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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帝精密集團是一家專家的CNC車、

銑、削加工零件供應商。

Nan Dee Precision Co., Ltd.
709 台灣台南市科技一路22號

電話：886-6-384-1123 (Rep)    傳真：886-6-384-5011
Email: sales@ndd.com.tw          
http://www.ndd.com.tw/

中國廠房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塘尾工業區C1棟

南帝擁有超過三十年的加工技術及經驗，在業界享有盛名。該公司持續提升其產品以符合國際標準，同時具備專業的團

隊，能確保所交貨之產品具有優異的品質。

由於南帝多年來持續專注於品質提升，其位於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廠房，皆已通過ISO9001及TS16949認證，進一步印證其生

產流程及品質控管已達國際水準。

南帝所專精的領域包括：
1. 連接器及相關零組件（主要用於軍用RF及R通訊設備）

2. 商用航太飛行載具零組件               3. 醫療設備零組件

4. 氣壓及油壓設備零組件                 5. 瞄準器零組件

6. 刮髮刀及除毛器零組件                 7. 汽車零配件

8. 相機零組件                           9. 工業零組件

10. 自行車零組件                        11. 鈦金屬零組件

12. 手機零組件                          13. 微型塑膠零組件

14. O型環及相關塑膠、鋼材零組件         15. 組裝服務

可處理之零件組材質包括：

碳鋼、不銹鋼、高速鋼、工具鋼、塑膠、非鐵金屬、黃銅、青鋼、鋁、鈦等。

可進行之二次加工包括： 

研磨、熱處理、電鈧、陽極處理、噴砂、超音波清洗等。

南帝相信所有客戶皆能滿足於其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

mailto:sales@ndd.com.tw
http://www.ndd.com.tw/index.asp


威搌  机电有限公司
焊接设备、外围设备

威搌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公元2000年，主要生产的机械百分
之九十以上都是焊接及外围设备，并另外提供各类相关的机
械专业设计、制造及销售服务。该公司宣称本着与客户同步
成长的精神，积极提供产业界所需的技术及机械设备，并不
断投入研发，提升技术层面来服务业界。

该公司主要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包括：点焊设备、自动化焊
接设备、五金加工机械、油压专用机以及铜材、电极、滚
圆、铁网等相关生产设备等。产品功能先进、价格具有高度
竞争力，在全球市场广受客户好评。

威搌机电是台湾自动化焊接设备、加热机以及外围设备的领
先制造厂商，由于该公司研发实力坚强、经验丰富，已经开
发生产超过约1,000种焊接机类型，可充份满足客户的特殊需
求。

常年投入研发的威搌机电宣称，该公司目前已经研发出一系
列节能高效率机械设备，并可提供全球客户客制化服务，供
应节能自动化整厂设备，帮助客户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生产
效率。该公司近年积极发展整厂设备输出与服务，已持续增
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威搌机电表示，也可为客户
提供OEM生产。

威搌机电目前生产的焊接机适用于金属和特殊材料
的焊接工作，其产品可用于做焊接铁管、不锈钢
管、太阳能集热器、电子产品、汽车油箱、轮圈、
过滤网、铁管家具、电子、餐具和五金等各类广泛
应用。

该公司的机械产品采用多种高阶进口零件，延长机
械寿命、提升操作精准度、以及增进生产效率。欢

迎客户洽询。

威 搌 机 电 有 限 公 司
412 台中市大里区文心南路1316巷68号
电话：886-4-2418-0380
传真：886-4-2418-0383
电邮：welder.top@msa.hinet.net
网址：www.welder-top.com.tw

mailto:welder.top@msa.hinet.net
http://www.welder-top.com.tw


1976年创立的嵩富机具厂有限公司，擅长于5轴、龙门、卧式及立式加工中心机制
造。此外，该公司也生产各种计算机数控（CNC）车床和铣床。

该公司以优异质量及完整产品线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嵩富的研发团队是由具备至少10年以上工具机专业经验的工程师所组成。由于采用包
括CAD / CAM / CAE及有限元分析等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他们因此能够开发
出许多结构良好，且具有高刚性和高可靠性的机器。

嵩富藉由和全球经销商所建立起的稳固合作关系，所以能充分掌握当前的市场和技术
趋势，并利用这些信息不断提升产品。

另外，该公司的客户服务工程师定期地接受培训课程，以便精通当前科技及技能，同
时熟悉机器组装细节，藉此确保卖出的机器在客户端都能常保顺利运作。

通过强调质量控制和科学管理，嵩富已在业内建立高质量形象。在该公司机器上所使
用的零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均以先进的仪器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检查。

公司裡的销售和客户服务单位，在售前及售后均对客户提供高效率服务，其中也包括
技术解决方案。

Pinnacle Machine Tool Co., Ltd.

专业五轴加工中心机制造厂

Pinnacle Machine Tool Co., Ltd.
No. 149, Guofong Rd., Sec. 1, Shengkang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42949
Tel: 886-4-25252995       Fax: 886-4-25252991
E-mail: info@pinnacle-mc.com            Website: www.pinnacle-mc.com.

mailto:info@pinnacle-mc.com
http://www.pinnacle-mc.com


成立于1972年的功阳精机公司，最擅长三类工具机零件的制造，即传统龙门式铣床刀头及其

附件、数控式龙门铣床刀头及其配件、以及落地式镗／铣床用刀头。

该公司传统铣头的额定功率规格分别为7.5千瓦、9千瓦、和11千瓦，而其数控机用铣头的额

定功率为18.5千瓦、22.5千瓦和26.5千瓦等。其所生产的配件包括：直角铣头、延伸刀头、

自动标示铣头、万能刀头、30度角铣头及45度角铣头。

为了配合客户的需求，功阳最近又推出直线摆动万向头、落地式镗铣床、以及大型龙门加工

中心用的大功率直角头、高功率通用头、和自动直角头。

该公司所生产的各型刀头，大多采用日本和德国进口的齿轮和轴承，机身

则采铸铁，以热处理完成。这些刀头除了有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专利外，还

荣获台湾精品奖，广泛地被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顶级机床制造商所采用。

功阳戮力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工具机刀头，并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这种一贯作业的生产模式，全仰仗该公司扎实的制造技术、精密的生产设

备、严格的质量检测、科学化的管理、以及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研发工

程师。

该公司以「功阳」品牌营销其产品，并提供用户，为期一年的保固期。除

了供应台湾市场外，产品也已营销至中国大陆、欧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地

区，并针对中国大陆市场，在上海、青岛、和武汉等地，设立了销售点。

功阳精机公司 
搪铣头、延伸铣头、数控机铣头、

铣削头、万能角度头和钻头

功阳精机公司
41158 台中市太平区富直路146巷2号 

电话: 886-4-2278-1321, 2278-8636       电邮: gongyang@ms23.hinet.net

传真: 886-4-2270-1379                  网页: www.twgongyang.com.tw

mailto:gongyang@ms23.hinet.net
http://www.twgongyang.com.tw


久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滾子鍊、重力滾子輸送機、架空式輸送機、UN系
列架空、地軌兩用輸送機、裙板鍊條、鍛造零件、
刮板鍊條

久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於1963年創立於台灣
中部地區，專攻各種專業的動力輸送設備及
相關零組件，是台灣最老字號的該類型廠商
之一。

久鋼現階段的產品線非常齊全，包括了架空
式輸送機、萬向滾珠、架空及地軌兩用輸送
機、輸送機鍊條、分流式架空輸送系統系
統、裙板練條、自動給油設備、金屬網帶、
扭力限制器、矽控直流馬達及減速器、富流
式鍊條、扣鍊齒輪、刮板鍊條、滾輪及相關
配件、手工造模、金屬帶、軌道、台車、履
帶驅動器、手套製造機等。該公司產品以自
有品牌JUKYO行銷全球，且頗具知名度。

長時間累積而來的優異製造技術，提供顧
客各種客製化產品，是久鋼最主要的優

勢。這些技術，除了是透過該公司數十年來對這項專業
領域的投入外，也必須歸功於它所逐步建構而成、分工
精細的供應體系，其中包括了金屬沖壓、重力式滾輪輸
送機組裝廠、鋼絲網帶工廠、沖鍛及連續式熱處理廠、
電機馬達工廠以及齒輪、減速器、引擎以及熱交換器工
廠。

久鋼的產品以優越的品質及準時的交期而受到世界各地
專業買主的喜愛，除此之外，快速即時的服務，也造就
該公司多年來在業界歷久不衰的地位。

久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542 台灣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123巷220號
電話：886-49-233-7939
傳真：886-49-233-7659
電郵：jukyo@seed.net.tw
網址：www.j-king.com.tw



            世 际 有限公司
华司、陶瓷把手、橱柜五金、

塑料及金属零配件、工业用把手、机械零配件

关
于公司—世际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的优良供货商及合作伙伴，在北美及

欧洲，拥有广大的客户群，包括各个业界顶尖企业。

世际是一家在机械、紧固件及五金领域里的领导制造商，专门以OEM及ODM

方式，供应由各种塑料及金属制成的相关产品和零组件，在美国、加拿大及

欧洲等地，拥有共25家具代表性的企业及品牌客户（几乎都是该业界里前几

大的厂商）。世际具有数千副模具，能够用来生产上千种以上的产品、得以

满足客户更高的成本效率，并确保他们公司的永续经营。

直至2015年为止，世际已专注在这个行业超过27年，同时也生产各种装饰五

金产品，例如橱柜把手等，除了可提供客户许多不同材质，各式各样的表面

处理，以及超过数千种品项的选择，也是该公司的特色之一。

依客户需求，世际非常乐意提供更详细的公司及产品信息。

                                                                      

Intercraft Co., Ltd.
288 Yishin St., E. Dist., Taichung, Taiwan 40149
Tel: 886-4-2213-1000
Fax: 886-4-2213-2000
Email: intcraft@ms3.hinet.net
Website: www.cen-tury.com

mailto:intcraft@ms3.hinet.net
http://www.cen-tury.com


展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专门研发生产各种输送设备之零配件，以ODM及OBM为基础

营销全球，拥有超过30年的专业经验。

展维的产品线涵盖一系列的输送设备零组件，包括输送链条、链齿轮、输送滚轮、裙板链条、输送

网、输送零配件、RS型滚子链条、RF型滚子链条、架空悬吊式输送机、双节距输送链条、手套链

条、双倍速链条等。该公司现阶段是亚洲最知名的供货商之一，其零组件受到专业买主高度肯定，

同时在工业自动化设备市场中特别受到欢迎。

为了确保竞争优势，展维持续投资于研发设计，并不断推出新产品来拓增产品线，藉此提供全球买

主「一站式购足」的专业化服务。

除此之外，该公司亦以顾客满意度为导向，因此着重制造技术及设备的持续改善，进而具备强大的

客制化能力，所以不仅能生产各种标准规格的输送设备零配件，亦能根据客户需求供应特殊尺寸之

产品。展维强调，唯有藉此赢得客户的信任，才

能在日益竞争的市场中，确保企业永续经营。

高度整合的制造能力也是展维的特色之一。由于

坚持持续更新生产设备及技术，加上完善的员工

训练制度，来确保生产在线每位操作员都具有专

业的技能，该公司因此具有从模具开发到成型、

组装等，几近一条龙式的生产能力，这项优势也

间接提升其生产效率、交货速度、质量一致性及

成本控管。此外，展维亦于厂房内设有专业的品

管实验室，里头各种精密的检测设备一应俱全，

以确保顾客值得信赖的质量。

Chan Wei Enterprise Co., Ltd.
No. 76, Talune St., Talune Village, Fuhsing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Taiwan 506
Tel: 886-4-776-0393
Fax: 886-4-778-5393
Email: cw999.tw@msa.hinet.net
Website: www.chanwei.com.tw

