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t’s be more SMART, GREEN and HEALTH 讓我們變得更聰明、綠色和健康 … 

綠色智慧城市整合者 
智慧工廠和智慧製造整合者 
綠色餐飲和文化教育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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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日騰集團 

日騰 於2006年在中國澳門成立，是一跨國綜合性控股集團。 

 
  因應未來發展，日騰於2018年重組為「日騰集團 YATRON Group」。 

  旗下「日騰智慧城市與能源集團」為全球領先的綠色智慧城市多樣性組織企業 

。其業務包括: 綠色智慧城市、智慧工廠和智慧製造(中國製造2025|2045, 工業4.0, 
工業互聯網)、智慧能源管理、智慧農業、智慧大樓、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教
育、智慧體育、半導體新材料等。從工業製造、能源、半導體、商業、數據中心、
水處理、交通、運動設施、醫療系統、漁農業、教育及文化、活動策劃展覽等領域
皆有我們的蹤影。日騰利用自有核心技術和產品，並整合各系統資源。 
 
  我們為客戶提供完善的終端產品和服務方案, 以確保生產、電力和能源基礎設
施的可靠性和保護. 並持續地執行中國和德國TÜ V SÜ D ISO9001, ISO14001, ISO50001
和ERP系統.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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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日騰集團 

  旗下「日騰國際集團」為綠色餐飲、美容、生活、旅遊的綜合性企業。其中
『月媚茶』為創意茶文化複合餐飲品牌。 
 
  旗下「日騰媒體科技集團」為智慧媒體及資訊科技(IT)綜合性跨國集團，垂直整
合和協助日騰集團以及客戶在媒體及資訊科技領域之發展，包括: 新媒體、線上線
下(O2O) 商城、新零售。 
 
  旗下「日騰企業顧問集團」為綜合型訂制化企業諮詢顧問跨國集團，垂直整合
和協助日騰集團以及客戶在各領域之發展，包括: 各種疑難雜症、頂層股權設計、
資本運作、收購合併、行政、財務、研發、生產、供應鏈管理；市場營銷 (市場拓
展、品牌建立和推廣、線上線下O2O商城整合、新零售、 整合營銷等)。更覆蓋各大
行業，如：能源、照明、家電、醫療、航天、農業、電子商務、 新媒體、 化工、 
美妝、 食品、 餐飲、茶和酒業等。 

  
   
          

http://www.yatronintl.com/
http://www.yuemeitea.com/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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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日騰集團 

  旗下「日腾渔農集團」整合日騰集團旗下科技企業，由台灣數十位漁農業教授
級專家，利用科技及智慧化技術，改進傳統漁農業的經營情況。專注於綠色智慧農
業研發、規劃、養殖、種植、供應鏈、服務和觀光旅遊等。為中國和全球綠色漁農
業注入新動力。 
 
  旗下「學子茗教育集團」以少兒托管和青少年教育、興趣班為主體(中國八雅 - 
琴棋書畫詩酒花茶、武術等) ，以培育國際型綜合性人才為目的，發揚和承傳中華
文化。 
 
   經過多年之發展，跟隨中國的 “一帶一路” 政策，日騰已佈局東亞、東南亞和
歐洲各主要區域，先後設立了中國澳門總部、珠海營運中心及製造中心(工廠)、台
北研發中心及製造中心(工廠)、廣州科技中心、香港金融中心、馬來西亞吉隆玻東
盟總部、泰國曼谷分公司，印尼、新加坡、法國代表處等。 
 
 
          

http://www.yatrongroup.com/AgricultureAndFishery
http://www.yatrongroup.com/AgricultureAndFishery
http://www.yatrongroup.com/AgricultureAndFishery
http://www.yatrongroup.co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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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日騰集團 

       年/月                                          事件 

2021/07/01  日騰廣州科技中心成立 

2021/01/01  日騰半導體新材料成立 
2019/10/01 日騰歐洲成立 
2018/11/02  日騰集團成立 
2018/09/20  日騰珠海通過德國TÜ V SÜ D/ISO 14001環境管理認證 
2018/08/20  日騰泰國成立 
2017/10/04  日騰珠海通過德國TÜ V SÜ D/ISO 50001能源管理認證 
2015/11/02  日騰國際台灣成立 
2015/07/20  日騰國際澳門成立 
2014/08/20  日騰馬來西亞成立(集團東盟總部) 
2014/07/20 日騰台灣亞太中心及印尼成立 
2013/07/20 日騰香港金融中心成立 
2012/09/11 日騰集團|企業資源管理系統(ERP)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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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日騰集團 

