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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生命科學產業，迎接全球健康照護挑戰

作為高科技領域公認的創新發展領袖，以色列已經成為生命科學領域一個主要的創新解決方案
提供商。以色列的解決方案正在化解當今的健康照護難題，降低總體健康照護成本，滿足全球
日益成長的老齡化人口需求。

強大的創業精神滲透到以色列整個社會，創新已經成為了以色列的一種生活方式。

因此，在所有生命科學企業之中，有40%成立於最近6年；每年有70至80家新公司成立，到
2012年，總數已超過1000家，業務涉及心血管與周邊血管、神經
學與退化性疾病、急診醫學、重症加護與復健、呼吸醫學與呼吸道
治療、腫瘤學、婦女健康、骨科與運動醫學、胃腸、感染控制、眼
科、疼痛管理與傷口照護、口腔與牙科、皮膚科以及美容等醫學領
域。

在醫療器械領域，以色列科學家和工程師已將先進的技術整合到電
子、通訊和電光領域，進而開發出數位成像、醫用雷射、遠端醫
療、早期診斷和智慧手術裝置領域的世界級創新產品。

超過80家生命科學服務公司：合同研究組織、工程組織、實驗室、
銀行家和律師團隊幫助成功開發和商業化創新型概念。

目前 

● 眾多以色列醫療器械創新技術已在全球各地應用。

● 超過30%的公司已進入營收階段。

● 大量的種子和研發公司預示著進一步的成長。

以色列乃是首批進行健康資訊技術領域重要文化變革的國家之一。以色列擁有相關的技術和近
20年的專業實施經驗來管理這一變革。

欲走在變革之前沿，採用創新型解決方案，透過各種新資訊、理念和技術解決方案營造積極影
響，請前往設於MEDICA德國杜塞道夫國際醫療展16號廳G40展位的以色列國家館，會見以色
列醫療器械公司。

垂詢有關此產業的更多資訊，請聯絡：

Angela W. Rabinovich 女士，生命科學產業

電話：+972 3 514 2891 | 電子郵箱：Angela@export.gov.il

mailto:Angela%40export.gov.il?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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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之創新啟發–將於2014年德國
杜塞道夫國際醫療展MEDICA呈現

由成員企業、民間私營部門機構和以色列政府支援的以色列出口國際合作協會, 負責推動以色
列出口商及海外企業暨組織間之業務關係。藉由向以色列企業提供各式出口導向服務與向國際
工商界提供輔助性服務，本協會已協助建立成功的合資企業、策略聯盟與貿易夥伴關係。

以色列出口國際合作協會之生命科學部門乃是企業媒合的龍頭領導，已為超過1200家以色列生
命科學產業公司及來自全球各層面商業夥伴進行媒合配對。協會有能力鑑別及匹配合適的潛在
商業夥伴、安排一對一的商業會議，並擔任與政府及業界間的聯絡單位。

以色列出口國際合作協會乃是以色列企業參與2014年德國杜塞道夫國際醫療展MEDICA的主要
承辦單位。

請與以色列出口國際合作協會共同探索以色列的生命科學產業。

經濟部外貿局

經濟部旗下所屬的外貿局（FTA）負責管理及指揮以色列國際貿易政策。外貿局通過多種途徑
促進以色列經濟：創始與監督貿易協定、推廣以色列出口事業，並在以色列及外國產業間培養
健全關係。

外貿局分成三大主要部門，每一部門均以其獨到而重要的方式促進以色列經濟。貿易政策暨國
際協定部門負責促進以色列自由貿易協定、維護與發展跨政府之貿易關係，並因應影響以色列
產業之管制障礙。出口推廣部門負責確保以色列出口事業的持續進展，而最新設立的國際專案
及財務部門則為以色列企業提供海外業務運作的各種支援計畫。

外貿局身為全球超過40個經濟與貿易駐外使館的營運總部。這些駐外使館位於各大主要貿易與
商業重鎮，以及諸如世界貿易組織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等多國聯合組織。過去幾年中，以色
列以額外增設駐外使館的方式，強化其在遠東地區及南美洲的業務增長。以色列經濟與貿易駐
外使館擔任以色列政府在外國市場推廣以色列產業的前鋒角色。

我們與經濟部其他單位共同合作，以吸引外資投入以色列國內經濟。我們共同努力以確保以色
列產業持續成為當今全球市場中具備主導性競爭優勢的參與者。

www.itrade.gov.il

The Israel Export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e

www.export.gov.il

http://www.export.gov.il/eng/Branches/Technologies/LifeScience/.aspx
http://itrade.gov.il/
http://itrade.gov.il/
http://www.export.gov.il/eng/homepage
http://www.export.gov.il/eng/Branches/Technologies/LifeScien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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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錄

公司名稱 主要類別與次要類別 治療種類 頁數

Allium Medical 醫療儀器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婦女健康
泌尿醫學
腸胃科
心血管醫學 

10

BioGaming 醫療儀器
遠端醫療
運動醫學
居家照護
訓練與物理療法

骨科
復健

11

BioLight Medical Devices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非處方類

過敏
耳鼻喉科
口腔與牙齒照護
發炎反應

12

Cnoga Medical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微創系統
遠端醫療
居家照護

心血管醫學
糖尿病
內分泌學
血液學
肥胖
緊急醫療服務

13

CoolSense Medical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微創系統

皮膚醫學與美容
糖尿病
加護病房 (ICU))

14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傷口照護
急救醫學服務 (EMS)
初級醫療照護
一般外科
加護病房 (ICU)
婦女健康
產科學
腎臟學
耳鼻喉科
口腔與牙齒照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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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主要類別與次要類別 治療種類 頁數

EarlySense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遠端醫學
老人照護
居家照護

心血管醫學
感染控制
內科醫學
腫瘤學
復健
呼吸

16

Elad Health Solutions 醫療保健資訊技術
網際網路健康資訊
電子病歷 (EHR))
臨床病例  (CPR)

17

Erika Carmel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運動醫學
居家照護
非處方類

一般醫療保健
一般外科
皮膚學與美容
糖尿病
骨科
傷口照護
炎症
口腔與牙齒護理
復健
獸醫學

18

Essence 醫療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技術
診斷與監控
遠端醫學
決策支援系統
網際網路健康資訊
老人照護
居家照護

一般醫療保健 19

Exorgate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加護病房 (ICU)
普通外科
泌尿學

20

Flight Medical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居家照護

急救醫學服務  (EMS)
加護病房  (ICU)
初級醫療照護
肺
呼吸
復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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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主要類別與次要類別 治療種類 頁數

G.R. Dome Medical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老人照護

泌尿醫學
婦女健康

22

HealthWatch 醫療儀器
診斷與監控
遠端醫學
運動醫學
老人照護
居家照護

心血管醫學
呼吸
加護病房
一般醫療保健

23

Hip Hope Technologies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遠端醫學
老人照護
居家照護 

骨科 24

Hy·labs 醫療儀器 
診斷 / IVD / 實驗室
生物技術
基因治療與分子生物學
微生物學
研究工具

感染疾病
婦女健康

25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醫療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技術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遠端醫學
網際網路健康資訊

急救醫學服務 (EMS)
心臟血管
呼吸/氣道管理

26

Integrity Applications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微創系統 (MIS)
居家照護

心血管醫學
糖尿病
血液學
一般醫療保健

27

Itamar Medical Ltd. 醫療儀器
生物技術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研究工具
運動醫學
居家照護
研究工具

呼吸/睡眠呼吸暫停
心血管醫學
周邊血管
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
耳鼻喉科
一般醫療保健
初級醫療照護
內科醫學
口腔與牙齒護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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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主要類別與次要類別 治療種類 頁數

Lev El Diagnostics of Heart 
Diseases

醫療儀器
診斷與監控
遠端醫學

心血管醫學 29

MDC Industries 醫療儀器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給藥

呼吸學/呼吸道治療
泌尿學
耳鼻喉科
應急醫療服務
一般醫療保健
普通外科
腸胃
糖尿病

30

Medic Shoes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居家照護

糖尿病
周邊血管

31

Medical Compression 
Systems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加護病房
骨科
復健
泌尿學
傷口處理

32

MedicSense 服務
監管諮詢
CRO
教育

33

MediTouch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訓練與物理療法
遠端醫學
機器人技術
老人照護
居家照護

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
復健
骨科
兒科

34

Medoc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 35

Mizra Medical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老人照護
非處方類 

一般醫療保健
泌尿學
骨科
兒科
耳鼻喉科  (EN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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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主要類別與次要類別 治療種類 頁數

Motorika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機器人技術
訓練與物理治療
老人照護

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
骨科
心血管醫學
復健
一般醫療保健

37

MST -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微創系統
內窺鏡與配件

腸胃
婦女健康
一般外科

38

Naveh Pharma 製藥
食品與營養
使用專利
非處方藥

耳鼻喉科  (ENT)
心血管醫學
骨骼疾病
腸胃
一般醫療保健
婦女健康
內科醫學
代謝性疾病
兒科
產前
呼吸

39

neoLaser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微創系統  (MIS)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內窺鏡及配件
機器人技術

皮膚病學與美容
耳鼻喉  (ENT)
心血管學
周邊血管
普通外科
神經與退行性疾病
骨科

40

Neuronix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老人照護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康复

41

NOAM URIM 醫療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與植入型
家庭護理
非處方類

治療領域
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
復健

42

OHK Medical Devices – 
HEMACLEAR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骨科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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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主要類別與次要類別 治療種類 頁數

Savyon Diagnostics 醫療儀器
診斷 / IVD / 實驗室

心血管醫學
腸胃
一般醫療保健
血液學
傳染病控制
傳染性疾病
腫瘤學
婦產科
婦女健康
不孕不育
呼吸
泌尿學
獸醫學

44

Sion N.T.R. Medical 
Industries Ltd.

醫療儀器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感染控制
骨科
傷口照護
眼科
心血管醫學
一般外科

45

TavTech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內窺鏡及配件
微創系統

皮膚學與美容
腸胃科
感染控制

46

Trig Medical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成像

婦女健康
產科
腫瘤學
週邊血管
泌尿學
普通外科

47

Viasonix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診斷與監控

周邊血管
心血管醫學
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

48

Vitalgo Systems Ltd. 醫療儀器
醫療設備
老人照護

一般醫療保健
肥胖
骨科
肺
復健
呼吸
傷口照護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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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6 Stand G40

Allium Medical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治療領域：婦女健康、泌尿醫學、腸胃科、心血管醫學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Allium Medical Solutions Ltd. 是一家在特拉維夫證券交易所 (TASE) 公開上市交易之公司，透
過其在以色列凱撒利亞的經營場所開發、製造並在全球銷售進階微創產品，涵蓋泌尿、婦科醫
學及心血管三個不同的部門。

技術與產品

Allium Medical 可提供長期全覆膜可伸展可回收金屬支架。Allium 支架從解剖學和功能上講可
與特定器官相容，以治療尿道和消化道梗阻。支架設計之指導思想就是每一個支架都可根據接
受治療之器官的個體特徵進行調整。Allium 秉持這一獨特指導思想，為醫生和患者提供了有效
的支架方案，可顯著改善臨床療效和患者生活品質。Allium 的支架獲得 CE 標誌，通過了 TGA 
批准，並且在巴西和中國已進入監管流程，已經植入的支架超過2,500個。EndoFast® Reliant 系
統——軟組織固定技術：EndoFast 的核心技術是獨特的 Spider Fastener，用於將軟組織補片固
定到任何軟組織上。此產品目前用於修補盆腔器官脫垂和失禁。EndoFast 的臨床價值包括拉拔
力大、穿透深度淺和可回收再用，可達到最佳的補片固定效果。當前系列包括四款產品：
• EndoFast Reliant——得到 CE 和美國 FDA 批准之脫垂修補器具，已售出了1,700多個
• EndoFast Resorb——獨特的可生物分解 Spider Fastener
• EndoFast SCP——系 Endofast Reliant 的腹腔鏡延伸
• EndoFast MN——獲得 CE 批准的手術吊索，用於治療男性壓力性尿失禁。
Gardia WIRION®：WIRION 是一種獲得 CE 批准的獨特栓子保護裝置，用於心血管支架手術。它
系唯一一種允許醫生在整個手術過程中使用任何首選導絲之系統，可自信地實施有難度的解剖
並可在導絲上的任何位置鎖定篩檢程式。WIRION 使用了一流的回收技術，可隨時輕鬆使用。 

