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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柏朗豪斯特完成擴增服務團隊及校正維修服務實驗室
Bronkhorst HighHigh-Tech Finish expansion
expansion on Taiwan Branch
Bronkhorst 公司是質量流量及壓力控制儀器在歐洲市場
公司是質量流量及壓力控制儀器在歐洲市場的
領先品牌製造商，
宣佈完成臺灣分
歐洲市場的領先品牌製造商
品牌製造商，宣佈完成
完成臺灣分公司
臺灣分公司
擴充工程專案
工程專案，
專案，專案包含優質專業的銷售
專案包含優質專業的銷售 / 服務團隊和校正
服務團隊和校正 / 服務中心。
服務中心。確保 Bronkhorst 臺灣分
臺灣分
公司將能繼續為半導體
、 觸控螢幕、
、 太陽能電池和生物技術產業，
公司將能繼續為半導體、
將能繼續為半導體、 平面顯示、
顯示、 LED、
觸控螢幕、 OLED、
太陽能電池和生物技術產業，提
供不斷改進的高精密產品
不斷改進的高精密產品、
技術服務和維修校正。
高精密產品、技術服務和維修校正
維修校正。
Bronkhorst 董事總經理 Ben Brussen 先生說:
我們很榮幸
先生說 "我們很
我們很榮幸地宣佈
榮幸地宣佈完成這次為台灣市場客戶的
地宣佈完成這次為台灣市場客戶的銷
完成這次為台灣市場客戶的銷
售和服務擴充專案
售和服務擴充專案"。
充專案 。 投資較大流量範圍達 1500 公升 / 分鐘以下的儀器設備的校正維修
分鐘以下的儀器設備的校正維修，
以下的儀器設備的校正維修，以及先
進的無塵
進的無塵室和設備的服務
無塵室和設備的服務。
室和設備的服務。Bronkhorst 還聘請專業的銷售和服務隊伍在臺灣以滿足未來市場
還聘請專業的銷售和服務隊伍在臺灣以滿足未來市場的增
未來市場的增
長需求和業務。
這些投資將允許 Bronkhorst 臺灣支援 CVD / PVD / 薄膜蒸鍍
需求和業務。"這些投資將允許
薄膜蒸鍍和許多其他
蒸鍍和許多其他相關運
和許多其他相關運
用製程
用製程" Bronkhorst 臺灣總經理王裕德
臺灣總經理王裕德先生
裕德先生。
先生。
Bronkhorst 相關產業公認為
相關產業公認為流量、
流量、壓力控制儀器
壓力控制儀器的
控制儀器的領先品牌，
領先品牌，證明將
證明將轉移在
轉移在歐洲區域
歐洲區域內的
區域內的成功
內的成功經
成功經
驗到亞洲市場
驗到亞洲市場，
市場，尤其是臺灣、
尤其是臺灣、 日本和中國的市場。
日本和中國的市場。Bronkhorst El-Flow 系列產品被
系列產品被選用在世界各
選用在世界各
地的許多主要系統供應商，
地的許多主要系統供應商，提供氣體流量
提供氣體流量 / 壓力的
壓力的控制。
控制。
CEM 系統 （控制蒸發和氣液
控制蒸發和氣液混合
氣液混合系統
混合系統）
系統）是一個可以取代傳統的 BUBBLER 系統的創新液體傳遞系
統。準確地控制氣體 / 液體混合使飽和蒸氣能
液體混合使飽和蒸氣能精確
飽和蒸氣能精確的
精確的控制及製程再現性
控制及製程再現性，
及製程再現性，確保薄膜蒸鍍的精度
確保薄膜蒸鍍的精度和
蒸鍍的精度和鍍
層厚度的高均勻性
、 TCO、
、 CVD，
，PVD 和其他許多薄膜
層厚度的高均勻性。
高均勻性。CEM 系統已成功地用於 ITO、
和其他許多薄膜鍍
薄膜鍍層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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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khorst HighHigh-Tech Finish expansion on Taiwan Branch
Bronkhorst High-Tech; the European market leading Mass Flow and Pressure Meter /
Controller manufacturer, announces that their branch office located in Taiwan has
completed its expansion project to grow both the sales / service team and the calibration /
service center. This expansion ensures that Bronkhorst Taiwan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with the
ethos of bringing ever improving technology, service and product line to semiconductor, FPD,
LED, Touch Panel, OLED, Solar Cells and Biotechnology industries.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is expansion of sales and service for our Taiwanese customers,”
said Mr. Ben Brussen, Bronkhorst Managing Director about the investment in a larger flow range
for service of up to 1500 liter per minute, as well as the state of the art cleanroom and calibration
facility. Bronkhorst has also recruited professional sales and service teams in Taiwan to support
the future growth in market demand and business. “These investments will allow Bronkhorst
Taiwan to support CVD / PVD / Thin Film coating and many other applications” said Mr. John
Wang, Bronkhorst Taiwan General Manager.
Bronkhors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leading brand for Mass Flow Control instruments and are
proving that success and experience within Europe can be transferred into Asia especially the
Taiwan, Japan and China markets.
Bronkhorst EL-FLOW Select Gas flow / Pressure controllers are installed in many major system
provider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EM-System (Controlled Evaporation and Mixing) is an innovative Liquid Delivery System
that can replace traditional Bubbler Systems. The accurately controlled gas / liquid mixing
enables precise stable control of the vapor flow ensuring precision film coating and even coating
thickness. The CEM-System been successfully used on ITO, TCO, CVD, PVD and many other
film coating processe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Office +886 2 29019299
John Wang – General Manager 0932195190
Andy Wu – Technical Manager 0952776788
Samuel Lo – Account Manager 09336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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