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 暘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向暘科技成立於1987年，有超過二十八年從事智慧建築自動化系統的工作經驗，其不斷致力

於智慧建築自動化系統領域的產品開發、技術研究及系統服務工作，經過多年持續的發展及工作

經驗累積之下，除了在亞洲市場居於領導地位外，也是世界少數幾個技術領先的智慧建築自動化

系統廠商之一，我們的營業策略是將智慧建築自動化系統推廣到全世界。

　　AIRTEK 智慧建築自控產品擁有遍佈各行各業的用戶基礎、我們能夠提供一個真正完全開放

式的系統解決方案及系統整合的技術。AIRTEK 智慧建築自動化系統是符合國際通用BACnet開放

式通訊協定標準 (此標準由美國採暖製冷空調工程師協會 ASHRAE所提倡，發展到現在已是全球

國際標準組織(ISO) 的標準、美國國家標準、歐洲共同標準，全球超過三十個國家採用的標準)。

 AIRTEK 是遵循該協定開發的智慧建築系統產品，兼容性強、互換性好，可讓使用者快速回收投

入自動化的建置成本，也能讓使用者因應後續的系統升級服務無後顧之憂，讓使用者的投資受到

真正的保護。向暘科技有完善的銷售網路和服務體系，選用 AIRTEK能讓您的大樓變聰明有智慧。

　　AIRTEK 多年來累積無數寶貴的工程經驗，帶領建築物走向高安全、高品質、高功能、資訊

化及人性化的智慧建築科技。AIRTEK 在全球智慧建築自動化系統領域裏提供了完美的解決方案，

在發展中承諾不斷完善創新產品的性能。AIRTEK 秉持誠信、專業、效率、完美的精神，來提供

客戶滿意的產品與服務，使客戶、員工、投資者及社會大眾均獲得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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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科技 AIRTEK致力於建築物 與 技術科技的研究與創新自動化 智慧化

Efficient 效率 AIRTEK致力於建築物 效率最大化之提升自動化與智慧化系統

Reliable 可靠 AIRTEK致力於 可靠性系統的提供建築物自動化與智慧化

Intelligent 智慧 AIRTEK致力於建築物智慧化的提升

Automatic 自動 AIRTEK致力於建築物自動化的服務

AIRTEK致力於建築物自動化與智慧化知識技能的培育與傳承Know-how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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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向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貳佰萬。

加入台北市度量衡商業同業工會。

引進代理歐洲當地知名節約能源科技產品代理CONTROLLI品牌。

取得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商標註冊證。

擴充網路作業系統，全面提昇工作效率。

擴增進銷存系統，使工作流程電腦化，加強服務品質。

開發設計新產品，電子式溫度附三速控制開關。

新產品電子式溫度附三速控制開關試產/量產。

為擴大業務，辦理現金增資貳仟萬。

引進美國知名中央監控科技產品ALERTON品牌，提昇國內技術層次與水準。

成立研發單位，積極投入新產品之開發，自創AIRTEK品牌於台灣市場銷售。

加入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工會。

獲准交通部電信管制器材經營許可執照。

加入中華民國智慧型大樓系統協會。

與其他研發公司簽約合作，積極改良及開發新產品。

購置辦公大樓，積極擴大全方位行銷。

搬遷進駐遠東世界中心高科技辦公大樓，提昇工作環境及效率。

擴充廠房，改良研發產品，辦理現金增資伍佰萬。

申請開立電腦發票自動化獲准，大幅提昇出貨流程。

修改擴增進銷存系統，減化作業流程，加強服務效率。

積極投入品質系統之改善 ISO-9001 認證申請。

積極投入研發成本，致力產品開發。

通過ISO-9001 認證，獲頒證書。

全面推行網路資訊化，並架設網站提供客戶更多元化的運用。

資本額增資為六千萬，成立大陸上海籌備處。

積極擴展研發機能並加強研發高科技產品。

轉投資上海外高橋『艾爾泰克智能系統(上海)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通過，讓向暘服務遍及二

