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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關於 thermofisher.com 網站擴充 

2016 年 2 月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正在著手汰換 thermoscientific.com 網站： 

 

• 自 2 月 22 日開始，現在 thermoscientific.com 上提供的產品與購買資訊將會整合至  

thermofisher.com。 

• Thermoscientific.com 在四月汰換網站前將會保持啟用。 

• 從四月開始，您針對 thermoscientific.com 頁面所建立的任何書籤或直接連結會自動重新導

向。 

 

在這次的線上整合之後，您依然可以在科學解決方案的首選 thermofisher.com 上找到相同高品質的

產品和解決方案。 

 

我們的產品或您與本公司往來業務的方式，不會因此有任何變動。 銷售、服務及支援聯絡

窗口也維持不變。 

 

以下為此次線上整合的變更摘要，同時列出未變更內容及詳細資訊。 您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未變動內容 
此次線上整合並未變更： 

• 我們的產品 

• 我們的製程 

• 我們的產品配方 

• 我們的線上產品供應項目 

• fishersci.com 網站 

• 您的銷售、服務與支援聯絡窗口 

• 您的定價、出貨與運送時間 

• 您的 thermofisher.com 登入 

• 您現有經銷商可提供之產品 

本公司作為供應商與您往來業務的方式不會改變…  

因此您大可放心，我們將繼續滿足您的需求 

您的線上體驗 
您會發現我們的網站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善： 

 

• 瀏覽更加流暢 

• 簡化產品分類  

• 更佳的搜尋結果 

• 更詳細的「與我們聯繫」資訊 

• 全新的產品領域  

• 全新的活動計畫 

• 全新的教育內容 

• 更完整的科學工作流程 

同樣優質的產品 … 同樣便利的功能 … 您的最佳首選 

 

請瀏覽 thermofisher.com/choice 取得詳細資訊。 

 



 

 2 

一般資訊 

 

1.	 thermoscientif ic .com 有何改變？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正在著手汰換 thermoscientific.com 網站。 自 2 月 22 日開始，現在 thermo

scientific.com 上提供的產品與購買資訊將會整合至 thermofisher.com。 Thermoscientific.com 在四

月汰換網站前將會保持啟用。 到時，您針對 thermoscientific.com 頁面所建立的任何書籤或直接

連結會自動重新導向。 

 

2.	這項變動對我有何影響？ 

這項改善計畫是要讓 Thermo Scientific� 產品和解決方案組合，與本公司旗下其他領導品牌，

包括 Applied Biosystems�、Invitrogen�、Gibco� 和 Ion Torrent�，全部集中呈現在一個網站上，

進而讓線上體驗更簡單便利，從單一位置便能存取您需要的各項資源。 在這次的線上整合之

後，您仍然可以在科學解決方案的首選 thermofisher.com 上找到相同高品質的產品和解決方案。 

此次線上整合並不會變更我們的產品。 亦不會變更 fishersci.com 網站或您訂購這些產品的方式。 

 

3.	 thermofisher .com 將提供哪些產品？ 

thermoscientific.com 目前所提供的 Thermo Scientific 產品與解決方案，thermofisher.com 也會提供。 

然而，這些新增的產品無法在 thermofisher.com 線上購買。 在產品或產品系列頁面上選擇「與

我們聯繫」或「要求報價」，以瞭解如何在您所在的國家/地區下訂單。 

 

4.	產品是否有所異動？ 

否，我們的產品仍保持您一貫信任的可靠品質，並不會有所變更。 

 

5.	 Thermo Scientif ic  品牌有何改變？ 

此次線上整合不會變更 Thermo Scientific 品牌。 

 

6.	 Fisher Scientif ic  和 Unity Lab Services 網站有何改變？ 

目前 Fisher Scientific 或 Unity Lab Services 網站不會有所異動。 四月開始，從其他網站連往  

thermoscientific.com 的任何連結將會重新導向至 thermofisher.com。 您的 fischersci.com 登入將無

法在 thermofisher.com 上使用。 

 

