肢體動作上可獲得快速改善。 

Salute 的產品涵蓋由住院病房、門診診間至患者家中的完整復健照護層面，適合各種患者的上下肢復原。此儀器利

用穿戴式腰帶，配戴於患者左右傷側或兩側肢體，可輕鬆調整阻力大小。儀器附有一條細電線，連接至患者腿部的

綁帶，當患者伸展腿部時會拉出細線；帶有溫和持續線性阻力的細線，需要患者付出較大力量來進行伸展，腿部收

縮時，細線便收回設備內。 

Salute 在以色列已經進行多項病例研究，並招募 35 位中風倖存者開始一項臨床試驗。初步數據呈現顯著的改善情

形。. 

 

  目標  

目的:  策略性夥伴、經銷商、關鍵意見領導人、投資 

目標業務: 經銷商、醫院/復健診所、私人物理治療師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salute.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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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kel Scales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其他 

次類別: 醫療設備, 遠程醫療, 電子健康紀錄、醫院

單位/診所、軟體及硬體 

治療領域: 一般醫療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shekelonline.com 

 

  公司一覽 

Shekel Scales 有限公司建立於 1977 年，是設計與製造電子秤、先進秤重系統與測力應用的世界級領導者。自開創

以來，Shekel 穩定成長，在市場上已經奠立重要創新領導者的地位。Shekel 完美地結合精密的軟體與核心秤重工程

技術，為各類委託代工秤重需求提供具創造性的解決方案。Shekel 實施嚴格的品質管理，確保產品的最高標準。 

 

Shekel 的 Healthweigh® 系列是頂級的醫療專用數位電子秤，能產生非常精準的結果，並且具備使用者友善的設計。

Shekel 的系統是全球首款融合早產兒專用加熱器跟保溫箱的產品。 

Shekel Scales 公司總部位於以色列，設於中國的 Shekel (Ningbo) Scales 工廠為獨資擁有的子公司，負責生產

Shekel 產品。本公司在歐洲和美國亦設有辦公室，並擁有全球經銷商。 

 

  技術及產品  

Shekel Healthweigh®提供各種具獨特創新設計的高品質數位醫療秤。所有量秤皆可連接至電子健康紀錄系統，秤重

資訊便可與患者的醫療紀錄合併。先進的動作補償科技消除了秤重過程發生的非自主性運動，確保精確的測量結果。  

 

Healthweigh®體重秤提供可靠的秤重系統，適合醫學中心、診所、醫院、體能中心和家庭使用。 

 

Healthweigh®特殊需求秤符合多元醫療部門的需要，非常注重使用者需求、舒適性、容易操作使用，而且最重要的是 

– 絕對安全。 

 

Healthweigh®新生兒量秤具有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適合新生兒和成長中的寶寶。 

 

所有量秤均經過 OIML 核可。根據歐盟醫療器材指令 93/42/EEC ，Shekel 為 CE 認證公司。 

  目標  

目的: 認識新的商業夥伴及經銷商 

目標業務: 醫院與醫學診所 

目標國家: 全球 

http://www.shekel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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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MEDICAL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拋棄性與植入式 

治療領域: 心血管, 感染管制, 眼科、骨科, 傷口管理, 婦科, 

泌尿科, 獸醫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sn-medical.com 

 