目標

目標：尋找經銷商和合作夥伴，尋求業務發展
目標企業：尋找經銷商和合作夥伴，尋求業務發展
目標國家：東歐、拉美、亞洲

www.allium-medical.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allium-medical.com
http://www.allium-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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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Stand M19

BioGaming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遠端醫療、運動醫學、居家照護、訓練與物理 法
治療領域：骨科、復健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BioGaming 是一家由以色列首席科學家辦公室和私有投資者出資興辦的一家以色列新創企業。
公司成立於2012年，如今已經準備好透過面向物理治療師的革命性電子健康平臺進軍歐洲市
場。BioGaming 團隊中集結了頂級的遊戲專家和領先的物理療法專業人士，他們透過共同努力
帶來了市場上最高階、最尖端的遠端復健平臺之一。

技術與產品

BioGaming 開發出了一種技術，可解決患者復健家庭方案中一個代價高昂的低合規率問題。此
技術讓單調乏味的家庭鍛煉變得趣味無窮，不會令監督與回饋打絲毫折扣。這一專利待批的互
動式電子健康平臺可在診所與家中使用，可提供基於雲端且由專業人員管理的物理治療鍛煉方
案。BioGaming 的產品帶來了成功復健所需的三個必要條件：
1. 豐富好玩的互動式用戶體驗讓患者能夠在所需期限內積極參加鍛煉，以確保儘早復健。
2. 監督：我們的系統可提供相當於鍛煉時有治療師在場之監督水準。創新的姿勢識別技術可分

析每次鍛煉的品質，能夠立即將資訊準確地回饋給患者，並可向治療師發送詳細的高品質報
告。 

3. 個人化：BioGaming 技術可識別患者在能力、力量、體型和進步方面的細微差別。此平臺可
將依照治療師處方制定的傳統量身定制鍛煉方案轉變成好玩的視頻遊戲，之後會根據患者身
體運動和表現之讀數即時自動調整。

目標

目標：尋找以下各方：經銷商 物理療法買家：大中型機構 合作夥伴 投資者 市場調研，包括面
向電子健康平臺的健康報導
目標企業：面向物理治療診所與科室的經銷商
大中型機構中的物理治療診所與科室
軍隊的物理治療診所
目標國家：歐洲所有國家

www.biogaming.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arazygroup.com
http://www.biogaming.com
http://www.biogam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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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ight Medical Device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非處方類
治療領域：過敏、耳鼻喉科、口腔與牙齒照護、發炎反應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BioLight 基於低電平窄帶紅光生產電子光療設備。我們的設備可無創治療花粉熱、口腔病
灶、慢性疼痛、風濕性關節炎、痤瘡和慢性創面，無毒副作用。就在最近，我們開發了新的 
BioNette，此乃原 BioNase 的第二代產品，可非常有效地治療花粉熱（過敏性鼻炎）。過敏性
鼻炎是21世紀的一種疾病，18世紀以前尚不為人所知。研究人員預測，在接下來的20年時間
裡，西方50%的人口將受到這種疾病的侵擾（據預計，目前約有20%-25%的人口患有過敏性
鼻炎）。得益於 BioNette 獨特之設計和技術，全球一些規模最大的零售商和經銷商已經選擇
了此產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健康與美容連鎖機構 Boots（英國）；中國最大的製藥集團國
藥控股（中國）；韓國第二大製藥集團 Hanmi Medicare（韓國）；加拿大備受敬重的批發商 
Wholesale Medical Network（WMNI——加拿大）：領先的藥品經銷商 Marpel Pharma（墨
西哥）；領先的醫療經銷商 Hemocat（巴西）；Imir Kimya（土耳其）；Retia（斯洛伐克。

技術與產品

SyroLights 的其他產品包括：用於治療口瘡、齒齦炎和冷瘡等的個人設備 BioStick；用於治療
痤瘡和非癒合性創傷的 BioBeam 660；以及用於緩解類風濕關節炎疼痛的 BioBeam940。

目標

目標：BioLight 希望能找到信譽好的經銷商和批發商來一起銷售與行銷 BioNette。
目標企業：醫療儀器經銷商和批發商、投資者
目標國家：亞太地區、美洲、歐洲

www.syrolight.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arazygroup.com
http://www.syrolight.com
http://www.syro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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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oga Medical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微創系統、遠端醫療、
居家照護
治療領域：心血管醫學、糖尿病、內分泌學、血液學、肥
胖、緊急醫療服務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Cnoga Medical 設想在未來消費者不再單單是患者，讓他們能夠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況。通過使
用一種簡單的無創設備，客戶就能持續監控自己的健康狀況，甚至還可透過手機、電腦或設備
本身將讀數轉發給醫療專業人士。

技術與產品

Cnoga Medical 已經開發出一種基於彩色圖像感測器的系統，可用作 3D 光譜儀與彩色分配
器。Cnoga Medical 技術基於常規的彩色攝像機。透過使用視訊訊號，此系統就可計算來自皮
膚組織的某些生物參數，如葡萄糖、脈搏、皮膚血壓，等等。

目標

目標：使用無創監控設備在家進行醫學篩查。
目標企業：尋找以下領域之經銷商：
1. 糖尿病市場
2. 家庭監控，家庭護理
3. 診斷市場
4. 藥房，診所，醫院
5. 營救服務
6. 心血管監控
7. 血氣監測
目標國家：歐洲市場、亞洲、南美與拉美、澳大利亞

www.cnoga.com

M   E   D   I   C   A   L
Seeing  Beyond  Imagination

C N    G A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cno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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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Sense Medical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微創系統
治療領域：皮膚醫學與美容、糖尿病、加護病房 (ICU)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CoolSense Medical Ltd. 為 M.D Medical Group 旗下子公司，後者總部位於以色列特拉維
夫。CoolSense Medical 負責疼痛麻木塗藥器——創新型掌上型 CoolSense™ 投產之前的研發
工作。CoolSense 成功實施的概念為醫務人員、美容師和普通大眾帶來了一種革命性但易於操
作之器具，可消除注射帶來之疼痛與不適。CoolSense™ 疼痛麻木塗藥器已經獲得了 CE 和 FDA 
認證。在即將舉辦的醫療活動期間，會首次推出帶電控溫度功能的 E-Coolsense。CoolSense 
Medical 會推出一種獨家的三重功效美塑療法設備 Derma-Sense™。這種用於修復肌膚之手持
設備，有助於改善膚色，預防與治療細紋、皺紋、手術及痤瘡疤痕以及其他一些皮膚問題。即
將推出的第三種產品為 LipSense™，系一種創新的潤唇膏，可讓雙唇在術後保持濕潤，並可顯
著緩解患者的乾燥不適。

技術與產品

這種創新的 CoolSense™ 設備，如若應用到皮膚上，可立即麻痹注射部位，無毒副作
用。CoolSense無痛注射塗藥器已被作為醫務人員在開展醫療或美膚侵入性手術時使用的一種
一次性器具。CoolSense™ 射塗藥器還是一種重要的工具，可顯著改善那些需要每天接受注射
的患者的生活品質。CoolSense™ 可在3-5秒內消除患者對注射這種全球最常見的醫療手術的壓
力與恐懼。Derma-Sense™ 擁有微針、血清複合物和冷卻裝置，並可通過微針療法同時釋放可
增強保濕效果的乳清。LipSense™ 是一種獲得專利的內部裝置，可透過不斷地滴小水滴來濕潤
嘴唇。當患者將嘴唇放在該裝置上時，該裝置就會讓嘴唇保濕。

目標

目標：尋找面向歐洲、拉美及東亞主要國家的潛在經銷商。
目標企業：醫療設備、醫院用拋棄式器材及醫療美容經銷商。
目標國家：德國、法國、瑞士、巴西、哥倫比亞、俄羅斯、印度、日本。

www.coolsense.net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coolsense.net
http://www.coolsens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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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服務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經銷商，轉包商
治療領域：傷口照護、急救醫學服務 (EMS)、初級醫療照
護、一般外科、加護病房 (ICU)、婦女健康、產科學、腎臟
學、耳鼻喉科、口腔與牙齒照護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開發並製造高階的出血控制醫療設備。我們的使命就是以創新方式直
接攜手專業護理人員開發新產品和應用方法。我們首先是一家致力於將知識和成熟型產品帶給
終端使用者的科學公司。CSC 由一群受真正的護理所激發的人們創辦，其中包括應用領域的護
理人員和生物技術領域的科研人員。我們決定直面挑戰，推出可救命的技術並為護理人員裝備
所需的知識，讓他們在緊急和冷靜的情況下都能做出明智的決定，始終能設身處地得為患者考
慮。我們的團隊心系共同目標，立志找到符合最高標準的先進治療辦法來改善即時療效，讓患
者能夠更快地康復。

技術與產品

WoundClot 是一種獲得 FDA 批准的 I 類止血醫療設備，可用於嚴重的外傷出血，也是一種獲
得 CE 批准的 III 類全植入式手術止血鉗，還是一種 IIb 類嚴重外傷止血設備。WoundClot 旨在
止住嚴重的動脈與靜脈出血，無需直接按壓傷口。它旨在構建一個血液動力學聚合物，該聚合
物活化後，就會運用強大的物理作用力將自己貼敷到血管和暴露的組織上，形成獨特的粘附水
準。該設備使用再生纖維素製造而成，通過分子結構來誘陷改良後的物理分子矩陣中的血小板
和凝血劑，意在構建一個血液動力學聚合物薄膜，具有很高的粘附力和彈性，能夠抑制住巨大
的血壓並且能夠幾乎立刻止住血流。與此同時，精心設計的分子功能組會增強並啟動自然凝固
過程，其效率最高要比現有產品高五倍。

目標

目標：推出可救命之技術，用於應對醫院及院前急救環境中最嚴重的出血情況。用大量科學知
識裝備護理人員，讓他們在危急和冷靜的情況下都能做出可救命的決定。
目標企業：醫院和院前急救環境中以及內部出血控制手術應用、神經手術、心導管插入實驗
室、OBGYN 及 ENT 應用領域的經銷商和終端使用者。EMS 提供商和軍隊/政府護理人員及拋棄
式牙科器件經銷商。
目標國家：歐盟、美國/北美、歐洲、中東及非洲 (EMEA)、東歐國家、澳大利亞、亞洲市場和
南美。

www.corecsc.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corec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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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sense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其他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遠端醫學、老人照護、
居家照護, 工業使用 / OEM
治療領域：心血管醫學、感染控制、內科醫學、腫瘤學、復
健、呼吸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EarlySense 創辦於2004年，乃無觸點持續監控技術領域之市場領頭羊。我們獨特的無觸點傳
感技術已經得到了同行評審研究和全球醫院的驗證，可監控心率、呼吸率和舉動，讓臨床團
隊能夠提高護理品質，從而挽救醫院、長期護理機構、療養院和各種家庭環境中的患者的生
命。EarlySense 的主打產品系列是一種名為 EarlySense 系統的醫院解決方案，可透過將感測器
放在患者床墊下面測量主要參數。EarlySense 系統使得無監控病房中的醫務人員能夠透過注意
並分析患者的重要徵兆與舉動，及早發現患者的病情惡化。它讓護理人員能夠改善臨床效果，
積極縮短在 ICU 和普通病房中的住院時間，並可未雨綢繆地降低褥瘡（壓瘡）和跌落等不利事
件的發生。EarlySense 系統廣泛應用於歐美、亞洲和澳大利亞。另外，EarlySense 還著眼消費
者市場，開發獨特的遠端患者監控、睡眠及健康監控解決方案。

技術與產品

EarlySense 系統面向多個市場：
• 醫院、老年中心及長期護理機構——EarlySense 可滿足臨床團隊照顧普通護理病房中患者的

特定需求，護士們通常會每八小時監控這些病房一次。該系統包含一個可放在患者床墊下麵
的獨特感測器、一台床邊監視器、一個中心顯示站以及手持設備。該系統可持續監控心率和
呼吸率，讓臨床人員能夠及早發現患者的病情惡化並防止跌落和褥瘡（壓瘡）等潛在事件發
生。

