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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四) 【健康生活通路】主題業者簡介 

【健康生活通路】 

公司名稱 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商品名稱 綠迷雅美容保養品、清潔產品、保健食品等 

得獎紀錄 

2013-綠迷雅藜珂活妍舒活保濕精華榮獲「2013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銀

獎」及 2013「SNQ國家品質標章」 

-台顏 TAIYEN BEAUTYAll in one全效極緻賦活精華 EX榮獲「2013國

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銀獎」及 2013「SNQ國家品質標章」 

-綠迷雅頂級 101金緻抗老精華榮獲「2013台灣精品獎」 

2012-台顏 TAIYEN BEAUTY無油制痘凝膠榮獲「2012國家生技醫療品

質獎銀獎及 2012「SNQ國家品質標章」 

-Mejisex密潔舒潔淨修護露榮獲「2012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銀獎及 2012

「SNQ國家品質標章」 

2011--綠迷雅晶鑽靚白精華露、綠迷雅晶鑽靚白祛黑防曬乳

SPF50PA+++榮獲「2011國家精品獎」。 

-本公司參加「馬來西亞 ITEX國際發明展」，「羅漢松屬植物之抗醣化組

合物及其製造方法與應用」榮獲保養品類金牌，「藻類酵素水解物及其

製造方法」榮獲保養品類銀牌。 

-台顏 TAIYEN BEAUTY美肌噴霧水（蘭萃、櫻花、蓮花、桐花、百合）

、綠迷雅晶鑚淨白精華露 II、TAIYEN BEAUTY 蘭萃系列激因賦活菁

華（化粧品類）、「淨透姬-頂級美妍膠囊」（營養保健食品類）、膠原大

師-台塩膠原晶亮膠囊及海洋珍寶-新好蜆錠等六項產品，榮獲 2011「

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綠迷雅晶鑚淨白精華露 II更獲得「2011國

家生技醫療品質獎」化妝保養用品類銅獎之殊榮。 

-本公司榮獲經濟部商業司主辦之第四屆「台灣商業服務業優良品牌」。 

-本公司參加「2011年韓國首爾發明展」，分別榮獲「酸性美容水及鹼性

離子水的製造-食鹽製程副產物之加值利用」及「藻醬油」榮獲生活用品

類金牌獎，「豐年蝦卵萃取物、其製備方法及其用途」榮獲化學類銀牌獎。 
提供之合作 

模式 
實體通路提供與異業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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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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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通路】 

公司名稱 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商品名稱 美麗聽輔聽器 

得獎紀錄 2014 IF產品設計獎 

提供之合作 

模式 

1. 輔聽器產品銷售。 

2. 聽力產業通路配合。 

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從美律實業 到美律生醫 

自 1975年創立以來，美律實業持續深耕於電聲技術領域，更是台灣第

一家將超薄型小型揚聲器及動圈式受話器導入大規模量產的專業廠商。

憑著多年來在「電聲、無線技術、電池」領域上的專業與堅持，美律的

聲學設計能力和品質製造技術深獲國際知名大廠的肯定。  

近年來，我們希望擴展電聲技術的專業，使更多人的生活受益，因此

投注精力於個人聽力輔助產品，創立了美律生醫。  

美律生醫  

透過實用的技術創新締造更好的生活 

我們發現，65歲之後最好的養生之道，便是保持自己與社會的連結，

透過與他人的互動找到快樂與歸屬感。為了實踐這個目標，我們與台灣

頂尖的醫學大學合作，借重於彼此專業領域，憑藉多年研究和發展，終

於開發出這個實現我們所有理想與概念的傑作，同時它兼具價格實惠與

音質卓越。  

「傳遞美好聲音．豐富人類生活」，是我們的使命，更是我們自始至終

努力實現的願景，與美律，一起聽見更美好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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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通路】 

公司名稱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商品名稱 海鱺魚、海藻豬、海藻雞 

得獎紀錄 

創新研究獎 

 

優良魚場證書 

 

10大傑出漁民 

 

澎湖優鮮證書 

 

農業科技獎 

 

EU證書 

 

創意生活產業認

證 

 

HACCP證書 

 

水產精品獎 

 

TAF 產銷履歷

證書 -加工廠

2016 
 

菁創獎 

 

TAF 產銷履歷

證書-漁場 

 
 

提供之合作 

模式 

1. 有機食材供應 

2. 有機餐點供應 

3. 大陸來台健檢, 旅遊, 做月子餐等餐點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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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1.) 經營理念: 