  公司一覽 

SION Medical 有限公司是為專業健康護理部門供應單次使用皮膚清潔及治療、高級傷口護理與外科處理方法的主要

製造商。 

本公司專注於開發皮膚無菌產品、通用乳膏和應用於局部皮膚與傷口的軟膏和凝膠。 

公司位置與產品生產目前均設立於以色列兩處城市－北方的 Hagoshrim 和南方的 Sderot。 

我們的產品可以區分為以下幾種產品線： 

清潔 & 護理  提供各類皮膚無菌產品，減少皮膚致病源引起的感染 

高級傷口護理  根據全新浸漬技術製作的獨特利基產品，提供各類高級、使用容易、價格合理的傷口敷料。 

外科處理  提供手術室使用的各項設備，例如布簾、裹布、填充布料與客製化操作盤。  

本公司致力於研究與開發，具備足夠的生產能力，可以提供增強有效成分且改善個人健康的產品。 

透過醫療環境對於感染管制的實施與管理以及流行病學的應用，SION Medical 的目標是開發能夠影響、支持與改善

醫療品質的創新產品。  

本公司的品質系統擁有 ISO 9001:2008, EN ISO 13485:2012, ISO 13485:2003 CMDCAS 認證，並且符合聯邦法規第

21 條 210, 211, 820 節的規定。我們的產品皆擁有 CE 標誌認證。 

  技術及產品  

• 本公司致力於研究與開發，具備足夠的生產能力，可以提供增強有效成分且改善個人健康的產品。 

• 透過醫療環境對於感染管制的實施與管理以及流行病學的應用，SION Medical 的目標是開發能夠影響、支持與改善

醫療品質的創新產品。  

• 本公司的品質系統擁有 ISO 9001:2008, EN ISO 13485:2012, ISO 13485:2003 CMDCAS 認證，並且符合聯邦法

規第 21 條 210, 211, 820 節的規定。我們的產品皆擁有 CE 標誌認證。  

•  

• 我們的產品可區分為數種類別： 

• 高級傷口護理 

• 傷口護理 

• 皮膚護理與治療 

• 皮膚清潔與消毒 

• 潤滑液與涼感棉籤 

• 外科處理 

• 一般醫院用品 

  目標  

目的:  經銷公司、加盟者 

目標業務: 診所、醫院、居家照護 

目標國家: 歐洲、美國、加拿大、南美洲、澳洲、南非 

http://www.sn-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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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o® by Medical Enterprises Group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 微創系統、藥物投遞、藥物標的 

治療領域: 泌尿科, 腫瘤科 

公司現狀: 法規批准、收益成長 

www.synergo-medical.com 
 

  公司一覽 

Medical Enterprises集團成立於 1998年，主要開發創新性微創技術，為患者和醫療保健系統帶來益處。  

本集團由物理學、工程學專業人士和領導者以及臨床專家所構成。 

主打產品 Synergo® RITE (射頻誘發熱化療效應)提供一種臨床上有效、安全和容易的方法，利用微波(RF)
能量標的組織後，局部傳遞結合非游離射頻輻射、化療與深層組織高熱等三種技術的治療。 

 

  技術及產品  

Synergo®系統是用以治療中級和高風險非肌肉侵入性膀胱癌的微創科技。這項治療結合微波(RF)深層組織

高熱與化療藥物滴注。應用特定軟體監測器，於治療過程紀錄治療參數，提供使用者友善介面。 

膀胱內滴注藥物需要使用一條無菌、三層管腔的矽質經尿道導尿管。導尿管設有 RF 迷你天線，可以輻射照

射膀胱壁，選擇性造成癌性細胞的表型變化，產生細胞膜微穿孔和代謝變化，增加藥物攝取量，提升藥物移

動性，並且加熱目標組織至理想的受控溫度 (高熱)，這便是治療的協同重點。治療過程中，導尿管內含的 5

個熱電偶能即時監測膀胱壁和尿道溫度。 

Synergo®治療範圍為局部，以門診形式進行，成功地在全球領先的醫學中心作為常規性治療。 

自 1995 年起，已有超過 40 篇公開發表的論文和臨床試驗證實其安全性與功效。這項治療能減少復發和重

複性手術介入的需要，以及完全摘除膀胱、進行放射治療及/或昂貴的全身治療的需求。  

約有 70% 患者在其他治療失敗後選擇接受 Synergo® 治療，並且至少保持 24 個月無疾病(無腫瘤復發)，

相較於未接受 Synergo®而採用其他滴注治療的患者，該比例僅為 20-30% 。 

 

Synergo® 技術自 2001 年獲得 CE 認證，歐洲泌尿科指導方針便納入本產品為唯一經證實可治療非
肌肉侵入性膀胱癌的儀器。本產品目前正在申請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 

 

  目標  

目的:  經銷商 

目標業務: 醫學儀器公司 

目標國家: 德國、奧地利、英國、義大利、西班牙、波蘭、日本、新加坡、南韓、南非、加拿大、澳洲、

巴西 

http://www.synergo-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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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Tech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拋棄性與植入式, 內視鏡與輔助物件, 微

創系統 

治療領域: 皮膚科與美容醫學, 腸胃科, 感染管制, 傷口管理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tav-tech.com 

 

  公司一覽 

 

TavTech 是以色列私人公司，噴氣技術的世界領袖。 

TavTech 的先驅專利技術是依據航空和太空科學原理，應用於醫療領域。 

 