• EarlySense 居家照護解決方案可在家庭環境中遠端監控患者，讓臨床團隊能夠及早發現患者
病情惡化，開展干涉並防止住院或患者再入院。

• 健康/消費者解決方案——可全面分析健康和睡眠狀況，包括睡眠階段與品質。該解決方案包
含一個經濟適用的感測器，可無線追蹤睡眠和健康狀況。它可將資料發送到智慧手機或平板
電腦上，幫助人們更健康地生活。

• OEM 解決方案——我們獨特的技術面向希望擴充和提升自身產品與服務的公司，可提供與任
何解決方案相相容的無觸點持續傳感功能。

目標

目標：鎖定希望達到商業與發展目的的業務合作夥伴：希望整合與採用我們技術的戰略合作夥伴、
面向醫院和長期護理機構的經銷合作夥伴、希望商業性開發我們的家庭解決方案的合作夥伴。
目標企業：
- 我們的醫院解決方案——患者監控公司、連鎖醫院、經銷公司。
- 我們的 OEM 解決方案——患者監控設備、醫院病床、通風設備、看護呼叫設備、睡眠監控器

和家庭監控護理/環境輔助生活設備的製造商；以及將從無觸點監控功能中受益的其他相關製
造商。

- 我們的家庭解決方案——居家照護經銷公司、居家照護服務提供者。
- 我們的消費者/健康解決方案——消費者健康領域的主要廠商、投資公司。
目標國家：歐洲、中東及非洲 (EMEA)、美洲、亞太地區

www.earlysense.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earlys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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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d Health Solution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技術：網際網路健康資訊、電子病歷 (EHR)、 
臨床病例 (CPR)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Elad HealthCare Solutions 面向醫療中心、醫療保健流動診所和健康管理機構提供電子病歷軟
體。該公司創辦於2003年，乃醫療市場的一家 IT 軟體開發商。自2004年起，Elad 一直在行銷
其旗艦產品 Chameleon™ 電子病歷。

技術與產品

Chameleon™ 是一種廣泛應用於各大醫院、流動診所和健康機構的電子病歷資訊系統。該系統
由綜合的應用模組所組成，其中包括患者管理資訊、患者臨床資訊、住院病房、門診診所和大
量的醫學專業。Chameleon™ 可為其客戶——臨床決策者提供一種工具，讓他們在需要時，
只需敲擊電腦鍵盤就能隨時瞭解必要資訊。此舉可大大提高醫護人員的效率，達到最佳臨床效
果。Chameleon™ EMR 平臺是一種以患者為中心的網路應用，該應用採用了最先進的軟體發展
技術、Microsoft.NET 和 SQL 資料庫伺服器。通過運用這些技術，Chameleon™ 就可以在機構
內，甚至是機構外構建一個流動的資訊系統環境。

目標

目標：
• 通過創造無紙醫療環境和減少錯誤發生率，提高醫務人員效率。
• 更容易、更快速地管理病例，控制治療。
• 互通性和連續護理讓醫務人員能夠更好地瞭解患者情況，從而改善治療效果。
• 全面記錄所有醫療資訊，可為科研及管理報告和資料採擷提供支援。
• 完整的審計追蹤，支持完備的法醫備份。
• 能夠在全院內共用病歷。
• 全面瞭解問題/藥劑/過敏。
• 讓醫生能夠做出更明智的臨床決定，從而改善治療效果。
• 提高患者滿意度
目標企業：醫療中心, 醫院, HMO
目標國家：歐洲

www.elad-solutions.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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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a Carmel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運動醫學、居家照護、非處方類
治療領域：一般醫療保健、一般外科、皮膚學與美容、糖尿
病、骨科、傷口照護、炎症、口腔與牙齒護理、復健、獸醫學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B-CURE LASER 是全球第一種可擕式低強度鐳射醫療設備，其治療功效媲美於診所。我們的目標
就是將創新成果應用於治療、護理和改善生活品質。2010年1月，B-Cure Laser 獲歐洲 CE 0120 
批准，用於治療以下16種適應症：膝蓋疼、脖子疼、下背及上背疼、運動損傷、肌肉疼痛、
關節炎、纖維肌痛、網球肘、跟腱炎、腕管綜合征、發炎、傷口癒合、燒傷、新外傷、產後妊
娠紋、痤瘡、單純孢疹、牙科和針刺治療。B-CURE LASER（一項以色列發展成果與專利）受
到領先醫療專家的推薦，廣泛應用於領先的疼痛診所、傷口癒合診所、骨科以及醫療中心，如 
Hadassah、Sourasky、Rambam 和 Sheba。B-Cure Laser 還廣泛應用於以色列的國防部物理療
法診所和各大體育俱樂部，受益人群包括以色列最棒的運動員和成千上萬接受居家照護治療的個
人。Wingate Institute 奧林匹克醫生 Luba Galitzkaya 博士和 Wingate Institute 物理治療部主任 
Mia Kala-BenTzur 博士這樣評價 B-Cure Laser Sport Pro：「在治療患者期間，我們使用這種設
備減輕了患者疼痛，改善了機能，我們對它太滿意了！」

技術與產品

B-Cure Laser 低強度鐳射治療：軟鐳射作用於皮膚表面，可在不刺激或刺痛皮膚的情況下滲透皮
膚。軟鐳射治療可在細胞和組織層面生物刺激身體的自然癒合機能。每種細胞都會收到啟動與實
現最佳功能發揮所需的能量，從而讓細胞實現「自愈」並自然復健。B-CURE LASER 是上述適應
症軟鐳射治療領域的一項技術突破，被推薦用於專業及個人治療。B-CURE LASER 是最佳的居家
照護與自我治療解決方案，使用起來非常簡單且十分安全。我們專利待批的高級電光裝置很好地
將覆蓋面積達 4.5 cm2 的雷射光束的大功率與連貫性整合到一個集便攜、可充電、安全和易於使
用於一體的裝置中。B-CURE LASER 實現了最有效治療與高品質連續個體化治療的完美結合，促
使快速緩解與癒合。
產品：
B-Cure Laser——可有效治療骨科問題、疼痛與復健 – 可輕鬆、安全地在家中使用
B-Cure Laser PRO——專門供健康專家使用——鐳射輻射更大，每分鐘5焦耳。
針對骨科診所、物理治療師和糖尿病傷口護理，B-Cure Laser Dental PRO——軟鐳射可以更快、
更好地安全治療。針對牙科治療前及治療後的尖端解決方案。可更好、更快地復健，並可減少治
療和手術（種植牙、拔牙、顳下頜關節炎、牙周手術等）過程中的疼痛與腫脹。它是軟鐳射牙
科中的一個新類別，被稱為「B-Cure Laser Dentistry」，亦是獨一無二的。B-Cure Laser Sport 
Pro——您專業的骨痛與運動損傷解決方案。在成功治療眾多專業運動員之後，以色列奧會選擇
了該方案，它還是用於治療專業及業餘運動員因高強度訓練而導致的疼痛和損傷的最終解決方
案。

目標

目標：合作夥伴/經銷商
目標企業：消費者、在家自行治療的終端使用者、藥房—— 獨特的商業模式、診所、醫院、運
動隊、運動員、安保人員、居家照護、護理院、物理治療師、傷口照護診所、牙醫。
目標國家：全球。在一些國家，我們已經為我們的一個或多個型號的產品找到了經銷商。

www.laser.bcuredental.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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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技術
次要類別：診斷與監控、遠端醫學, 決策支援系統、網際網
路健康資訊、老人照護、居家照護
治療領域：一般醫療保健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Essence 是以色列一家面向安全、通訊與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智慧聯網生活解決方案公司。我們
有20年的經驗，在全球各地安裝的設備超過1000萬台，我們很自豪能全權擁有我們的端到端
解決方案：概念開發與設計、硬體製造與日常經營 – 確保系統可靠、靈活並能滿足合作夥伴
特定的設計需求，還可提高合作夥伴的市場地位與終端客戶體驗。智慧護理 – 讓老年人能夠
舒適、安心地在家養老，讓老人和家人無後顧之憂，這樣老人們就可以保持獨立，只有在需要
時，才需家人的幫助。Care@HomeTM 平臺面向的是希望透過創新的居家照護解決方案來擴充
和提升產品服務的醫療保健等服務提供者。智慧生活——WeR@HomeTM 平臺讓消費者能夠盡
享生活便利——可隨時隨地透過任何螢幕無縫管理他們的聯網家庭。透過這樣的自監控式智慧
聯網家庭解決方案，服務提供者就可從同行中脫穎而出了。智慧安全 – 透過安全與視頻監控
功能確保家庭安全。該平臺可遠端存取，可為安全服務提供者提供一個可靠、經濟的系統，讓
客戶能夠對其所關心的人和地方的安全放心。

技術與產品

Care@Home 可無縫監控老人的日常生活，從而讓老人能夠獨立地在家養老。無縫感測器安放
在不同的房間中，可監視活動情況。該控制裝置可收集家中的所有資訊，並會將之上傳到雲
端，由智慧演算法和分析引擎對資訊進行分析與處理，從而瞭解日常生活模式。如若發現與日
常生活模式有任何偏差，該智慧演算法就會透過行動應用和網路門戶將之告知護理人員和/或
家庭成員。患者無需按任何按鈕，也無需主動與系統互動，就能盡情享受生活，家庭成員也能
始終對情況瞭若指掌。
偏差的例子：
- 不吃飯
- 延長在家外的時間
- 去洗手間的次數過多
- Care@Home 微分器不活躍/活躍度低
- 支援無縫監控的自學系統沒有按鈕
- 智慧演算法會根據嚴重程度（低/中/高）發佈重要提醒
- 透過行動應用向家人和健康服務提供者推送通知和提醒
- 底部帶個人應急回應系統 (PERS) 的模組化解決方案。客戶可在「傳統 PERS」和整體「健

康」解決方案之間做出選擇
- 根據使用者需求定制。安全設備和其他週邊設備可根據使用情況添加
- 用戶體驗：一款以客戶為中心的應用，直觀且易於使用

目標

目標：我們正尋找經銷合作夥伴來大規模部署我們開創性的遠端護理解決方案。我們願意結識
潛在客戶、行業分析師和媒體代表。
目標企業：健康服務提供者
通訊服務提供者：電信公司、行動運營商
目標國家：歐盟、北美、亞太地區、拉美

www.essence-grp.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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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rgate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其他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附件
治療領域：加護病房 (ICU)、普通外科、泌尿學
公司狀態：臨床試驗

公司簡介

EXORGATE 面向包括海洋、醫療、發動機和民用市場在內的全球市場的領先製造商開發、製造並
提供綜合的銷售、行銷和供應鏈管理服務。EXORGATE 涵蓋各個方面，從計畫制定和完善到零售
執行。EXORGATE 利用了先進的資訊管理系統，這些系統是與我們的轉售合作夥伴一起開發的，
將先進技術系統和熱情的員工團隊搭配起來。我們提供一系列基於EXOR BLUE TM專利技術的產
品用於測量液體流。每種產品都旨在滿足不同的需求。我們總部位於以色列，擁有一支經驗豐富
的管理團隊，他們在 IT 行業的國際通用管理領域頗有建樹，且非常瞭解休閒和專業市場。

