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rniture

簡体中文



 

在辦公家具產業已超過25年的台灣廣欣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主要生產兒童家具、辦公坐椅及電

腦桌等。目前，該公司正在推廣其在2014年底推出
的ET-100 BK系列工作桌。

     重五十公斤以及寬、深、高分別為120公分、
88公分及120公分的ET-100  BK系列工作桌，具有一
張兩片式的塑合板桌面。此桌面前半片角度可從水
平零度向下傾斜25度，且兩隻具伸縮功能鋁金屬桌
腳高度可從73厘米升至120厘米，完全符合人體工學
之要求。

     前半片桌面傾斜角度之調整，是由一個手動式的煞車
片機制控制，而桌腳高度之則由一高效率馬達驅動一螺桿控制，因此沒有
像氣壓棒容易發生漏油之惱人問題。

       前半片桌面之前緣配有一鋁製槽體，可用來放置筆、橡皮擦及
訂書機等。後半片桌面則固定在水平位置，主要用於放置電腦顯示器
或書籍等。整個桌面均經防燃及防刮處理。

     兩隻鋁製桌腳分別垂直插進一隻符合RoHS的鐵棒，以加強站立的穩
定性。為確保此伸縮桌腳的內、外段良好的接觸密合性，此桌腳採用鋁擠
製程。

        此桌腳的最大承受重量為100公斤，且升降速度為每秒24毫米。若超重，特製的內鍵電路自動阻斷電
源，以有效保護此CE認證的馬達。儘管失去電源，桌腳仍被100公斤的閉鎖力夾緊，不致突然滑落。

     此馬達使用110/ 230VAC電源。

     已申請專利的ET-100 BK是組合件，其零件大部分在台灣製造。針對此項產品，廣欣提供一年保固。

廣欣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ET-100BK系列可調式工作桌

廣欣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504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102巷63號

電話：886-4-769-1028

傳真：886-4-768-2709

電郵：kuang.shin@msa.hinet.net 

網址：www.kuangshin.com



Tung Yu O.A. Co., Ltd.
办公椅零部件一把手

成立于1986年的东钰家具公司，是台湾办公椅零
部件领导厂商之一，向来以生产多功能产品著

称。

该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包括同步调整装置、自称重调
整装置、倾斜调整装置、座椅滑块以及椅背支架
等，均强调人体工学和安全设计。

例如其所生产的SN89同步调整装置，可以使靠背
相对椅座以约2：1的比例调整张力，并以其四个位
置锁定机置和防止靠背拉回系统固定。此外，它也
整合了倾斜功能和座椅滑块，因此可调节座椅的深
度。

该公司所生产的SA-9001自秤重调整装置，包覆在
一个铝外壳之内，其可按照使用者的重量，自动地
将座椅后仰张力调整至一舒适位置。此一装置配有
两支杠杆，一支用于调节高度而另一支则用于倾斜
调整。同时，它也配备有一个四位置锁定设计和防
止椅背拉回系统。

SN-8960产品简介
前置式底盘，符合人体工学设计，双杆式的气压及
倾仰角度锁定开关，手摇式调整弹簧，可随个人的
体重和舒适感作适当之调整，打破以往前倾方式调
整弹簧之松紧度。

该公司大部分的产品主要用于中、大型椅
子。

东钰一向欢迎与代工厂、经销商、贸易商和
零售商共同研发和生产。

通过精密制造设备、严格的质量检测、科学
的管理以及训练有素的研发工程师，东钰已
建立起雄厚的技术基础。

对于每一件产品在交付之前，该公司总是做
最彻底的质量检查。由于十分注重研发、质
量、服务及创新，该公司能够开发符合客户
特殊要求的产品。

由于以提供客户最佳的产品和服务为公司目
标，该公司一直不断通过引入新的设计和制
造硬件，以增加自己的制造能力。

Tung Yu O.A. Co., Ltd.
No.15-1, Industry 3 Road, Tou-Chiao Industrial Zone, 
Min-Hsiung Hsian, Chia-Yi Hsien, Taiwan 62156
TEL: 886-5-2202255       FAX: 886-5-2203830
Email: tyoffice@ms17.hinet.net
Website: www.oa-parts.com.tw

mailto:tyoffice@ms17.hinet.net
http://www.oa-parts.com.tw


泰圻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钢 珠 滑 轨

泰圻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已将近三十年，是一家专做钢珠
滑轨的业者，生产基地在台湾中部的云林县。刚开始的七、
八年间，该公司主要生产滚轮成型机，后来才转型生产钢珠
滑轨。