Chan Wei Enterprise Co., Ltd.
输送链条、链齿轮、输送滚轮、裙板链条、输送网、输送零配

件、滚子链条、架空悬吊式输送机、手套链条、双倍速链条

mailto:cw999.tw@msa.hinet.net
http://www.chanwei.com.tw


Parkson Wu Industrial Co., Ltd
计算机分度盘、卧式旋转工作台及工
作台自动交换系统 

成立于1988年的宝嘉诚工业公司，主要设计及制造高阶

计算机分度盘、卧式旋转工作台及工作台自动交换系

统，专供计算机数控 CNC 工具机使用。除此外，该公司也

提供客制化旋转工作台之优化解决方案。

为满足客户独特及多样化之需求，该公司不断致力于开发

具有知识产权之产品。这些独特设计的产品，均出自于该

公司强大的内部研发团队。

除了特殊规格的产品，该公司还提供标准规格的旋转工作

台、四轴和五轴转台以及市场上更普遍的水平旋转台。弹

性制造系统所用之旋转磁头及零组件，是该公司另外两项

产品。

由于不断提升设备及加工技术，和严格的质量控制，该公

司得以建立起一条龙式的制造能力及确保质量。

由于优良的质量和制造能力，该公司已成为日本厂商之原

始设计制造（ODM）供货商，并取得ISO和CE认证。其在台

湾的客户则包括台中精机、友嘉公司及大立机械等。

为提供客户实时服务，宝嘉诚在台湾、美国、西班牙、韩

国、中国上海、嘉兴、西安及沈阳等地区各设有经销办事

处。

Parkson Wu Industrial Co., Ltd.
No. 103, Lane 506, Sec.1, Sinan Rd., Wuri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41467
Tel: 886-4-2335-9935      Fax: 886-4-2335-9929
E-mail: sales@wenson.com.tw, export@wenson.com.tw
Website: www.wenson.com.tw, www.parksonwu.com.tw

PAR-500BRIE

FMHD-1000KZP2T

FMH-320BP2+APC-H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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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昌盛机械有限公司
自动衣架制造机及整厂设备

毅
昌盛机械有限公司于1982年成

立，是一家位于台湾新北市芦

洲区、具国际竞争力的自动衣

架制造机整厂输出供货商。

凭借着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实务经验，毅

昌盛可生产一系列完整的衣架制造机械，

包括线材矫直机、塑料被覆机、切线机、

线材卷绕机及衣架成型机等，同时也能提

供整厂设备解决方案，尤以该公司具高度生产力的自动衣架生产线最受客户肯定，平均每小时可产出

2,700个质量一致的衣架。

自成立以来，毅昌盛即专注于研发及制造符合市场潮流及客户需求的高水平衣架制造设备，因而著称

于业界。

为了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该公司在机械生产上坚持采用高级材质及零配件。另外在研发部份，则着

重于自动化、高产能及省力化等方向。透过这些努力，该公司的机械及整厂设备具备极高的成本效益，

能帮助客户节省购置成本、提高竞争力及增加利润。

该公司近年来除了获得邓白氏认证外，更积极致力于开发小型化、省力化之机械产品，除了其质量大

获信赖，生产能力也有显著提升，也因此逐步于国内外市场建立起更高的知名度。

JTM-102A
Automatic Clothes Hanger 
Forming & Making Machine 

JTM-102D
Automatic Clothes Hanger 
Forming & Making Machine

JTM-101
Plastic Coating Machine

毅 昌 盛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247 台湾新北市芦洲区仁爱街212巷6-1号

电话：886-2-2281-6013

传真：886-2-2281-3865

电邮：jungtieh@seed.net.tw
网址：www.yichangsheng.com.tw

mailto: jungtieh@seed.net.tw
www.yichangsheng.com.tw


国益 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
各式制鞋机械

国
益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59年，早年以

制造油压式榨油机为主，于1962年因应台湾制

鞋业需求而研发手动式三角鞋机之后，如今已成为

该产业最值得信赖的上游机械供货商。

国益于1970年配合发泡原料PVC市场需求的兴起，而

研发的螺旋直压式射出机，树立了该公司在制鞋业

地位的里程碑。之后，该公司持续推出各式各样的

专业制鞋机械，包括台湾第一部国产的全自动旋转

式熔合射出机、多色多功能全自动机种、PU射出成

型机、鞋底射出成型机等，在这个产业当中获得相

当的肯定。

现阶段，该公司的主要产品线包括了鞋带、鞋面射

出成型机、高发泡鞋类射出成型机、单/双色鞋底射

出成型机、单/双色塑料鞋射出成型机、单/双/参色

运动鞋射出成型机、单/双色塑料雨鞋射出成型机，

以及旋转式全自动PU单密度射出成型机等。

国益无疑地是台湾最优秀的制鞋机制造厂之

一，因为该公司已多次获得政府的肯定，例

如获经济部颁发「精良机械金龙奖」、「优

良产品设计奖」与「杰出产品设计奖」等，

同时也通过ISO9002认证。另外，秉持着对

产品持续研发的精神，该公司也已取得经济

部标准局多项专利。

凭借着超过半个世纪的专业经验，该公司已

成功打入美国、加拿大、中东、非洲、拉丁

美洲以东欧等地的制鞋业，近几年也积极拓

展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努力成为世界

一流的制鞋机械供应厂。

Kou Yi Iron Works Co., Ltd.
No. 10, Alley 50, Lane 305, Zhongshan Rd., 
Sec. 3, Tanzi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 886-4-2533-1108 ~ 10
Fax: 886-4-2532-2911
Email: kouyi@ms15.hinet.net
Website: www.kouyi.com.tw
               www.cens.com/kouyi        

NSK-393B-3C

NSK-375-2C

NSK-638S

http://www.kouyi.com.tw
www.cens.com/kouyi


准力机械有限公司
专业产制平面磨床

准力机械有限公司
427 台中市潭子区大丰路一段240之1号

电话: 886-4-2534-9475 

传真: 886-4-2533-9001 

E-mail: joenlih@ms14.hinet.net 

网站: www.joenlih.com.tw 

成立于1988年中台湾的台中市，准力机械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制造高精密CNC 

(计算机数值控制)平面磨床、手

动平面磨床、半自动精密平面磨

床的佼佼者。

在「质量第一，服务优先」的企

业原则下，准力的优势在于其结

合耐用、精确、稳定与高效能的

产品质量，以及便利的操作与产

品维护。为了强化在研发方面的

优势，准力自1996年起便和日本

业者合作，制作符合国际市场客制需求的机台。

所有准力的机器均由高级F30铸铁制成，

钢性强且稳定度高。高阶伺服马达带动滚

珠螺杆与线性滑轨，确保高速加工稳定性

与灵敏度。

 

准力最新的高精密度CNC平面磨床JL-

2550CNC和JL-4080CNC系列，可满足客户目

前与未来对于磨床的需求，提升平面研磨

精准度，并符合最高等级工业标准。

准力通过ISO9001认证，坚持所有生产的机器均须通过严格的质量控管，并符合SGS检验公证

集团的EMC标准，其产品获各大高阶市场如美国、日本、欧洲等肯定。

www.joenlih.com.tw
mailto:joenlih@ms14.hinet.net


圣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专业的CNC加工机自动换刀设备厂，近
期推出了一款最新的SDKI高速变频式刀库，因性能优异而获得极佳
口碑。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刀库，皆采用煞车马达做为传动组件，此种刀
库在长时间使用后，容易造成煞车来令片的磨损，因而导致刀库无
法运作。相较之下，圣杰的SDKI高速变频式刀库，是以独特电器回
路控制，经由一台变频器，分别控制刀盘及ATC（自动换刀）马达，

藉此产生电子式煞车，精确的将马达定位，可有效取代传统煞车组件。同时，这种设计也
能免除许多因煞车作动所产生的问题，如整流器及煞
车线圈损坏、煞车异音及过热等，能有效满足机台长
时间加工之需求。

此外，SDKI高速变频式刀库搭配圣杰的高速换刀机
构（采用绝对值编码器），能让用户轻易地撰写PLC 
LADDER，并根据不同刀具规格，让换刀时间大幅缩短
至1.2-1.4秒。至于刀库回馈讯号，则利用德国SICK所生产之传感器，确保回馈稳定，动
作正常。

圣杰强调，SDKI具有许多优异的性能，包括：节能省电、产能提升、经济产值高、机构
设计简化、且有效保护高速主轴换刀时不受刀臂冲击，以及维修便利等，得以满足多元
化加工需求。此产品不需变更主轴箱及主轴，可直接应用在各种立式或卧式加工机，并
且可搭配国际大厂的控制器，如PCBASE、FARGO、HEIDENHAIN、SIEMENS、FANUC、
MITSUBISHI等，因此推出不久即受到国内外客户采用。

圣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SDKI高速变频式刀库、自动换刀机构

圣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428 台湾台中市大雅区德胜路288-1号
电话：886-4-2565-3819      电邮：sj.daniel@msa.hinet.net
传真：886-4-2565-3821      网址：www.sanjet.com.tw

mailto:sj.daniel@msa.hinet.net
http://www.sanjet.com.tw


谚 庆 兴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机械用脚踏开关、电气脚踏开关、空油压
脚踏开关
谚庆兴业公司自1985年开始生产制造脚踏开关
器，其主要产品包括:电气脚踏开关、空油压脚
踏开关等。为了保证质量，该公司的产品皆通
过CE和TUV认证。

这些获得专利的开关，可适用于多种机器，其
中包括工具机、冲压机、切割机、数控车床、
印刷机械、模型机、焊接机、鞋类制造机、铆
接 机 、 削 边 机 、 钻 孔 机 、 数 控 弯 管 机 、 断 屑
机、研磨机、手工机、医疗设备及包装机等。

这些开关的外壳是由铝合金压铸而成，外覆粉
体塗裝涂料；踏板的軸承有自动润滑设计，且
踏板下均有强化性骨架。开关的安全盖子可保
护踩着脚踏板的脚，以免被掉落的重物砸到，
造成控制失误。

这些开关的內部接點本体是用耐壓树脂制成，
能够承受3,000至3,500伏特的电压。每個踏板甚至可以對應雙只接點來完成同步或二
段式動作。

这些开关具有超过200万次的使用寿命，且可承受与它相连接的缆线，最大的拉力是50
公斤。这些开关的电流负载最大为20安培250伏特的交流电，且都配有专门设计的防水
和防尘线缆头。

该公司不断改良其脚踏开关，以符合市场上现有的各种机器，及即将开发的机器。此
全赖该公司的研发人员，投入大量
时间，不断做出最新的设计。

谚庆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42084台中市丰原区水源路115巷50 号
电话：886-4-2522-1116
传真：886-4-2528-0948
电邮：sales2@ssupou.com
网页：www.ssupou.com

http://sales2@ssupou.com
mailto:www.ssupou.com


(Target Valve) Yueng Shing 
Industrial Co., Ltd.