       年/月                                          事件 

2011/09/29 日騰澳門通過德國TÜ V SÜ D/ISO 9001質量管理認證 
2010/09/29 日騰珠海通過德國TÜ V SÜ D/ISO 9001質量管理認證 
2010/05/01 日騰取得GE能源授權低壓配電設備生產廠資格 
2010/03/01 日騰中國|珠海製造中心(工廠)成立 
2009/04/08 日騰澳門取得美國通用電氣GE工業系統授權合作伙伴資格 
  開始與世界最大型綜合企業-國際能源及自動化工業巨頭合作 
2008/09/01 日騰中國|珠海營運中心成立 
2006/07/20  日騰澳門總部, 台灣研發中心及製造中心(工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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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WHERE 
 集團總部: 中國澳門特區 
 營運中心: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 
 工廠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江門市 
 台灣|新北市 

 研發中心: 台北 
 科技中心: 廣州 
 金融中心: 香港 
 分公司／代表處／體驗館: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廣州市 
 台北市、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吉隆坡市 (東盟總部) 
 泰國|曼谷 
 新加坡 
 印尼|雅加逹 
 菲律賓|馬尼拉 
 越南|河內 
 英國、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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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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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CERTIFICATES 

Complies with
  

Certificates 

ISO 9001, ISO 14001 
ISO 50001 
IEC 62208 
IEC 60439, IEC 61439 
GB 7251 
IEC 60331 
BS 6387 
UL94 
 

TÜ V SÜ D (Germany) 
TÜ V SÜ D (Germany) 
TÜ V SÜ D (Germany) 
KEMA, ASEFA, CEBEC, ASTA, TUV 
CCC (China) 
TICW 
TICW 
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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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智慧城市與能源 

日騰智慧城市與能源 
 
        於2006年在中國成立，為亞洲的領
先的綠色智慧城市多樣性組織企業，其
業務包括綠色智慧城市、智慧工廠和智
慧製造(中國製造2025|2045, 工業4.0, 工
業互聯網)、智慧能源管理方案和施工及
營運。從工業製造、能源、半導體、商
業、數據中心、水處理、交通、運動設
施、醫療系統、漁農業、教育及文化、
活動策劃展覽等領域皆有我們的蹤影。
日騰利用自有核心技術和產品，並整合
各系統資源。 
www.yatrongroup.com 
 

http://www.yatro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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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國際貿易 

日騰國際 
 
  2015年夏, 因「日騰集團」業務的水
準擴張及全球消費性產品市場強勁增長, 
決定成立「日騰國際及台灣分公司」; 從
台北出發, 由旗下高端茶品牌『月媚茶』, 
拓展成集餐飲、美容、生活、旅遊等業
務的綜合企業, 並已迅速擴展至東盟、歐
洲和美國。 
 
www.yatronintl.com 
 

http://www.yatron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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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月媚茶 

月媚茶 
 
 
 
  
 

        2019年秋，由「林月媚」女士于1965年創立，堅持採用古早的傳統做法，純手工製造的《月媚
茶沙龍精品體驗館》於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開業，其是『月媚茶』旗下在中國大陸第一間沉浸式體驗館，
館內能帶給尊貴客戶來自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獨特的感官體驗，感受中國和世界各地的精品茶、
手搖茶、茶曲奇餅、蛋糕、點心、單品手沖咖啡及茶雞尾酒等各種特色調飲。 
  
  體驗館風格以中式天然木質為基礎，與歐洲古典色系融合融合，創造出融貫中西的獨特韻味，雖
身在方寸之內，卻能心感世界之大；步入店內，環顧四周，一個微型的世界茶博物館盡展於眼前； 
細品一口，四溢的茶香述說著月媚對於精品的執念從未改變。 
  
『月媚茶』承傳世界的茶。 
 

www.yuemeitea.com 
 

http://www.yuemeit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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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方案 -智慧城市及能源 

智慧博物館 
智慧光伏 

智慧電力 
智慧工廠及智慧能源管理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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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方案 - 綠色智慧城市整合者 

日騰專長 

日騰核心 

日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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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實例 - 智慧渡假村及酒店  

 

 

新濠影匯 STUDIO CITY 
 

位置LOCATION  

澳門 | 中國 - 路氹金光大道 Cotai Strip, Macau S.A.R, China 

 
 

介紹INTRODUCTION  
新濠影匯為一以電影為主題的綜合娛樂、購物及博彩度假村項目。 
The project is a Comprehensive Movie Theme Park including the Shopping mall, Casino and 
Resort. 
 