该公司目前有四座ISO 9001:2008认证工厂，共有100条自动
化生产线及30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其中光是冲床机就有80
部。为了更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泰圻还特地从日本进口计
算机化控制的自动设备(CNC)以及其他先进的生产装置。

有了先进的设备及专业的技术，泰圻一个月约可生产两百万
个各类钢珠滑轨，包括轻型、中型、以及重型，尺寸从10-60
英寸皆有，可用在各种家具、医疗设备、工具箱及抽屉等。

这些滑轨由于经过镀锌手续，因此不容易锈蚀，十分耐用。
除了透过OEM 、ODM和OBM等方式生产外，该公司也接受
来客订制，依客户需求特别打造其所需之滑轨，欢迎询问洽
购。

泰圻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33台湾云林县土库镇新庄里新庄196号

电话 : 886-5-665-4716    传真 : 886-5-665-4717

E-mail : taicheer@ms41.hinet.net

网址 : www.proslide.com.tw

重型滑轨

中型滑轨



廊坊富沃德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相當成功

的家具廠，委由一位資深的台灣家具業者

經營，工廠設在大陸的河北省，所生產的

家具十分廣泛，包括：餐桌椅、吧檯桌

椅、金屬桌椅、茶几、咖啡桌、電視架、

臥室家具、辦公家具、電腦桌椅、會議桌

椅、雙層床、幼童及青少年家具等。

為了提昇競爭力，廊坊富沃德一直十分注

重員工的教育和在職訓練，並不惜成本引

進先進生產設備，加強研發能力以改善

製造技術，希望能使所產製的產品臻至完

美，同時符合客戶需求。

在不懈的努力下，該公司的產品備受好評，暢銷海

內外，訂單源源不絕。目前有70%的產品銷往海外，

美國為主要市場，其次為歐洲；其餘30%的產品則供

應大陸市場。最近大陸市場需求十分強勁，特別是

強調創意和個性化的青少年市場。

為了迎合多變的市場，廊坊富沃德一年大概推出兩

季新產品，一次約有30-50款不同的樣式，同時也會

配合客戶要求，生產其所需之產品。該公司希望與

客戶密切配合，並歡迎隨時洽詢。

餐桌椅、吧檯桌椅、臥室家具、辦公家具、幼童及青少年家具

Lang Fang Forward Furniture Co., Ltd.
East of Sanjing Road, Industrial Area, Shengfang 
Town, Bazhou City, Hebei Province, China
Tel: 86-316-789-6960
Fax: 86-316-789-6967
E-mail: jonathanlo168@gmail.com or t.hsiaolun@gmail.com
Website: www.fwdfurniture.com 

廊坊富沃德家具有限公司

mailto:t.hsiaolun@gmail.com
mailto:t.hsiaolun@gmail.com
http://www.fwdfurniture.com


鑫锋 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家具、计算机桌、吧台椅、按摩椅及相关零件

鑫锋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总部座落于
南台湾的台南市，是一家颇具声望的家具制造厂商，

主要生产办公椅、会议桌、计算机桌、吧台椅、按摩椅及
相关零件等。

为了提升产品质量，该公司投入相当多的心力在研发上，
同时不断推出具创意的高水平家具；此外还与不同国籍及
背景的设计师合作，共同研发符合不同市场需求的产品。

鑫锋的产品皆通过BIFMAX5.1-2002的国际标准检验，且在
美国、欧洲、中国大陆及台湾几乎都有专利，在质量上十分
值得信赖。「质量保证」一向是该公司坚守的信念，每一位
员工都要遵守，并将其运用在制作流程中，如此才能产出完
美无瑕的产品。

要产出优良的产品，除了要有优良的员工外，还要有优良的
生产设备。鑫锋在设备的投资上，不管软硬件，皆不吝大
手笔付出；除了机器的更新外，并随时购买所需的设计软
件。另外，该公司精密的生产监控系统及训练有素的品管
人员，使产品从选材、设计、制作到包装，皆符合标准。

鑫锋多年来的努力已获得ISO-9001的国际认可，这让其产
品更具保障，不仅价格合理，并提供售后服务及相关咨
询。该公司产品现今已销往全球，主要的市场为美国、德
国、英国、日本和中东。

鑫锋秉持努力不懈的精神，尽量满足客户要求，对大小订
单皆不排斥。若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与其联系。

                                                                      