  技術及產品  

1. TavTech 集中發展三大應用領域：  

2. 1. 經皮投遞鹽水及其他藥劑以達成皮膚年輕再生和其他治療。此應用需使用 JetPeelTM 系列儀器。 

JetPeel 系列儀器會產生獨特的兩階段微滴噴氣，含有加速至 200 公尺/秒的鹽水和氣體(空氣或醫用氣體)。

此噴射氣流將溫和無痛地接觸需要治療的皮膚，進行多種皮膚治療，以無痛方式經皮投遞水分和藥劑。  

3. 2. 燙傷和傷口管理。此應用需使用 JetoxTM 系列儀器。JetoxTM 系列儀器以無痛方式為燙傷和其他種類

的傷口進行清潔及清瘡，不會造成髒亂且可於患者床邊使用；   

4. 3. 結腸鏡檢查。此應用需使用 Medjet 儀器。此儀器應用二氧化碳，在結腸鏡檢查過程提供優異的視覺化

能力。 

 

  目標  

目的: TavTech 將維持醫學美容、燙傷與傷口以及 結腸鏡市場的世界領導者地位。  

TavTech 的經銷商網絡活躍且完善。TavTech 現在的目標是擴展銷售圈，將所有產品系列引進新市場，並共同發展協

同技術。 

目標業務: 潛在經銷商：診所、美容/化妝品連鎖業 

目標國家: 傷口管理 – 日本、德國、東歐 

醫學美容 – 美國、拉丁美洲、日本、南韓 

結腸鏡檢查 (內視鏡) – 全球 

http://www.tav-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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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Surgical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微創系統, 拋棄性與植入式 

治療領域: 一般外科, 肥胖 

公司現狀: 法規批准 

 

 

 
www.viasurgical.com 

 

公司一覽 

Via Surgical 有限公司提供新一代疝氣修補固定技術。因了解許多疝氣修補需要使用多種網狀固定方法，如錨狀/螺

旋疝氣固定、手動表皮縫線等，Via Surgical 開發出一項創新的固定技術－FasTouch™固定系統，簡單、快速地固

定，且強力又持久的表皮縫線。 

 

FasTouch 輕巧的釘固設備為疝氣修補提供全面性固定，固定強度來自於密閉式鎖環 (CLL)的概念，而縫線材料量極

少，可以降低異物反應與慢性疼痛。 

 

Via Surgical 由 Lena、Ofek Levin 和 Arik Levy 於 2012 年成立，這個經驗豐富的團隊致力於改善與加強疝氣修補

，他們先前創立的 PolyTouch Medical，負責開發先進的網狀固定設備，以達到更高的準確性與更短的治療時間。 

技術及產品  

Via Surgical 開發出修補疝氣的創新固定技術 FasTouch™。疝氣是全球最常見的手術之一，外科治療時會在疝氣

缺口處貼上格網作為固定，正確的固定是成功修補的關鍵，固定失敗則會造成以下情況：疝氣復發、慢性疼痛、感

染及其他數種併發症。 

   

至今，業界尚未研發出全面性的網狀固定方法，通常必須利用多種固定技術：螺旋狀或錨狀疝氣固定，以及手動表

皮縫線。使用多種方法便將伴隨著手術時間較長、手術後疼痛增加以及可能併發症等等。   

 

FasTouch 的專利設計首次為醫師在傳統縫線與釘固技術上取得平衡：我們以一項創新產品，結合縫線的高效能與

釘固設備的方便和快速。FasTouch 提供全面固定方法，消除手動縫線的需求，減短治療時間，並且降低了手動縫

線和皮膚切口所引起的疼痛與感染事件，達到臨床效果的改善。  

 

Via Surgical 的 FasTouch 固定系統為拋棄式、單次使用的縫線固定設備，使用於一般外科手術，如疝氣修復。異

物材質含量最少、縫線強度增加，FasTouch 的專利設計釘固技術操作簡便又快速，同時於軟組織內形成密閉式鎖

環(CLL)，提供優秀固定效果。FasTouch 固定系統(如下圖)，專為開放式或腹腔鏡疝氣修補而設計，可插入 5 公釐

以上大小的腹腔鏡套管內。 

 

