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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ng Yu Automobile Parts Co., Ltd.  汽車懸吊系統零件、轉向系統零件、煞車卡鉗、拉桿、球頭、方向機副軸、惰
臂、橫拉桿等

煌裕汽車材料有限公司專業開發生產汽車轉向、懸

吊系統零件，以及煞車卡鉗產品，具超過40年經

驗，並已通過 TS 16949 與 ISO 14001 認證。多年

來以自有品牌 3 Star 以及 HWANG YU 行銷全球，廣

受客戶喜愛。

該公司主要產品為各全汽車懸吊、轉向系統零件，

包括球頭、拉桿、方向機副軸、惰臂、橫拉桿、方

向機主軸、轉向機拉桿球頭總成、方向機內拉桿球

頭總成、側拉桿球頭總成，以及煞車卡鉗等。

煌裕設有專業實驗室，引進各種先進品質檢測設

備，包括逆向工程掃描機，以近乎實體的完整呈

現，使開發產品零誤差。該公司的轉向、懸吊系列

產品，均經過扭力、拉脫、衝擊、鹽霧、硬度、壽命

以及泥水等嚴格測試；卡鉗系列產品，均經過鹽霧、

低溫、高溫、硬度、氣密全檢、壽命等測試。此外，

煌裕的產品包裝紙材亦須測試破裂強度，以確保產品

能完整的送至客戶手中，充分顯現該公司對產品品質

的用心及堅持。

煌裕堅持以嚴格的品質管制和高標準的製造流程，不

斷提升產品品質，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因此該公司不斷致力於強化生產陣容，引進

高精密度的自動化製造設備，規劃完善的生產流程，將生產技術不斷向上推升，確保

品質的完美，以持續符合國際級汽車零件的水準。

Hwang Yu Automobile Parts Co., Ltd.
Tel: 886-2-2812-9311 

       886-4-2639-2120

E-mail: three5.hy@msa.hinet.net

            roycho@hwaugyu.com

Website: www.hwangyu.com

http://www.hwangyu.com
mailto:three5.hy@msa.hinet.net


鈞越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LED 霧燈、2in1 LED霧燈+日行燈、LED作業燈、

LED長條燈...等

鈞越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428台灣台中市大雅區中山路139號
電話：886-4-25601925
傳真：886-4-25601065
電郵：sales@genplus.com.tw
網址：www.genplus.com.tw

鈞
越交通器材有限公司成立於2007年，從一顆LED大燈研發開

始，該公司至今已經累積豐富的照明光學、影像光學設計、

研發經驗。此外，專業而高效率的製造能力、嚴格的品質管控、良

善的售後服務是該公司長期以來的堅持，更是對客戶的承諾。

     該公司在全球市場上已打響知名的GENPLUS自有品牌，其核心精

神包括"Genius"與"Plus"。Genius 是指鈞越不斷投入打造智慧科

技感動人心的產品，而Plus是該公司追求以精進創新，創造超越客

戶期待的產品。

     鈞越公司表示其高度關注環保議題及用路人行車安全等重要議

題，因此選擇LED車輛照明燈具作為核心產品往下扎根，多年來已有

豐碩成果。該公司的LED照明燈具已在東亞、歐洲、美洲等數十個國

家和地區銷售，廣泛運用於車輛、巴士、摩托車、ATV/UTV、農業、

林業、工礦、建築工程等作業機具上，主要服務於全球的中高端市

場。產品外銷海外。該公司已經獲得ISO 9001:2008 與 ISO/TS 16949:2009等車輛產業重要品質認證；產

品則絕大多數符合全球主流車輛法規認證，如SAE; ECE等。

    鈞越公司宣稱今後仍將專注LED車輛照明燈具的研發與設計，且高品質的生產和完善服務是該公司對自

己的要求。鈞越公司表示，若您有創新的車輛照明燈具想研發、生產，他將會是您實現想法的最佳夥伴。

mailto:sales@genplus.com.tw
www.genplus.com.tw


斯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专业生产各种汽车
售后服务市场(AM)悬吊与转向系统零件，并已经获得ISO 
9001:2000质量系统认证。该公司的主要产品项目包括：球
头、传动系统零件、转向机拉杆球头总成、横拉杆、拉杆、中
心连接杆、边杆、楕杆、连接杆、控制臂、侧拉杆机件总成、
内部轴转向零件、轴向接头、CV接头等。

该公司以自有品牌SLOOP营销全球各地区，主要客户多来自中
东、拉丁美洲、欧洲与非洲。由于斯禄企业产品长期以来以质
量佳、精度高、交货准时、产品线齐全、以及价格具竞争力等
著称，因此在全球市场广受客户好评。近年来，该公司则针对
北美以及东南亚等地积极开发销售。

斯禄企业自始即专注于日、韩车系用零件产品开发，成为业界
中该类产品齐全度方面的佼佼者。近年来，该公司更积极投入
各种资源发展最新的生产技术与原料，包括开发生产更高阶的
各类铝合金悬吊与转向零件。一系列的升级计划，使该公司
成功地将零件产品线扩充到豪华车品牌，如奔驰、宝马(BMW)
等，进一步展现其坚强的实力。

为持续保持其产品齐全度的领先地位，斯禄企业每年持
续投入数十种新产品的开发，并持续关心客户需求，以
最快的速度、最佳的服务让客户在销售上获得领先优
势。

该公司坚持以最佳的原料以及与原厂(OE)零件相同或更
高的质量水平来确保产品安全、可靠与耐用。

除了以自有品牌营销全球，斯禄企业也欢迎OEM和ODM定
单，并十分有信心提供客户满意的质量与价格。该公司
非常欢迎您与之联系，进一步了解更多
相关的信息

斯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886-4-23831965
传真：886-4-23891518
网站：www.sloopweb.com; www.suspensionparts.com.tw
电邮：sloopweb@ms76.hinet.net

斯禄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悬吊零件、转向零件、
球头、控制臂、拉杆等

http://www.suspensionparts.com.tw
http://www.suspensionparts.com.tw
mailto:sloopweb@ms76.hinet.net


億豐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各類鋁合金鍛造、鑄造加工零件、汽車零件、機車零件、

自行車零件、3C零件、運動器材…等

億豐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3年，初期主要從事鍛造自行車零件、鐵製品、鋁製品等生產加工。隨著