鑫锋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No.3 Keji 2nd Rd., Tainan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Tainan 70955, Taiwan
Tel: 886-6-3841122(REP)
Fax: 886-6-3841567
E-mail: info@welltrust.com
Website: www.welltrust.com

mailto:info@welltrust.com
www.welltrust.com


Sane Jen Industrial Co., Ltd.
仓储、物流、展示系统产品

胜
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4年，多年
来致力产制适合在仓储、物流使用的各式

产品，如仓库笼、贮存笼、巧固架、货物台
车、物流笼车、仓储货架、商品展示架、置物
架、各式铁网......等铁线以及钢管和不锈钢制
成的产品。

作为ODM/ OEM制造商，胜建的产品可用于仓
储物流、超级市场展示，并适合存放汽机车零
件、电子产品、机械、家俱与相关零配件。

胜建总部位于南台湾嘉义县的民雄乡，为了符
合客户的多元需求，在中国大陆的上海设立了
分部。该公司为了提升产品质量，不但拥有一
流的研发人才，同时与日本技术合作，并确保
产品在出货前均经过严密的质量测试。

由于长期对产品质量的承诺，胜建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成功将其产品
外销全球长达二十余年，除了主要日本客户外，还包括中东、欧洲、亚洲 
(不包括中国)、北美、中南美、澳洲、纽西兰等。

该公司最低交易量为一个20呎货柜产品，并可根据客户需求从台湾或上海
出口。

Sane Jen Industrial Co., Ltd. 
No.10, Zhongshan Rd., Minxiong Industrial Zone, Minxiong Township, Chiayi County, Taiwan 62154
Tel: 886-5-213-4789          Fax: 886-5-213-4699 
E-mail: sj-storage@umail.hinet.net        Website: www.sj-storage.com.tw       

http://www.sj-storage.com.tw
mailto:sj-storage@umail.hinet.net


葆上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79年，從事模具開發及鋅鋁

壓鑄。至今在壓鑄領域已累積30餘年的豐富知識及專業

技能與經驗。為持續追求卓越品質，該公司於2003年購

進三次元量測儀及相關檢驗設備，並於2004年通過ISO 

9001 2000版國際認證。

 

為了能提供客戶更多元及一貫作業的服務，葆上公司相

繼開發了脫蠟鑄造、鍛造、重力鑄造、塑膠射出、鋁擠

型、CNC車床、CNC銑床等的加工領域，並提供各種材質

的零件加工，如汽、機車零組件、鎖類、建築五金、衛

浴製品、手工具、瓦斯設備相關零件與組立

葆上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從事模具開發、鋅鋁壓鑄、沖床及鍛造

葆上公司產製的鋅壓鑄及鋁壓鑄產品廣泛應用於各種行

業，專業於各種外型形式尺寸量製，並能提供從設計、

開模、專業壓鑄至精緻加工一貫作業的服務，不論是單

一壓鑄或組立均可達到具有複雜精密細小的高品質鋅鑄

件。

各種材質均可經由CNC車銑加工製造，如鋅、鋁、銅、

鐵、鋼…等。沖床物件可為單件或是連續模，汽車、建

築及三C產業均可廣泛應用。

葆上公司是台灣專業的計數器製造商，所提供的計數器

有手握式、桌上型計數器及工業用計數器。該公司也是

值得信賴的鎖具製造商，主要製造一般鑰匙鎖、家用鎖

類和門鎖。

未來該公司仍將秉持其經營理念，永續經營，利潤分

享，追求精益求精，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品質。並將持續

更新硬體設備及檢驗設備，加強專業人力培訓，改善與

提升品質，以積極主動態度因應市場變革，掌握競爭優

勢。歡迎提供樣品開發或OEM合作。

葆上公司開發的鋅鋁壓鑄品。

葆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508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三段12號 

Tel :886-4-7554871 
Fax : 886-4-7565715 
E-mail: service@powercast.com.tw
Website: www.powercast.com.tw