目標  

目的:  手術植入物上市前宣傳、尋找經銷夥伴 

目標業務: 醫院、經銷商、醫療保險 

目標國家: 歐盟、英國、亞洲、澳洲、紐西蘭 

http://www.viasurg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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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sonix Ltd.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醫療設備, 診斷 

治療領域: 週邊血管、神經科與退化性疾病、神經科學 

公司現狀: 收益成長 

 

 

www.viasonix.com 

 

  公司一覽 

Viasonix 是提供高級血管診斷系統的國際領導企業。Viasonix 旗下的 2 大主要產品包括使用於週邊血管診斷(PVD)的

獵鷹系列，以及用於高級經顱都普勒(TCD)測量的海豚系列。獵鷹系列產品已經成功銷售於全球 5 大洲，海豚系列也

已經非常成功地進入國際市場。Viasonix 已獲 ISO 13485 批准，獵鷹產品也已取得 FDA, CE, 加拿大衛生部、TGA, 

AMAR, TFDA, CFDA, KFDA 及許多其他國立監管機構的銷售許可。海豚產品擁有 CE 許可，目前正在申請多項其他核

可。Viasonix 的管理團隊極富經驗、專注認真，過去 20 年間已經將多項產品成功帶入市場。 

  技術及產品  

Viasonix 的主要生產線包括獵鷹周邊血管產品系列，包括：Falcon/Pro, Falcon/Quad 及 Falcon/ABI+，獵鷹系列

利用最先進的周邊血管診斷技術來判斷疾病，不僅操作極為簡單、診斷程序完整、縮減檢查時間、具備使用者友善介

面，還可以支援數種新功能。 

Falcon/Pro 是無可匹敵的高級設備，採用 Viasonix’s IPU 技術，同時支援其他系統，並擁有 10 種壓力頻道的無窮

靈活度。 此外，它也是唯一提供 10 MHz 都普勒(除標準頻率外)和 5 PPG 感應器(完整快速診斷雷諾氏症)的系統。

Falcon/Quad 和 Falcon/ ABI+系統是為預算較低者或者辦公室環境所設計，但仍可提供與高級 Falcon/Pro 同樣齊

全的功能。主要差別在於這 2 種系統只支持 4 種壓力頻道。所有產品皆具備網路連接功能 ，包含 DICOM、HL7 和

GDT。 

海豚 TCD 系列是 Viasonix 的全新產品線，包含需連結個人電腦的 Dolphin/IQ 以及擁有整合式電腦和觸控螢幕的

完整獨立 Dolphin/4D 系統。海豚系列的開發者擁有大量經驗，曾經開發出世界領先的 Sonara TCD 系統，使海豚

系列成為今日市場中最先進的 TCD 儀器。此系列產品包含所有標準功能，可支援手術中進行都普勒測量、外部頻道

的類比或數位輸入/輸出、先進的血栓偵測與許多其他功能。海豚系列極具使用者友善性的介面是市場上其他產品無

可比擬的。   

Viasonix 產品在許多國家皆已獲得監管許可，包括 FDA (美國)、CE (歐洲)、加拿大衛生部、CFDA (中國)、TFDA 

(台灣)、KFDA (南韓)、AMAR (以色列)、TGA (澳洲)及其他。 

  目標  

目的:  Viasonix 是血管診斷和 TCD 的國際領導者。我們的目標是提高國際市場占有率以及擴大國際經銷網絡。 

目標業務: 獵鷹產品系列主要是為醫院的血管及血管外科部門、血液檢驗室與私人診所設計。海豚 TCD 則主

要為神經科與神經外科部設計。 

目標國家: Viasonix 產品目前已經積極販售於多個國家，我們計畫擴展國際經銷網絡。請直接與我們聯繫

以取得更多資訊。 

http://www.viaso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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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ility Medical 
主類別: 醫學儀器 

次類別: 拋棄式、植入式 

治療領域: 泌尿科 

公司現狀: 臨床試驗 

 

 

www.ngt3vc.com/virility-medical 

 