球阀、法兰球阀、卫生级球阀、多向球阀、
不锈钢球阀、过泸器

涌鑫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0年，是台湾一家顶尖的各
式阀类及管件产品制造商，拥有超过数十年的实务经

验。

涌鑫产品种类众多，从传统球阀和法兰球阀，到3/4/5向球
阀、卫生级球阀、不锈钢球阀、Y型过滤器、逆止阀、闸
阀、蝶型阀、针阀，以及相关配件等，一应俱全。同时，
该公司也生产各式塑料押出零件，其材质包括：PVC、PE、
PC、ABS、HIPS、TRP、EVA等。

涌鑫的产品广泛应用在油气、化学、化工、食品、饮料、
炼油等产业上，并以自有品牌TARGET VALVE营销全球。由
于具有高精密度且质量优异，该公司的产品因而备受专业
用户喜爱。

为了使质量符合国际水平，涌鑫的产品从制造、组装、到
品管品保，皆在其台湾的厂房完成，且在完善的品管制度
下，质量能确保一致性。除了不断提升研发以增加产品附
加价值外，该公司也致力于改善工作环境，以及加强员工
在职训练。

经过多年的努力，该公司已成功通过ISO9001:2008及
PED97/23/ED等认证；且其所培养的员工，不仅技术精良，
且具向心力及责任感，是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佳
的后盾。

涌鑫精良的生产、开发及质量控管能力，再配合累积的实
务经验，可有效完成客户的ODM、OEM制造服务需求。

                                                                      

(Target Valve) Yueng Shing Industrial Co., Ltd.
No. 45, Taiping 23rd St., Taiping Dist., Taichung City 41144, Taiwan
Tel: 886-4-2277-5458        Fax: 886-4-2277-5934
Email: targetvalve@gmail.com          
Website: www.target-valve.com.tw ,  www.target-valve.com

mailto:targetvalve@gmail.com
http://www.target-valve.com.tw


光兴塑料机械厂股份有限公司
单层/多层吹袋机、抽丝机、编纱机、塑料回

收设备、清洗机、整厂设备

成立于1972年的光兴塑料机械厂股份有限公

司，是台湾一家著名的塑料设备制造商，具有

超过40年的生产经验及产品开发能力，同时

也是业界所公认台湾的前三大吹袋机供货商之

一。

光兴现阶段拥有两座厂房，一座专门生产及装

配机械零组件，另一座则负责最终的组装、试

车及出货处理。其产品包括：PP吹袋机、多层

共挤高速吹袋机、LD/LLDP/HDPE超高速吹袋生

产线、PP/PE及尼龙抽丝机、聚酯拉链抽丝机、

扁纱制造机、水泥袋/编织袋整厂设备，以及塑

料回收机和清洗机等外围设备。多年来，该公

司已以自有品牌KS，于全球超过150个国家，成

功地营销其机械产品，且备受好评。

光兴的成就可归功于对质量的坚持，因其不惜

成本，采用高级材质，引进最新3D设计软件，

来开发高精密的零组件，同时采符合国际标准

的严格品管，以产制高性能的优质机械产品。

为了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其生产及品管流程，

皆通过ISO9001和ISO9002认证，且所生产的机

械，都获得CE认证。

光兴除了以精湛的制造及开发能力著称

外，其在售后服务方面，也颇受客户肯

定。该公司在过去20多年来，已完成每

一项产品的系统化编码，并建立庞大的

技术文件档案库；如此，可在最短的时

间内，提供客户所需的技术支持及维修

服务，协助其维持竞争力。

612 台湾嘉义县太保市嘉太工业区中兴路13号

电话：886-5-237-4466

传真：886-5-237-6971

电邮：ks.service@kunghsing.com.tw

网址：www.kunghsing.com.tw

mailto:ks.service@kunghsing.com.tw
http://www.kunghsing.com.tw


成立于1987年的富伟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座落于中台湾的彰化县，擅

长制造冲床专用快速换模系统、射

出机压铸机快速换模系统、快速换

模台车系统、印刷电路板冲孔油压

脱料系统、以及自动式夹模器系统

等设备。其快速换模以及自动夹模

系统，不仅产品范围广泛，而且还

可客制化，主要应用在各种机械

上，包括冲压机（机械式和液压

式）、塑料射出机和压铸机等。

富伟于1997年10月获得ISO-9002认

证，成为台湾第一家获得此证的快

富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各种机械快速换模系统

富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县埔心乡经口村明圣路2段399号

电话: +886-4-8345196       电子信箱: forwell@forwell.com

传真: +886-4-8345197       公司网页: www.forwell.com

速换模制造商。翌

年，该公司又获得CE认

证，成为出口欧洲的合格

设备商。在这些国际认证的

加持下，该公司已经证明，其产品

质量的可靠性；且在持续研发、服

务和创新之下，也具备开发客户特

制需求产品的能力。

基于良好的营运绩效和不断增加的

客户群，富伟积极全球布局，目前

已成为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快速换模

行业中的领导厂商。该公司现正

在中国大陆的江苏省，建造占地

12,000平方米的新厂房，预计2015

年完成。这座兴建中的厂房，在未

来几年内，将会成为该公司营业成

长的主力之一。

富伟早在1999年就在大陆成立办事

处，此后即正式大举进军大陆市

场。迄今，除了在江苏省的营运

外，也在浙江省的宁波、四川省的

重庆、以及广东省的深圳，都设有

据点。

mailto:forwell@forwell.com
http://www.forwell.com


和轮工业有限公司于1992年在台湾成立，是一家工业

轮、工作台车、折迭板车等产品之专业制造商。

其产品线有各种尺寸及规格的脚轮及轮子，如活动轮、

工业轮、尼龙轮、橡胶轮、剎车轮、固定轮、仓储设备

用轮、调整轮、手推车等。产品已销至全球各地，且部

份产品是以自有品牌营销，有许多忠实顾客。

现今该公司最新的产品是不锈钢脚轮系列，轮子的材质

设计有两种：一种是高级尼龙原料一体成型，另一种的

轮芯为尼龙加纤维，外采高弹性橡胶制成。培林部份

使用全新304不锈钢材质，轮架则是以3厘米不锈钢板，

高速冲压而成。整体结构强韧，每一个轮子可负重高达

300公斤。

此外，另一新推出的产品是中重荷重脚轮，轮子一样具

有尼龙及橡胶材质两种设计可供选择，培林则以全新铬

钢制成，轮架以3厘米镀锌铁板一体成型，负重范围为

200-300公斤。

过去二十多年来，和轮不断自我提升，不论在研发、产

品质量及生产技术上，都深受肯定，在业界已具有相当

知名度。同时，该公司也十分注重和客户的关系，并努

力建立彼此的长远合作，提供最有效、最贴心的专业服

务，以协助顾客解决问题，共创利润。

Ho Caster Industrial Co., Ltd.
No. 106, Deli Rd., Taiping Dist., Taichung 
City 411, Taiwan
Tel: 886-4-2271-2195
Fax: 886-4-2271-2196
E-mail: hocaster@mas35.hinet.net
Website: www.hocaster.com.tw

和轮工业有限公司
脚轮、轮子、工业轮、工作台车、折迭板车、尼龙轮、活动
轮、橡胶轮、剎车轮

E-mail: hocaster@mas35.hinet.net
http://www.hocaster.com.tw


佳贺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夹头、空油压回转缸、筒夹夹头

佳贺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专业产制高精密动力夹头及

空油压回转缸，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生产高精密度的产品，并持续提

升质量与客户服务。

该公司设厂于中台湾的彰化县埔心乡，厂房面积达43,200平方英

呎，在研发部门的努力下推出各式创新产品。

佳贺精机的自有品牌Autogrip具高耐用度与精密度的特性，同时通

过SGS, ISO9001, CE等安全认证。

经过多年的努力，该公司已将其产品线延伸至79英吋以下系列的切

削液回转接头、回转分流阀、展刀搪沟头、同步夹具。而该公司产

品线可分六大类: 动力夹头、空

油压回转缸、同步夹具、展刀搪

沟头、回转分流阀/回转接头、

标准型夹爪等。

为了提升产品的精密度、质量、

耐久力，佳贺精机采用的高档设备包括CNC车床、研磨机、

加工中心机、回转油压缸测试仪器、压力测试机等。

佳贺精机的三爪实通孔径动力夹头以高钢性结构、高夹持精

度制成，装配的回转油压缸内建逆止阀，以避免内部压力意

外降低。

2011年中，该公司推出了短型中空回转油压缸，孔径为166~205公厘。该公司新推出的大型夹

头最大可达79英吋。

佳賀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886-4-822-8719 

傳真: 886-4-823-5719 

E-mail: sales@autogrip.com.tw 

網站: www.autogrip.com.tw

E-mail: sales@autogrip.com.tw
http://www.autogrip.com.tw


盛方源科技公司
五轴同动加工中心

盛方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台湾主要的加工中心制造商之一，其为人所熟知的五轴同动加工中心

可用于加工复杂的工件，如表壳、首饰、中小型涡轮叶片和高档轿车的

轮胎模具。

虽然该公司仅有17年的历史，然而其总经理黄奇桓在工具机行业则有超

过30年的经验。黄奇桓强调，盛方源与竞争对手比起来，拥有较多优

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设计机器所需的重要零件以及组装机器

的能力。自主的设计及组装能力，可使该公司避开削价竞争及缺

陷产品所产生的责任纠纷。

该公司的机器可以按照特定客户的需求，扩充至工作站级的功

能。同时，也能

为客户规划自动

化方案，让机器

侦测到未解决的

问题时，可透过

互联网，自动拨打默认的电话号码，给解决方案提

供者。

盛方源的自动化机器，采用闭路电视摄像镜头技

术，这也是黄奇桓在尚未自行创业之前所从事的行

业。他比喻，摄像镜头就像自动化机器的眼睛，而

伺服马达就像其手。

由于该公司的高质量口碑，已使宝玑手表壳的代

工厂采用其设备。目前其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香港、新加坡、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希腊、

法国、德国、英国、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和斯

洛伐克共和国等。

盛方源科技公司
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一段763号

电话: 886-4-2479-5772

传真：886-4-2479-6936

电邮：E-mail:sfy01@ms19.hinet.net

网页：www.sfy-tech.com.tw, www.sfy-tech.com

E-mail:sfy01@ms19.hinet.net
www.sfy-tech.com
www.sfy-tech.com


 

將貿興業有限公司 

塑膠押出機用之螺桿、料缸、模頭、齒輪、齒輪箱、其他精密零組件、同向雙螺桿塑

膠押出機 

 

將      貿興業成立於 1996年，是台灣一家頂級的押出機精密零    

     組件供應商。 

將貿供應一系列完整的押出機零組件如下： 

1)  螺桿及料缸（氮化處理及雙合金）（單螺桿及雙螺桿） 

2)  雙螺桿（同向、異向及錐形） 

3)  HIP 雙螺桿 

4)  單螺桿齒輪箱 

5)  雙螺桿齒輪箱（同向、異向及錐形雙螺桿押出機用） 

6)  模頭：吹膜模頭、吹模模頭、管件模頭、拉絲模頭、異形 

    材模頭 

7)  輥筒：鏡面層輥筒、橡膠輥筒、矽輥筒、噴砂輥筒 

8)  齒輪泵 

9)  換網裝置、靜止混合器、旋轉切刀、拉模板、風環 

10) 下游製程設備 

該公司不僅提供精密加工服務，同時也擅長於鋼鐵、冶金、熱處理及表面處理。 

該公司特別以提供高耐磨、高抗蝕鋼而自豪，包括雙合金及 Hastelloy C276 和 HIP PM鋼。 
   

憑藉著純熟的生產技術，以及先進的製造設備，將貿能夠提供客戶各種規格的氮化處理及雙合

金之螺桿和料缸，其半徑從 15至 400厘米、長度最長達 8,000厘米，可滿足不同需求。 

 