技術與產品
IV 感測器——EXOR-6B：一種拋棄式 IV 流率感測器。Exorgate Ltd 的該解決方案可提供一個完備
的系統來準確測量水基 IV 溶液，如水、藥、血等等。該解決方案由三部分組成
1) Exor-6B——一種拋棄式低成本感測器 2) MCU——一種多工控制裝置 3) TSM——一種觸控式螢
幕監視器
（可選）
Exor-6B 是一種低成本超靈敏的流率感測器，使用 Exor Blue 專利技術打造。該拋棄式感測器可以
測定水基溶液的流率、速度和溫度，並可將該資料向醫療團隊顯示。Exor-6B 技術的主要優勢如
下： 可非常靈敏地用於醫用流率測量（0.03 ml /秒), 低成本, 拋棄式, 易於使用, 無機械部件, 可在,
多種水基溶液中操作, 可顯示溫度,  尿液感測器——EXOR-6D：一種拋棄式 IV 流率感測器
Exorgate Ltd 的該解決方案可提供一個完備的系統來準確測量尿液的流率、速度和溫度。另外，
它還包含一個即時警報，尿流停止時，該警報就會消失。該解決方案由三部分組成：
1) Exor-6B——一種拋棄式低成本感測器 2) MCU——一種多工控制裝置 3) TSM——一種觸控式螢
幕監視器（可選）
Exor-6D 是一種低成本超靈敏的流率感測器，使用 Exor Blue 專利技術打造。該拋棄式感測器可
以檢測到尿液的流率、速度和溫度，並可將該資料向醫療團隊顯示。Exor-6b 技術的主要優勢如
下：• 可非常靈敏地用於醫用流率測量（0.03 ml /秒）• 低成本 • 拋棄式 • 易於使用 • 無機械部件
• 可在多種水基溶液中操作 • 可顯示溫度 - MCU - Exorgate 多工控制裝置
Exorgate 多工控制裝置可處理並分析從 EXOR-6 那裡收到的資料並會即時傳送以下資訊：即時液
體流率,  即時液體速度,  即時液體溫度, 裝置位置（透過 GPS）可透過 Exorgate Ltd 軟體協定將該 
MCU 整合到任何醫療系統中去
另外，該 Exorgate MCU 還可提供：用於即時連通該裝置的介面,  定位服務 (GPS/Glonass),  無線
固件升級,  GPRS 資料庫通訊（可選）, 內置資料記錄器,  可輕鬆與其他系統進行整合,  液體流停止
時，會發出即時警報
TSM。觸控式螢幕監視器。
TSM 是一款緊湊的觸控式螢幕監視器，可即時為醫療團隊提供簡單、品質有保障且準確的 IV 流
總結。TSM 的規格：
1) Exorgate 7英寸觸控式螢幕 2) 連線單元  3) USB 電纜 , 4) Software 軟體

目標
目的：
1) 測試、行銷與經銷合作夥伴，2) 合資夥伴，3) 戰略合作夥伴
目标企业：醫院、經銷商
目標國家：全球

www.exorgate.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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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Medical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居家照護
治療領域：急救醫學服務 (EMS)、加護病房 (ICU)、初級醫療
照護、肺、呼吸、復健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Flight Medical 瞄準了市場對多功能高端可擕式通氣機日益增長的需求。該公司成立於1997
年，專業開發、製造與銷售用於維持生命的呼吸設備。Flight Medical 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售出
超過18,000台通氣機，這些機器應用於居家照護、長期護理、轉運、亞急性護理、醫院環境及
防災準備中。Flight Medical 推出了 Flight 60，它是一款功能獨特的尖端通氣機，適用於各個
臨床部門。Flight 60 延續了享譽全球的 HT50 通氣機的成功，後者亦由 Flight Medical 開發與
製造的。該公司之目標就是為醫療界提供低本高效、性能可靠、易於使用、臨床功能齊全的通
氣機。

技術與產品

Flight 60 為一款多用途通氣機，意在解決長期護理、急救、院內轉運、醫院、居家照護和亞急
性護理領域不斷增長的通氣需求。Flight 60 價格經濟，設計緊湊輕便，具有很好的臨床性能。
我們的通氣機提供高級通氣模式，直觀、易於使用，具有有創與無創功能；另外，還主打獨特
的雙電池概念，電池壽命長達12小時。

目標

目標：促進並發展戰略合作（如 OEM 和技術轉讓）以及建立全球經銷網路。
目標企業：在醫院、居家照護、轉運和長期照護市場部門為我們的通氣機建立全球分銷管道。
在商業與技術層面建立戰略合作
目標國家：全球

www.flight-medical.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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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Dome Medical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老人照護
治療領域：泌尿醫學、婦女健康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G.R. Dome Medical 專業開發無創尿液與體液收集裝置。該公司是以色列海法 D&D 公司旗下的
子公司，由知名的以色列醫生世家中的 Amir Laniado 於2013年創辦。該公司由一群涉足業務
開發、醫藥、泌尿及醫療技術的瑞典投資者和以色列投資者出資。G.R. Dome Medical 已經完
成了其頭兩種重要產品以及眾多由其獨特的智慧財產權提供支援的互補產品。

技術與產品

UriTop-M 系一款針對男性的無創尿液收集裝置，可牢固地安放在陰莖頭上。該裝置不會遺漏
尿液，可方便地使用與取下。UriTop-M 獲得了 CE 和 FDA 的批准。我們已經在以色列和瑞典
開展了臨床測試，在醫院和門診環境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UriTop-F 是一款針對女性的
無創尿液收集裝置，可牢固地安放在生殖器周圍。該裝置不會遺漏尿液，可方便地使用與取
下。UriTop-F 正在等待 CE 和 FDA 的批准。我們已經在以色列和瑞典開展了臨床測試，在醫院
和門診環境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目標

目標：G.R. Dome Medical 的目標就是將我們的智慧財產權授權給泌尿領域的公司，進而進軍
全球各地龐大的尿失禁市場。
目標企業：導尿管、尿片等尿失禁產品製造商。
目標國家：美國、歐盟、日本、中國、印度

www.grdome.com

Dome Medical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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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Watch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診斷與監控、遠端醫學、運動醫學、老人照護、
居家照護
治療領域：心血管醫學、呼吸、加護病房、一般醫療保健
公司狀態：法規核准

公司簡介

HealthWatch Ltd. 是一家醫療技術設備公司，致力於運用新興的連接技術開發可佩戴的醫療保
健產品。這些產品運用最
新的微技術全天候無縫而透明地保護用戶的健康，並會在檢測到緊急情況時，通過個人智慧手
機或其他方式立即向使用者或醫療專業人員發出警報。HealthWatch 產品是可佩戴紡織電極和
心臟感應電子技術領域的一項突破，並將所有這些整合到簡單的日常衣物中，實現連續監控患
者，不論是在醫院、作為家中的心臟病救命器，還是用於健康與健身追蹤 - 均無需粘膠、膠水
或準備工作。

技術與產品

技術和產品分為：
• 感應與警報
• (健康衣物）：無縫合線的心臟感應衣服，帶織合的電子紡織電極用於連續監控重要體征 – 

非常適合在醫院使用、作為家中的心臟病救命器或者用於健康追蹤 - 均無需粘膠、膠水或準
備工作。該衣物可機洗，能夠檢測3-15導心電圖和其他生物體征，如活動、運動、跌倒和呼
吸。

• MasterCaution® 監視與控制系統：放在衣服內側口袋中，會即時分析心律不齊、心臟缺血、
呼吸異常、突然跌倒或缺乏運動等心臟事件的實際心電圖信號，出現這些情況均會自動發出
警報。該警報會通知用戶，還會通過用戶的智慧手機發送給事先定好的醫療專業人員和標準
遙測或遠端監控服務機構。結合起來時，這些產品則非常適合用於長期動態心電圖監控、事
件環記錄、遠端心臟病學和遠端監控。

目標

目標：推出產品、結識潛在的經銷商與戰略合作夥伴。
目標企業：醫院、居家照護與老人照護、遠端心臟監控服務、心臟實驗室。
目標國家：全球

www.personal-healthwatch.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personal-healthwat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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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 Hope Technologie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遠端醫學、老人照護、
居家照護
治療領域：骨科
公司狀態 ：臨床試驗

公司簡介

Hip Hope Technologies Ltd. (HHT) 是一家以色列初創企業，成立於2011年，致力於提供一種
可行的方案來解決老人因摔倒而導致髖部骨折這一最令人擔憂的難題。該公司成功將創新理念
和獨創技術整合到一種高端但易於操作的有源髖關節保護裝置中。HHT 目前雇有10名嫺熟的專
業人士以及互補的現場專業轉包商資源。HHT 的研發工作得到了以色列首席科學家辦公室和以
色列經濟部多筆補助金的支援與贊助，另外還得到了私有投資者的資金支援。Hip-Hope™ 高端
可佩戴裝置可用作更多安全、醫療和活動遠端監控應用的智慧平臺。

技術與產品

Hip-Hope™ 是一種智慧的有源可佩戴髖部保護裝置，可作為一根美觀的帶子方便地圍在用戶
的腰間。一旦檢測到即將碰觸到地面，一個先進的多感測器跌倒檢測系統就會啟動兩個快速部
署好的氣囊。膨脹的氣囊會裹住髖部，從而從根本上減輕跌倒的衝擊力，並可最大限度降低髖
部骨折的風險。Hip-Hope™ 是一種複合產品，採用了多種技術，涵蓋電子、DSP、軟體與演算
法、氣體力學、氣囊技術和可穿戴醫療設備工業設計等領域。該產品獨創的微感測器、系統邏
輯和演算法使之能夠區分真正的跌倒和類似於跌倒的誤導性事件。為了做到適用於老人，如方
便、人性化、美觀和自動操作，該公司投注了大量精力，旨在保護用戶的安全。Hip-Hope™ 還
可為用戶及其護理人員提供諸多增值功能，如：
• 遠程跌倒事件警報，
• 運動資料記錄，
• 內嵌應急按鈕，
• 盛放個人物品，等等。
Hip Hope™ 預定於2015年第三季度開始銷售。

目標

目標：
1. 推出 Hip Hope™ 裝置。
2. 結識潛在的戰略合作夥伴 。
目標企業：
1. 健康與長期護理保險公司
2. 醫療中心、醫院和康復中心
3. 健康維護組織 (HMO)
4. 老人照護機構、輔助生活機構、養老院和老人公寓
5. 遠端醫療與智慧產品製造商和服務提供者
6. 居家照護 服務提供者
7. 家庭健康應急服務提供者
目標國家：我們著眼於全球市場，特別是經合組織 (OECD) 成員國。我們會優先關注以下目標
市場：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和中國。

www.hip-hope.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hip-ho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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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ab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生物技術, 服務, 農業生物學, 其他
次要類別：診斷 / IVD / 實驗室, 基因治療與分子生物學、微
生物學、研究工具, 經銷商、醫院、實驗室、私有投資者, 化
學、生物及其他, 工業使用 / OEM
治療領域：感染疾病、婦女健康
公司狀態 ：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Hy Laboratories Ltd (hylabs) 是以色列領先的傳染性疾病識別產品開發商。Hylabs 為醫療保健
（健康保險公司，醫院和私人實驗室）、工業（製藥，生物技術食品與飲料，水業公司等）、
環境及學術研究市場提供全套產品與服務。自1974年以來，Hylabs 的產品品質、可靠性和服
務一直得到大家的公認。經驗豐富的研發人員密切攜手微生物學和分子及細胞生物學領域的領
先專家，一起評估需求並推動未來技術和新產品的開發。

技術與產品

Hy Laboratories 為微生物和分子生物實驗室提供一系列準備好的文化媒介、生物化學和分子
工具，並提供獨特的 Elisa 測試來預測先兆子癇 (Preeclampsia)。我們的產品系列包括：
• 婦女健康
• 用於早期預測先兆子癇的 PP13 Elisa 測試
• 微生物產品
• Hy-Giene 監控系統 (HGM)——雙面瓊脂滑片
• 準備好的文化媒介（板、測試管和瓶子）
• 照射接觸與沉澱板
• 生化試劑盒，分子生物產品
• 寡核苷酸
• 用於檢測傳染性疾病的 PCR 和 qPCR 試劑盒
• DNA 提取與純化試劑盒
• 酶
• 緩衝劑與隨時可使用的凝膠服務
• 符合國家與國際監管標準的微生物與毒性測試
• 專門從事各種染色體組服務的分子生物門類包括 Sanger 測序和次世代定序 (NGS)、支原

體，等等。

目标

目標：主要尋找全球經銷商
目標企業：健康保健（健康保險公司、醫院和私人實驗室）、工業（藥物、生物技術食品與飲
料、水業公司，等等）、環境與學術研究市場。
目標國家：全球

www.hylabs.co.il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hylabs.co.il