岸及全球。

積極投入研發、佈局全球通路、建立企業策略聯盟，向暘數年內必可成為市場上的領導品牌

第一代智慧建築控制器DR系列及聯網型風機控制器DFA系列產品研發成功上市。

第二代聯網型風機控制器DFB系列產品研發成功上市。

第二代智慧建築控制器DPC系列產品研發成功上市。

第三代聯網型風機控制器DFC系列產品研發成功上市。

第三代智慧建築控制器DAC/DSC系列產品研發成功上市。

網頁嵌入式智慧建築及風機盤管控制系統WC系列研發成功產品上市。

DAC全系列產品，取得BTL(BACnet Testing Laboratories)認證通過。

GC、DSC全系列產品，取得BTL(BACnet Testing Laboratories)認證通過。

BACems智能管理系統榮獲第20屆台灣精品獎。

NVT系列觸控人機介面產品取得BTL(BACnet Testing Laboratories)認證通過。

代理經銷台達電子公司空調專用 變頻器。CP2000系列

重年 度 點 記 事

第四代聯網型直流變頻風機控制器DFC/DFR系列產品研發成功上市。2014



以創新科技創造智慧化、舒適、節能、環保的環境。

以創新科技創造智慧化、舒適、節能、環保的環境，成為全球 BACnet 建築物智能化

自控系統的領導者。

在追求全體員工物質與心靈方面的幸福同時，也兼顧對社會與人類的

進步發展做出貢獻。

以客為尊、正派經營、培養人才、貢獻智慧、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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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命 

經 營 理 念

整合資源

創新求變

精 益 求 精

創造價值

員工
客戶

團隊精神 個人本事

完美

學術專精

道德修養

步調一致

同心協力

以客為尊以客為尊

培養人才培養人才

股東

誠實

信用

負責

正派經營正派經營貢獻智慧貢獻智慧 永續經營永續經營

公司願景 

經營理念 

經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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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質 証 書



BTL 網站認證廠商名單

BACnet 國際協會金牌會員

AIRTEK 公司網站Taiwan Excellent Award 2012

BACnet Fox Hound Award 2011

BTL 認證合格產品項目

5

數 位 傳 銷



6

2006年上海研討會 2006年上海展覽會 2007年杜拜展覽會

2007年廣州展覽會 2008年杜拜展覽會 2008上海展覽會

2010年上海展覽會 2010年台北展覽會 2011年美國展覽會

2011年莫斯科展覽會 2011年台北研討會 2012年土耳其展覽會

2012年義大利展覽會 2013年上海技術研討會 2014年MCE義大利展覽會

展 覽 活 動



AIRTEK智慧建築自動化系統是應用於辦公大樓、五星級飯店、百貨商場、科技廠 學術研究

機構、醫院實驗室、劇院博物館...等各種不同類型大樓，需要作集中管理分散控制機電設備的場合。

AIRTEK 智 慧 建 築 自 動 化 系 統 採 用 『 國 際BACnet 網 路 通 訊 協 定 』 架 構 ， 獲 得BACnet 實 驗 室 

(BTL) 認證通過，產品種類齊全兼容性特強，它具有與不同廠家的控制產品或弱電系統進行互連、

互通、互控及互換的特點，絕對是您建置監控系統的最佳產品。

房、

7

應 用 場 合

辦公大樓

飯店旅館

百貨商場

工廠辦公樓

醫院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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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軟體(B-AWS/OWS)

VRV變頻冷氣系統整合
嵌入室內機

三菱室外機大金室外機

埋入室內機

日立室外機

壁掛室內機

電力&計費系統整合
多功能電表

流量計

空氣斷路器

需量控制器

數位計費電表

熱量計

消防& 系統整合門禁

受信主機

攝影機紅外線感測器

偵煙感測器

攝影機

緊急壓扣開關

刷卡機

電梯&發電機系統整合

電扶梯

發電機

電梯

鍋爐

冷卻水塔水溫&變頻控制

電動蝶閥變頻器

水溫感測器

電動調節閥

空調箱變頻&恆溫控制
風門馬達

濕度感測器

動態流量
平 衡 閥

變頻器

溫度感測器

熱量計

電動調節閥

空氣品質

冰水機群整合控制

差壓開關
流量開關

差壓傳訊器

耗能記錄分析器

溫度感測器

電磁流量計
多功能電表

電動蝶閥

水泵變頻節能控制

差壓開關

電磁流量計

差壓傳訊器

變頻器

溫度感測器

熱量計

電動蝶閥

交直流送風機聯網控制

LCD群控面板

有線聯網
控 制 器

電動控制閥

動態流量
平 衡 閥

觸控群控面板

LCD單控面板

觸控單控面板 無線聯網
控 制 器

專用控制器(B-ASC)