將貿興業有限公司 

 
702 台灣台南市安平工業區新義路 33 號 4樓 

 
電話：886-6-263-7999       傳真：886-6-263-7950 

電郵：service@gmx.com.tw   網址：http://www.gm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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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立发机械厂股份有限公司

Chuan Lih Fa Machinery Works Co., Ltd.
プラスチック射出成型機、 金型仕上げ用プレス

全立发机械厂股份有限公司自1966年创立
以来，即以研发塑料射出成型机，著称

于业界，本着「质量第一、技术领先」的宗
旨，持续致力于质量改良与技术的创新，并提
供客户最完善的服务，以期创造客户最大的
利润。近年来环保与节能议题兴起，于是该
公司着手于电动机的研发，已成功开发完成
120AE~450AE系列，在食品薄壁容器、医疗
器材、及精密电子零件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实绩
与口碑。

   在超大型机器方面，全立发公司除了在既有
的内、外曲手两种锁模系统外，又新开发双模
壁复合锁模系统，除了可降低机器整体重量，
减少机器使用面积外，同时降低成本与运输费
用，并回馈于客户，进而达到环境保护与节能
减碳的目的。在使用上，除了可减少曲手机构
的润滑油使用量，且没有曲手与布司之间因磨
损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最重要的是各支柱间受
力完全平衡，可对模具提供更好的保护。

   另外，在此系列开发之初，即评估过各大品牌的优缺点，再加上独有的创新设计，相信在机器的性
能与质量上，绝对有独特卓越之处。

   在传统油压机之节能省电系统方面，全立发公司更投入大量人力，收集市面上所有知名的伺服省电
系统，并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伺服控制器，并经过在同台机器上作长时间的性能测试与比较，提供C/P
值最高与最稳定的系统给客户作选择。

   异业结盟、整厂输出一直也是全立发公司努力的方向，弹性配合客户共同开发新产品的技术制程与
客户共同成长。

Chuan Lih Fa Machinery Works Co., Ltd.
台湾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南路360巷17号
No. 17, Lane 360, Chungcheng S. Rd., Yungkang Dist., 
Tainan City, Taiwan 710
Tel: 886-6-253-2111         Fax: 886-6-253-3311
E-mail: clf@clf.com.tw
Website: www.clf.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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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方源科技公司
五轴同动加工中心

盛方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台湾主要的加工中心制造商之一，其为人所熟知的五轴同动加工中心

可用于加工复杂的工件，如表壳、首饰、中小型涡轮叶片和高档轿车的

轮胎模具。

虽然该公司仅有17年的历史，然而其总经理黄奇桓在工具机行业则有超

过30年的经验。黄奇桓强调，盛方源与竞争对手比起来，拥有较多优

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设计机器所需的重要零件以及组装机器

的能力。自主的设计及组装能力，可使该公司避开削价竞争及缺

陷产品所产生的责任纠纷。

该公司的机器可以按照特定客户的需求，扩充至工作站级的功

能。同时，也能

为客户规划自动

化方案，让机器

侦测到未解决的

问题时，可透过

互联网，自动拨打默认的电话号码，给解决方案提

供者。

盛方源的自动化机器，采用闭路电视摄像镜头技

术，这也是黄奇桓在尚未自行创业之前所从事的行

业。他比喻，摄像镜头就像自动化机器的眼睛，而

伺服马达就像其手。

由于该公司的高质量口碑，已使宝玑手表壳的代

工厂采用其设备。目前其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香港、新加坡、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希腊、

法国、德国、英国、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和斯

洛伐克共和国等。

盛方源科技公司
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一段763号

电话: 886-4-2479-5772

传真：886-4-2479-6936

电邮：E-mail:sfy01@ms19.hinet.net

网页：www.sfy-tech.com.tw, www.sfy-tech.com

E-mail:sfy01@ms19.hinet.net
www.sfy-tech.com
www.sfy-tech.com


義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製各種磁性鑽孔機、合金孔鋸、
環形銑刀、磁性座钻孔机

Miyanach (Taiwan) Ind. Co., Ltd.
Tel: 886-49-252-6448    Fax: 886-49-252-8092
E-mail: miyanach@ms26.hinet.net      Website: www.miyanach.com

义锠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 ISO 9001和CE认证，生产携带
式磁性钻孔机和硬质合金钢钻孔刀具如穴钻、圆穴锯、等产
品。

义锠公司自公元1985年成立于台湾彰化县以来，一些坚持不
断研发的精神，对于产品和技术追求卓越表现。 在2006年，
该公司设立了第二家工厂，投入了相当大的金额，购买各种
精密仪器和设备，为追求更优质的产品和技术。现在不仅是
市场的领导者，也是台湾最大的专业制造商，并且建立了全
新的品牌 WS (wind speed)， 提供市场优质的产品。

该公司的产品可用于任何类型的金属板钻孔。这一项产品，
在各项建筑或其他需要开孔的地方都非常适合，如钢构、不
绣钢板及其他金属等用途广泛，除了可切割金属类外亦有木
板用的刀具，因为是钨钢材质，故可以切削硬度较高的钢板
如不锈钢或一般的钢铁制品，优越性比一般钻头来的省力并
且节省您宝贵的时间，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开孔，加速完
成您的工程或工作。

义锠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客户指定OEM服务。目前义锠的产
品已出口到20多个国家，如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
瑞士、比利时、荷兰、法国、土耳其、俄罗斯、丹麦、澳
洲、纽西兰、杜拜、阿拉伯联大公国、沙特阿拉伯、日本、
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国、香港、中国、泰国、马来
西亚、菲律宾、越南、新加坡...
等，今后并将持续营销到全球市场。 

http://www.miyanach.com
http://www.miyanach.com


成立于南台湾的台南市，衍鋐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制造各式塑料押出机及

接口设备已有20多年的经验，主要产
品包括PP文具板材机、PP/PS真空成型
板材机、PP薄膜机、淋膜机及计量系统
等。 

衍鋐的产品线还包括PEVA压纹布机、
食品彩艺淋模机、双面淋模机、各式押
出机专业制造、破碎机、立式冷却搅拌
机、高速热混合机、重量式递减型计量
系统、原料输送计量系统设备、以及废
塑料回收造粒设备等。此外，衍鋐团队
研发出新型重量式递减型计量系统，体
积小、产能大；重量式配方计量机和各
式计量系统亦为产品项目之一，可协助
客户打造专属设备并提升经济效益。

为拓展市占率，衍鋐近期成立的仲铠模
具工业有限公司，主推各式吹袋模头(三
层、五层、七层、九层)、风环等产品，
以丰富经验来设计符合客户需求的新产
品。

衍鋐专业的团队
秉持「质量第一、技术领先」的企业精神，让衍鋐拥有不
断开发新机种，突破传统技术的优势，提供客户优质的维
修售后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创造与客户的互利双赢。

YEAN HORNG MACHINERY CO., LTD.
ZHONG KAI MOLD INDUSTRIAL CO., LTD.
Address: No. 926, Sec. 1, Nanxiong Rd., 
Guanmiao Dist., Tainan City 718, Taiwan
Tel: 886-6-595-9875, 595-7976
Fax: 886-6-595-2343
Email: yean.horng@msa.hinet.net
Website: www.yean-horng.com

YEAN HORNG MACHINERY CO., LTD.
ZHONG KAI MOLD INDUSTRIAL CO., LTD.
塑橡胶押出机、自动计量系统

http://www.yean-horng.com
mailto:yean.horng@msa.hinet.net


一群在研发及管理经验 丰富的团队，于2003年创

立了凯柏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台湾中

部的工具机业者当中，可说是成长最快且极具国际

竞争力的厂商之一。

凯柏专精于开发以及制造CNC立式、卧式综合加工

机，和其他高精密度工具机，如龙门加工中心、CNC

车床、车铣复合加工机、全动柱加工中心等；这些

产品皆以自有品牌Campro营销全球。目前该公司在

台湾及中国大陆都设有现代化厂房，除了每月能生

产超过30部各式机台外，也能提供客户OEM及ODM代

工服务。

该公司最新的产品是U系列五轴加工中心机，此

机种采双立柱配双支撑A/C轴，A轴倾斜30~120度、C轴可旋转360度，并配有DD直驱马达及内建光学

尺举角度编码器，适合多面复杂加工，只需一次性夹持与设定，大幅提升加工精度及效率。此外，

其内藏式主轴转速可达12,000rpm，可提供高扭力与高速运转时的稳定性，节省能量耗散延长刀具寿

命。而该机台配置光学尺的三轴滚柱式线轨，亦可有效维持运作时的稳定性；再加上接口操作便利

的海德汉控制器，具超强性能且可强力辅助

运算。

凯柏过去几年来的营运成长稳定，这要归

功于对质量的坚持及本身优异的加工能力。

该公司透过英国及台湾的认证机构，已取得

ISO 9001和CE等的专业认证。同时，其能针

对各种标准尺寸及特殊规格的金属工件做加

工，藉由这些产品来协助客户增加竞争力。

凯柏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08 台湾台中市南屯区精科一路12号

电话：886-4-23500501

传真：886-4-2350-0213

电邮：sales@campro.com.tw

网址：www.campro.com.tw

凯柏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CNC综合加工机、CNC龙门加工机、CNC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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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钢精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因不断追求创
新和质量，已成为台湾最专业的工具机制造商之一。该公
司的主要产品线包括立式加工中心（轨箱导轨型）、立式
加工中心（直线导轨型）、卧式加工中心、及双立柱加工
中心。

该公司最近推出代号为HMC-1000A系列的卧式加工中心。
该系列产品具有多项优异设计，包括超大基座和四个宽滚
轮导轨，可确保机械结构坚固性和高定位精度，是模具制
造业的生产利器。

VMC-4000系列动柱式
加工中心是该公司另一
项优势产品线，适用于长条型、平板、丸条型等长工件之加工。革
新传统机台笨重、位移速度慢及价格高等缺点。此系列配备重负载
线性滑轨和直结式传动马达，使得机台位移速度快而且机身稳固，
并确保加工精度。此系列的加工长度范围由4,000毫米到7,000毫
米，可随客人需求而客制化。

因具有高精确度和高速度移动，瀚钢的立式加工中心适用于铝制品
的铣削和钻孔等制程。

瀚钢所有的产品均通过球杆(ball-bar)仪量测和雷射校正，以及实地
测试后才出货。

瀚钢精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产销卧式加工中心、立式加工中心、及高速精
密加工中心机

瀚钢精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28台湾台中市大雅区四德里龙善三街37号  
电话: 886-4-2565-4729 
传真: 886-4-2560-4348
电邮: pone.mt@msa.hinet.net 
公司首页: www.p-one.com.tw，www.cens.com/p-one

http://www.p-one.com.tw
http://www.cens.com/p-one
mailto:pone.mt@msa.hinet.net


赞发机械有限公司成立迄今已 28
年，自创建以来，即秉持技术挂帅，
质量第一之精神，并以完善服务为
后盾之信念，维持稳健经营发展。

该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弯管机、
滚圆机、锻造机、冲孔机、法兰机、
及缩管机等。最近并已完成开发一
系列新产品，包括重型油压滚圆
机、高速 NC 数值双缸直线冲孔机、
及 NC 数值多功能弯头油压弯管机。