內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40%能耗及提升30%管理效率  投報期ROI = 3 年 
 智慧渡假村及酒店 – 智慧空調通風控制系統 

Smart Resort & Hotel – Smart HVAC Controlgea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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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實例 - 智慧製造及能源 

 

 

Standard Pen Industries 
 

位置LOCATION  

雅加達 | 印尼 Jakarta, Indonesia 
 
介紹INTRODUCTION  
 印尼最大製筆生產商 
 生產原子筆, 臘筆, 鉛筆等 
 
內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50%能耗及提升30%產能和良率  投報期ROI = 2 年 
 智慧工廠及智慧製造,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Smart factory & Manufacturing, EnMS 
 生產線硬件、軟件、製程升級和改造 
 工業升級及能源顧問服務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nergy Renovation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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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實例 - 智慧體育 

 

 

鄰近澳門科技大學之體育館 
Gymnasium next to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位置LOCATION  

澳門 | 中國 - 路氹城Cotai, Macau S.A.R, China 
 
介紹INTRODUCTION   
第二屆亞洲室內運動會主要場館 
Major stadium of 2nd Asian Indoor Game in Macau SAR 
 
內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20%能耗及提升15%管理效率  投報期ROI = 3 年 
 智慧低壓成套配電設備及系統 Smart LV Switchgear and System 
 智慧空調通風系統控制系統 Smart HVAC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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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實例 -智慧漁農業 

 

 

高雄及屏東智慧農場 
 

位置LOCATION  

台灣 - 高雄及屏東 
 
介紹INTRODUCTION  
 智慧漁菜共生生態系統 
 環保接近零污染 
 
內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20%能耗及提升20%產能和生長率  投報期ROI = 3 年 
 智慧農場設備及管理系統 
 系統升級及能源顧問服務 System upgrading and Energy Renovation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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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實例 -智慧漁農業 

 

 

日騰台中谷关智慧漁場 
 

位置LOCATION  

谷關｜台中｜台灣 | 中國 

 
介紹INTRODUCTION  
 台灣現存十多個樽魚養殖場之一 
 天然瀑布智慧控制水流 
 監測水温、水質、微生物等，環保接近零污染 
 
內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20%能耗，提升20%產能和生長率，降低10%死亡率  投報期ROI = 3 年 
 智慧漁場設備及管理系統 
 系統升級及能源顧問服務 System upgrading and Energy Renovation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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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月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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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月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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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香港鏡報CSR (企業社會責任) 

香港鏡報CSR (企業社會責任) 
香港特首-梁振英 先生 主禮 
2015年03月27日 

2015.03.27 



Ver.: 2021.10.09 

獎項-香港鏡報CSR (企業社會責任) 

積極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獎評選活動，獲「傑出中小企業社會責任獎」 
Participating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d  (CSR)  
Selection Activities.  
Won the "Outstanding SME CSR Award" 

        日騰是一家以能源管理和建設可持續
發展為發展目標的企業。社會的發展與企
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社會發展得好，為企
業提供良好經濟的環境。企業發展得好了，
力所能及地回饋社會，創造更好的經濟環
境。如此良性循環。日騰能源集團就是在
這個理念經營下才有今天的成績。 

201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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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澳門商務大獎 

日騰能源集團 
澳門商務大獎 
環境績效 
2015年11月26日 

201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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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 展覽 |香港、澳門 

日騰參展亞洲建築展Y

YATRON Build4Asia 2014 in Hong Kong 

        亞洲建築展覽是港澳面向亞洲最大的建築設
備展覽會。2014/05/07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盛
大開幕。日騰作為參展商,不僅向來自世界各國
的設備廠商及客人展現了日騰產品的硬實力, 而
且也讓日騰在邁向亞洲策略贏了個開門紅。 

Build4Asia is the largest building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a
nd Macao for building equipment in Asia. 2014/05/07 grand 
opening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s an exhibitor, YATRON not only shown our high quality pro
ducts to cl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got a quite 
good beginning. 

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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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 展覽 |香港、澳門 
2010.03.08 

CHIAF / SIAF 2010 - 中國(廣州)國際工業
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表展覽會 
CHIAF / SIAF 2010 - Guangzhou 

日騰(YATRON)於2010年3月8-11日期間再度參
加《CHIFA/SIAF 2010 - 中國廣州國際工業自動
化技術及裝備展覽會(SIAF)》. SIAF展會由全球
最大的工業自動化展SPS及華南最大的工業自動
化展CHIFA在中國的完美結合, 展會盛大演繹, 恢
宏共享. 
 
日騰在展會上認識了大量行業伙伴和客戶. SIAF是中國最大的自動化展覽會 

SIAF is the largest Automation 
exhibition in China. 

 智慧自動化工廠及管理系統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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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 展覽 |香港、澳門 
2009.03.04 

13屆中國(廣州)國際工業控制自動化及儀器
儀表展覽會 
13th (CHIFA 2009) in Guangzhou 

日騰(YATRON)於2009年3月4-7日期間參加《CH
IFA 2009 - 第13屆中國廣州國際工業控制自動
化及儀器儀表展覽會》, 該展會被廣州市評為"廣
州十大品牌展會"之一.  
 