http://www.powercast.com.tw
mailto:service@powercast.com.tw


脚轮&轮子、圆形球轮、医疗仪器用脚轮、

办公室家具脚轮、工业用脚轮

通
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5年，专门生产

各式各样的脚轮，是台湾一家老字号的脚轮制

造商。

通田目前每年能生产7百多万个各式各样的脚

轮，有百分之六十销往海外市场，其余则供应国内不同产业的下游制造商。该公

司由于具备优秀的生产能力及丰富的脚轮知识，因此也能够处理OEM订单，并提

供客户完整的解决方案及专业的产品咨询服务。

通田的产品涵括了相当多种类的脚轮，例如圆形球轮、医疗仪器用脚轮、办

公室家具脚轮、工业用脚轮、制式推车脚轮、活动脚轮、剎车脚轮等，同时具有

一致的质量。此外，根据客户需求，该公司也会提供由国外知名质量检测机构，

所完成质量认证报告书，例如德国的SGS等，以帮助顾客提升质量认证效率。

该公司由于多年来持续保证准时交货及合理价格，以追求高顾客满意度，因

而广泛地受到专业买主的认可，被誉为一家值得信赖的脚轮制造商，其客户群散

布许多域领，包括家具业、电子仪器

业、医疗仪器业、购物车及工业台车

业等。

通 田 企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04 台湾彰化县秀水乡福安村复新街26号

电话：886-4-768-9568

传真：886-4-769-5190

Email：tungtien@ms38.hinet.net

网址：www.tungtien.com

通 田 企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http://www.tungtien.com
mailto:tungtien@ms38.hinet.net


昌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5年在台湾中部的彰化县成立，专

门生产金属家具，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置物架、置物柜、

浴室用品及配件、垃圾桶、衣架等。这些产品多数可以自行组

装，方便收纳，不占空间。

同社は、主に安価を売りにして、増え続けている中国の競合他
社を出し抜くため、よりデザイン性に富んだ製品の研究・開発
に力を注いでいます。　　
同社の社長Joe Huangは、「私どもは、主にOEM やODM ベース
で稼動している。しかし、私どもは自社でデザインした製品の
開発のために、研究・開発にも注力している。」と語っていま
す。
彰化にある同社の工場において、外注に出している塗装を除い
てほぼ全ての工程を行っています。そのことについて、社長のJoe Huangは「私どもの製品の
ほとんどは、主にステンレススチールという金属でできている。しかし、いくつかの金属製品
は、特別な仕上げ加工が必要なので、表面仕上げの専門業者に任せている。」と言及していま
す。
同社は、品質マネジメントシステム（QMS）を2007年に導入し、ISO 9001認証を2008年に得ま

した。世界の環境保護に対する動きに貢献するた
めに、同社はリサイクル可能で、毒性のない金属
を製品製造に使用しています。例えば、リサイク
ルペーパーを包装紙にしたり、またほとんどの金
属はリサイクルされています。
商品品質において絶え間なく努力を続けてきたこ
とにより、国際市場における同社の地位を高めま
した。主な製品は、イギリス、ドイツ、台湾で特
許を取得しています。そして、主にヨーロッパと
日本で販売されています。

Chang Fu Precision Co., Ltd.
No. 222 Fengtian Rd., Renli Village, 
Puzin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Taiwan 513
Tel: 886-4-828-0793
Fax: 886-4-828-0184
E-mail: changfu.co@msa.hinet.net
Website: www.changfu-ind.com  
                        

昌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家具及相关产品

mailto:changfu.co@msa.hinet.net
http://www.changfu-ind.com


維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產製居家床、和式床、按摩床和醫療床

維
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台灣一家專門製造床具的企業，其所生產的床具大略可分為三大類；第一

類：一般電動床、按摩床、和式床、歐式休閒電動床等；第二類：醫療床、照護床等；第三類：

客製化設計床具。

由於在電機領域具有豐富的經驗及精湛的技術，維美早在八年多前就成功研發出電動按摩床，推出

後即備受消費者青睞，尤其是醫療院所及養護機構。

為符合市場對高品質的需求，維美一直努力研發，並持續朝多功能高檔產品發展；產品材質主要是

不銹鋼和經特殊處理的MDF板，功能可依客戶需求變化。目前該公司較暢銷的床具為居家照護床、標準

電動按摩床、一般單雙人床，和式床等。

最近維美推出一系列的多功能床具，其頭部位置可做85度的調整，腳部位置則可做30度的調整，床

墊內部材質為健康自然的矽膠或乳膠，安裝和拆卸都十分方便。若為照護醫療需要，床兩側可加裝圍欄

及置放食物的托盤，讓病人或失能者方便使用。

維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414台灣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506巷500弄80號

電話：886-4-2335-1935
傳真：886-4-2335-1301
E-mail：Duncan@green-may.com
網址：www.green-may.com.tw
             www.green-may.com

http://www.green-may.com
http://www.green-may.com.tw
mailto:Duncan@green-may.com


维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414台湾台中市乌日区溪南路一段506巷500弄80号
电话：886-4-2335-1935

传真：886-4-2335-1301

E-mail: duncan@green-may.com
网址：www.green-may.com.tw
           www.green-may.com
 

维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产制居家床、和式床、按摩床
和医疗床

维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一家专门制造床
具的企业，其所生产的床具大略可分为三大
类；第一类：一般电动床、按摩床、和式床、
欧式休闲电动床等；第二类：医疗床、照护床
等；第三类：客制化设计床具。