赞发的高速 NC 直线冲孔机适用于方管、长方管、圆管冲孔，可普遍运用于储物料架、超商料架、栏杆、鹰
架等，任何需要打孔的管材均可使用。一年销售量大小台约 20 台，此机台为赞发公司自行研发，使用 PLC
人机接口，操控简易，加快加工速度及增加准确度，可依客户需求开发制造。

另一款较特别的设备是法兰成型机及法兰冲孔机，法兰可由平板一体成型，省去多余的废料问题并且节省
成本，并加快加工速度。而法兰冲孔机准确度强，是目前全球独一无二的设备，也获 CE 认证。

赞发成立迄今已服务近千家之客户，客户群层面深且广，遍布全球各地，行业别涵盖航空、运输、建筑、
大楼幕墙、电扶梯、隧道工程、家具、冷冻空调、运动器材、娱乐设施、电厂、油轮、化工、石油、钢铁、

污泥、肥料工业、景观造型、水管、桥梁、汽机车、
脚踏车工业 ... 等。客户群包括中钢锅炉、飞弹场、
台湾福兴、台湾日立、太平洋工业、国立台中图书
馆、台塑重工 ... 等。

此外，赞发也提供专业弯管加工服务，其中以各县
市专业弯管加工，所占客户之比例较多，且专业弯
管加工之层面深且广，服务对方包括运动器材品业
者乔山、墩丰、及高雄捷运 ... 等。

JF-IW80DL
Geeignet für das Stanzen von 
Metallregalen, Supermarktregalen, Gerüsten, etc.

JF-775
Geeignet für 
verschiedenste Rohrbiegebearbeitungen 
wie etwa bei Knöpfen/Griffen, Tür-/
Fensterrahmen und Autostoßstangen

赞发 机械有限公司
弯管机、滚圆机、锻造机、冲孔机、法兰机

赞发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 台湾台中市南区新华街 47 号
电话 : 886-4-2227-2637
传真 : 886-4-2227-2639
E-mail: act72637@ms66.hinet.net
网址 : www.janfar.com.tw 
           www.janfar.com
           www.janfar.com.cn      

JF-FL22
Geeignet für die 
abfallfreie Formgebung 
von Flanschen aus 
einem Stück, etwa 
für die Lüftung von 
staubfreien Räumen 

E-mail: act72637@ms66.hinet.net
http://www.janfar.com.tw
http://www.janfar.com
http://www.janfar.com.cn


成立于一九八八年的伍将机械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刚开始

以生产制造小型车床为主。经过

二十多年的技术提升及产品线延

伸，该公司已经成为台湾计算机

数控车床及加工中心机的领导厂

商之一。

为增加产能及扩大市场占有率，

该公司于一九九七年添购新设备及扩充组织结构。在此同时，该公司启用台湾计算机数控车

床业的第一座中央空调厂房。这座厂房位于台湾中部厂区，占地八千七百平方公尺。新厂房

采用先进国家生产的制造设备，包括德国SHW的计算机数控五面加工中心机、日本Yasada的垂

直钻孔机和铣床、以及日本Sumitomo的磨床。

一九九八年，美国Mighty USA  Inc.公司投资伍将，因而大幅助长伍将的成长及实力。目前

伍将主要出口市场包括美国、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及澳洲等。

伍将的产品线涵盖很广，包括小型精密计算机数控车床及大型精密计算机数控车床等。这些

产品均配备坚固的一体成型机身，以及许多通用零件，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

伍将拥有完整的技术，因此可以开发设计出容易操作的机器，以及提供不同的组合满足不同

的需求。除了提供大厂代工设计及制造服务外，伍将也推广自有的Alex-Tech及Viper品牌。

为提升质量及强化创新，

伍将不断地派技术人员到

工业先进国家接受训练，

以及考察市场需求。

伍将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制造计算机数控车床及加工中心机

Alex-Tech Machinery Industrial Co., Ltd.
No. 5, Chun An Rd., Shengang Dist., Taichung City 429, Taiwan
Tel: 886-4-2562-6039      Fax: 886-4-2562-6040
E-mail: alextech@ms24.hinet.net      Website: www.alex-tech.com

mailto:alextech@ms24.hinet.net
http://www.alex-tech.com


www.hkf.com.tw
hkf168@gmail.com
886-6-2326618
886-6-2326621

超過15年以上的生產經驗

虹鋼富企業有限公司
  積極為全球客戶提供絕佳的刀具解決方案。

  虹鋼富100%使用頂級德國原料，以及德國品牌Walter的

五軸CNC磨床所製造的銑刀，適用於汽車、航空、IT產業、

醫療、模具等領域。該公司堅持產品品質，致力滿足客戶需

求，並持續改善客戶加工狀況，降低生產成本。

   在「Quality is Everything」的承諾下，虹鋼富無時無

刻不站在客戶的角度上，來進行選刀、用刀、一直到售後服

務。另外，因應各式的加工需求，該公司提供立銑刀、球

型、圓鼻，以及各種的特殊刀款。

  質量與創新是虹鋼富主要的核心競爭力。為了方便服務客

戶，該公司不定時在本身網站與APP上發布優惠訊息。虹鋼

富歡迎全球經銷商加入其銷售體系，共創雙贏。

www.hkf.com.tw
mailto:hkf168@gmail.com


华隆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点焊机、轮焊机、不锈钢储水塔、整厂设备输出等

华隆机电工业有限公司于1970年由董事长江文义所设
立，初期产制点焊机以及轮焊机等产品，经过不断研发

扩大产品线，目前主要产品类别包括电焊机、点焊机、轮焊
机、滚岭机、焊接机、不锈钢储水塔、不锈钢储水塔整厂设
备、切边机、滚圆机等。由于累积超过40年的专业机械制造
经验，及具备了领先业界的精进生产技术，该公司的产品在
国际市场广受客户采用。

由于价格合理并具有高质量零故障的品牌信誉，华隆机电的
产品深受全球客户高度肯定与赞赏。该公司出口产品到世界
各国，并在各主要外销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客户位于东
南亚各国、日本、中东、南美洲、非洲等。由于质量突出，
其产品已获得巴西ACESITA ACOS ESPECIAIS钢铁厂高质量认
可。

华隆长期累积的专业机械制造技术与规划服务，可以提供客
户制造各式储水塔的整厂设备输出服务，从设厂规划、机械
制造、设备安装、技术指导，机械维修等，都有最完善的配
套措施，值得专业生产制造者的采用。

该公司不断积极提升其产品的计算机化与自动化程，也持续
积极开发新的机型，让使用者能以最低的成本、最好的质
量，创造出最亮丽的生产绩效。

华隆宣称该公司不仅提供高质量的机器设备，所有售前与售
后服务，包括装机、生产技术移转、机器维修、零件提供
等，都获全球客户高度肯定。该公司十分有信心与客户共创
双赢局面。

该公司的现代化厂房位于台中市南屯区，先进的制造设备、超过40年所累积的丰富经
验、以及一群不断追求高质量的员工，持续为全球焊接机械与不锈钢储水塔市场提供最
新、最好的产品与服务。

                Hua Lung 
                Electric Engineering Co., Ltd.

408 台中市南屯区春社里同安北巷9号
No. 9, Tung An N. Lane Chunshe Li, 
Nantun Dist., Taichung, Taiwan 40895
Tel: 886-4-2382-4858
Fax: 886-4-2382-9419
E-Mail: hualung@hlwelder.com.tw
Website: www.hlwelder.com.tw

http://www.hlwelder.com.tw
mailto:hualung@hlwelder.com.tw


Jeng Feng Cutter Manufacture 
Industry Co., Ltd.
436 台湾台中市清水区神清路6-11号
No. 6-11, Shenqing Rd., Qingshui Dist., 
Taichung City 463, Taiwan
Tel: 886-4-2620-1966
Fax: 886-4-2620-1956
Email: jf1966@ms36.hinet.net
Website: www.jengfeng.com.tw

正锋制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8年，

生产各种刀具及产业机械零配件，是

台湾最专业的工业用刀制造商之一。

正锋拥有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在大约7，

2000平方米的占地中，设有完善的精密制

造设备，并生产六种系列刀具，包括印刷

开槽用刀、裁纸飞刀、圆齿刀、复卷上刀、分条刀及圆切刀，其规格尺寸都可依

客户需求做变化。

对正锋而言，长年专注研发，是确保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历久不衰的关键因素。

该公司设立独立的研发部门，不断地进行材质、制造技术及生产规划的研究，

以逐步提升产品质量以及生产效率。这些努力如今确实为正锋在永续经营的目标

上带来丰硕的成果，因为该公司现在不但已经成为一家具国际竞争力的刀具供货

商，同时在OEM生产制造能力上也受到海内外顾客的赞赏。

该公司每年所生产的刀具有75%是用于出口，其市场包含中国大陆、东南亚、美

国、加拿大及欧洲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产品由于是采用高质量的材质制

造，生产过程中亦经过严格控管，因此在印刷业、造纸业及电子业中，都受到专

业使用者的喜爱。

正  锋 制 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刀具、纸器用刀、平板纸裁修刀、
圆齿刀、工业用刀

http://www.jengfeng.com.tw
mailto:jf1966@ms36.hinet.net


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NC線切割機、CNC放電加工機、CNC微細孔放電加工機

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6路5號

Tel:886-4-2350-2788
Fax:886-4-2350-9911
E-mail:info@excetek.com.tw
http://www.excetek.com

精呈科技成立於2006年，專業設計、生產CNC線切割機、CNC放電加工機、CNC微細孔放電

加工機為主。產品以自有品牌EXCETEK行銷海內外30餘國。

精呈的線切割機均採用精密級之零組件，可依金屬材料特性及質地作高效切割。為了因應

各類複雜的加工需求，該公司推出了三大類型機種：標準機型、大型機及客製化機型。

標準機型包括V及G系列。V系列以其經濟實惠廣受青睞；G系列是將V系列加以改良、創新

而成之新款式機型，機體精巧，加工更具彈性，電控箱與機台一體，易於操作。

大型機之X軸行程為1000mm、1200mm、2000mm，Y軸有600mm,800mm及1000mm，而Z軸達

1005mm。此系列機型具超高Z軸，可說是目前世界最大型線切割機。

客製化機型包括一例榮獲客戶高度評價之大型切割機，其X軸及Y軸行程為3000x2800m m 

(1400+1400) 以及雙Z軸。另外，環形線切割機是特別為渦輪葉片之自動化切割而設計。

http://www.excetek.com
mailto:info@excetek.com.tw


CNC计算机数控分度盘、超精密分割台、自动交换台

世圣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的零组

件制造厂，研发与制造高质量与

高精密的各式CNC计算机数控分度盘、

超精密分割台、自动交换台等分度割出

装置，相关产品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包

括金属机械加工、高科技产业、汽机车

零件及卫浴等民生设备的辅助生产与制

造。

世圣精机已有超过20年之制造经验，一

向坚持透过严格的检测系统，生产高质

量、高精度、高耐力产品，完全满足客

户的需求，产品销售已遍布全球，并获

得国内外一致良好的口碑。该公司3,800

平方公尺的厂房，一年产出量可达3,000

组以上机台。

该公司的TRT系列（CNC计算机数控双

轴分度盘）双轴皆为马达驱动与复节距

蜗杆蜗轮组传动机构，连续式最

小分割角度为0.001度。TRT系列

（CNC计算机数控双轴分度盘）采

用油压锁紧装置，并有超广泛的

倾斜轴加工范围。NCT系列（CNC

计算机数控分度盘）可立卧两式

放置。

EXACT Machinery Co., Ltd.
No. 418, Shueiyuan Rd., Fengyuan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 886-4-25158290
Fax: 886-4-25158291
E-mail: sales@exactmachinery.com
Website: www.exactmachinery.com

http://www.exactmachinery.com
mailto:sales@exactmachinery.com


Sanjet International Co., Ltd.
自动换刀系统、打刀缸、刀库

 