二線式燈控系統整合
現場控制器

燈控開關照度感測器

整合控制器

紅外線感知器

觸控燈控開關

觸控燈控開關

操作顯示器(B-OD)

智能傳感/執行器(B-SS/SA)

應 用 場 合

高級控制器(B-AAC)

大樓控制器(B-BC)



BACnet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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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net 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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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組 成

管 理 層

整 合 層

控 制 層

感 控 層

智慧綠建築節能管理系統

智慧建築節能管理系統

是由管理層、整合層、控制層及感控層所組合而成。各層級的主要作用及功能如下

是一個操作人員進入 的窗口，它能夠以中文化3D圖形、圖表或報告的方式展示下層

設備的資訊，並能夠設定或修改影響系統運作性能的各項設定值和參數，具有日曆表、時間表、警報及事件

管理、趨勢紀錄、需量控制、報表列印、器件及網路管理…等多項管理能力。

是一個通用型，現場可編程，能夠執行各種智慧建築自動化和控制任務的設備。是上下層級設備聯繫及溝通

的橋梁，兼具協調、聯繫、管理下層 B-AAC / B-ASC 控制器運作功效。整合控制器具有資料方享、

事件管理、排程能力、趨勢紀錄、器件及網路管理…等多項管理能力。

警報及

是一個高效能分散式獨立運作可編程控制器，主要用來監視及控制大樓的電子、電氣、機械等機電設備運轉

事宜，控制層級設備具有數位、類比、脈衝等多種不同輸出入規格，可滿足各種不同類型大樓的應用需求。

是一個現場最底層的感測或控制設備，用來感測建築物內各種物理變量(例如溫度、濕度、壓力、流量...等)

或是二位置、時間比例、線性比例等動作之執行(例如設備起停、運轉台數、開度調節、轉速大小...等)。

智慧綠建築節能管理系統

AIRTEK

產品完備、種類齊全、性能優越、品質優良，全系列產品通過BTL/CE/FCC安全認

證，公司組織通過ISO9001品質認證合格，選擇 能夠讓您的大樓變聰明有智慧。



16台以下聯網小風機控制系統解 方案決

12

RS485聯網交流變速小風機控制系統

RS485聯網直流變頻小風機控制系統

RF無線聯網交流變速小風機控制系統

RF無線聯網直流變頻小風機控制系統

32台以下聯網小風機控制系統解 方案決

96台以下聯網小風機控制系統解 方案決

96台以上聯網小風機控制系統解 方案決

適用於採用 小風機設備之 諸如辦公大樓、

五星級飯店、百貨商場、高科技總部等 有高節能需求、有複

合連鎖控制需求、有計費管理需求…等場所

交流馬達 新建大樓,  

, 

, 使用者可藉由遠

遠端瀏覽器或是現場群控面板, 實現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功能；

系統可無限的擴充。

適用於採用 小風機設備之 諸如辦公大樓、

五星級飯店、百貨商場、高科技總部等 有高節能需求、有複

合連鎖控制需求、有計費管理需求…等場所

直流馬達 新建大樓,  

, 

, 使用者可藉由遠

端的瀏覽器或是現場群控面板, 實現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功能；

系統可無限的擴充。

適用於採用 小風機設備之 如辦公大樓、

五星級飯店、百貨商場、高科技總部等 有高節能需求、有複

合連鎖控制需求、有計費管理需求…等場所

交流馬達 舊大樓改造,  

, 

, 使用者可藉由遠

端的瀏覽器或是現場群控面板, 實現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功能；

系統可無限的擴充。

適用於採用 小風機設備之 如辦公大樓、

五星級飯店、百貨商場、高科技總部等 有高節能需求、有複

合連鎖控制需求、有計費管理需求…等場所

直流馬達 舊大樓改造,  

, 

, 使用者可藉由遠

端的瀏覽器或是現場群控面板, 實現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功能；

系統可無限的擴充。

解 決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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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北候機廊,12233點