26

Hall 16 Stand G37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醫療保健資訊技術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遠端醫學, 網際網路健康資訊
治療領域：急救醫學服務 (EMS)、心臟血管、呼吸/氣道管理
公司狀況: 初始收入

公司簡介

Inovytec 設計、開發並製造極為重要的非侵入式急救護理設備，可由專業及非專業的應急救援
人員用於對因遭遇緊急醫療事件而需要立即在院外接受緊急醫療救援的人員提供有效的急救治
療。該公司專注于開發與行銷創新而安全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高效、經濟和適用等特點
於一體。

技術與產品

SALI™（SAve LIfe縮寫）設備是極為重要的院前急救護理設備，可由非專業人員使用。這些設
備可為因遭遇緊急醫療事件而亟需醫療救援的人員提供有效的急救治療。Invoytec 彰顯了21
世紀的急救支援技術，讓您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供更快、更人性化、更有效的非侵入式治
療。為 SALI™ 提供支援的是創新的 Inovytec LUBO™ 氣道護托，它是唯一一種通過模擬雙手托
頜法來打開氣道的非侵入式設備，保不保護頸椎都可。SALI™ 和 LUBO™ 設備已被譽為新一代
院前醫療急救設備。LUBO™ 氣道護托已經開始在全球銷售。

目標

目標：讓 Inovytec 的院前急救解決方案應用於全球的院外環境中及服務提供領域。
目標企業：經銷商、戰略合作夥伴
目標國家：LUBO™ 氣道護托——全球各地，特別是：義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俄羅
斯、美國、日本、韓國、印度、土耳其、非洲和拉美國家。

www.inovytec.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inovy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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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Application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微創系統 (MIS)、居家
照護
治療領域：心血管醫學、糖尿病、血液學、一般醫療保健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Integrity Applications (OTCQB: IGAP) 開發了一種真正的非侵入式創新型家用血糖監控設備 
GlucoTrack®，讓糖尿病患者無需抽血就可測血糖。GlucoTrack 將獲得專利的超聲波、電磁及
熱技術與專有演算法結合起來。GlucoTrack 利用了一個小型感測器，該感測器可夾到耳垂上
並連接到一個尺寸只有智慧手機大小的掌上型配套控制與顯示裝置上。一分鐘以內可提供看
得見與聽得到的結果。該公司型號為 DF-F 的首款設備於2013年6月獲得了 CE 認證，Integrity 
Applications 目前正在全球多個國家推廣其 GlucoTrack。GlucoTrack 易於操作且很人性化- 
(Just clip it! ™)。該設備包含彩色觸控式螢幕，操作起來很方便並能在設備螢幕上追蹤血糖變化
趨勢。使用者可輕鬆下載讀數資料，以便用於進一步分析和長期記憶。

技術與產品

GlucoTrack 同時利用了獲得專利的超聲波、電磁及熱技術，並將它們與在全球獲得專利的專有
演算法結合起來。耳夾每六個月更換一次，並且只有在更換耳夾時才需要單獨校準。要想測量
血糖，使用者需要將耳夾夾到耳垂上，之後就會自動測量。測量結果會用較大的數位以及透過
聲音顯示。因此，亦適合盲人和視力受損人士使用。

目標

目標：IIntegrity Applications 的使命就是為糖尿病患者開發、生產並銷售非侵入式家用血糖監
控設備。GlucoTrack 血糖儀可説明糖尿病患者獲得血糖讀數，無需忍受傳統的（侵入式）扎手
指設備所帶來的疼痛、不便、費用和麻煩。
目標企業：Integrity Applications 希望能在全球推廣其 GlucoTrack 非侵入式血糖監控設備。
該公司目前正在尋找更多的經銷商在更多地區經銷與銷售該設備。
目標國家：全球各地

www.integrity-app.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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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mar Medical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生物技術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研究工具、運動醫學、居
家照護, 研究工具
治療領域：呼吸/睡眠呼吸暫停、心血管醫學、周邊血管、神經
學與退化性疾病、耳鼻喉科、一般醫療保健、初級醫療照護、
內科醫學、口腔與牙齒護理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Itamar Medical 是一家醫療技術公司，致力於開發、行銷與銷售基於 PAT（周邊動脈張力）專
有平臺技術的診斷產品。PAT 平臺技術由睡眠醫學和心臟病學領域領先的臨床醫師團隊攜手生
物醫學工程師和物理學家共同開發。我們的專有技術可實現非侵入式記錄、測量與分析 PAT 信
號。PAT 信號可測量患者跳動動脈量的變化情況，是心血管學系統和自主神經系統交感支的「視
窗」。我們基於 PAT 技術的兩個產品系列分別為：WatchPAT 和 EndoPAT，其中前者用於在患
者家中診斷與追蹤睡眠呼吸障礙和睡眠呼吸暫停；而後者則用於評估內皮功能，臨床證實，該功
能標記可提供常用工具所不能提供的風險分類。兩種產品都很容易使用、無需操作人員，可輕鬆
地提供診斷幫助並且可替代價格高昂、操作複雜且不便於使用的測試。我們的產品已經開展過
100多萬次測試，Itamar Medical 設備的全球銷量已超過10,000台。憑藉對我們的產品所開展並
在專家評審期刊刊物上發表的數百項臨床研究，我們相信2014年 PAT 技術可進行廣泛推廣。與 
Medtronic、Philips Respironics 和 Royal Philips 之日本子公司 NIHON KOHDEN 達成協定。

技術與產品

WatchPAT™ 設備是一種醫用級別的可擕式家用睡眠診斷設備，旨在在患者家中準確地診斷、檢測
並治療睡眠呼吸暫停和睡眠呼吸障礙。它可替代睡眠實驗室，完全無需繁瑣的鼻導管或運動帶。
該設備可提升患者舒適度，讓他們能更自然地睡眠，且失敗率極低。除呼吸指數外，該設備還可
提供睡眠/醒著分析和睡眠結構，包括睡眠階段，無需使用電極。
市場：預計全球有1億睡眠呼吸暫停患者
主要客戶：美國：維吉尼亞州 Kaiser Permanente，全球領先之研究型睡眠實驗室
EndoPAT™ 設備是唯一一種可用於評估內皮功能的非侵入式診斷測試設備，無需操作人員。領先
的心臟病專家的臨床試驗證實，EndoPAT 能夠通過非侵入方式準確評估內皮功能。EndoPAT® 測
試很簡單，只需15分鐘，可由診斷的醫務助理輕鬆開展。EndoPAT® 測試如今得到了數百篇專家
評審論文的支援，這凸顯了內皮功能障礙是臨床動脈硬化的一個主要標誌，也是所有疾病狀態的
心血管學事件的預報器，是常用測試所無法比擬的。
市場：有症狀的患者或心血管疾病患者
主要客戶：美國：North Shore-LIJ 醫療保健提供商、NYU Langone 醫院、MAYO 診所、斯坦
福、耶魯。

目標

目標：我們致力於將 PAT® 技術打造成主要慢性病診斷與治療幫助的黃金標準。由於 PAT 可反應
心血管學與交感系統的兩項主要功能（兩者均在眾多慢性病狀態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們預計 
PAT 產品未來將廣泛應用於各家診所或醫院。
目標企業：
WatchPAT(TM)——潛在市場：預計全球有1億睡眠呼吸暫停患者
EndoPAT(TM)——潛在市場：所有有症狀的患者或心血管疾病患者
目標國家: 歐洲、南美、美國、遠東

www.itamar-medical.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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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El Diagnostics of Heart Disease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診斷與監控、遠端醫學
治療領域：心血管醫學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Lev El Diagnostics of Heart Diseases Ltd. (Lev El) 是一家私有的生物醫療公司，專業從事心血
管疾病之偵測。我們的旗艦產品 HeartTrends™ 是一款診斷用軟體工具，用於早期偵測冠狀動
脈疾病 (CAD) 引起的心肌缺血，還可用于篩查病患。

技術與產品

我們的旗艦產品 HeartTrends 可替代標準的 EST，優勢包括超強的靈敏度（為77%，而其他產
品則為19%）和較高的陰性預測值 (NPV)。臨床試驗證實，HeartTrends™ 的相對增量值是運
動耐力測試 (EST) 的5.11倍。附帶參考。HeartTrends™ 測試可在休息時使用一個小時的 Holter 
資料記錄完成，測試期間無需醫生在場，患者亦不存在運動壓力測試的風險。

目標

目標：繼續在主要目標市場樹立品牌知名度，提高產品滲透率。在尚未涉足的目標市場啟動宣
傳，力求取得突破。
目標企業：相關目標市場包括公立與私立醫院、保險公司、心臟病專家和一般從業者。
目標國家：亞太地區、歐洲、非洲、加拿大、美國、南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www.levhm.comLe ELv

Le ELv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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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 Industrie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其他
次要類別：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給藥, 工業使用 / OEM
治療領域：呼吸學/呼吸道治療、泌尿學、耳鼻喉科、應急醫
療服務、一般醫療保健、普通外科、腸胃、糖尿病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MDC 是一家領先的 OEM 供應商，為各種醫療應用提供創新型優質醫用管。自1987年以來，
該公司就依託於25餘年的專業知識和創新思維，為國際醫療設備公司提供量身定制的醫用管，
成為企業首選的製造商和開發商。得益于 MDC 經驗豐富的工程團隊，客戶得到了他們所需的
獨特的產品特性與性能，包括設計、快速成型和全面生產。MDC 是一個信得過的合作夥伴，
可為您量身定制醫用管。MDC 可提供各種擠壓能力、材料使用、二次服務和組裝能力。該公
司的醫用管是多種一次性器材和各種醫療應用的重要構成。MDC 在一間100,000級的清潔室中
製造產品，符合 FDA cGMP 與國際標準，如 ISO 13485。所有原材料均遵循高品質原則並符合 
ISO 10933 生物相容性標準。MDC 採用了先進生產設備並且在製造過程中秉持嚴苛的最佳實踐
標準，以提供無與倫比的精確度、嚴格的品質控制與操作一致性、達到並保持最高標準。

技術與產品

擠壓能力：製造 OD 範圍介於 0.5mm-15mm、偏差小至 0.01mm 的醫用管。我們的擠壓能
力包括：單腔管、管標記條、雙管，三管及四管、多層管、薄壁管、平折膜管和型材擠壓材
料：MDC 的醫用擠壓品包含各種材料。我們會選擇原始材料來確保達到最佳材料特性。材料
包括：PVC（不含 DEHP）、聚乙烯、熱塑聚胺脂 (TPU)、熱塑彈性體 (TPE)、聚醯胺 (PA)、乙
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 (EVA)
組裝與二次服務：MDC 的醫用管是多種一次性器材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提供各種醫療應用
的組裝服務。我們在一間100,000級清潔室內開展組裝與二次操作，具體包括：印製、切割、
尖端成型、精密鑽孔、包裝、標籤和消毒

目標

目標：
1) 尋找新客戶
2) 結識全國代表
3) 攜手合資企業開發專有醫用管、面向中東擴大生產
目標企業：
1) 醫療設備製造商
2) OEM 一次性器材公司
3) 醫療一次性器材集成商
目標國家：東西歐、亞太地區、南非

www.mdcindustries.com

I N D U S T R I E S

Delivering Life 
Through Innovation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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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 Shoe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其他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居家照護, 配件
治療領域：糖尿病、周邊血管
公司狀態：臨床試驗

公司簡介

該公司開發專利型醫療應用，除此以外，還參與金融活動。該公司因其用於節食的一款掌上型
計算器在1997年的日內瓦新興創業企業大會上排名第二。2011年以來，該公司在試著減輕糖
尿病患者症狀的同時，開發了可取得專利的設備 Medic Shoe，專門用於增強血液流動，改善
血液循環。

技術與產品

Medic Shoe™ 可為傳統的藥物治療提供一種經臨床證實的非醫療替代方案，減輕神經末梢循環
不良症狀。Medic Shoe™ 基於針壓與反射原理，緩解末梢神經，顯著改善神經末梢血液動力。
知名心臟病專家開展的臨床試驗證實，Medic Shoe™ 療效顯著。就主觀與客觀參數來看，該產
品對研究物件均顯示出顯著的積極療效。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或周邊血管疾病患者在為期一
個月的時間裡每天使用 Medic Shoe 15-30分鐘，他們感覺到：
- 腳痛、麻刺感以及夜間疼醒的情況顯著改善。
- 搏出量、心搏指數、心臟排血量和心臟指數明顯增加。
- 總周邊阻力 (TPR) 總體得到顯著改善