圣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423 台湾台中市大雅区德胜路288-1号

电话：886-4-2565-3819

传真：886-4-2565-3821

电邮：sj.daniel@msa.hinet.net

网址：www.sanjet.com.tw

圣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专

职研发制造数控加工中心用之自动换刀系

统（ATC）及相关组件，如今是台湾最专业

的供货商之一。

最能突显圣杰在自动换刀系统领域里的独

特开发能力，就是该公司在国内外工具机

厂中颇具知名度的DKI系统式模块，该模块

具有许多优异的特性。例如在搭配圣杰的

快速打刀缸及增压器之下，DKI能将刀对刀

交换时间缩至1.5秒内，且无需更改主轴箱

及刀库。此外，操作者只需简单地输入指

令便可使轴卡完成换刀动作，避免浪费时

间撰写换刀程序，同时轴卡具有异常保护检测，当有异常状况发生时就会输出警告信号。

为了提供顾客最顶尖的服务，圣杰自2013年起

针对品管区块做了完整性的加强。该公司透过

精密仪器，针对在入料原件及组立在线常发生

的各项公差问题，进行了一连串深入的研究，

并分别将检测数据结果提供给客户，以协助他

们将加工工法或制作程序优化，进而提高作业

效率及产品质量。这样的努力也再次印证了该

公司在此领域里无可取代的专业及贡献。

该公司所提供的产品种类齐全，除了各式的自

动换刀系统外，例如立卧两用加工中心机自动换刀系统、车铣复合机专用换刀系统及链条式自动换

刀系统外，还包括圆盘式刀库、斗笠式刀库、伞型刀库、高速同步换刀刀库、链条式刀库、平置式

链条式刀库、打刀缸等。该公司以自有品牌SJ-ATC营销全球，每年外销比例超过70%，毫无疑问是

一家具国际级水平的供货商。

http://www.sanjet.com.tw
mailto:sj.daniel@msa.hinet.net


久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网机械、金属输送网机械、刺丝成型机、金属网制品等

久恩企业成立于1987年，为台湾深具经验的金属网机械与金属网制品专业制造厂商。该公司现
拥有一家机械制造厂以及六家相关金属网生产工厂，提供全球客户最广泛的专业服务。

此公司供应式样齐全的机械设备，包括扩张网机、冲孔网机、输送网机、菱形网机、刮刀刺丝
成型机、六角网机、各式金属输送网机及收料机等。利用机械设计及制造所累积的丰富经验，该
公司出产质量最佳的机械，以满足全球客户的各种需求。近年来其机械产品已成功销往日本、北
美与欧盟等地。 

其现有机种款式多，可配合大量、小批或多样制造等不同需求，并协助客户生产低成本、高
质量的产品。产品中包含世界最快速之扩张网机，可承制各项规格金属网，宽度从300至3,100 
mm，厚度可达10mm。

该公司各系列机器均具人机操作接口、免维修伺服马达与最先进的进料系统等特色，堪称业界
最可靠、最具效率机种。并导入欧洲与日本合作伙伴之机械设计技术，机械的设计与功能达国际
水平。所有机械产品均容易操作，不仅维修成本低廉，生产效率也非常高。

久恩已于上海设立其第三处海外生产据点，生产机械零件、金属输送网等产品。目前其产量之
60%外销，主要销往美洲与中东地区；其余40%内销，并享极高市占率。久恩已通过ISO 9001认
证，并将持续提高产品质量与管理功效，保持市场竞争力。

久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81 4  高雄市仁武区八德二路8 9号
89 Bade 2nd Rd., Renwu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814
Tel: 886-7-373-7800              Fax: 886-7-373-7900
E-mail: jec@junen.com.tw     
Website: http://www.junen.com.tw

http://www.junen.com.tw
mailto:jec@junen.com.tw


虹钜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切削刀具的研发及营销生产，在台湾是一家具有营销全球能力的专

业制造厂。

虹钜强调高水平的刀具制造技术为其主要竞争核心，而其技术结晶，则是源

自长久以来对刀具生产，必须百分之百符合欧洲原厂刀具制程的坚持。

为了制造国际一流质量的刀具，虹钜选用高质量的德国钨钢原料，并不惜耗

费巨资，从德国及瑞士引进 6 轴 CNC 刀具磨床等高精密机械。此外，该公

司也学习瑞士先进的镀膜技术，并选购德国光学检验设备，希望确保其产品

能够以优异的质量及寿命，为顾客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刀具损耗成本，以增

加获利。

该公司的产品线有多种规格的切削刀具，包括立铣刀、圆头立铣刀、微小径

圆头立铣刀、长柄圆头立铣刀、铝用立铣刀、综合切削工具机、魔劲系列刀

具、高速高度度加工刀具、泛用型立铣刀、软金属加工刀具、魔杆、钨钢铣

刀、钨钢钻头，钨钢纹刀等。

该公司由于坚持提供顾客最好的服务及合理的价格，因此已成功将其产品出口至三十多个国家，

并以自有品牌 HGT 营销全球，其产品已经广泛地应用在 3C 产业、半导体

产业、医疗器材、航天工业及精密模具等。

虹 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立铣刀、圆头立铣刀、微小径圆头立铣刀、长柄圆头
立铣刀、铝用立铣刀、综合切削工具机、刀具

虹钜科技有限公司
50852 台湾彰化县和美镇新庄里东发路 86 号
电话：886-4-736-2725
传真：886-4-736-8357
电邮：service@hgt.com.tw
网址：www.hgt.com.tw
            www.hgt-endmills.com 

http://www.hgt-endmills.com
http;//www.hgt.com.tw
mailto:service@hgt.com.tw


春长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各类精密加工/研磨零件

春长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2年,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及与成长，已经成为台湾
精密加工零件产品最齐全的制造厂商之一。但该公司并不以此为满足，仍不断努力

扩充产品线，并持续扩大营业规模。

该公司号称拥有亚洲最坚强的加工/研磨制造实力：研磨从直径0.03mm(一根头发直径
的一半)以上，表面精度可达0.1um；公差可达0.001mm; CNC车床工件直径可从0.5mm以
上到450mm，长度可达1M；锻造从ø2.5以上到ø50。如此强大加工研磨实力，使春长已经

成为手表精密零件、半导体设备、精密车辆零件等重要
供货商。

春长拥有极为完整和先进的加工与研磨设备，目前该
公司的设备包括CNC车床，CNC磨床、CNC铣床、各类的平
面、外圆、内圆、成型及刀具磨床等。加工材料则包括
钢、铁、铜、铝、不锈钢、合金钢、高速钢、钛金属、
塑料钢、PE、POM、PEEK等材料。除此之外，该公司不断
强化其研发能力与提升先进制程，寻求垂直与横向整合
工作，使其成为业界最领先公司。

创立之初 春长生产细小冲头、冲头、各类刀具、套
管、圆棒等产品，主要用
于手表、电子封装工业、
机械零件、冲孔金属网。
1987年该公司导入CNC车
床，主要生产汽机车、电
子、橡胶、油压、机械等
零件；并于1991年导入CNC
铣床，主要生产电子零件
外壳、精密检验仪器、高

尔夫球头、工业用钉鎗、汽机车零件及引擎外壳零件等。
若要订制特殊规格，或精密加工的工具，不论是钻头、铣
刀、铰刀、或其它综合刀具皆可在春长得到满意的供应服
务，材质有高速钢、碳化钨，及中碳[S45C(JIS)]等。

该公司的客户以欧、美、日为居多，外销比例占约
60%。正因几乎所有工业生产皆适用该公司的产品，无法
详列其品项，其它产品包括特殊机器用工器、铆接机、缆
绳控制接头、漆弹枪内枪管零件、飞机照明零件、硬盘零
件、汽车燃油机泵零件、粉末冶金、医疗设备零件、螺
丝、螺帽、中心机加工零件等。

春长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82944 台湾高雄市湖内区中山路一段707号
电话： 886-7-693-1565 (5 lines) 传真： 886-7-693-1760
Website: www.chuenjaang.com.tw
E-mail: chuen.jaang@msa.hinet.net 



仲阳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77年，专业研发、制造各式各样的
电子及雷射测量仪器，在台湾拥有广大的知名度，并成功外

销全球。

仲阳在雷射测量这方面的水平，在台湾可谓首屈一指。在过去超
过35年的岁月里，该公司持续研发相关技术，因而累积了许多专
业知识及实务经验。尽管得来不易，但这些努力都获得了成果，
如今已成为该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为了立足于市场，仲阳在1998年成立了研发部门，希望透过自身
的经验及持续的研究，来开发出更具竞争力、效能更优异的量测
仪器，以满足专业用户。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下，该公司已成功研
究出许多领先同业的技术，并获得多国专利。

仲阳于2002年起开始研发雷射测距技术，并在后来推出第一代的
雷射测距仪，成功赢得广大的回响。紧接着于2010年，该公司又
研发出第二代产品，在技术上获得另一次跳跃性的突破，因而成
就其现阶段的领先优势，并得以打造一系列相关的产品。

仲阳的产品线如今包括了各式各样的雷射测距仪及雷射扫瞄模
块。该公司强调，所有的产品都在台湾生产制造，并在出货前均
通过严格的检测，以确保绝对优异的质量，也因此广泛受到专业
使用者的信赖。

仲阳除了以自有品牌Precaster营销全球外，同时也接受OEM及
ODM代工订单。拥有久经时间考验的技术及知名度，仲阳期望和
顾客建立成功的标杆学习、以不断追求卓越为职志。

Precaster Enterprises Co., Ltd.
专业的雷射测距仪器制造商

Precaster Enterprises Co., Ltd.
No. 204, Fuxing Rd. Sec. 2, South Dist., Taichung 40252, Taiwan
Tel: 886-4-2262-1000           Fax: 886-4-2261-6565
E-mail: contact@precaster.com.tw
Website: www.precaster.com.tw    



明禄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一家拥有超过
三十年专业制造经验的车刀及铣刀供货商。

从1976年创立至今，明禄工业藉由和欧、美、日大厂
的持续合作，不断地提升制造技术，并引进CNC精密
加工机及其他先进的生产设备，以加强竞争力。透过
这样的努力，该公司成功地从OEM厂，转变为极具实
力的ODM厂。此外，该公司坚持代工和自有品牌并进
的策略，以MAROX营销全球。