營業規模不斷擴大，該公司持續致力於生產技術與產能的提升，大舉投資引進最先進 master/cam 3D 程式設

計軟體及CNC綜合切削機等設備，提高產品品質之精準度，目前專攻各類精密鋁合金鍛造、壓鑄與加工零件設

計生產，享譽全球，並已經成為多家大型國際車廠主要零件供應商。

該公司極為重視產品品質與內部管理，已經取得ISO 9001:2008、ISOTS16949:2009等重要認證。由於不斷增強

公司開發製造能力，產品範圍已擴充到汽車零件、機車零件、自行車零件、3C零件、運動器材、其它器材與零

件等。目前公司已經達三座廠房(包括鍛造、壓鑄、組裝廠)、員工總數近300位、年營業額達10億台新幣等規

模。

億豐指出，該公司能依照客戶之圖面或樣品作OEM精密代工、開發、量產。公司擁有專業2D製圖管理群、3D程

式設計工程師；軟體則有MASTER CAM/CAD、CATIACAM/CAD，因而研發設計、廠內製模速度快又準確，新產品開

發隱密性高，機密不外漏。工廠先進設備包括各式精密沖床、臥式鑄造加壓機、放電加工機、CNC自動銑床、

自動車床、CO2焊接機、平面研磨機等，製造加工能力首屈一指。

該公司目前外銷以歐洲為主力市場，並積極擴展全球市場。由於產品品質高、價格競爭強，多年前就已獲得美

商哈雷公司 (Buell品牌) 與日商山葉公司 (Yamaha) 評鑑為優秀協力廠商。

為達最嚴格的品管標準，億豐採用業界各類最先進的檢測儀器，包括X-Ray金屬透視光機、PC萬能試驗機、拉

力、壓力二合一破壞測驗機、三次元精密檢驗機、二次元立式精密量測機、各項金屬硬度測驗機、疲勞試驗

機、各項內徑規、外徑規、角度規、厚薄規、精密千分厘卡等各式精密儀器，確保品質與精度達到客戶最高標

準。

該公司宣稱會以最前衛的研發、最高級的品質、最合理

的價格、最專業的製造、最熱忱的服務等五大信念，期

許所製造的產品能得到客戶最滿意的好評 

億豐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ih Feng Industry Co., Ltd.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一段159號No 159, Sec.1, Chungshan Rd., Hwatan Hsiang, Changhwa County, Taiwan
Tel: 886-4-786-3866   Fax: 886-4-786-9356E-mail: yf-andrew@umail.hinet.net Website: www.yihfeng-al.com.tw

mailto:yf-andrew@umail.hinet.net
www.yihfeng-al.com.tw


祥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96年。专精于无
线射频连接器及车用连接
器连接器的设计、研发及
生产制造,并以扎实的机电
工程技术而著称于台湾业
界。

祥峰实业实施严格的ISO/
TS 16949 , ISO 9001 质
量系统及 ISO 14001 环境
系统来符合国际车厂需求
提供世界各国质量精良的
产品且为台湾专业制造车
用Fakra SMB 接头及车用HSD (高速传输)接头的领导者。

为了符合愈来愈多先进汽车所需资通讯系统如卫星导航系统 ,行动
电话,数字电视,卫星广播,车用网络连接,远程遥控及蓝芽系统,高效
能的LVDS相机影像传输, USB连接,IEEE1394,车用影音娱乐系统等等
的应用,祥峰实业致力于不断地研发及创新,因而发展及制造出车用
Fakra SMB连接器 &车用HSD (高速传输)连接器来满足车用客户的各
项车用电子方面的需求。

Aimmet-Meet your Aim!

祥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10台湾台南市永康区盐和街263巷16号

Tel: 886-6-242-2777Fax: 886-6-242-1688
Email: service@aimmet.com
Website: www.aimmet.com

昆山赛格电子市场
台湾电子电机产品交易中心
江苏省215332昆山市花桥国际商务城花安路183号4F, TC11

Tel: 0512-50118177
E-mail: willie@aimmet.com

Aimmet Industrial Co., Ltd.（祥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连接器、同轴RF连接器、车用高速传输连接器、汽车电子连接器

mailto:willie@aimmet.com


Yocoso GNDA Co., Ltd.
414 台湾台中市乌日区溪南路一段988巷261弄168号
No. 168, Alley 261, Lane 988, Sinan Rd., Sec. 1, Wurih Dist., Taichung, Taiwan 414
Tel: 886-4-2335-3359
Fax: 886-4-2335-3212
Email: yocoso58@ms56.hinet.net
Website: www.yocoso.com.tw

咏盛兴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各式锻造及冲压零件

咏盛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一家专业的锻造及冲压零件制造
商，于1992年成立于台湾台中地区。

秉持质量及创新的经营理念，咏盛兴多年来持
续精进质量管理及生产技术，已赢得客户及同
业的好评。为确保永续经营，该公司从2004
年起开始引进ISO 9001:2000质量管理系统， 
之后并从ABS Quality Evaluations公司获得
TS16949质量认证，成为一家具国际水平的汽
车零配件供货商。

在制造端，咏盛兴利用其数十年来累积的实务
经验，不断发展冷锻、热锻、温锻及其它高难
度冲压技术，以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由于这
般的努力，该公司从设计、开发到制造、生产
等均能独力完成，提供客户最完善的OEM及
ODM代工制造服务，

咏盛兴现阶段的产品包括各式各样的锻造及冲
压零件，主要用于汽车传动系统、自行车、摩
托车、工业生产、除草机、气动工具、工业零
件管接头，手工具等。该公司多次在台湾获得
绩优工厂、模范楷模等奖项，毫无疑问是一家
值得信赖、具竞争力的专业制造商。



Drow Enterprise Co., Ltd.

Drow Enterprise Co., Ltd.
直交流电源转换器、整流器、电压调整器、交换式电源供应器、电

池充电器、不断电系统、太阳能产品等

成
立于1984年的杰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台湾第一家直流转交流电源转换器与电池充电器
之制造商，已经有将近40年历史，在全球市场占有领先地位。该公司曾经为全球直交流

电源转换器最大制造厂商，享誉国际；近年产量虽被大陆对手超越，坚持100%台湾制造的质
量策略，与公司不断投入产品研发创新，仍然维持其业界领先地位。

该公司使用”GENIUS”自有品牌营销全球，已经成为市场中驰名商标，并成为高质量、高创
新、高耐用产品的代名词。除此之外，杰俐也早已成为全球各国家及区域市场中主要品牌的
供货商，以OEM/ODM模式出货。

由于拥有坚强的研发实力，该公司的产品线持续扩大，目前主要包括直交流电源转换器、
整流器、电压调整器、交换式电源供应器、智能型多功能电池充
电器、不断电系统、太阳能产品(太阳能电池充电器、行动电
源、不断电系统)…等。

董事长魏正宗指出公司有一完整的研发团队不断创新产品，不
论先进技术产品及客制化产品均可充分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杰俐的产品几乎遍布全球，在美洲、澳洲、欧洲、亚洲、非洲
等地区都能经常看见，公司近年来更积极开发绿色能源相关产
品，对于降低能源消耗、提升能源效能的努力不遗余力。