  公司一覽 

Virility Medical 是以色列一家私人的醫學儀器新創公司，致力於發展早洩的高潮控制。本公司現處於高級

臨床階段，正在開發具有神經調節能力的緊密皮膚貼片。  

需求  

早洩是男性最常見的性功能障礙。現有的治療方式主要依賴藥物治療。口服治療包含抗憂鬱藥物，主要作

為非標籤處方使用。這些藥物的功效有限，與全身性副作用如頭痛和噁心有關，也與性行為副作用有關，

例如降低性慾和生育能力。另一種替代治療為局部治療，意即使用去敏感性藥劑。這種治療方法只能提供

有限功效，並且具有減少自發性和經陰道吸收而導致陰道麻木等副作用。  

目前，早洩問題仍無法有效獲得治療。  

市場大小  

早洩市場預計將以 9.65% 的年均複合增長率(CAGR)成長，於 2020 年達到$19.5 億。美國和歐盟估計約有

7900 萬名男性具有早洩問題，超過 1500 萬名男性正積極尋求醫學解決辦法 (根據 Frost & Sullivan 研究)。  

現況 

Virility 已成功完成兩項臨床研究，計畫於 2017 年底提交 CE。 

  技術及產品  

Virility 正在開發會陰皮膚貼片，以達到早洩的高潮控制。貼片內含電子組件，可向周圍神經和肌肉傳

遞低強度經皮電子刺激 

貼片具靈活性，能輕鬆服貼於局部解剖組織。甚至在性交前數小時貼上，便可維持性行為自發性。 

藉由電子化抑制肌肉的典型節奏性收縮，便可延緩射精。 

貼片可以完全透過行動應用程式控制，讓使用者能精確決定刺激的強度。 

高潮後，隨著肌肉重新恢復一般功能，貼片便可移除丟棄。 

貼片不含任何藥物或針頭。只影響目標肌肉，也只會在性交過程發揮作用。 

此產品計畫以無處方箋形式販售。 

  目標  

目的:  讓經銷商觸摸與感受產品、產品曝光及提高關注、辨識經銷管道與夥伴。 

目標業務: 經銷商、藥局和零售公司 

目標國家: 歐盟、美國、加拿大、中國、日本 

http://www.ngt3vc.com/virility


返回: 依公司別 
 

依類別分類 
 

依治療範圍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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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ERTER 
主類別: Medical Devices, Healthcare IT 

次類別: Diagnostic & Monitoring 治療領

域: General Health 公司現狀: Initial 

Revenues 

 

 公司一覽 

 
 
 
 
 
 
 
 

 

 
www.vitalerter.com 

VITALERTER 開發出一種創新監控平台，根據智慧型物聯網感應器，可於患者發生任何健康惡化及臨床事
件前做出預測並警告照護者。 

 

VITALERTER 的預測引擎讓安養院、醫院和生活協助專業人員能夠改善患者的安全與照護品質，大幅減少
危急事件及住院次數，因此能為公立健康組織、保險公司和家庭省下大筆開銷。 

 

 技術及產品  

VITALERTER 是用於長期照護和遠距醫療的非接觸式生物感應監測平台。此系統放置在床墊或輪椅下方，
即可利用精密的演算規則準確地監測生命跡象和行動。因此，本產品能幫助長照機構提升患者照護及健康，
同時能達到理想化的運作效率。此儀器持續監測生命跡象 (意即心跳速率、心搏出量、HRV 和呼吸速率)，
並可提早警告急性臨床事件與整體健康惡化、感染、焦慮、睡眠品質和憂鬱的發生。此系統也能追蹤身體
行動、防止跌倒、協助預防和管理壓力性潰瘍及癲癇發作，患者的行動不受限制。產品的獨特自我校正技
術運用客製化閥值，為每位患者提供最適合的警報及警告。使用效果包括降低錯誤警報率、減少加護病房
轉移、較佳醫療照護和節省花費。中央監測管理平台和專用行動裝置可以盡量降低交班工作量，促進較短
的反應時間。因而提升患者照護與內部效率。 

 

  目標  

目的:  尋找與醫院和長照機構合作的成熟地方經銷夥伴、尋找策略性夥伴，例如 EMR、護理人員呼叫系統和病床製

造商，以整合實施我們的技術。 

目標業務: 安養院及醫院 

目標國家: 歐洲、亞太地區、美國 

http://www.vitaler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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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theDATE 
THE 5TH MEDICAL DEVICES & HI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March 2019 | TEL AVIV 
 
 
 
 
 
 
 
 

 
For More Information 

MEDINISRAEL@EXPORT.GOV.IL 

mailto:MEDINISRAEL@EXPORT.GOV.IL


75 

 

 

 
 
 
 