明禄目前的产品线涵盖各式各样的车刀、铣刀、刀
柄、镗刀、螺纹、开槽和切割工具、外径车刀、内孔
车刀、牙刀、槽刀、面铣刀、侧铣刀、立铣刀、壳铣
刀、端铣刀、卡式刀座、钨钢柄内孔刀座及特殊成形
刀等。该公司强调，其产品都是用耐热及高硬度合金
钢材制造，因此不论在质量及产品寿命上都能和欧美
品牌厂并驾齐驱，且拥有低成本优势，所以能给予经销商较高额的利润。该公司生产种类繁多，每
机台平均生产超过250种规格，另外为因应市场需求，开发许多一次性铣刀及新刀具。其最新的产品

包括钨钢柄镗刀杆、AX系列刀具和切断刀板及
刀座等。

目前该公司产品的整年外销比例达到百分之
八十，其主要市场横跨美国、欧洲、南美洲及
亚太地区，例如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
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意
大利、葡萄牙、智利和阿根廷等。其中超过六
成以自有品牌营销，而其余则是以OEM或ODM的
方式出货。

Marox Tools Industrial Co., Ltd.
车刀、铣刀、刀座、镗刀、
切割工具

Marox Tools Industrial Co., Ltd.
No. 65, Lane 22, Xinren Rd., Sec. 1, Taiping Dist., Taichung City 411, Taiwan
Tel: 886-4-2278-0167, 2278-0168
Fax: 886-4-2278-0111
Email: service@marox.com.tw
Website: www.marox.com.tw    
  



位于台中市的昱琦兴业，从事机械制造
达三十余年。自成立以来，该公司即

专业产销各种精密切削设备。

随着市场对切削长型、大型工件设备之需
求日益增加，昱琦兴业已推出多款TCM系
列的动柱式龙门加工中心机，提供客户对
长、大型工件做有效的铣削制造加工。依
客户不同之需求，此先进系列设备的工作
台长度可做成2、3、4、5、6、8米等尺
寸。

除了工作台规格具弹性外，此系列的机台均可依客人需求，设置多个工作站点，以及多个第
四轴，以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因此成为加工长型铝条、轨道、建材及航天零件等工件的理想
利器。

TCM-466、TCM-666和TCM-866等三款机台采用水平安装方式的双齿轮箱（斜齿轮）以驱动X
轴，并且采机械式预压消除背隙（零背隙）设计。由于完全不使用滚珠螺杆，此三机种没有
高温变型的问题，所以加工精度更高。此外，此三款机器圆弧主轴头的设计方式，可让主轴
加工时更稳固；而强壮稳固的动柱结构也让主轴保持最佳精度。

更重要的是，此系列的自动换刀基座以及坚硬的动柱，是由一体成型的铸铁所制造而成，不
仅确保产品耐用及稳定性，且以优良质量及性能完成各种切削工作。

自推出TCM系列后，昱琦兴业已获许多海内、外的铁轨、滑轨及铝锻制品业者好评，主要是
因此系列的高速切削功能及高精准度。另外，该公司和其长期代工伙伴关系的欧、美厂商维
持良好关系。

由于对机械产业重大之贡献和成就，以及不断提供最佳质量、精度及性能的先进机器，昱琦
兴业仍将是机械业中佼佼者之一。

昱琦兴业TCM系列动柱式龙门加工中心是长工件加工利器
昱琦兴业的TCM系列动柱式龙门加工中心包括TCM-466, 
666, 866, 2000, 3000型，专为长、大型工件设计。

PHANTOM ®
ARCO CHEER ENTERPRISE CO., LTD.
No. 59-10, Lane 108, Yung-Feng Road, Taiping District, Taichung, Taiwan
Tel: +886-4-2277-4996                      Fax: +886-4-2273-8299
E-mail: pcjo@ms8.hinet.net              http://www.arcocheer.com   



连峰胜机械有限公司
产制自动化钻孔、搪孔、攻牙
用专用机
连峰胜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台湾中部彰化县埔盐乡，是一家拥有20多年专业经验的
制造公司，主要是生产并销售各式自动化钻孔、搪孔、攻牙用专用机。长期致力
于开发、制造高档专用机，已在业界建立良好公司形象。

目前该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六轴升降式铰孔攻牙专用机、三轴圆盘式铰孔攻牙专
用机、三轴圆盘式伺服铰孔攻牙专用机、二轴滑座式铰孔攻牙专用机、五轴圆盘
式钻、铰孔攻牙专用机  三轴转盘式伺服加工专用机等。

连峰胜机械有限公司自有坚强的研发团队，专长于卫浴器材，管路配件，自行车
零件，空油压组件等，钻孔、铰孔、攻牙加工专用机之设计制造，所制造之产
品，均以追求高质量，高效率机种为目标，目前其产品及制程均已达国际化之水
平。

该公司长期以来之经营理念及营运目标，系以设计制造出更精密，更方便实用的
机种，来服务各界客户，协助客户精进生产质量、提高生产能量、降低生产成
本，以达到与客户双赢的目标。

连峰胜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台湾彰化县埔盐乡昆仑村彰水路一段3-7号
电话: 886-4-882-9826
传真: 886-4-882-9819
E-mail: lfs99888@ms51.hinet.net
网址: www.lfs99888.com.tw



毅
昌盛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82年，历经多年不断的研发过程，已成为台湾知名的自动衣架制造机

整厂输出供货商。该公司在台湾新北市芦州区拥有一座现代化工厂。

目前，毅昌盛公司的自动衣架制造机整

厂设备，包括线材矫直机、塑料涂装机、

线材裁剪机、线材卷绕机、及线材成型

机。该公司的自动衣架制造机，具备高度

生产能力，平均每小时可产出2,700个高质

量衣架。

毅昌盛自成立以来，即以研发、制造高

阶耐用的自动衣架制造机著称于业界。为了维持一贯的产品质量，该公司采用ANSI 1008-ANSI 1010低碳

钢及LDPE低密度聚乙烯塑料为材质，生产自动衣架制造机、线材裁剪机、及塑料涂装机等产品。

该公司所有机械系列产品，设计主轴均着重在自动化、高产能、及省力化，因而具备极高的成本效

益，帮助客户节省购置成本并提高竞争力。

毅昌盛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衣架制造机、线材裁剪机、塑料涂装机

毅 昌 盛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地址: 台湾新北市芦州区仁爱街212巷6-1号

电话: 886-2-2281-6013

传真:  886-2-2289-9015

E-mail: jtm168@chenghsiang.com.tw

网址:  www.chenghsiang.com.tw

JTM-102D
Automatic Clothes Hanger Forming 
& Making Machine

JTM-101
Plastic Coating Machine

Towel Hanger

Hook Head

Twist Head

JTM-102A
Automatic Clothes Hanger 
Forming & Making Machine 

近年来，毅昌盛公司除了积极提高生产能量之外，更致力于设计出

小型、省力化机械产品，产品质量值得信赖，在国内外市场早已享有

极高信誉。



倍速特 事业有限公司 

CNC放电机、ZNC放电机、PNC放电机

倍速特事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由于负责人王明清于放电机超过
30年的生产经验，该厂商已是台湾首屈一指的放电机与加装自行研发

分度环的轮胎模制机专家。该公司已开始研发具圆形第4轴的专用机，如
CNC加工机、雕刻机、研磨机、深孔机等。

该公司的轮胎机适用于制造滚轮模具，备装置先进的分度盘使其能持续加
工。R轴由微电脑控制，分割精密度可达1/1000度。

另外，该公司的双头放电加工机装有旋转式阀门及安全开关，以符合操作
安全的要求，并以FC-35铸材制造，提升耐用度并防止变型。该机器X、
Y、Z三轴采精密滚珠螺杆，同时加装伺服马达与控制器即可成为自动化机
器。此外，该机台的电器箱使用8051单芯片，稳定耐用。

倍速特在产品质量方面的
坚 持 ， 使 其 已 获 得 C E 与
ISO9001:2000的认证肯定。
据该公司表示，全台湾90%的
的轮胎模具厂都采用该公司的
轮胎机，客户包括全球知名的
正新轮胎。该公司年营业额约
新台币1亿元，外销占50%。

Best EDM Tech. Co., Ltd.
Address: No. 112-57, Qingguang Rd., Wuri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414Tel: 886-4-2335-2433
Fax: 886-4-2335-2283
E-mail: bestedm@ms12.hinet.netWebsite: http://www.bestedm.com/



富尚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精各式工具机

富尚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台中市西区403大隆路20号5楼之4

电话: 886-4-2323-3016

传真: 886-4-2323-2826, 2323-8341

电邮: bematoco@ms11.hinet.net

公司网页: www.e-bemato.com

成立于1976年的富尚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营销全球的工具机供货商，其产品包括车

床、铣床、钻床、磨床及锯床等。

敝司将在2013年3月5日至10日举行的台北

国际工具机展（TIMTOS 2013）推出几款独

特机种，其中包括立式车／铣床、内圆磨

／车床，取芯钻床和雕／铣床。

此立式车／铣床有一可同时做车、铣加工

的专利刀头，有助于提高机台的生产效

率。此内圆磨／车床属于数控双主轴机

种，可同时进行车削及磨削作业。

敝司的取芯钻床是一具有大直径空心刀头

的设备，此刀头出刀时其空心部份会将钻

削工件时所产生的圆柱状金属芯带出成为

副产品，以减少废料。该刀头空心最大直径为150mm。

富尚阳雕／铣床专为学校培训计划所开发，因而具有教学用MACH3软件。此机价格经济实惠，

且操作方便及安全。敝司可提供客户完整的培训计划，包括学习C和M软件代码、CAD-CAM程序

之应用以及实机操作。

敝司的优势包括对每一个部机器在出货前做全

面性检查，以及为客户外购各式机种并尽可能

将其装满单只货柜，以降低客户之运输成本。 



美立固精机厂股份有限公司
双侧铣床、铣头

在1986年成立于中台湾台中市，美
立固精机厂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经
验最丰富的铣头以及大型模具加工
用的重型铣床制造商，产品线包括
CNC双侧铣床、横式/立式铣头、重
型卧式铣床、深孔加工机等。在秉持
「勤、诚、信」的原则下，美立固在
提升产品质量上不遗余力。

该公司自1996年开始研发CNC双侧
加工式铣床，并在2003年正式推出了
该机台。为了应付国际市场对于大型
机台渐增的需求，该公司成功研发了
HM系列双侧加工铣床，以「一次设
定，四面加工完成」为特色，尤其特
别适合塑料与钢模的制作。另外HM-20050DS6系列，则特别适合模具底座和油路块
制作。

在模具加工最后阶段设计的深孔加工机上，少有对手可匹敌美立固在这方面的专业。
该公司同样生产高规格的铣头，多用于已完成的机型上，也可分开出售。

在追求高质量的基础上，美立固成功在国际市场上建立
可靠的信誉，其大部分的铣床机都以其「Para Mill」的
品牌出口至东南亚或中国大陆市场。

美立固精机厂股份有限公司
43858 台中市外埔区二崁路78-9号
电话: 886-4-2680-0678; 2680-2542
传真: 886-4-2680-0587 
E-mail: Para-mill@umail.hinet.net 
网站: www.paramill.com 
          www.cens.com/para-mill

                       ML-08

                                                                      CL-09

                       

             CL-L90                   CL-SL

http://www.cens.com/para mill


王纪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台南市，在制作预铸钢模累积超过30
年的经验， 主要生产预力基桩、板桩模具、树脂管模具、各式水泥