杰俐最近连续推出数项全新产品，预计将在全球市场上造成一
定的轰动。其中一项新产品为智能型数字电池充电器，除功能
强大外并具有造型轻便、携带容易以及高科技化时尚外观设计等特色。该多功能充电器具有
许多先进的科技，可以让使用者全自动或手动方式操作。在全自动模式下，该充电器会自动
侦测电池的状态与电压，由系统字型选择最合适的模式加以充电。若使用者选择”Snow”功
能键，则系统会稍微提升电压，以便在极为寒冷的气候下对电池充电。此外，该充电器具有
全电压充电功能，可以对12V以及24V电池进行。

该智能型充电器更具有一项引人的功能，可以藉由电子回路设计的方式，修复被充电的电
池，或是有效延长电池寿命达两倍以上。魏正宗指出，该先进功能是利用电子方式除去吸附
在电池极版以及存在电解液中的杂质，使电池续电功能焕然一新。采用该功能，一般车用电
池的使用寿命通常可以达到至少4年以上，为一项极为创新、环保与节省成本并保护地球的
科技。

杰俐公司以产品质量优良、耐用与价格合理获得全球客户喜爱，该公司并且提供客户最佳的
服务。该公司强调其目标始终在追求更佳的能源效益，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提供更好的保
护。

Drow Enterprise Co., Ltd.
No. 100, Alley 371, Lane 942, Dawan 
Road, Yongkang Dist., Tainan City, 
Taiwan 710
Tel: 886-6-205-5155, 205-5355
Fax: 886-6-271-6310, 272-0985
E-mail:geniusc.com@msa.hinet.net  
http: www.genius.com.tw



台湾国禾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92年，专精
于各种绳索、钢索及导线等产品的研发和制
造，主要用在工业安全设备、运动及休闲器
材等方面。

台湾国禾拥有超过20年的实务经验，因此
在产品供应上，从接单到生产采取一贯作业
方式进行。现阶段，该公司在台湾及中国大
陆设有一条龙式产线的厂房，并引进精密的
生产机具、质量检测设备及国际化的品管流
程，以追求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并有效提升生产
效率，确保如期交货。

除了产品的生产外，该制造商也以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服务著称。由于多年来秉持研发和创新为目标，并持续
改良生产技术，该公司能够顺应现代人注重休闲、运动的趋势，以完善的服务与优良的质量，帮助顾客开发
符合市场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因而逐步建立起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广泛受到业界的肯定。

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后，该公司的产品线已扩及到各式各样的绳索及导线产品，包括运动器材配件、工具软
管、汽修工具、工具用防落装置及防落绳、滑雪安全防落装置、冲浪安全防落装置、秒表导线、五金配件、
尼龙绳、松紧带、多功能绳索、吊牌及钥匙圈配件，以及其他特殊钢索导线、镀PVC及PU导线等。专业的
OEM及ODM生产也是该公司的服务项目之一。

                  

                  
                台湾国禾实业有限公司
                          500 台湾彰化市南美里仑美路355-1号
                          电话：886-4-762-2863
                          传真：886-4-761-5829
                          电邮：Taiwan.kuoher@msa.hinet.net
                          网址：www.kuoher.com.tw

台湾国禾实业有限公司
钢索、导线、绳索、尼龙绳、松紧带

http://www.kuoher.com.tw
mailto:Taiwan.kuoher@msa.hinet.net


Lung Ming Li Co., Ltd.
铁氟龙软管、剎车软管、金属剎车软管、
高压油管、高压尼龙管、管类、卡钳

龙明豊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国际级的铁氟龙软管供货商，除了以自有品牌Dragon & 

Dragonfly营销全球外，同时也以顶尖的代工制造能力而闻名于业界。

龙明豊生产各种尺寸的铁氟龙不锈钢剎车油管、铁氟龙软管、动力方向盘油管、曲轴箱机油排放

管、油压管、线圈软管、高压尼龙管、黄油枪软管、以及相关配件、管类及卡钳等产品。此外，其

产品结构设计，也能根据不同的顾客需求而生产制造。该公司的产品已成功销往中东、欧洲、亚

洲、北美、中南美及大洋洲等市场，并广泛地应用在汽车、机车、漆弹枪等领域。

优良的质量是龙明豊产品得以广受青睐的因素之一。以该公司的铁氟龙不锈钢剎车管来说，这项产

品能够在从摄氏零下60度起，至260度的高温下，完好地

保持其功能性，因而通过许多如美国交通部规范、FMVSS 

106、 SAE J1401、ADR 7/00、TSD 106、GB 16897 及 

JIS D2601: 2006 (JSAE/JSA)等质量要求。近几年，该公

司更获得了ISO9001的认证，以持续提升对产品质量的承

诺。

龙明豊目前在台湾中部设有一座厂房，拥有许多先进的半

自动及全自动生产设备。该公司强调，其所有产品都是

百分之百台湾制造，而铁氟龙内管部份，则全部采用自美

国杜邦公司进口的高级原物料，以确保其产品质量的一致

性。而该公司也

是台湾现阶段，

唯一一家拥获得

美国交通部认可

的全系列铁氟龙

管供货商。

Lung Ming Li Co., Ltd.
Bldg. C, No.30, Alley 689, Lane 18, Sec.1, Hsinan Rd., 
Wujih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41462
Tel: 886-4-2335-9090          Fax: 886-4-2335-9191
Email: lomili.tflex@msa.hinet.net
Website: www.lml-hose.com.tw   

mailto:lomili.tflex@msa.hinet.net
http://www.lml-hose.com.tw


Yocoso GNDA Co., Ltd.
414 台湾台中市乌日区溪南路一段988巷261弄168号
No. 168, Alley 261, Lane 988, Sinan Rd., Sec. 1, 
Wurih Dist., Taichung, Taiwan 414
Tel: 886-4-2335-3359
Fax: 886-4-2335-3212
Email: yocoso58@ms56.hinet.net
Website: www.yocoso.com.tw

咏盛兴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各式锻造及冲压零件

咏盛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一家专业的锻造及冲压零件制造

商，于1992年成立于台湾台中地区。

秉持质量及创新的经营理念，咏盛兴多年来持

续精进质量管理及生产技术，已赢得客户及同

业的好评。为确保永续经营，该公司从2004

年起开始引进ISO 9001:2000质量管理系统， 

之后并从ABS Quality Evaluations公司获得

TS16949质量认证，成为一家具国际水平的汽

车零配件供货商。

在制造端，咏盛兴利用其数十年来累积的实务

经验，不断发展冷锻、热锻、温锻及其它高难

度冲压技术，以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由于这

般的努力，该公司从设计、开发到制造、生产

等均能独力完成，提供客户最完善的OEM及

ODM代工制造服务，

咏盛兴现阶段的产品包括各式各样的锻造及冲

压零件，主要用于汽车传动系统、自行车、摩

托车、工业生产、除草机、气动工具、工业零

件管接头，手工具等。该公司多次在台湾获得

绩优工厂、模范楷模等奖项，毫无疑问是一家

值得信赖、具竞争力的专业制造商。

mailto:yocoso58@ms56.hinet.net
http://www.yocoso.com.tw


友荃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氢氧能源设备、引擎环保除碳机、氢油车动力设备、

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光电系统等

台湾友荃科技，为一环保替代能源专业设备制造及销售服务之公司，主要研发产品为氢油车动
力设备、汽车引擎环保除碳机、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光电产品、以及光电系统建置