YATRON認為: 作為一個品牌價值優秀的展覽會, 
均會為展商與觀眾提供理想的商務平台, 信息在
這裡交匯、價值在這裡實現.  CHIAF 是中國最大的自動化展覽會 

CHIAF is the largest Automation  
exhibi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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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專訪-記者招待會| 澳門 

        2014/08/19日騰能源集團亞洲業務拓展發佈會金沙
城中心喜來登酒店天山廳舉行，冀能藉此讓更多本澳和
亞洲企業深入瞭解集團業務及產品，希望從不同方面提
供協助，推動企業建立一套高效的能源管理系統和方案。 

 
        發佈會邀請中聯辦經濟部中資管理企業處嚴機剛、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理事長辦公室高級經理曾澤
瑤、通用電氣(GE)能源集團工業系統北亞及大中華區總
經理柳方及代表勵青、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系統
調度部經理何桂城及採購部經理張志輝、澳門中華總商
會常務理事陳隆成、澳門中小型企業聯合總商會副會長
葉榮發、廣東省建工集團-廣東省工業設備安裝公司及粵
安(澳門)工程有限公司副經理陳志成、振華港工建築有限
公司總經理謝偉強、澳門金沙集團-設施管理部總工程師
周志雄、李祖原建築師-原集團聯盟-太一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魏峰、太一澳門投資發展有限
公司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吳偉恩及澳門空調製冷商會副
會長鄭耀東等嘉賓出席，吸引了逾一百五十名海內外商
政界代表出席活動，氣氛熱鬧。                             (接下頁) 

上圖：日騰能源集團CEO陳超雄先生接媒體採訪 

20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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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日騰能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超雄致辭表示，
隨著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和橫琴新區開發項目的契機，使
能源管理、智慧城市建築的發展及需求得到重點的關注
及提升。日騰成立於2006年，成立前期專注於服務本澳。
隨著各方的支持下，集團業務逐漸延伸到其他地區和版
塊，實現澳門企業走出去的目標。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
隨後，分別舉行日騰能源集團就「新濠影匯」、「威尼
斯人渡假村110kV變電站」等項目與GE能源簽約儀式及
進行日騰能源集團與太一澳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協
議簽署儀式。  

從左至右：日騰能源集團-行政總裁陳超雄(Kenneth Chan), 亞
洲董事總經理李克賢(Christophe Fliou) 

左圖：發佈會現場賓客滿座 

20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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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舉行業務拓展發佈會，希望透過集團在亞洲的
佈局，利用通用電氣(GE)的技術、金融上的支援，協助
企業走出去。現時已有數個項目在橫琴發展，參與一些
政府基建、商業大樓等，技術包括LED照明、馬達控制
等。 
 
        未來會積極向相關部門推廣技術，開業八年來培訓、
聘請過不少本地工程師，工程師都應用GE的技術及集團
新技術於工作上。在人才培訓上，期望透過不同形式擔
任培訓角色。 
 
         通用電氣能源集團工業系統北亞及大中華區總經理
柳方表示，日騰能源集團作為該集團在中國的長期合作
夥伴，未來將在專業技術、財務等作出支援，期望透過
支持使日騰發展得更有規模，甚至可到交易所上市。中
國在過去二十年，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非常大，爲能源管
理發展準備必要條件。 

通用電氣能源集團工業系統北亞及大中華區總經理柳方先生 
General Manager, North  Asia and Greater China 
GE Energy, Industrial Solutions 

20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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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0/28 CEO陳超雄接受《澳亞衛視MASTV》記者專訪，並
錄製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系列《感動澳門》電視節目。日騰能源集團
行政總裁陳超雄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踏踏實實做事，用自己的勤勞和智
慧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在台灣學成歸來後，以特區主人的身份和其他
社群共同參與澳門的建設，為祖國的繁榮穩定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為
廣大澳門青少年樹立了一個良好榜樣。 

PLAY/播放 

PLAY/播放 

2014.10.28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Q2MjU4NjY0.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Q2MjU4NjY0.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Q2MjU4NjY0.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_0aS6Xq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_0aS6Xq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_0aS6XqvE


Ver.: 2021.10.09 

sales@yatrongroup.com 

www.yatrongroup.com 

多謝! 

澳門總部 
Macau HQ 
T: +853 2835 4053 
 

廣州, 珠海 
Guangzhou & Zhuhai 
T: +86 20 3264 2097 
T: +86 756 8873 662 

香港 
Hong Kong 
 
 

台北 
Taipei 
 
 



Ver.: 2021.10.09 

sales@yatrongroup.com 

www.yatrongroup.com 

泰國 Thailand 
T: +66 20 260 117 
 

多謝! 

馬來西亞 Malaysia 
T: +60 (3) 21175255 
 

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