目標

目標：結識潛在的業務合作夥伴和經銷商以及潛在客戶
目標企業：醫療設備經銷商和醫院
目標國家：全球

www.medicshoes.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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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ompression Systems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加護病房、骨科、復健、泌尿學、傷口處理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ActiveCare® 經臨床證實可替代抗凝血藥，用於預防全膝關節和髖關節置換手術後形成深靜脈
血栓 (DVT)。本品可大大減少藥物需求，並可最大限度預防出現嚴重出血併發症以及因需要
補血產品而導致再次入院情況的發生。ActiveCare® 目前每天應用於美國80多個手術中心。其
系列產品獲得了多個地區的入市批准，其中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韓國。ActiveCare® 是 
MCS 醫療設備公司的商標。MCS 創辦於1997年，是以色列一家公開上市的公司，在特拉維夫
證券交易所 (TASE: MDCL) 上市交易。該公司之子公司 MCS Inc. 設在美國。

技術與產品

ActiveCare®+ S.F.T. 完全符合美國胸科醫師協會循證臨床實踐指南 (ACCP 2012) 對單獨療
法的要求，患者接受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後在醫院與家中養病期間，無需使用藥物來預防 
DVT。ActiveCare®+ S.F.T. 可識別患者的靜脈血流脈衝，並會主動使之與自然韻律保持同步。
該設備小巧便攜，可持續佩戴。ActiveCare®+ S.F.T. 的依從率很高，可輕鬆通過該裝置 LCD 屏
上的顯示器監測。
• 它包含一個輕便的微型移動裝置 (1.65 lb)，其壓縮護壁可很容易地圍住患者的下肢。該系統

可通過充電電池或 AC/DC 適配器工作。
• 它可安全有效地降低血栓形成風險並且不論是否使用阿司匹林皆可預防 DVT/VTE
• 它小巧便攜，在急性護理（住院）和居家照護（出院後）環境中都可24小時持續預防 DVT。

基於的是其同步流 (S.F.T.) 技術。

目標

目標：尋找新的產品經銷合作夥伴
目標企業：亞洲和歐盟
目標國家：亞洲和歐盟

www.mcsmed.com

ActiveCare® is 
a trademark of MCS
Medical Compression 
Systems Ltd.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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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Sense 
主要類別：服務
次要類別：監管諮詢、CRO、教育
公司狀態：不適用

公司簡介

MedicSense 擁有20多年的經驗，提供的服務包括：從早期的產品階段到最後的認證 (FDA、CE
等等）階段在內的技術與監管事務、臨床前與臨床試驗設計、CRO 活動、品質體系制定以及綜
合的配套服務，如歐盟授權代表、美國代理、戰略市場回顧、補償、季度標準審核，等等。
我們的實力依託於我們雄厚的研發、工程與技術監管背景以及我們豐富的醫療設備技術經驗。
我們提供務實的解決方案，可説明產品通過監管障礙，應對動態的監管環境。
MedicSense 是向以色列出口設備的外國公司的以色列註冊證持證人(IRH)。

www.medicsense.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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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ouch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訓練與物理療法、遠端醫學、機器人
技術、老人照護、居家照護
治療領域：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復健、骨科、兒科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MediTouch 依照以色列首席科學家孵化器計畫于2004年成立。該公司面向醫院住院部和門診
部、社區和家庭用戶（包括成人和兒童）開發、製造並銷售創新的神經與骨科復健系統。這些
技術和系統是復健領域的一大突破，當與傳統的職能與物理治療相結合時，可為罹患神經肌肉
和骨科損傷及疾病的患者、臨床醫師和護理人員提供治療和評估工具來改善功能性結果。
MediTouch 旨在推出大量可提高患者積極性的物理復健設備，能根據患者的能力和需求量身定
制物理復健療法。與此同時，這些工具必須能夠很容易地供治療師和患者使用，並且要能適用
於各種患者能力與適應症。該公司的復健平臺使用訓練和生物回饋來改善患者上下肢的功能性
運動和平衡能力。該公司的復健平臺可為臨床醫師、患者及其家人以及管理者提供一個從臨床
和經濟層面均得到支援的價值主張，值得購買。

技術與產品

MediTouch 基於硬體、專業復健軟體以及物理復健臨床專業知識開發物理復健解決方案。該解
決方案被住院部及門診部的職業治療師與物理治療師、社區的物理及職業治療診所以及全球的
家庭用戶所採用。MediTouch 系統運用了電腦化遊戲程式，讓治療師能夠在診所及家中為患者
提供更多機會和平臺來練習重複的功能性動作。MediTouch 系統還針對患者的感覺運動與認知
運動能力運用了支援進一步定制訓練任務的運動回饋。該系統上的訓練情況會通過電腦介面立
即得到回饋，這有助於提高積極性，還會激勵患者提高運動能力，與此同時，確保符合練習機
理。MediTouch 還推出了一種機器人動態平衡訓練系統，該系統運用了公認之幹擾原理。所有
系統皆可捕捉並記錄與復健流程有關的定量資料，讓患者。

目標

目標：建立並支援全球經銷網路
目標企業：物理復健
目標國家：全球

www.meditouch.co.il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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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oc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
治療領域：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Medoc 是一家領先的製造商，製造用於評估慢性疼痛和神經系統疾病的神經診斷醫療系統
和先進的熱刺激器。我們的產品可對大小周圍感覺神經纖維（A-delta 及 C 纖維）進行評
估，然後制定「疼痛方案」。Medoc 在全球各地銷售的產品被譽為是 QST 的黃金標準並通
過了 FDA 和 CE批准。我們的產品系列包括：TSA-II——神經感覺分析器；PATHWAY——
疼痛與感覺評估系統（CHEPS 和 ATS），還用於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 環境中；Q-
Sense——小纖維測試；條件性疼痛調製 (CPM) 系統；以及 AlgoMed——電腦化痛覺測
試。Medoc 在攜手 Medasense Ltd. 開發一種疼痛監控器，並會繼續在手術室對處於麻醉
狀態的患者進行疼痛評估。Medasense 的解決方案基於的是以非侵入方式獲得患者的多個
生理信號。Medoc 還是 Boston Scientific Neuromodulation, Inc. 在以色列治療慢性疼痛
的獨家代表。「Medoc Israel」還代理疼痛、脊骨和外科領域其他知名的國際公司，包括 
NeuroTherm、Epimed、Spinal Simplicity、Myelotec、Thouchstone、RanD 等等。

技術與產品

PATHWAY——疼痛與感覺評估系統為高階疼痛研究 fMRI 提供新應用。PATHWAY 型號 
CHEPS（接觸性熱痛誘發電位刺激器）是痛覺誘發電位領域的一項突破，能夠對誘發痛開展
客觀評估。PATHWAY 型號 ATS（高級熱刺激器）和 PATHWAY 型號 CHEPS 目前用於 fMRI 
研究和高級疼痛研究。TSA-II——熱感覺分析器 (Thermal Sensory Analyzer) 被用於 QST（
定量感覺測試）中評估小神經纖維（A-delta 與 C 纖維）。我們的 VSA-3000 振動感覺分析器 
(Vibratory Sensory Analyzer) 用於評估大型周圍神經纖維 (A-beta)。Q-Sense——小纖維測試
是臨床、臨床研究及藥理試驗用的一種易於使用且經濟實惠的可擕式系統。該系統可評估神經
性疼痛、糖尿病神經病變、化學療法及其他小纖維神經病。CPM 系統 – 雙熱壓頭 CPM（條
件性疼痛調製）電腦化系統，用於高級慢性疼痛研究。AlgoMed——電腦化壓力痛覺測試計 
(Computerized Pressure Algometer) 是一種基於 S/W 的系統，可透過即時可視及聲音回饋控
制並監控所施加之壓力大小。Medoc 希望透過與極具發展前景之醫療設備公司簽署合作協定來
擴大其在以色列市場的產品範圍，進而提供突破性技術和創新產品。

目標

目標：主要尋找神經病學/神經生理學/疼痛領域的代表/經銷商。
目標企業：經銷商和提供突破性技術的醫療設備公司
目標國家：全球

www.medoc-web.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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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ra Medical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其他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老人照護、非
處方類 , 工業使用 / OEM
治療領域：一般醫療保健、泌尿學、骨科、兒科、耳鼻喉科 (ENT)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Mizra Medical 生產高品質的浸漬乳膠產品、拋棄式醫療用品、男性外用導尿管和泌尿科配件以
及單絲纖維 (Monofiliment) 測試產品，另外，還開發新產品。我們通過了 ISO 9001 13485、CE 
和 FDA 認證。我們歡迎與OEM 廠商合作。此外，Mizra Medical 還提供優質的產品與服務。

技術與產品

高品質的浸漬乳膠產品、拋棄式醫療用品、男性外用導尿管、泌尿科配件、單絲纖維測試產
品、新產品開發。通過了 ISO 9001 13485、CE 和 FDA 認證。

目標

目標：與決策者、經銷商、醫院和 OEM 廠商接洽
目標企業：經銷商、醫院、OEM 廠商
目標國家：所有國家

www.mizramedical.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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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ika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機器人技術、訓練與物理治療、老人照護 
治療領域：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骨科、心血管醫學、復
健、一般醫療保健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Motorika 是機器人復健治療領域的領軍者，提供上下肢末端解決方案來滿足各種神經與骨骼功
能障礙患者的治療需求。

技術與產品

ReoGo：它是全球最高階之的三維上肢治療機器人系統，旨在透過一種先進的全自動機器人
手臂，方便三維重複手背運動。該系統適用於處於各個中風復健階段之大量患者，有五種操
作模式；涵蓋針對高功能患者的被動支援模式和針對無臂膀活動能力或臂膀活動能力有限之
患者的指導模式。ReoGo 會通過多種可模擬手部自然運動的互動型刺激遊戲來提高患者積極
性。ReoAmbulator：將專有的創新型機器人輔助訓練平臺和對神經復健的深入瞭解結合起
來，可提供最先進的解決方案：
ReoGo：
● 為患有神經系統疾病的成人和兒童提供高強度的步法訓練治療
● 使用兩種模式動態地追蹤復健過程：帶機器腿的被動模式，可介紹或指導運動；和針對復健

中末期的主動模式
● 使用虛擬實境技術提高患者的參與積極性和認知訓練
● 定制階段參數，提高治療效果
● 透過提供準確的評估與進步分析，改善治療管理
● 透過機器腿實現承重定制，逐漸將負荷從設備上轉移到患者身上。ReoActive：一種基於運

動感測器（Kinect 攝像頭）的三維復健鍛煉器。ReoClinic 為診所提供了一個平臺，可在 物
理治療師的監督下供患者練習復健運動和治療性遊戲。該系統可提供治療性功能活動和遊
戲，同時可評估並報告患者的進步情況。ReoActive 可滿足大量神經系統疾病患者的需求，
如中風後遺症、多發性硬化症、帕金森症、部分骨科疾病、各種兒科適應症、脊髓損傷和創
傷性腦損傷患者。主要臨床價值包括：

1. 目標評定——一種目標評定與報告工具，可向保險公司證實患者進展
2. 「增收」——透過證明需要額外治療以及出示確鑿的機能證據，物理治療師就將為每位患

者提供更多的治療時間
3. 有效利用時間——在患者使用該系統時，物理治療師可同時監管其他患者並填寫保險公司

需要的檔

目標

目的：利用越來越多的業務與業務發展機會 。
目標企業：醫院、臨床、復健中心、治療師、經銷公司。
目標國家：亞太地區、歐洲、中東與非洲 (EMEA)、拉美

www.motorika.com

Therapy with a Robotic Touch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motori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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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 -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微創系統、內窺鏡與配件 
治療領域：腸胃、婦女健康、一般外科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MST -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 正在商業推廣 AutoLap™——一種有圖像引導的內窺
鏡定位系統，用於開展微創手術。