等。

为因应地球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迁恶化，以及能源短缺造成高价能源时代的来临，该公司
于2001年正式成立后，积极研发清净无污染的新环保替代能源。

友荃董事长林文章早于1993年，即带领工作伙伴进行研发氢氧焰能源设备，并于 1998年完成
第一台的原型机问世。2010年时，友荃以氢油车动力设备代表台湾勇夺全球能源世界奖 (Energy 
Globe World Award)，与来自全球上百个国家的上千个申请案激烈角逐，最后赢得保护空气项目首
奖，为亚洲唯一获奖厂商。友荃并荣获由欧盟全球能源基金会，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颁发
的全球能源世界奖杯及奖状，表彰该公司氢能技术领先国际，并在激烈竞争中获得世界最卓越的
环保奖项。

该公司品牌EPOCH－爱贝克系列产品已经取得数十个国家的认证以及200件以上国内外专利，产
品已在全球上市，成功销往欧洲、冰岛、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及中国等十余个国家。大陆分公司东莞友荃也于2008年在中国广东省正
式营运。

友荃「EPOCH爱贝克氢氧焰能源设备」最大优点，就是内部唯一燃料就是纯水，即使火焰熄灭，
它所散发的氢氧气对人体也无害，不会有任何的污染。具备不需储存与运送、不会中毒、没有气
爆等优点。只要1cc的水就能产生1,700多倍的气体，随时可以再生，经济效益相当庞大。友荃
近年成功研发车用氢氧设备，能以最环保方式帮大小车辆节能减碳，除了受到市场肯定并获奖无
数，下一阶段将进一步往更深入民生之产品进行研发。

Epoch Energ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地址: 820 高雄市冈山区环保科技园区本工五路3号
No.3, Bengong 5th Rd, Gangshan Dist., Kaohsiung City, 82059, Taiwan
Tel: +886-7-623-5588
Fax: +886-7-622-1133  
E-Mail: epoch.tw@oxy-hydrogen.com
Website: www.oxy-hydrogen.com

氢油车动力设备                   汽车引擎除碳机                    中大型车引擎除碳机

mailto:epoch.tw@oxy-hydrogen.com
http://www.oxy-hydrogen.com


台湾台达企业社成立于1997年，专攻设计、开发与制造各种机车

引擎、改装套件、全套油冷配件(附油排)、接头、汽缸盖、汽缸

垫片、油温表等，产品质量好、耐用度高，并可明显提升引擎马

力表现。该公司的TD品牌，在全球广受好评，获得机车改装客户

广泛肯定。

。

由于产品开发及制造过程经过严密把关，台达强调该公司所有产

品配件密合度高、容易组装、制造细致，可助专业的组装人员

有效缩短组装与安装时间；同时也适合DIY入门者自行施工。由

于产品经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套件的完美搭配更可发挥引擎最

大的能量。该公司的油冷系统产品采美国进口的高压油管，接

头保证不漏油。由于拥有强大的研发与设计能力，该公司接受

客户订制全车系加大汽缸，让各车型拥有更佳的马力与扭力输

出。

台达公司产品线十分广泛，包括各式机车改装配件、汽缸、汽

缸盖, 汽缸垫片, 油温表、凸轮轴、曲轴、活塞、化油器、机

油冷却器、水冷套件、油冷套件、机车马力增强套件组合、变

速齿轮零件、离合器片、碟式剎车片、鼓式剎车片、起动马达、直流马达、机车马达零件等。适

用光阳、三阳、本田、哈特佛、山叶、铃木等众多品牌车种，并接受客户订制。

该公司十分重视研发工程，受专利保护的高凸顶活塞产品，可有效提高压缩比，有助提升燃烧效

率、低活塞摩擦系数、减少油秏及污染。该公司也不断研发各种机车修护工具，以发挥最大经济

效益。

台达公司的产品在主要外销市场美国、欧洲以

及日本等地广受欢迎，深获客户爱用，外销金

额每年均成长20%-30%。

台达企业社
各类摩托车引擎、改装套件

GY6 oversize cylinder Kit  2V ( 232.69cc )

 Cygnus  oversize cylinder Kit  4V ( 288.5cc )      

地址：401 台中市东区东英12街50号1楼

电话：886-4-2213-6599

传真：886-4-2213-1777

E-Mail：td87185162@yahoo.com.tw

网址：www.td-motor.com.tw

Dio 54mm water cooler cylinder kit( 94.8cc )

mailto:td87185162@yahoo.com.tw
http://www.td-motor.com.tw


一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2年，為台灣最知
名、最具規模的專業安全帶生產廠商。該公司以

Abelt品牌行銷全球，產品品質、耐用度以及可靠度全球
知名。

該公司強調其產品皆通過全球最嚴格的品質標準認

證，包括FMVSS209/302、FIA、SFI、E Mark、CE、
CNS等。公司本身也已通過英國標準機構的ISO 9001
認證，顯示公司堅強的實力。

一嵩研發及製造各類安全帶產品研發及製造，主要產

品及服務包括：汽車安全帶、賽車安全帶、貨物捆綁

繩索、手拉器/滑輪、新型繫扣帶、工業安全帶、醫
療用安全帶、改裝車零配件、賽車零配件、其他特殊

車種零配件、工業安全用品、拖車繩、捆綁器、園藝

剪刀、吊帶、各種五金及塑膠產品等。該公司擁有約

40年經驗，顧客遍佈全球，為滿足不同層級顧客的需
求，在台灣及中國東莞皆設有工廠。

該公司所產製的賽車安全帶通過最嚴格的FIA及SFI認證；防止工作人員從高處墜落的各類工業安全帶、安全衣及繩
索等產品則全數通過CE認證。而各類汽車座椅安全帶和扣具，則是通過FMVSS209, FMVSS302及CNS標準認証。

所生產的高階汽車座椅安全帶，供應全球主要車輛座椅製造廠以及高階改裝車零配件通路; 在歐洲、北美等主要市
場，一嵩的產品廣受買主及消費者歡迎。該公司的安全帶以高級聚酯纖維和尼龍紗為主，因此品質備受好評。

一嵩已經在台灣和中國建立健全的分工體系，台灣廠主要負責產品研發以及生產高階產品，研發人力超過20人。
位於中國東莞的廠房主要負責生產量大、具價格競爭力的品項，員工人數約150人。