 

 

Israeli Economic & Trade Global Offices 
 

Country Tel E-mail 
AUSTRALIA – Sydney +(61.2) 9388-0382 sydney@israeltrade.gov.il 

BELGIUM – Brussels +(32.2) 373-5534/5 brussels@israeltrade.gov.il 

BRAZIL - Sao Paulo +(55.11) 3032-3511 saopaulo@israeltrade.gov.il 

BRAZIL - Rio +(55.21) 2546-9886 rio@israeltrade.gov.il 

CHILE – Santiago +(56) 2-2750-0517 santiago@israeltrade.gov.il 

CHINA – Beijing +(86.10) 8532-0664 beijing@israeltrade.gov.il 

CHINA – Chengdu +(86) 2868-719-500 chengdu@israeltrade.gov.il 

CHINA – Guangzhou +(86.  20)8513-0518/9 guangzhou@israeltrade.gov.il 

CHINA - Hong Kong +(852) 2821-7509 hongkong@israeltrade.gov.il 

CHINA – Shanghai +(86.21) 6010-2500 shanghai@israeltrade.gov.il 

COLOMBIA – Bogota +(57.1) 327-7514 bogota@israeltrade.gov.il 

FRANCE – Paris +(33.1) 4076-5560 paris@israeltrade.gov.il 

FRANCE – OECD +(33.1) 4076-5521 oecd@israeltrade.gov.il 

GERMANY – Berlin +(49.30) 206-4490 berlin@israeltrade.gov.il 

GERMANY – Munich +(49.89) 5434-86506 munich@israeltrade.gov.il 

INDIA – Bangalore +(91.80) 4936-5320 Bangalore@israeltrade.gov.il 

INDIA - New Delhi +(91.11) 3041-4518 delhi@israeltrade.gov.il 

INDIA – Mumbai +(91.22) 6160-0500 mumbai@israeltrade.gov.il 

ITALY – Milano +(390.2) 7601-5545 milano@israeltrade.gov.il 

JAPAN – Tokyo +(81.3) 3264-0398 tokyo@israeltrade.gov.il 

KOREA – Seoul +(82.2) 723-6121/2 seoul@israeltrade.gov.il 

MEXICO - Mexico City +(52.55) 5201-1511 mexico@israeltrade.gov.il 

NETHERLANDS – Hague +(31.70) 376-0514 hague@israeltrade.gov.il 

PERU - Lima +(51.1) 9633-9709 lima@israeltrade.gov.il 

POLAND – Warsaw +(48.22) 597-0514 warsaw@israeltrade.gov.il 

ROMANIA – Bucharest +(40.21) 302-8508/ bucharest@israeltrade.gov.il 

RUSSIA  - Moscow +(7.495)7972-737/8/9 moscow@israeltrade.gov.il 

SINGAPORE +(65) 6834-9220 singapore@israeltrade.gov.il 

SOUTH AFRICA – Johannesburg +(27.11) 783-9605 johannesburg@israeltrade.gov.il 

SPAIN – Madrid +(34.91) 782-9520/9 madrid@israeltrade.gov.il 

SWITZERLAND – Geneva +(41.22) 716-0507 geneva@israeltrade.gov.il 

TAIWAN – Taipei +(886.2) 2757-7221/2 taipei@israeltrade.gov.il 
 THAILAND – Bangkok +(66.2) 204-9241 bangkok@israeltrade.gov.il 

TURKEY – Istanbul +(90.212) 317-6513 istanbul@israeltrade.gov.il 

UNITED KINGDOM – London +(44.207) 957-9525 london@israeltrade.gov.il 

UKRAINE – Kiev +(380.44) 586-1552/3 kiev@israeltrade.gov.il 

U.S.A – Chicago +(1.312) 332-2160 chicago@israeltrade.gov.il 

U.S.A – Houston +(1.713) 599-0290 houston@israeltrade.gov.il 

U.S.A - San Francisco +(1.415) 986-2701 sanfrancisco@israeltrade.gov.il 

U.S.A - New York +(1.212) 499-5610 newyork@israeltrade.gov.il 

U.S.A – Washington +(1-202) 364-5695 washington@israeltrade.gov.il 

VIETNAM – Hanoi +(84.43) 843-3140 vietnam@israeltrade.gov.il 

State of Israel,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Industry, Foreign Trade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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