技術與產品

MST -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 正在商業推廣 AutoLap™——一種有圖像引導的內
窺鏡定位系統，用於開展微創手術。在內窺鏡手術中，手術助手需要扶住內窺鏡並需要調整角
度，以便醫生能看清手術部位。手術過程中，需要有兩名操作人員來將兩台單獨的系統用作一
台無縫的裝置，這著實是內窺鏡手術中的一大挑戰。讓助手扶住內窺鏡會發生偏離情況、不
具成本效益，還會導致圖像不穩定 – 如若使用的是功率更大、更鋒利的新一代高清/三維內窺
鏡，偏離則會更大。AutoLap 採用了先進的圖像分析與人性化內窺鏡定位器，讓醫生能夠非常
自然地完全控制內窺鏡，該設備還具有出色的術中操作圖像功能。這樣，醫生就可獲得全新的
用戶體驗，能夠專心地做手術。針對醫療保健提供商，AutoLap 還可提供尖端的手術技術來降
低手術室 (OR) 成本，增加收入，費用要遠低於大型機器人系統。這些成本節省，加上該系統
的競爭性價格，讓客戶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主要優點：
● 實現手術過程中醫生互動的最小化（有助於主刀手術）
● 控制介面簡單，可縮短學習時間
● 改善工作流程（如：減少透鏡清潔工作），縮短平均手術時間
● 優化員工利用率（如：做好計畫安排、受傷更少），降低成本
● 無縫 OR 整合：可使用現有設備（手術工具、手術臺和成像系統）、OR 足跡小、安裝簡單。

目標

目標：在歐美推出 AutoLap
目標企業經銷商、醫院、診所、合作夥伴
目標國家：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歐美

www.mst-sys.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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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eh Pharma 
主要類別：製藥
次要類別：食品與營養、使用專利、非處方藥
治療領域：耳鼻喉科 (ENT)、心血管醫學、骨骼疾病、腸
胃、一般醫療保健、婦女健康、內科醫學、代謝性疾病、兒
科、產前、呼吸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Naveh Pharma 專門開發獨特的創新產品，提供具有創造性之簡單解決方案來應對常見醫學問
題。該公司專注於耳鼻喉科及兒科產品以及鎂元素補充。Naveh Pharma 成熟的非處方產品輕
鬆獲得批准，並且由於監管要求較低，幾乎可立即上架銷售。Naveh Pharma 在全球各地的藥
房銷售其產品，並專門開發與生產獲得專利的鎂合成物。這種原始的合成物的細胞內吸收率最
高，優於市面上的其他任何鎂合成物，具有最高的療效和最好的順應性。Naveh Pharma 的目
標就是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產品，並意識到這是公司繁榮發展之關鍵。Naveh Pharma 通過了 
ISO 9001:2008、ISO 13485:2003 及 CE 認證。

技術與產品

CleanEars 是一種易於使用的溫和型洗耳液，可供全家人使用。臨床證明，CleanEars 可有效
分解耳垢，可以安全替代棉簽。在個人日常護理中，每週使用兩到三次，CleanEars 可幫助預
防耳垢積聚，保持耳朵清潔、衛生。CleanEars 由天然橄欖油萃取而成，經常使用會令耳朵有
一種煥然一新的清潔感。另外，CleanEars 還不含防腐劑。Magnox——是一種獲得專利的鎂
合成物，具有最高的療效和細胞內吸收率。Anti-Leg-Cramps——夜晚腿抽筋指的是肌肉或肌
肉群在不知不覺中突然劇烈收縮，疼痛感最多會持續好幾分鐘。Anti-Leg-Cramps 是從死海（
因有益健康而廣為人知）中高度提煉出來的一種基礎鎂鹽，連同可實現吸收率最大化的維生素 
B6 以及維生素 E，可減輕夜晚腿抽筋的痛苦，因為這些維生素與鎂共同作用有助於加快血液循
環。Anti-Leg-Cramps 採用了一種速效的純級專用配方。

目標

目標：擴大全球銷量
目標企業：面向藥房的全球經銷商
目標國家：全球

www.navehpharma.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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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aser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微創系統 (MIS)、拋棄式和植入性器
材、內窺鏡及配件、機器人技術
治療領域：皮膚病學與美容、耳鼻喉 (ENT)、心血管學、周
邊血管、普通外科、神經與退行性疾病、骨科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NeoLaser 設計、製造並經銷品質和設計均一流的醫用雷射產品，以合理的價格提供極佳的
性能、功能、靈活性及模組性。NeoLaser 的產品支援眾多大容量應用，包括血管與內窺
鏡手術以及美容和牙科手術。NeoLaser 正通過地區經銷商和部分 OEM 合作夥伴增加銷售
額。NeoLaser 由醫用雷射行業的元老創辦，帶來了最高深的工程、行銷和設計知識。該公司
通過了 ISO13485 認證，其高端醫用雷射系統獲得了 CE 和 FDA 認可，目前正在全球實現收入
成長。

技術與產品

neoV 系列可提供大量潛在的波長與應用：20瓦1,064納米的 neoV1064，帶獨特的校準與調
焦把手，是治療甲癬與疣的首選；10瓦1,470納米的 neoV1470 和20瓦980納米的 neoV980，
用於治療靜脈曲張，附帶獨特的人造血管手術套件，包括：CORONA 360、Butterfly 和 Bare 
Fibers。neoV 平臺還可使用專用的單次用套件透過經皮鐳射椎間盤減壓術 (PLDD) 治療腰間盤
突出，並支援在 ENT、GYN 和機器人技術領域採用微創治療。其他應用包括用於牙科使用的纖
維與配件以及美容和皮膚病學應用。neoV 產品均採用最先進的設計和最小、最輕的配置，具
有無可比擬的便攜性、用戶友好性和可靠性。

目標

目標：通過增加全球經銷管道、OEM 合作夥伴和直銷途徑實現收入增長
目標企業：多個治療領域（血管、外科、美容、牙科）的經銷商與 OEM 合作夥伴
目標國家：全球——歐美、加拿大、亞洲、澳大利亞、南美、非洲

www.neo-laser.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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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nix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老人照護
治療領域：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復健
公司狀態：初期收益

公司簡介

Neuronix 立志透過推出新辦法來改變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特別是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過
程，進而將癡呆變成一種可控制的慢性病。這樣，就可為患者帶來希望，從長遠改善他們的生
活品質。有證據顯示，Neuronix 的 neuroAD 技術可安全有效地治療阿爾茨海默病患。

技術與產品

用於治療輕度至中度阿爾茨海默病的 neuroAD 系統基於的是該公司核心的非侵入式皮層增強 
(NICE™) 技術，被 CE 批准用於治療該適應症。該專利技術運用刺激法來刺激受阿爾茨海默病影
響的特定腦區，與此同時，對同一腦區開展度身定制的認知訓練。刺激可誘導長時程增強效應 
(LTP)，幫助學習與記憶，治療幾周後會明顯改善認知。neuroAD 系統目前正在美國各大醫療
中心接受多中心 FDA 樞紐試驗。

www.neuronixmedical.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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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M URIM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居家照護、非處方類
治療領域：感染控制、初級醫療照護、一般醫療保健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Noam Urim Enterprises Ltd. 是中東最大的無紡布針刺生產商。該公司成立於1967年，提供各種
醫用紗布/襯底，包括：肥皂紗布/手套、抗菌清潔布、個人護理用白針刺以及美容用布。Noam 
Urim 的客戶包括濕巾製造商以及為美容、醫療和旅遊行業（醫院，酒店等）提供服務的客
戶。Noam Urim 還供應用作原材料和清潔用品的紗布卷。
我們的研發團隊與客戶密切合作，為任何應用界定並開發完美的混合紗布。產品可根據客戶選擇
分為母卷、散貨包裝或自有品牌包裝。Noam Urim 可生產開發速度很快的定制商品。該公司通
過了 IS0 9001:2000 認證，確保我們出口到全球各地的所有產品都達到最高的品質標準。

技術與產品

肥皂紗布——在這種獨特的紗布中，水會活化肥皂或清潔劑。該濕巾/紗布/襯底專為醫院和其他
健康保健中心的個人衛生而設計，幾乎可浸泡在任何肥皂或清潔劑中，並且幾乎可用於任何用
途。產品的不斷升級與完善促使濕巾的需求激增，也促使幹用針刺材料需求進一步增長。
● 幹的肥皂紗布
● 輕便
● 二合一，可替代單獨的肥皂與紗布
● 單次使用
● 持久
● 用途很多：個人護理、寵物護理、一般性清潔、汽車養護，等等
● 是日常使用和敏感性肌膚的理想之選
抗菌濕巾——持久抑制細菌、黴菌、真菌和酵母菌滋生，提供沖刷不掉的持久抗菌保護。獨特的
生產程式確保濕巾安全，不會引起敏感，可長期使用，衛生健康。
化妝顆粒濕巾——含顆粒的濕巾（從溫和到磨砂）。用於衛生目的的白針刺 ——使用母卷生
產，>90 sqm。用於手套的白針刺——15cm寬（最小）。

目標

目標：尋找經銷商、聯盟、客戶（轉銷商和自有品牌）
目標企業：醫療設備供應中心、醫院拋棄式用品中心、健康中心、經銷管道
目標國家：全球

www.NOAM-URIM.com

返回公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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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K Medical Devices – HEMACLEAR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
治療領域：骨科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OHK Medical Devices 由集心肺生理學家、急救醫生和醫學博士等身份于一身的 Noam 
Gavriely 教授創辦。在為期四年的開發過程中，HemaClear™（原 S-MART）接受了測試、獲
得了專利並通過了監管批准，並于2007年成功推向全球市場。此後，該產品已經被用到全球各
地的30萬例手術中。該公司目前銷售無血肢體手術用的 HemaClear™ 系列產品。OHK 正在開
發更多產品，可在未來進行銷售與經銷。

技術與產品

該公司的研發與製造工廠位於地中海港口城市以色列海法，遵循最嚴格的品質標準。OHK 
Medical Devices 通過了 ISO 9001-2000 認證，其產品具有近乎完美的安全記錄，廣被市場接
受。該公司已經在歐洲和拉美建立了廣泛的經銷與銷售網路。在美國，該公司從2011年伊始就
與 Henry Schein, Inc. 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

目標

目標：建立經銷網路
目標企業：骨科醫生、經銷商。
目標國家：所有國家

www.hemaclear.com

返回公司目錄

http://www.hemaclear.com
http://www.hemaclear.com


44

Hall 3 Stand E20, Hall 16 Stand G40

Savyon Diagnostics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診斷 / IVD / 實驗室
治療領域：心血管醫學、腸胃、一般醫療保健、血液學、傳
染病控制、傳染性疾病、腫瘤學、婦產科、婦女健康、不孕
不育、呼吸、泌尿學、獸醫學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30多年來，Savyon Diagnostics 一直開發、製造並銷售高品質的診斷試劑盒與系統，用於檢
測和篩查傳染性疾病與遺傳病。Savyon Diagnostics 是 Gamida for Life 集團公司的成員，後
者設在荷蘭，在全球開展醫療保健相關業務。Savyon Diagnostics 產品系列可按照疾病診斷
領域進行分類：性傳播疾病 (STD)、呼吸道感染、胃腸道感染、遺傳攜帶者篩查、醫源性感
染、尿道感染和女性健康。Savyon Diagnostics 測試依託於各種免疫及分子生物技術（微陣
列，ELISA，MIF，IPA，Lateral Flow，等等）。憑藉創新的研發能力，Savyon Diagnostics 已
於近期推出了兩個全新的臺式微陣列系統 - NanoChip®XL 分析器和 CAS100TM 系統，其中前
者可全自動高通量測試 DNA/RNA；而後者則旨在在90分鐘左右時間內使用「即載即走」( load 
& go) 協議和真正自動實現「從樣本到答案」的原則從單一樣本中以中低通量檢測或緊急檢測
多達100個目標。Savyon Diagnostics 在研發和生產方面已經獲得了最高的國際品質標準認
證，包括 ISO 13485。該公司的產品均通過了 CE 認證，在美國市場銷售的產品獲得了 FDA 許
可。在加拿大，Savyon 獲得了 CMDCAS 和 ISO 13485 (2003) 認證。