一嵩公司內部組織及管理十分完善，主要部門包括業務部、研發採購部、生產部(包括織帶、染帶、裝配、製模、
塑膠件射出、五金模沖壓等)、品管部、人事部以及財務部。該公司管理階層未來規劃包括：除原有部門外，另設
鍛造部門和電鍍部門；射出部和模具部將占地2,400平方米，射出機將增加50台；開發並生產食品包裝袋、帶扣
袋、汽車配件、運動器材等等；以及進一步擴充模具部設備為現有的5倍強等。

一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504 彰化縣秀水鄉安溪村平安路63號
電話：886-4-7683100
傳真：886-4-7683940
電郵：abeltc@ms32.hinet.net
網址：http://www.abeltc.com

一嵩專業生產

      各類高級安全帶

http://www.abeltc.com
mailto:abeltc@ms32.hinet.net


錦
錩貿易有限公司成立於1985年，為專業的車輛零配件出口商，並有工廠配合生產與產品設計開發。該公司專攻高階

汽車改裝改裝排氣管及副廠排氣管、汽機車自行車改裝相關部品、模具開發、大型SUV改裝套件以及大卡車相關配

件等主要產品，產品行銷全球，受到高階買主的青睞與高度肯定。該公司近年並已經成功將產品線擴大到高階渦輪增壓器

及相關零件，進一步提升該公司在頂級改裝市場的產品齊全度。

公司高層主管表示，錦錩主要以ＯＥＭ與ＯＤＭ的形態，為客戶做產品規劃設計、模具開發、製造生產以及商品資

訊情報交換等；也提供限量車款量身打造各種精緻零配件。此外，服務項目也包括提供技術與製造服務給渦輪增壓改裝客

戶。

該主管對於公司在高階改裝市場的前景十分看好，並未受到全球不景氣的影響。他解釋因為不景氣的時候，會有更多

人想以比買新車更少的費用來提升現有車款的整體性能表現與外觀造型，所以錦錩持續提供整體車輛改裝解決方案。他也

表示，經驗顯示願意消費購買高階改裝排氣管的車迷，通常也會加購其他功能性以及外觀件產品，讓自己的車子馬力提升

之外也擁有更霸氣的外觀。

錦錩現與許多國際客戶共同開發整合套裝式的改裝方案產品，專門負責高階內外觀件的開發與生產。例如，錦錩常會

供應一整套改裝產品給單一客戶指定車款，包括頂級鈦合金排氣系統、整車空力套件、各類裝飾用LED燈類產品以及許多

其他品項。

錦錩主要產品包括：改裝車零配件、儀錶、線圈彈簧、避震器、消音器、排氣岐管、排氣管、古董車零配件、賽車零

配件、引擎轉運錶、排氣系統零件等。該公司用來行銷全球的DYNAMIK品牌，已經在全球消費者心中烙下鮮明的印象，

成為高品質與超高性能的標記。產品銷售的地區以美國與歐洲為主，其對象均為國外知名的改裝大廠以及連鎖系列。

該主管表示，有關車身造型的零件市場將永遠不會消失，而台灣業者只要能找到利基點，在此一區塊就會有許多機

會。錦錩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專門供應整套改裝方案已及讓改裝廠或消費者容易安裝的產品。這在大部分台灣業者

而言算是全新的概念，因為他們都更重視產品和市場開發。

錦錩貿易有限公司
地址：112 台北市北投區大同街204巷8號1樓

電話：886-2-2897-5206

傳真：886-2-2897-5208

E-Mail： sales@dynamik.com.tw

網址：http://www.dynamik.com.tw

錦錩貿易提供整合式
      高階改裝方案產品

http://www.dynamik.com.tw
mailto:sales@dynamik.com.tw


凱士士
產製符各類配線器材 
符合多項國際品質標準

凱
士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69年，是一家專業
產製配線器材長達四十年以上的優良廠商。該公司

自建廠以來一直秉持著「創新產品，顧客至上」的經營

理念。

該公司採用高性能快速射出、押出成型機生產各類

配線器材，品質精良，產品絕大部分通過 UL、CSA、
VDE、DNV、GL、LLOYD 、CE、CSA、ABS以及RoHS
檢驗合格。

凱士士以自有品牌 KSS行銷110多國，客戶數目超過
40,000，為台灣該產業領頭羊，規模在全球市場也不遑
多讓。該公司已通過 ISO 9001國際品保認證，為台灣第
一家榮獲配線槽、配線標誌、紮線帶、結束帶、固定頭

等塑膠零組件認證廠商，並榮獲 ISO 14001國際標準環境
管理系統認證，證明公司對環保的貢獻。

符合多項國際品
質標準

該公司新建台南工業區新廠也於近期正式啟用，

大幅提升產能，滿足全球客戶強勁需求。該廠區佔地

１８０萬平方英尺，所有生產線採高度自動化設備，生

產效能領先同業。

凱士士目前提供千餘種產品，主要包括尼龍紮線

帶、絕緣配線槽、配線標誌、配線固定鈕、電纜固定

夾、保護套、閉端端子、PC板隔離柱、電源線扣、熱收
縮套管、

扣具系列、超值包裝、熱收縮套管、壓著端子、壓

著端子工具、RJ45接頭及套管、U型接續子、熱烙式印字
機等。

凱士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3 台北市延平北路一段38號
電話：886-2-2555-1929 (24 Lines)
傳真：886-2-2556-0052 (5 Lines)
E-Mail：kss@mail.kss.com.tw
網址：www.kss.com.tw

http://www.kss.com.tw
mailto:kss@mail.kss.com.tw


金和兴铜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66年，是一家专业的锻铸造厂，在台湾彰化拥有一间

超过5,000平方公尺的现代化厂房。

多年来，金和兴持续改善

生产技术及效率，同时引

进计算机科技，包括计

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

助制造系统等，以增加其

产品研发及创新能力。另

外，该公司也从2004年

起，便导入ISO9001质量

管理系统，有效确保产品

质量。即便身为一家老字

号的传统铸锻造厂，但因

为专注投入于生产、品管

及研发技术的提升，也得

以让该公司建立更优越的

竞争力，并领先其它同

业。

金和兴的产品包括了卫浴

零件、汽车零配件、消防

洒水零件、导电端子等

OEM零件，以及各式各样的钢合金零件、铝合金零件、锻造品、铸造件、齿轮、活动关节

齿轮。此外，该公司的金属表面加工技术同样也广受顾客信赖。透过厂内多部CNC机械，

该公司能够提供CNC车铣加工、喷砂处理、抛光、喷涂等服务，以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金和兴 铜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钢合金零件、铝合金零件、锻造品、铸造件、齿轮、汽
车零配件、OEM零件

金和兴铜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508 台湾彰化县和美镇犁盛里东平路68号

电话：886-4-735-0011; 735-0012

传真：886-4-735-1629

Email：sales@king-ho-shing.com

网址：www.king-ho-shing.com

http://www.king-ho-shing.com
mailto:sales@king-ho-shing.com


右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为台湾主要汽车电装品及点火系统零件厂商之
一，并且已成为全球售服市场(aftermarket)汽车分电盘产品最齐全的供货商，目前全球