公共建築  Public Building 

桃園國際機場北候機廊,12233點

台北中和遠東世紀廣場,12280點台北中和遠東世紀廣場,12280點 明基台北總部,8579點明基台北總部,8579點

科技廠房 Technology Factory 

育霈科技,1793點育霈科技,1793點

科技廠房 Technology Factory 

公共建築  Public Building 

台北醫學院,4426點台北署立雙和醫院,2170點 台北醫學院,4426點台北署立雙和醫院,2170點 

醫院  Hospital醫院  Hospital

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 

台中市政府,16294點台中市政府,16294點 台中市議會,10708點台中市議會,10708點 台灣鳳山地方法院,6818點台灣鳳山地方法院,6818點

桃園航空貨運加值園區,3468點 遠雄自由貿易港區,3762點桃園航空貨運加值園區,3468點 遠雄自由貿易港區,3762點

艾克爾國際科技公司,2320點艾克爾國際科技公司,2320點 微星科技,1218點微星科技,1218點新竹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4828點新竹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4828點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5576點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5576點 澎湖醫院,870點澎湖醫院,870點

經典案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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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案例(台灣)

西園醫院,748點西園醫院,748點 台北婦幼醫院,600點台北婦幼醫院,600點

醫院  Hospital醫院  Hospital

科技廠房 Technology Factory 科技廠房 Technology Factory 

合晶科技,502點合晶科技,502點

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 

富邦南京,1973點富邦南京,1973點南山人壽,2998點南山人壽,2998點

公共建築  Public Building 公共建築  Public Building 

交九轉運站,3614點交九轉運站,3614點行政院衛生署大樓,5678點行政院衛生署大樓,5678點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大樓,3396點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大樓,3396點 中央警察大學偵辦與鑑識大樓,2659點中央警察大學偵辦與鑑識大樓,2659點

恆怡公司企業總部,1706點恆怡公司企業總部,1706點 中華電信綜合大樓,1402點中華電信綜合大樓,1402點新莊農會金融文教大樓,1674點新莊農會金融文教大樓,1674點

全家新豐鮮食工廠,1078點全家新豐鮮食工廠,1078點 友達光電,1073點友達光電,1073點越南河靜鋼廠,1135點越南河靜鋼廠,1135點

桃園醫院,518點桃園醫院,518點 淡水馬偕醫院,385點淡水馬偕醫院,38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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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Laboratory 

台灣國家衛生研究所實驗室,35260點台灣國家衛生研究所實驗室,35260點

實驗室  Laboratory 

旅館飯店 Hotel

礁溪老爺飯店,1000點 天悅國際觀光飯店,800點 花蓮海洋公園,838點礁溪老爺飯店,1000點 天悅國際觀光飯店,800點 花蓮海洋公園,838點

旅館飯店 Hotel

學校  School學校  School

行政院家畜衛生實驗所,839點行政院家畜衛生實驗所,839點 進階生物科技,513點進階生物科技,513點 GLP動物實驗室,476點GLP動物實驗室,476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9378點國立高雄科技大學,9378點 國立台北大學圖資大樓,4364點國立台北大學圖資大樓,4364點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資源中心,3276點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資源中心,3276點 國立台東專校行政圖資大樓,2886點國立台東專校行政圖資大樓,2886點

富邦人壽A10商場及旅館大樓,9136點富邦人壽A10商場及旅館大樓,9136點

藝文中心 Arts Center 藝文中心 Arts Center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3214點苗栗客家文化園區,3214點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1874點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1874點 桃園市多功能藝文園區,1318點桃園市多功能藝文園區,1318點 國立台中美術館,607點國立台中美術館,607點

經典案例(台灣)



16

學校 School學校 School

中研院生醫所,456點中研院生醫所,456點

實驗室 Laboratory 實驗室 Laboratory 

樂斯科生技園區,474點樂斯科生技園區,474點 和信實驗室,403點和信實驗室,403點 淡水家畜衛生試驗所,102點淡水家畜衛生試驗所,102點

台北市立育成高中,2372點台北市立育成高中,2372點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1215點國立台北教育大學,1215點台中私立葳格中學,2746點台中私立葳格中學,2746點 私立啟英高級中學教學大樓,1044點私立啟英高級中學教學大樓,1044點