網站資訊 

 

7.	 thermofisher .com 在瀏覽方面有何改善？ 

我們提供新的產品分類，方便您更容易找到產品。 我們擴充了 thermofisher.com 主瀏覽畫面的

下拉式清單，以容納更多產品與產品類別的連結，更能充分呈現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所提

供的完整產品項目。 

 

8.	 thermofisher .com 上的「搜尋」功能有何改善？ 

由於我們將 thermoscientific.com 的內容整合至 thermofisher.com，因此「搜尋」功能將找到比以

往更多的結果。 此外，數項全新的搜尋功能 (包括自動修正和使用最近搜尋的功能) 將協助您

更快、更精準且更輕鬆地找到我們的目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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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thermofisher .com 上的「與我們聯繫」功能有何改善？ 

我們做了一些改變，您將能更輕鬆地購買產品或瞭解何處可購買，以及詢問問題。 每個產品

頁面或產品系列頁面上的「與我們聯繫」功能，會帶您前往您所在國家/地區的直購或經銷商

資訊，讓您更容易瞭解何處可購買我們的產品。 「預先輸入」功能可讓您節省選擇所需產品

與支援類型的時間。 

 

10.	我的 thermofisher .com 帳戶登入資訊是否仍然有效？ 

是。 請繼續使用您現有的 thermofisher.com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登入。 

 

11.	我的 thermoscientif ic .com 或 fishersci .com 登入在 thermofisher .com 上是否有效？ 

否。請在 thermofisher.com 上選擇「登入」，然後按一下「註冊」(或直接前往 thermofisher.com/

register) 以建立帳戶，即可購買我們的生命科學產品。 

12.	還有那些改善功能？ 

您會看到全新的產品領域、教育內容及近期活動。 

 

13.	如何變更我的所在地點？ 

在首頁上，按一下「服務與支持」。 然後按一下「聯繫我們」下方的「變更地點」。 

 

產品資訊 

 

14.	目錄編號是否會有所變更？ 

在此次線上整合中，大部分的目錄編號未曾變更。 在您將產品加入購物車之前，系統會先要

求您確認產品目錄編號。 倘若產品目錄編號重複，系統會顯示網頁訊息，請您選擇正確的產

品。 

 

15.	是否能在 thermofisher .com 上訂購 Thermo Scientif ic  產品？ 

在許多國家/地區，使用者已可在 thermofisher.com 線上訂購數項 Thermo Scientific 產品。 可訂

購的產品包括分子生物試劑與 PCR 塑膠耗材、蛋白質生物試劑、儀器與抗體，以及高含量篩

選儀器。 

 

您無法在 thermofisher .com 上，線上訂購從 thermoscientif ic .com 網站新增的產品。 

請按一下「與我們聯繫」，尋找您所在國家/地區的現有購買選項 (直購或經銷商)，或

是按一下「要求報價」，由業務代表回應您的線上問題。 

 

雖然您會在線上看到更多產品資訊，但您目前往來的供應商仍維持不變。 請繼續以您目前的

方式透過訂購產品。 

 

16.	我的供應中心或託管電子目錄是否會有所變更？ 

否。此次線上整合並不會變更供應中心或電子目錄。 

 

與本公司的業務往來 

 

17.	供應商資訊是否有所變更？ 

否。此次線上整合未變更供應商資訊。 您目前所往來的供應商名稱與聯絡窗口仍維持不變。 

請用您目前所使用的相同聯絡資訊，繼續提交購買訂單與支付帳款。 您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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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fisher.com/vendorsetup 找到 thermofisher.com 線上訂單的供應商資訊。 

 

18.	我的授權經銷商或訂購流程是否有所變更？ 

否。請依過去方式繼續訂購。 

 

19.	我的定價是否有所變更？ 

否。此次線上整合並不會變更定價。  

 

聯絡資訊 

 

20.	客戶服務、技術支援、銷售或現場服務是否有所變更？ 

否。請繼續使用相同的聯絡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