已有100多国客户。该公司使用”YJ”品牌营销全球，产品70%出口到美国，20%左右到欧
洲，客户对于该公司的产品质量，耐用度以及合理价格给予高度评价。

右忠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机车、游艇、轻型飞机、以及不同产业机械等。该公司指出，
右忠基本上已达到成为内燃引擎点火与电子系统专家的公司主要目标，并且会不断朝此方向
超越自己。

右忠已通过各主要国际认证，包括TS1694、ISO 9001 / 14001、OHSAS 18001等，目前供
应超过900个分电盘品项，领先其它同类制造厂商。此外，该公司也供应超过2,000种各类
不同的产品，例如点火线圈、起动马达、发电机、直接点火器、喷油嘴、点火高压线圈、点
火模块、节气门、怠速马达、感知器、热水阀、空气流量计、ERG爆震感知器、凸轮轴感知
器、曲轴感知器、空气流量感知器、节气门感知器、可变汽门控制阀、风扇控制器、散热风
扇总成、油门感知器、档位开关、路秒表感知器、含氧感应线等。产品适用于主要日系、美
系以及欧系车种。

右忠2004年决定投入点火线圈与点火模块开发，使该公司成为全球唯一同时自行生产点火
分电盘整体与关键零件的厂商。2007年，右忠又开始自行开发生产各类车用感应器。该公
司坚强研发团队的努力，在短时间内成功地研发量产引擎曲轴、凸轮轴、车速、冷却风扇控
制器、爆震、防死锁煞车系统、汽缸、以及其它多种感应器产品。右忠坚强的研发部门人
数，占全公司140人三分之一以上，成为该公司核心竞争力。

Yow Jung Enterprise Co., Ltd.
833 高雄市鸟松区大同路23-97号

No. 23-97, Datong Rd., Niaosong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833
Tel: 886-7-731-1981                   Fax: 886-7-733-1255
E-mail: service@yowjung.com 
Website: www.yowjung.com 

   右 忠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擎电系零件、分电
盘、点火线圈、各类
感知器、节气门、怠
速马达等

http://www.yowjung.com
mailto:service@yowjung.com


龙明豊有限公司
铁氟龙软管、剎车软管、金属剎车软管、
高压油管、高压尼龙管、管类、卡钳 

龙明豊有限公司
414 台湾台中市乌日区溪南一路18巷689弄30号C栋

电话：886-4-2335-9090

传真：886-4-2335-9191

电邮：lomili.tflex@msa.hinet.net

网址：www.lml-hose.com.tw

龙明豊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国际级的铁氟龙软管供货
商，除了以自有品牌Dragon & Dragonfly营销全球外，同时也以顶
尖的代工制造能力而闻名于业界。

龙明豊生产各种尺寸的铁氟龙不锈钢剎车油管、铁氟龙软管、动力
方向盘油管、曲轴箱机油排放管、油压管、线圈软管、高压尼龙
管、黄油枪软管、以及相关配件、管类及卡钳等产品。此外，其产
品结构设计，也能根据不同的顾客需求而生产制造。该公司的产品
已成功销往中东、欧洲、亚洲、北美、中南美及大洋洲等市场，并
广泛地应用在汽车、机车、漆弹枪等领域。

优良的质量是龙明豊产品得以广受青睐的因素之一。以该公司的铁
氟龙不锈钢剎车管来说，这项产品能够在从摄氏零下60度起，至
260度的高温下，完好地保持其功能性，因而通过许多如美国交通
部规范、FMVSS 106、 SAE J1401、ADR 7/00、TSD 106、GB 
16897 及 JIS D2601: 2006 (JSAE/JSA)等质量要求。近几年，该公
司更获得了ISO9001的认证，以持续提升对产品质量的承诺。

龙明豊目前在台湾中部设有一座厂房，拥有许多先进的半自动及全
自动生产设备。该公司强调，其所有产品都是百分之百台湾制造，而铁氟龙内管部份，则全部采
用自美国杜邦公司进口的高级原物料，以确保其产品质量的一致性。而该公司也是台湾现阶段，
唯一一家拥获得美国交通部认可的全系列铁氟龙管供货商。

http://www.lml-hose.com.tw
mailto:lomili.tflex@msa.hinet.net


昱昌企業有限公司
Yeeu Chang Enterprise Co., Ltd.
車用LED晝行燈、LED第三煞車燈、車用閃光燈、霓虹燈、LED

燈、警報器喇叭、倒車喇叭及語音IC 等

昱昌企業有限公司於1990年成長於台灣台北，專業開發製造汽車燈類與各類車用配，產品行銷全球，深獲

客戶高度肯定。

該公司主要產品包括各類車用產品(如LED晝行燈、LED第三煞車燈、車用閃光燈、霓虹燈、各類LED燈、霓

虹牌照框燈、警報器喇叭、倒車喇叭及語音IC等)；LED家用燈(LED燈泡、LED燈管、LED投射燈、高功率

LED燈)；以及LED蠟燭燈 (玻璃款LED蠟燭燈、充電式蠟燭、矽膠款蠟燭燈)。該公司並提供客戶LED相關產

品OEM/ODM服務。針對不同市場，也會提供必需的安全與品質證書。

昱昌投身於市場20餘年，累積了豐富的國際經驗與技術，可以滿足客戶各種需求。公司穩健踏實的風格，

在市場享有良好的口碑。該公司產品成功行銷至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中東，東南亞等地，以優異的

品質和合理的價格，建立極高的全球競爭力。昱昌表示，展望未來，公司將更專注於市場需求與產品之聯

結，不斷的開發及研究，使產銷有更緊密的結合，讓客戶能得到最佳的服務。

該公司的經營理念是『服務客戶，品質第一，不斷創新，共同發展』。堅強的研發團隊，除了致力於開發

新產品之外，也依據客戶的需求進行OEM及ODM的專案。

為因應市場需求、提升產能與競爭能力，昱昌於1999年在中國浙江嘉善地區設廠，子公司名為浙江淂聖汽

車電子有限公司。該投資計畫使公司同時在台灣與中國兩地擁有生產基地，可以用最佳的生產彈性來符合

客戶需求。

昱昌強調，該公司的產品符合全球主要安全與品質標準，包括E-Mark、CE、SAE等，需要具備防水功能的

產品，則擁有IP66等級以上的優異水準。生產設備先進的昱昌公司，擁有廠內自動插件SMD產線、高階射

出成型機、先進包裝機械等。

Yeeu Chang Enterprise Co., Ltd.
3F, No.168, Li De St., Jung He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 886-2-3234-5050
Fax: 886-2-3234-5151
E-mail: yeeuchang@yeeuchang.com.tw 
Website: www.yeeuchang.com.tw
Website: www.yeeuchang.com

http://www.yeeuchang.com
http://www.yeeuchang.com.tw
mailto:yeeuchang@yeeuchang.com.tw