越南飛越幸福廣場,700點越南飛越幸福廣場,700點 日月潭儷山林哲園旅館,579點日月潭儷山林哲園旅館,579點 日月潭水沙蓮觀光飯店,516點日月潭水沙蓮觀光飯店,516點 桃禧航空城酒店,266點桃禧航空城酒店,266點

旅館飯店 Hotel旅館飯店 Hotel

台北資訊園區(秋葉原),7544點台北資訊園區(秋葉原),7544點

百貨商場  Shopping Center 百貨商場  Shopping Center 

Miramar美麗華百樂園,3490點Miramar美麗華百樂園,3490點Vellavita百貨公司,3294點Vellavita百貨公司,3294點 松菸文化創意園區,400點松菸文化創意園區,400點

經典案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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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心  Sport Center 運動中心  Sport Center 

節能改善  Enhance Energy Efficiency

高雄世運會主場館,766點高雄世運會主場館,766點台北體育學院體院及科資大樓,2002點台北體育學院體院及科資大樓,2002點

節能改善  Enhance Energy Efficiency

總統府能源效率提升工程,3557點總統府能源效率提升工程,3557點 智易科技節能改善工程,2729點智易科技節能改善工程,2729點 八德辦公大樓能源改善工程,2060點八德辦公大樓能源改善工程,2060點 基隆文化局節能績效保證案,1278點基隆文化局節能績效保證案,1278點

勝昌製藥,1244點勝昌製藥,1244點杏輝藥廠,1862點杏輝藥廠,1862點

藥廠 Pharmaceutical Factory藥廠 Pharmaceutical Factory

日月光中心,8588點日月光中心,8588點

集合住宅  Residence 集合住宅  Residence 

台北基泰信義大樓,1287點台北基泰信義大樓,1287點 信義富邦國際館,482點信義富邦國際館,482點遠雄H57(凱旋門),1044點遠雄H57(凱旋門),1044點

宗教建築 Religious Buildings 

財團法人天恩彌勒佛院,4067點財團法人天恩彌勒佛院,4067點

宗教建築 Religious Buildings 

一貫道崇正寶宮,1726點一貫道崇正寶宮,1726點 佛光山南屏別院,660點佛光山南屏別院,660點 佛光山台北道場,752點佛光山台北道場,752點

經典案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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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築  Public Building 公共建築  Public Building 

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 

上海強生醫療器材有限公司,138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強生醫療器材有限公司,138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點 上海新亞藥業有限公司,68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新亞藥業有限公司,68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碧雅詩有限公司,148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碧雅詩 148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有限公司, 點 星科金朋(上海)有限公司,186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星科金朋(上海)有限公司,186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點 台波福建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使用DSC系列控制器

台玻福建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使用DSC系列控制器

張家港揚子紡紗廠  

使用DAC系列控制器

張家港揚子紡紗廠  

使用DAC系列控制器

南京祿口機場,480點
工程商：南京空港

南京祿口機場,480點
工程商：南京空港

山東濟寧機場,234點
工程商：南京空港

山東濟寧機場,234點
工程商：南京空港

 
上海閔行影劇院,78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閔行影劇院,78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蘇中江都機場,使用DSC系列產品
工程商：南京空港

蘇中江都機場,使用DSC系列產品
工程商：南京空港

江蘇通訊管理局,使用DFC系列產品
工程商：南京森磊

江蘇通訊管理局,使用DFC系列產品
工程商：南京森磊

張江集成產業設計中心,1500點
工程商：上海梁洪

張江集成產業設計中心,1500點
工程商：上海梁洪

北京鼎嘉恒,226點
工程商：南京空港
北京鼎嘉恒,226點
工程商：南京空港

工廠  Factory工廠  Factory

工廠  Factory工廠  Factory

 

上海銘德國際廣場,1376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銘德國際廣場,1376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 

上海遠東國際廣場,1526點
工程商：上海輕亞機電

上海遠東國際廣場,1526點
工程商：上海輕亞機電

經典案例(中國)