技術與產品

Savyon Diagnostics 測試依託於各種免疫及分子生物技術（微陣
列，ELISA，MIF，IPA，Lateral Flow，等等）。產品系列可按照疾病診斷領域進行分類：
性傳播疾病、呼吸道感染、腸胃道感染、遺傳攜帶者篩查、醫源性感染、尿道感染和女性健
康。Savyon Diagnostics 已經開發了兩個基於其專有微電子陣列技術之分子診斷平臺：
1. NanoCHIP®：旨在自動以中高通量篩查多個樣本，每個樣本篩查多個目標（如：病原體，

突變）。對於那些有意每輪自動測試10-200個樣本，每個樣本測試5-100個目標的使用者而
言，NanoCHIP® 系迄今為止最經濟實惠之技術。

2. CAS100TM 系統：旨在在90分鐘左右時間內使用「即載即走」協定和真正自動實現「從樣
本到答案」之原則從單一樣本中以中低通量檢測或緊急檢測多達100個目標。

這兩個系統主要意在用於臨床診斷，但是也可用於生命科學研究、農業生技產業、食品與飼料
安全、獸醫學和生物恐怖主義領域。

目標

目標：
1. 為我們的分子平臺和應用指定經銷商
2. 擴大我們的免疫及快速測試產品的經銷客戶群
目標企業：從事臨床實驗室設置的經銷公司
目標國家：
1. 分子平臺——除以色列、義大利、荷蘭和土耳其以外的所有國家
2. 免疫與快速測試——拉美、東南亞、加拿大、斯堪的納維亞、高加索和非洲部分國家

www.savyondiagno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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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N.T.R. Medical Industries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
治療領域：感染控制、骨科、傷口照護、眼科、心血管醫
學、一般外科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Sion-NTR Medical Industries Ltd. 是一家面向專業醫療保健市場提供一次性皮膚清潔與治療、
高級傷口照護及外科解決方案的領先製造商。豐富的產品組成可在每單位成本以及每次用量等
方面帶來附加值。Sion-NTR Medical Industries 的產品分為各種包裝尺寸及配藥選擇，意在滿
足具體的用量需求。我們的產品以護士為導向，而技術則以醫生為導向。我們力求降低醫療保
健提供商的康復成本。Sion-NTR 的品質體系獲得了 ISO 9001、ISO 13485 和 GMP 認可，產品
也通過了 CE 認證和 FDA 批准。

技術與產品

「清潔與照護系列」提供各種皮膚抗菌產品，用於最大程度降低皮膚病原體導致的感染，產品
包括：
● 洗必太 (0.5%) 與酒精棉
● PVP 消毒片和消毒棉簽
● 酒精棉和消毒棉簽
● 檸檬甘油棒
● 電極皮膚消毒片
● 膠布清除棉
● SkinCoat 消毒片
● 「皮膚照護與患者治療」產品達到藥品等級，旨在保護皮膚，保持皮膚完整，產品包括：
● 無菌潤滑膠凍
● 急救藥膏
● 氧化鋅，維生素 AD 膏
● 凡士林
● 「高級傷口照護系列」結合了傳統繃帶與浸滲技術，形成了新的產品系列
● 鋅膏/爐甘石軟膏/控制下肢靜脈潰瘍的繃帶
● 不粘傷口敷貼
● 凡士林敷料包/蜂蜜敷貼
● 「手術系列」透過消毒垂簾、包裹和手術服以及定制的手術包/手術盤等產品提供完備的手術

室解決方案。

目標

目標：經銷、聯盟
目標企業：診所、醫院、家庭照護
目標國家：歐美、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亞

www.sb-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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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Tech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拋棄式和植入性器材、內窺鏡及配
件、微創系統
治療領域：皮膚學與美容、腸胃科、感染控制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TavTech 開創性的噴射技術應用廣泛，基於的是航空和空間科學原理。設備吸入水或試
劑，然後使用壓縮空氣將之加速至次音速速度。一個特製的手掌大小的噴嘴會將經過加速
的液體噴射成微滴液。射流會輕輕地無痛觸摸接受治療的肌膚或組織，使之達到預想效
果。Jetpeel3V、MyJet 和 Jetpeel Mini 適用於各種肌膚，還可用于多種美容用途。這些設備
可有效提供透皮解決方案，無需使用針，也不會出現疼痛或不適。噴射技術在傷口處理 (jetox) 
和結腸鏡檢查 (Medjet) 領域日受青睞。

技術與產品

TavTech 正在利用噴射機工程技術來滿足發展迅猛的美容護膚市場需求。TavTech 的專利技術
創造了微滴液的兩相射流，它由加速到200米/秒的生理鹽水溶液和氣體（空氣或醫用氣體）組
成，可精確開展各種皮膚治療。

目標

目標：TavTech 將繼續引領全球的噴射技術市場，該技術可用于美容，亦可解決皮膚問題，造
福於那些追求更健康、更理想外表之人士。TavTech 將繼續走在美容市場的最前沿，應用其技
術平臺開發集功效、可靠性和盈利性於一體的設備與方案，並將它們成為客戶之首選工具，為
患者和治療專家帶來福音。
目標企業：潛在經銷商：診所、美容/整容連鎖機構
目標國家：傷口處理——日本
美容界——美國、加拿大、拉美、日本
結腸鏡檢查領域（內窺鏡檢查）——全球

www.tav-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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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 Medical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成像
治療領域：婦女健康、產科、腫瘤學、週邊血管、泌尿學、
普通外科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Trig Medical 是一家醫療設備公司，致力於提高婦女分娩以及患者在接受超聲波介入治療期間
的醫療護理標準。Trig Medical 的專利產品利用了位置追蹤、超聲波圖像技術、拋棄式耗材和
專有軟體，讓醫務人員能夠通過非侵入方式持續收集準確的測量資料。該公司擁有廣泛的智慧
財產權組合，並且已經開發出兩款尖端產品：LaborPro 和 TrigGuide。LaborPro 是一種基於
超聲波圖像技術的決策支援系統，簡單易用，能以非侵入方式即時、準確、客觀地測定所有的
分娩進程參數以及無輻射測量盆骨。LaborPro 已經獲得了 CFDA、FDA 和 CE 批准。TrigGuide 
可在徒手超聲波介入手術前及術中提供即時可視指導（平面內及平面外），直至手術完
成。TrigGuide 系統幾乎可與任何超聲波以及任何針相相容。TrigGuide 的潛在用途包括：活
組織切片檢查、OB/GYN 與婦產手術、神經阻滯/疼痛管理、血管穿刺和組織消融。TrigGuide 
已經獲得了歐美的 FDA 與 CE 批准。

技術與產品

Trig Medical 的產品利用了位置追蹤、超聲波技術和專有軟體，讓醫務人員能夠透過非侵入
方式持續收集準確的測量資料。該公司擁有廣泛的智慧財產權組合，並且已經開發出兩款尖
端產品：LaborPro 和 TrigGuide。LaborPro 是一種決策支援系統，能透過非侵入方式準確測
定所有分娩進程參數。透過簡單超聲波掃描，就可自動確定胎兒的頭位元及胎頭下降情況。
位置感測器能夠準確測量宮頸開口與長度以及盆腔直徑（盆骨測量）。LaborPro 由位置感測
器、超聲波圖像、人性化軟體和拋棄式耗材組成。它可使用外部的超聲波輸入或集成的超聲
波裝置。TrigGuide 可為徒手超聲波介入手術提供即時可視指導。TrigGuide 包含一台電腦、
專用軟體、一台位置感測器和一個用於將針連接到位置感測器上的拋棄式無菌注射針適配
器。TrigGuide 是一種獨立的裝置，幾乎可與任何超聲波系統和介入裝置相容。

目標

目標：我們有意通過與成像、介入醫學和產科領域的製造商攜手合作以及擴大我們的經銷網路
來拓展我們的全球業務版圖。
目標企業：超聲波機經銷商。超聲波機製造商。產科、婦科、介入放射、麻醉、血管及腫瘤領
域專用拋棄式產品及永久性產品的經銷商。
目標國家：歐洲——東歐、中歐和西歐、美國、加拿大、日本、中國大陸、韓國、臺灣、澳大
利亞、印度

www.trig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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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sonix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診斷與監控
治療領域：周邊血管、心血管醫學、神經學與退化性疾病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Viasonix 是全球領先的高端血管診斷系統供應商。該公司的產品系列暢銷五大洲。Viasonix 通
過了 ISO 13485 認證，其 Falcon 產品通過了 FDA、CE、加拿大衛生部、TGA、AMAR、TFDA
和諸多其他國家監管機構的銷售批准。Viasonix 管理層經驗豐富，過去20年裡，已經將眾多產
品成功推向市場。

技術與產品

Viasonix 領先的產品系列包括 Falcon 周邊血管產品系列，具體包括 Falcon/Pro、Falcon/
Quad 和Falcon/ABI+。Falcon 產品系列採用了最高階的周邊血管診斷技術來診斷周邊血管疾
病。Falcon 由 Viasonix 應用開發團隊根據日常操作設計。該系列產品操作起來非常簡單，支
援全部的標準診斷協定，可縮短檢查時間。它還擁有一個非常人性化的使用者介面，另外還支
援眾多獨特的新功能。Falcon/Pro 是一種功能強大之高端設備，具有無與倫比的功能。該產品
採用Viasonix 的 IPU 技術打造，可同時無比靈活地為10個壓道提供支援。另外，它還是唯一一
種提供 10 MHz 多普勒支援（除標準頻率外）和5個 PPG 感測器（用於全面快速的 Raynaud 診
斷）之系統。Falcon/Quad 和Falcon/ABI+ 系統旨在降低預算或用於在辦公室操作，可為用戶
提供高階的Falcon/Pro 所具備之全部功能。最大區別在於這兩種系統支援4個壓道。所有產品
均支援網路連線，包括 DICOM、HL7、GDT 和 SQL 伺服器支援。

目標

目標：Viasonix 正迅速成為血管診斷領域的全球領導者，我們致力於擴大我們在全球的合作夥
伴經銷網路。
目標企業：Falcon 產品系列主要用於醫院、血管實驗室和私立診所的血管與血管手術科室。
目標國家：Viasonix 目前已進軍五大洲，我們將瞄準為數不多的幾個仍沒有活躍 Falcon 經銷
商之國家。

www.viaso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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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go Systems Ltd. 
主要類別：醫療儀器
次要類別：醫療設備、老人照護
治療領域：一般醫療保健、肥胖、骨科、肺、復健、呼吸、
傷口照護
公司狀態：收益成長

公司簡介

VitalGo 致力於面向醫療市場和老年人開發先進的產品供他們使用。我們受專利保護的創新設
計可預防很多醫療併發症，設定了患者護理新標準。公司的旗艦產品「Total Lift Bed」是市面上
最先進的病床，比其他任何病床都能更好地滿足醫院、患者、護理人員、復健中心等的需求。
獲得專利的「Total Lift Bed」可顯著改善患者護理，預防很多潛在的醫療併發症。

技術與產品

Vitalgo Systems 依託於一種獨特的技術為醫院、養老院、復健及家庭護理市場發明瞭一個產
品系列，該技術可將患者從臥姿變成立姿，然後再變回臥姿，可全力支撐並測量他們的承重
情況。該技術得到了多項專利的保護，並且可為 Vitalgo 所有的 TLB 產品加分。Joy Bath 和 
Total Lift Chair。這就讓該公司能夠進一步開發帶新功能或已知獨特功能的產品，如若再使用 
Vitalgo 的技術加以提升，如幫助患者在床上找到最舒適的姿勢，那麼功能就更獨特了。

目標

目標：在主打 Total Lift Bed 新概念進軍美國市場以及開發傾斜的創新「承重控制」系統後，該
公司將在全球更多國家尋找經銷商，並努力成為早期活動、復健、燒傷病房等醫療應用領域的
領頭羊
目標企業：有處理和服務醫院病床所需設施的醫療設備經銷商。
目標國家：全球

www.vitalgo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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