慶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86年，為台灣一家專業的

電子元器件製造商，具有超過25年的專業經驗並致力於

網通類連接器、射頻天線以及沖壓零件等相關產品開發製

造。除了產品製造，慶陞也提供不同行業的各戶各類解決

方案，如模具設計、金屬板材沖壓、塑膠射出等的專業技

術與服務。

透過多年積累的生產經驗，慶陞其不斷提昇相關背景和技

術至更高層次。此外，該公司的創新研發團隊和模具中

心，可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各類新產品研發、設計與加工

製造等，讓公司全球競爭力大幅提升。

由於研發實力堅強，該公司產品種類十分齊全，主要包

括連接器(RJ JACK、USB、防水系列及其他類型連接器產

品)、天線 (車用系列、防水系列、WiMAX、ISM band、

GSM、UHF、DVB-T、GPS、Ultra Wide Band、Tri Band 

Antenna、Coaxial cable等)、以及沖件產品 (有專業研發

團隊及模具中心，可開發生產各式沖件)。

為了滿足快速成長的客戶需求，並且為進一步縮短產品運

送時間，慶陞多年前在中國連續設立三個先進製造工廠，

包括1997年在廣東省東莞、1999年於廣東省廣州、以及

2001年在江蘇省蘇州設廠等。慶陞台灣總部的開發和生

產設施，加上三個中國工廠，總計超過40,000平方米的空

間，600多名員工，是該公司確保生產力、滿足客戶要求的

強大支持。

慶陞於2007年通過QC080000的認證，表示該公司產品全

數符合R o H S以及W E E E相關要求，公司並於2009年獲得

ISO9001-2008認證，展現其優異生產與內部管理績效。為

因應市場需求，該公司於2010年將集團台灣總部遷移到

桃園新廠區，大幅提升產能與生產效率，並同時獲得ISO 

14001認証。

Kinsun Industries Inc.  
連接器、天線、沖壓零件電子零組件等

慶陞指出，該公司持續供應各類組件產品給全球客戶，

包括宏碁、華碩、樂金、思科、易立信、摩托羅拉、西

門子、三星、Yamaichi, Panasonic, Amphenol, ABB, 

Pheonix, Sennheiser等。主要銷售市場則包括台灣、歐

洲、美國以及中國。

慶陞以KINSUN品牌全球行銷高品質產品，同時也替國際

大型客戶從事OEM/ODM生產。該公司正積極佈局汽機車產

業，預計2013年前取得TS16949認證，未來將新增多類汽

機車用產品，包括天線、線束、相關沖件等。

Kinsun Industries Inc.
No. 32, Guanye East Road, Pingjhen City, Taoyuan 

County, 32457 Taiwan

Tel: 886-3-458-9558

Fax: 886-3-458-3958

Website: www.kinsun.com

E-mail: infoa@kinsun.com

mailto:infoa@kinsun.com
http://www.kinsun.com


杰螺工业有限公司
拉帽、拉钉、铆钉、挤压扣件、六角压铸螺桩、
CNC车修及中心机加工零件

杰螺工业有限公司
500 台湾彰化市砖瑶里线东路一段600巷218-2号
电话：886-4-752-6888
传真：886-4-752-6887
电邮：sales01@super-nut.com.tw   
            Super.nut.tw@gmail.com
网址：www.super-nut.com.tw

杰螺工业有限公司于1975年成立于台湾彰化市，是一家拥有超
过40年专业生产经验的老字号扣件制造商。

杰螺早期以一模二冲螺丝打头机，生产铆钉、皮件五金及刀具
公母钉为主，该来持续地提升其制造技术及设备，以扩充其产
品线。如今，该公司能应用现代化的多冲程锻造技术，来生产
不同规格及类别的扣件，包括各种欧规、美规及特殊拉帽及拉
钉、实心及中空铆钉、内牙母套、文具钉及公母套螺丝、焊接
螺母、植入螺丝、压铸螺母、六角压铸螺桩、埋入铜螺母、CNC车修及中心机加工零件等。该公司
也能根据客户需求，以不同的材料来生产其扣件及金属零件。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该公司导入符合国际标准的制程、采用严格的质量控管措施，并引进各式各样
的质量检测设备，例如张力测试器、3D投影器、硬度测试仪、光学筛选机等。其工厂也已经获得
ISO 9001:2008认证。

杰螺也以高度整合的生产制造能力，而享誉于业界。该公司能从前端的模具开发，一直到后续制
程，例如搓牙、攻牙、铆合、焊接、车修、热处理、电镀、包装等，进行专业的OEM生产模式以满
足顾客。

除致力于保证准时的交期及具竞争
力的价格之外，该公司也能够帮助
客户完成新产品的制图及打样，同
时针对扣件生产，为顾客提供专业
的问题解决方案，以建立互助互利
的伙伴关系。

http://www.super-nut.com.tw
mailto:Super.nut.tw@gmail.com
mailto:sales01@super-nut.com.tw


一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专门研发及
生产各式各样安全带、安全用品及相关配件的制造商，拥

有超过二十年以上的专业经验。

一嵩多年来之所以能在业界稳定成长，最主要的竞争基础在于
成熟的开发与制造能力。该公司从前端的产品研发及模具制
造，到中后端的织带、染色、塑料射出成型、金属冲压和装配，都能够自行完成。另外，该公司
的生产部门配有完整的生产机台，随时能配合客户需求，在合理的成本优势下，产出质量精良、
适合终端用户的产品。

一嵩所供应的产品包括扣具、扣环、货物捆绑绳索、手拉器及滑轮、安全带、改装车零配件、赛
车安全带及零配件、其他特殊车种零配件、交通器材零配件、工业安全用品、汽车安全带、医疗
用安全带、拖车绳、儿童安全衣、吊带、捆绑器、 手工具及相关五金用品等。有部份产品是以
该公司的自有品牌Abelt.c营销全球。

一嵩目前在台湾及中国大陆都设有厂房，并在英国标准局BSI的审查下，通过ISO 9002质量控制系
统。除此之外，该公司的产品也都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认证，例如新加坡的SiSir、德国的GS、美

国的SGS、台湾的CNS、欧盟的ECE及荷兰TNO等。这些
都充份证明了该公司对质量的重视与坚持。

一嵩的产品虽然已经在许多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口碑，但
该公司并未因此松懈，反而持续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并具
体规划成立锻造及电镀部门，引进更多塑料射出机，以期
成为世界顶尖的安全用品供货商。

一嵩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扣具、扣环、安全带、工业安全带、捆绑
器、五金产品

A-Belt-Lin Industrial Co., Ltd.
No. 63, Ping-an Rd., Anxi Village, Xiushui 
Town, Changhua County, Taiwan
Tel: 886-4-768-3100
Fax: 886-4-768-3940
Email: abeltc@ms32.hinet.net
Website: www.abeltc.com     

http://www.abeltc.com
mailto:abeltc@ms32.hinet.net


鼎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Coplus Inc.
水箱盖/油箱盖/黑油盖、尾灯、
雾灯+昼行灯、水箱护罩