「健康、快樂、環保、永續」 

(2.) 核心服務: 

「台灣第一家，農漁畜牧直營展售店，邀您體驗在地好食材」 

(3.) 核心產品與特色 

 健康是天和經營的目標與核心價值。 

 串聯農漁畜牧，建立全方位健康食材供應鏈。 

 「從產地到餐桌」提供健康食材產銷直營展售店。 

 異業結合模式創造產業新價值: 如文創融入美食健康生活推廣。 

 支持台灣農業與在地小農: 如台灣有機全麥復育工作。 

 營運邁向品牌國際化，執行品牌推廣與行銷(日本 NHK、大陸央

視、國家地理頻道、探索頻道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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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通路】 

公司名稱 聯安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商品名稱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服務 

提供之合作 

模式 

1. 高端健康檢查系統業務合作 

2. 中國通路業務合作 

3. 健檢專業顧問合作 

4. 國際觀光醫療業務合作 

5. 健康管理相關產品服務合作 

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1. 聯安健診 1993 年創立，全台三大獨立健診中心之一，以高端
企業/個人健檢為主要服務。 

2. 成立 20 年，為國內預防醫學鼻祖，擁有豐富經驗 

3. 皆聘用主治級以上專業醫師，並由醫師親作超音波等檢查 

4. 擁有完整肝膽腸胃科醫師，每日腸鏡執行支數居全台之冠，各
大醫學中心、主管機關皆來學習交流 

5. 擁有聯欣、聯青診所之資源，能全方位關照貴賓託付之需求：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醫學美容+保健食品  

6. 高端個人客戶服務產品與經驗 

7. 獨特、客製化、高彈性資訊解決方案，如人體動畫解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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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通路】 

公司名稱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商品名稱 鞋類、皮件、配件 

專利及智財權 國內外共取得 61 項專利 

得獎紀錄 

2014 年第 42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創作發明獎金牌獎、銅牌獎 

2013 年國家優良商品金牌獎 

2011 年台灣百大品牌 

2010 年國家盤石獎 

2009 年產業科技發展獎 

提供之合作 

模式 

發展範疇期望將由目前的鞋品及相關配件之銷售服務，逐漸跨
入美健輔品、諮詢服務、醫療轉介、足衛教宣傳等領域，並提
供完整足幸福美健商品與服務。 

合作架構如圖所示： 

 

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鞋類：以功能鞋作為開發主軸，不僅維持舒適與品質，更以特
色主題作系列研究。 

例如：氣墊系列、輕量系列、窩心系列、奈米系列…等。 

皮件：著重各類新式材質與實用功能款式開發，以豐富的商品
滿足顧客新生活型態需求。 

例如：提花系列、小物系列、子母包系列…等。 

配件：以功能性、高質感、高舒適度、高回購率為開發主軸。 

例如：襪品、貼身衣物、居家拖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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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二) 【健康生活服務】主題業者簡介 

【健康生活服務】 

公司名稱 台灣怡海雲端服務有限公司 

主要商品名稱 提供健康促進產業，顧問諮詢與雲端資訊系統建置服務 

得獎紀錄 參與經濟部工業局 103 年度健康促進服務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提供之合作 

模式 

顧問服務諮詢 

• 提供健康促進產業台灣的標竿企業成功導入經驗分享 

• 進行服務設計思考 

• 創造企業新價值與創新營運模式。 

資訊系統建置 

• 提供全球頂尖的 ERP 系統(NetSuite)、CRM 系統(微軟
Dynamics CRM、Salesforce.com)、BI 系統(QlikView)、
SOA 系統(MuleSoft) 

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產品與服務 

• 提供全球最頂尖資訊系統/雲端 ERP 系統與 CRM 系統。 

包括業務管理系統的建置(微軟 CRM、全球排名第一的
雲端 CRM 系統 Salesforce.com) 、 

ERP 系統與電子商務購物網站平台的系統建置(全球排
名第一的雲端 ERP 系統 NetSuite)、商業智慧系統
(QlikView) 

• 有效提升 ERP 系統之財務庫存系統、進銷存管理等。 

• 有效提升公司網路購物網站與知名電子商務平台(掏寶
網等)的無縫整合連結。 

• 有效提升銷售管理(銷售機會管理、銷售績效管理、潛在
客戶開發管理)與售後服務管理(產品維修服務、售後客戶
服務管理)。 

服務產業 

• 醫材、醫療儀器設備 

• 健康促進 (運動健身、營養食品) 