19

科技廠房 Technology Factory 科技廠房 Technology Factory 

上海達業二期,1254點
工程商:上海輕亞

上海達業二期,1254點
工程商:上海輕亞

昆山翊騰平面顯像有限公司,486點
工程商:昆山泰創

崑山翊騰平面顯像有限公司,486
工程商:昆山泰創

點 凱博計算機昆山廠,250點
工程商:昆山泰創

凱博計算機昆山廠,250點
工程商:昆山泰創

六和機械昆山廠,300點六和機械昆山廠,300點

寧波中華紙業有限公司,600點寧波中華紙業有限公司,600點無錫夏普電子廠,300點
工程商:昆山泰創

無錫夏普電子廠,300點
工程商:昆山泰創

 
富士康昆山廠,使用DFC風機控制器

工程商:上海循德
富士康昆山廠,使用DFC風機控制器

工程商:上海循德
富士康淮安廠,使用DFC風機控制器

工程商:上海循德
富士康淮安廠 ,使用DFC風機控制器

工程商:上海循德

科技廠房 Technology Factory 科技廠房 Technology Factory 

公共建築  Public Building 公共建築  Public Building 

杭州國藥物流倉庫,237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杭州國藥物流倉庫,237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外高橋物流倉庫,117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外高橋物流倉庫,117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青浦環境監測站,使用DSC系列產品
工程商：上海博洱仕

上海青浦環境監測站,使用DSC系列產品
工程商：上海博洱仕

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辦公樓 Office Building 

華東民航管理局,468點
工程商：南京空港

華東民航管理局,468點
工程商：南京空港

大連萬達大廈,512點大連萬達大廈,512點 中國銀行大連分行,使用DFE系列產品
工程商：大連華雲

中國銀行大連分行,使用DFE系列產品
工程商：大連華雲

四川綿陽涪城萬達廣場,DFC系列產品
工程商：上海循德

四川綿陽涪城萬達廣場,DFC系列產品
工程商：上海循德

經典案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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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Laboratory 實驗室  Laboratory 

旅館飯店 Hotel旅館飯店 Hotel

南京理工大學實驗室大樓,678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南京理工大學實驗室大樓,678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揚州福源化工研究所,116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揚州福源化工研究所,116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北京大學某實驗室,DFC系列產品
工程商：北京佳邁

北京大學某實驗室,DFC系列產品
工程商：北京佳邁

北京SONY研發實驗室,DFC產品
工程商：北京佳邁

北京SONY研發實驗室,DFC產品
工程商：北京佳邁

醫院  Hospital醫院  Hospital

無錫天安智慧城,1028點
工程商：上海循德

無錫天安智慧城,1028點
工程商：上海循德

上海依視路眼鏡實驗室,92點
工程商：上海斯蓋

上海依視路眼鏡實驗室,92點
工程商：上海斯蓋

復旦大學張江校區實驗室,50點
工程商：上海蓋斯

復旦大學張江校區實驗室,50點
工程商：上海蓋斯

實驗室  Laboratory 實驗室  Laboratory 

湖州98醫院,使用DFC產品
工程商：杭州傲華爾

湖州98醫院,使用DFC產品
工程商：杭州傲華爾

南京同仁醫院,237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南京同仁醫院,237點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福建埔田醫院,168點
工程商：上海斯蓋

福建埔田醫院,168點
工程商：上海斯蓋

上海怡聯海悅大酒店,使用 DPC產品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上海怡聯海悅大酒店,使用 DPC產品
工程商：上海艾諾加

江門鶴山銀業雁山酒店,600點
工程商：深圳駿智

江門鶴山銀業雁山酒店,600點
工程商：深圳駿智

杭州湘湖人家,428點
工程商：杭州傲華爾
杭州湘湖人家,428點
工程商：杭州傲華爾

超市Supermarket超市Supermarket

深圳吉之島(永旺超市) 

300點,工程商：深圳駿智

深圳吉之島(永旺超市)  

300點,工程商：深圳駿智

經典案例(中國)



向 暘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網址：www.air tek.com.tw

網址：www.airtekgroup.com
艾爾泰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air tek.com.cn

艾爾泰克智能系統(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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