鼎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64年，是
一家通过ISO/TS 16949以及ISO 9001

认证的专业汽车零配件制造厂商，产品类别
涵盖水箱盖、油箱盖、引擎机油盖、车灯(尾
灯、雾灯、昼行灯等)、以及水箱护罩，所有
产品皆由内部技术团队自行研发设计，并自
行开发模具生产。由于产品为100%台湾制
造，优异质量与合理价格深获全球买主高度
信赖与肯定。

   该公司强调，开发效率和质量稳定一直是其
最大的竞争优势。目前该公司供应多达500
多款的水箱盖、油箱盖、引擎机油盖以及水
箱盖压力测试器等产品，适用于绝大部份美
国、欧洲、日本等各大车厂的小客车车款。
水箱盖等产品皆通过SAE、ECE、JIS、USA 
IM240、FMVSS301、BAR97等质量检测
标准，并获美国、欧洲、台湾、中国等地专
利。鼎御的改装类汽车零件产品，主要包含尾灯、雾灯+昼行灯、LED光条与水箱护罩(grille)，公
司所有该类别产品皆通过美规DOT和欧规E-Mark(E4 / E13)认证，多项产品并已申请多国专利。
该公司近年更将改装产品线逐渐扩大，以进一步提升产品适用车款的齐全度。

鼎御的高质量产品强调质量稳定和设计功能独特创新，以良好口碑成功外销北美、中南美、欧
洲、澳洲、南非、以及东南亚和和日本等市场。该公司除了因应市场需求，不断致力于新产品开
发研究外，也提供客制化服务，依据客户需求进行OEM和ODM计划，让客户获得最佳的服务。

鼎御最近推出最新年度新产品BiLiGHT系列，为雾灯结合昼行灯双功能产品(fog+DRL)，公司更创
立自有品牌BiLiGHT用以全球营销系列车灯类产品，期待藉由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信誉，提高
竞争优势及消费者的信赖度。

Coplus Inc.
No. 7, Xinping Rd., South Dist., Tainan City, Taiwan 70266
Tel: 886-6-265-5599
Fax: 886-6-263-6868
E-mail: coplus@ms81.hinet.net
Website: www.coplus.com.tw

http://www.coplus.com.tw
mailto:coplus@ms81.hinet.net


 

贯煜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1年，为台湾专精于五金工
具及机械零件之锻胚毛胚成型的领导厂商之一。该公司产品

营销全球40余年，由于质量佳、耐用度高、应用范围极广，深受
客户高度好评。

该公司采取一条龙生产模式，以确保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从接
受订单、开模、进料、进料检验、试作、客户确认质量、裁剪、
锻造、剪边、处理、CNC车床立式综合加工机加工、成品检验到
最后的包装出货，主要都在公司的现代化厂房内进行。

为因应客户需求的快速增加，贯煜在1991年增加了汽车、机车
等锻造产品项目，并大手笔投资新设备与制程，进阶采用「精密
闭模锻造」制程，使该公司产品在形状、尺寸公差及表面加工等
制造精度皆超过正常的要求。虽然投资金额庞大，但整体技术与
设备提升后，可以减少或省略一次或数次以上的机械加工工程，
以达到节省原物料、降低加工成本、提升产品价格竞争力等诸多
成效。

由于开发与制造实力坚强，贯煜的产品项目范围很广，大类项目包括：汽车零件、机车零件、各类五金制
品、机械零配件、船舶零件、割草机零件等。细项产品则有精密齿轮、滑块、传动轴、曲轴、平衡轴、连杆
以及众多其它零件。为达到最高的质量与耐用水平，该公司坚持采用最佳质量的加工材质，包括碳钢、合金
钢、不锈钢、铝合金等。

质量一直是贯煜所追求的首要目标，为了不断更上层楼，该公司于2003年通过ISO 9001:2000之认证。为
因应市场及达到国际标准规范，公司又于2008年迁移至台湾中部
雾峰现址，大幅扩增产能，另一方面为了提升制程能力，更增设
大型冲压成型锻造机械。该公司由于不断投资新设备与产能，目
前可月产各类零件约100万件，锻品重量100g~30kg。产能扩增
之后的贯煜，具有完全的实力，承制范围由锻品制造，增加至成
品加工完成阶段，并于民国2009年通过国际TS16949之认证。

为了提供客户最完善的服务与产品，贯煜强调公司不间断的投入
提升质量控制水平，大手笔投资采购最先进检测设备，包括有光
学投影机、洛氏硬度试验机、金相显微镜、涡流检测仪、磁粉探
伤机、红外线测温器等。良好的质量与服务，是贯煜最终目标，
该公司欢迎客户OEM及ODM合作提案。

Guan Yu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41353 台中市雾峰区雾工六路3-1号

No. 3-1, Wugong 6th Rd., Wufeng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41353
Tel: 886-4-2333-1698
Fax: 886-4-2339-6855
E-mail: 2008guanyu@gmail.com
Website: www.guanyu-forging.com

贯煜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热间锻造、精密齿轮、滑块、传动轴、
曲轴、平衡轴、连杆

http://www.guanyu-forging.com
mailto:2008guanyu@gmail.com


重 儀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汽機車齒輪、傳動軸

重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07 台中市工業區31路30之3號

電話: 886-4-2359-0000

傳真: 886-4-2359-6618

E-mail: cynermd@ms39.hinet.net

E-mail: cynerltd@ms3.hinet.net
網站: www.cyner.com

重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1978年成立於台
中，為齒輪、心軸、水/油泵、傳動系統等產品
專業OEM / ODM代工生產商，其產品多用於汽機
車、農機、高爾夫球車、船、飛機等。

為了因應持續增加的ODM設計代工比重，重
儀不斷提升產品開發設計能力。透過電腦輔助設
計(製造)、專業軟體的使用，該公司成功研發專
為250cc-8,000cc汽車引擎使用的高壓油泵與傳
動齒輪。

為提升生產效率，重儀自日本、德國引進
了為數不少的CNC電腦數值控制工作母機，同時
與海內外研究機構如工研院、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合作，並獲得ISO9001認證肯定。

重儀至今已建立起可靠與高品質的聲譽，
並提供客戶具競爭力的價格。該公司大部份產
品外銷往海外市場如歐洲(義大利、德國、法
國、英國)、美國、中東(土耳其、巴基斯坦)、東亞(日本、中國大陸、南韓)與東南
亞。

該公司將持續注重產品品質、合理價格與快速供貨，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與互利
共享。

http://www.cyner.com
mailto:cynerltd@ms3.hinet.net
mailto:cynermd@ms39.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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