由于在电机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及精湛的技
术，维美早在八年多前就成功研发出电动按摩
床，推出后即备受消费者青睐，尤其是医疗院
所及养护机构。

为符合市场对高质量的需求，维美一直努力研
发，并持续朝多功能高档产品发展；产品材质主
要是不锈钢和经特殊处理的MDF板，功能可依客
户需求变化。目前该公司较畅销的床具为居家照
护床、标准电动按摩床、一般单双人床，和式床
等。

最近维美推出一系列的多功能床具，其头部位
置可做85度的调整，脚部位置则可做30度的调整，床垫内部材质为健康自然的硅胶或乳
胶，安装和拆卸都十分方便。若为照护医疗需要，床两侧可加装围栏及置放食物的托
盘，让病人或失能者方便使用。

产品行销全球。

http://www.green-may.com
http://www.green-may.com.tw
mailto:duncan@green-may.com


脚轮&轮子、圆形球轮、医疗仪器用脚轮、

办公室家具脚轮、工业用脚轮

通
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5年，专门生产

各式各样的脚轮，是台湾一家老字号的脚轮制

造商。

通田目前每年能生产7百多万个各式各样的脚

轮，有百分之六十销往海外市场，其余则供应国内不同产业的下游制造商。该公

司由于具备优秀的生产能力及丰富的脚轮知识，因此也能够处理OEM订单，并提

供客户完整的解决方案及专业的产品咨询服务。

通田的产品涵括了相当多种类的脚轮，例如圆形球轮、医疗仪器用脚轮、办

公室家具脚轮、工业用脚轮、制式推车脚轮、活动脚轮、剎车脚轮等，同时具有

一致的质量。此外，根据客户需求，该公司也会提供由国外知名质量检测机构，

所完成质量认证报告书，例如德国的SGS等，以帮助顾客提升质量认证效率。

该公司由于多年来持续保证准时交货及合理价格，以追求高顾客满意度，因

而广泛地受到专业买主的认可，被誉为一家值得信赖的脚轮制造商，其客户群散

布许多域领，包括家具业、电子仪器

业、医疗仪器业、购物车及工业台车

业等。

通 田 企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04 台湾彰化县秀水乡福安村复新街26号

电话：886-4-768-9568

传真：886-4-769-5190

Email：tungtien@ms38.hinet.net

网址：www.tungtien.com

通 田 企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ailto:tungtien@ms38.hinet.net
http://www.tungtien.com


成立於1974年的陸益企業有限公司是一家蜚聲國際的台灣家具廠，工廠設在印尼。主要從事組裝家具的設計和

製造，包括居家和辦公家具，材質多採用PVC和裝飾紙,刨花板及中纖板。

在業界將近40年的努力，陸益現今已成為全球主要的板類家具供應商之一。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和方便取得原

木料，該公司遂於1992年將生產基地由台灣遷往印尼，目前在巴淡島設立的生產基地，除了生產線外還包括

倉儲, 辦公室等共建有十棟廠房, 總佔地約

64,000平方公尺，並獲得ISO 9001 : 2008認

證。現今員工已經超過700人；另外工廠亦配

備了16台的塑膠射出機,主要用來生產家具相

關的塑膠零配件等。

為了加強客戶服務及提升產品品質，陸益不斷

的改善及提昇生產流程,包括木作工序、塑膠

射出及模具, 並從國外引進更先進的機械設備

等，以提昇生產效率，開發出更多符合市場需

求的產品。目前在一班制的月產能為350個貨

櫃。

由於印尼當地具有豐富的資源, 附近東南亞國家木料的供應也非常便利，該公司在巴淡島的生產基地又鄰近全

球最大的轉運港,所以能提供全球客戶非常合理價位的家具產品並從新加坡港出貨.

在全球保護生態環境意識日益高漲的趨勢下，陸益在木料的選用上亦相當慎重，堅持所有採購的木料都一定要

符合木材合法砍伐的規範要求，如此才能保護地球資源，讓企業永續經營。

Royce Enterprise Co., Ltd.
23F.-3, No. 508, Chunghsiao E. Rd. 

Sec. 5, Taipei, Taiwan 110

Tel: 886-2-23465160

Fax: 886-2-23460718/9

E-mail: sales@royce.com.tw

Website: www.royce.com.tw

Royce Enterprise 
Co., Ltd.   產製各類居家

及辦公家具

ISO 9001:2008

Honeycomb side tableBasic desk

Covered Ioading bay for 22 conta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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