• 醫療院所(醫院、醫學美容、牙醫)之健康管理中心 

• ERP 系統建置、電子商務與網路購物、業務管理/客服系
統建置 

聯繫方式 

• 林呈欣 總經理  

• 0922-003263 

• seanlin@frensworkz.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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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服務】 

公司名稱 麥斯威科技(Nyftii Co.,Ltd. 你能國際) 

主要商品名稱 穿戴式科技，健康與安全追蹤平台 

提供之合作 

模式 

作為穿戴式科技產品與智慧生活平台品牌，nyftii希望找尋： 

1. 世界各地具規模性的通路與經銷商 

2. 路跑，單車，各項開放給非專業選手的運動賽事主辦，協
辦或行銷單位 

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Nyftii是一個全方位的健康測量與個人安全平台。利用穿戴式

裝置，nyftii capsule 除了可以追蹤並記錄個人的日常活動，睡

眠品質與運動段落之外，也可以作為個人安全的緊急求救按

鈕，貴重物品距離提示，與重要事項提醒的小工具。 

在一個網路社交高度發展的時代，nyftii 也致力於和各種活動

賽事主辦單位合作，如此一來 nyftii平台的使用者將可以從 app

中被通知鄰近地區的活動，以及有哪些朋友將會出席這項活

動。 

我們認為穿戴式產品除了需要提供使用者生活的量化之外，還

需要更多對生活有所助益的功能，才能讓使用者繼續留在這個

平台上。 

Have fun, stay fit and keep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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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服務】 

 

公司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附設 

新北市私立雙連安養中心 

主要商品名稱 

長期照護顧問事業 

機構服務、居家服務、社區服務領域之模組服務： 

• 建置規劃服務 

• 教育訓練 

• 智慧科技產品與輔具產品 

提供之合作 

模式 

尋求： 

會計師事務所-財務估算，建立完整且健全財會系統 

資訊平台-藉由資訊系統整合，輔助進行機構管理或長者照護 

老人醫學-整合照護模式，提供專業建議 

輔具研發業者-合作開發老人輔具 

安全照護-機構老人安全照護 RFID系統 

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雙連教會自 1913年設立以來，即藉由辦理各項社會慈善及育英等公

益事業，作為落實關懷社會服務人群之具體行動。1993年起臺灣已進入

高齡化社會的國家，老人福利服務照顧需求逐年增加，雙連教會秉持著

耶穌愛人的精神，雙連安養中心於 2000年正式開幕啟用，並同時興辦社

區松年大學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2003~2009年又陸續完成二期安養大

樓、三期失智症照顧專區、康樂棟的擴建，並設立老人照顧研究中心等

多項事工，以響應政府推動多層級連續性在地老化之老年照護政策，推

動具有安養照顧、輕度養護、重度養護、長期照護、失智症單元式照護、

短期照護、日間照顧，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多功能、多元化、多層級、

連續性的一所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後續健康促進領域營運規劃 

強化機構老人健康促進活動之安排，延伸至社區及居家之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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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服務】 

公司名稱 雄獅杏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商品名稱 醫療諮詢服務、醫療旅遊整合服務、醫療轉介服務 

得獎紀錄 連續七年榮獲壹週刊服務第一大獎  旅行社第一名 

提供之合作 

模式 
大陸醫療觀光旅遊、國際醫療旅遊整合、國際醫療轉介 

產品或 

服務簡介 

(含圖示) 

雄獅集團在台灣總共擁有 50 個服務據點，為旅遊業第一品
牌，在全球更擁有包括洛杉磯、溫哥華、雪梨、奧克蘭、曼
谷、東京、北京、上海、廣州等海外分公司，服務遍及亞洲、
美洲與大洋洲，員工人數高達 1,600 人。  

 

雄獅擁有眾多全球據點，不僅提供海外居民在地的母語服
務，也幫助海外華僑即時接受台灣醫療服務。雄獅全球化的
服務，不論何時、何地，全年無休！ 

 

1. 醫療諮詢服務 

每一位顧客來台進行醫療旅遊都代表著龐大的商機，透過您
的轉介服務，您將擁有更多樣化的醫療產品可以提供顧客，
而我們也會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手冊與說明會，協助您深入
了解產品內容、服務方式與銷售技巧，提升顧客詢問度及使
用率，一同創造更廣大的市場，發展更蓬勃的商機。 

 

2. 醫療旅遊整合服務 

 預約合適的醫療院所 

 協助辦理護照、簽證、機票等事宜 

 抵台時的機場接送服務 

 在台住宿安排 

 在台期間所有醫療、旅遊行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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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療轉介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