施作模具等工件，并提供大型金属工件CNC车
床加工服务。

该公司生产之钢制模具，深获国内外土木工程
业界肯定，广泛用于桥梁、隧道、港口、电信
人孔箱涵、污水下水道涵管(含树脂管，树脂U
型沟)、消波块及高楼基础地桩等预铸工程。

经过多年的创新研发，王纪生产的钢制模具具
备精密度高、密合度佳与接缝处不露浆、成品
表面光滑、容易脱模的优点，大幅提升客户产
业竞争力。王纪每月可生产10组基桩钢模。

王纪另领先同业，制作可灌注聚脂树脂材质的
下水道涵管模具，具备成品表面光滑、高精密
度与密合度等特色，并可大量生产。

王纪年营业额约新台币8，000万元。目前，
内销占了总销售的9成，主要客户包括环台水
泥制品公司、振农水泥制品公司等。除了对产
品质量的坚持，王纪亦提供客户可靠的售后服
务，承诺模具新品均保固一年。

藉由丰富的预铸钢模生产经验、不间断的研
发，王纪累积了相当数量的国内外专利，欢迎
具客制需求厂商洽询合作互利。

Wang-Ji Machinery Ind. Co., Ltd.
台南市新营区太子宫太北里44-36号
No. 44-36, Taibei Village, Xinying Dist., Tainan City 730, Taiwan
Tel: 886-6-652-8810,  886-6-652-0398
Fax: 886-6-652-0395
E-mail:serenechou@gmail.com

王    纪 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Wang-Ji  Machinery Ind. Co., Ltd.
专业产制各种预铸钢模、预力基桩、板桩模具



晟丰机械机有限公司
油压剪刀式升降平台、货柜卸货平台、万能油压折
床、油压式压床、送料台车

晟丰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专门生产各式油压剪刀式升降

平台、油压式压床、自动化物流设备及相关产品，是台湾该类产

业中的绩优厂商之一。

晟丰早期以生产油压自动化设备，在1999年开始积极和国内外知

名大厂合作，投入自动化物流设备的研发制造。该公司后来成功

开发出台湾第一部国产的「货柜、货车可调整式卸货平台」而声

名大噪，这个领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优越地位。这部卸货平台能

够克服无货柜月台设施的场合，使堆高机可迅速完成装卸，同时

可以配合场地特性，选择机坑方式或无机坑方式配置。另外亦可

遥控操作。其最大卸装货量可达50吨。

为成为世界顶尖企业，晟丰将最极致的质量追

求视为职志。该公司从1999年开始便积极导入

ISO国际质量管理系统及丰田5S质量管理机制，

从而成为台湾第一家获得ISO-9001品保认证的

油压式剪刀式升降平台厂商。紧接着，该公司

从2002起着手CE认证的取得，陆续完成其自动

化设备的认证。

晟丰的产品线种类丰富，包括了中、重载重型卸货平台、升降平台（共有一、二、三阶段式三种不

同设计）、双叉升降台、高空作业台、送料台车、升降台车、上货柜专用升降平台、万能油压折

床、油压式压床、100吨油压平台拼板机等，以自有品牌Fleet营销全球。其产品优异的功能性、实

用性及质量，已获得世界各地买主的赞赏。

晟丰机械有限公司
515 台湾彰化县大村乡美港横巷13-52号

电话：886-4-852-3698

传真：886-4-852-6022

电邮：service@fleetlift.url.tw

网址：www.fleetlift.com



油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You Ji (油机)品牌营销市场近三十年，产品线包括立式/卧式车床、立式/卧式加工中心机、落地式搪铣床等机型，产品销

售至全球各地，主要客户涵盖个个产业领域的领导厂商，是少数能以自有品牌营销全球的台湾企业。

为实现永续经营的企业目标，油机公司以核心研发能力为基础，不断地开发符合市场期望的新机型，扩充产品线的广度，其中，立式车床系列更成

为业界龙头，直接与欧日等先进制造厂商竞争，侵蚀其固有市场，未来将继续投入研发新机种，并持续拓展现有产品线的深度，以巩固领导者地

位。

油机公司透过合理的产销成本管控与质量控制，产制符合客户期望的最佳机型。该公司采接单后生产模式，产品的主要模块均为自行研发再发包制

造。有效的供应链管理与弹性制造能力，使油机公司能保持高度的弹性，以因应不同的客户加工需求。目前油机公司在立式车床拥有全世界最齐全

的机种，加工夹盘直径从200mm到8,000mm，是台湾立式车床最早通过欧洲CE及EMC的认证，也是最早进入欧美市场的厂商。

为了不断的推动技术升级，油机公司与德国HEADTEC公司合作落地式搪铣床主轴研发，采用德国高科技精密加工制造技术，来提升机器的刚性及加

工精度，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机械服务部门，共同研发落地式搪铣床的动、静态有限元素分析与机电整合方案，使机器的机构及控制器达到最佳

化。

油机去年在台湾与大陆两地投入10亿元资本扩充产能，其中，台湾厂新建工程，已向台糖租用4.7万坪土地，第一期先兴建1.2万坪厂房，大陆昆山

厂则已完成3栋厂房9,000坪的增建工程，并且开始启用。

着眼未来，油机的主要目标客户有绿色能源产业、航天业、船舶制造业、轨道车辆业、重型冶金机械业、采矿设备业、建筑机械业等，目标产业对

机械需求以大型化及        复合化机械为主。因此油机公司将专注在大型及超大型立式车床、大型五面加工中心机、及大型落地式搪铣床等机型的

研发与设计。

You Ji Machine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  台湾高雄市路竹区竹园里环球路9 2号

No.92, Huanqiu Rd.,Zhuyuan Vil., Luzhu Dist.,Kaohsiung City 82142, Taiwan
Tel: 886-7-6953061                                    E-mail: youji@ms15.hinet.net
Fax:886-7-6953189 , 886-7-6933301        Website: www.youji.com

You Ji Machine Industrial Co., Ltd.
油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立式/卧式车床、立式/卧式加工中心机、落地式搪铣床

增建新工厂已启用，位于高雄市路竹区，占地15.5公顷，
研发生产高精密工具机。



Tsan Hsin Industry Co., Ltd.
地址: 台湾台中市太平区永平路二段326号

N o .  3 2 6 ,  Yu n g p i n g  R d . ,  S e c .  2 , 
Taiping Dist., Taichung City 411, Taiwan
T e l :  8 8 6 - 4 - 2 2 7 5 - 5 8 1 1
F a x :  8 8 6 - 4 - 2 2 7 0 - 0 8 0 0
E-mail: tsanhsin@tsan-hsin.com.tw
We b s i t e :  w w w. t s a n - h s i n . c o m . t w

璨鑫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各式油压拉床

从1982年成立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的璨鑫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产制各式油压拉床，并于2005年5月取得CE认证，由于产质

量精良，已受到全球各知名汽机车零件制造厂商指定使用。

该公司表示，只要量产的产品都适用拉床机器设备，产业应用

范围非常广泛，如汽机车零件(齿轮、键槽、煞车系统等)、自行

车零件、轮船(螺旋桨、舵等) 、计算机零件(散热片)、运动器材

(漆弹枪)及手工具(开口板手、螺丝)等产业。为感谢厂商的支持

与爱护，该公司不断研发更高质量、效能的拉床设计，提高拉

床的实用性能，使之愈加卓越、完善，以因应客户广大需求。

多年来，该公司在质量的掌控上已深受业界使用者的肯定，秉

持服务热忱，客户至上，精益求精是公司上下同仁的一贯宗

旨。

璨鑫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内径机械以TH-3X600、TH-

5X1000、TH-7.5X1300等为大宗，外径机械以TH-800X235、

TH-1000X350等为大宗，一台机械生产计划从60天至120天不

等。

目前璨鑫公司内外销比例约30:70，另有在海外设厂

台商，也是经由国内购买出口至海外生产。该公司

知名客户厂商，包括台湾的光荣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大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正道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STANLEY，意大利BETA，美商NRH，日商EXEDY等。



久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网机械、金属输送网机械、刺丝成型机、金属网制品等

久恩企业成立于1987年，为台湾深具经验的金属网机械与金属网制品专业制造厂商。该公司现
拥有一家机械制造厂以及六家相关金属网生产工厂，提供全球客户最广泛的专业服务。

此公司供应式样齐全的机械设备，包括扩张网机、冲孔网机、输送网机、菱形网机、刮刀刺丝
成型机、六角网机、各式金属输送网机及收料机等。利用机械设计及制造所累积的丰富经验，该
公司出产质量最佳的机械，以满足全球客户的各种需求。近年来其机械产品已成功销往日本、北
美与欧盟等地。 

其现有机种款式多，可配合大量、小批或多样制造等不同需求，并协助客户生产低成本、高
质量的产品。产品中包含世界最快速之扩张网机，可承制各项规格金属网，宽度从300至3,100 
mm，厚度可达10mm。

该公司各系列机器均具人机操作接口、免维修伺服马达与最先进的进料系统等特色，堪称业界
最可靠、最具效率机种。并导入欧洲与日本合作伙伴之机械设计技术，机械的设计与功能达国际
水平。所有机械产品均容易操作，不仅维修成本低廉，生产效率也非常高。

久恩已于上海设立其第三处海外生产据点，生产机械零件、金属输送网等产品。目前其产量之
60%外销，主要销往美洲与中东地区；其余40%内销，并享极高市占率。久恩已通过ISO 9001认
证，并将持续提高产品质量与管理功效，保持市场竞争力。

久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8 1 4  高 雄 市 仁 武 区 八 德 二 路 8 9 号
89 Bade 2nd Rd., Renwu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814
Tel: 886-7-373-7800              Fax: 886-7-373-7900
E-mail: jec@junen.com.tw     
Website: http://www.junen.com.tw



全立发机械厂股份有限公司

Chuan Lih Fa Machinery Works Co., Ltd.
プラスチック射出成型機、 金型仕上げ用プレス

全立发机械厂股份有限公司自1966年创立
以来，即以研发塑料射出成型机，著称

于业界，本着「质量第一、技术领先」的宗
旨，持续致力于质量改良与技术的创新，并提
供客户最完善的服务，以期创造客户最大的
利润。近年来环保与节能议题兴起，于是该
公司着手于电动机的研发，已成功开发完成
120AE~450AE系列，在食品薄壁容器、医疗
器材、及精密电子零件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实绩
与口碑。

   在超大型机器方面，全立发公司除了在既有
的内、外曲手两种锁模系统外，又新开发双模
壁复合锁模系统，除了可降低机器整体重量，
减少机器使用面积外，同时降低成本与运输费
用，并回馈于客户，进而达到环境保护与节能
减碳的目的。在使用上，除了可减少曲手机构
的润滑油使用量，且没有曲手与布司之间因磨
损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最重要的是各支柱间受
力完全平衡，可对模具提供更好的保护。

   另外，在此系列开发之初，即评估过各大品牌的优缺点，再加上独有的创新设计，相信在机器的性
能与质量上，绝对有独特卓越之处。

   在传统油压机之节能省电系统方面，全立发公司更投入大量人力，收集市面上所有知名的伺服省电
系统，并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伺服控制器，并经过在同台机器上作长时间的性能测试与比较，提供C/P
值最高与最稳定的系统给客户作选择。

   异业结盟、整厂输出一直也是全立发公司努力的方向，弹性配合客户共同开发新产品的技术制程与
客户共同成长。

Chuan Lih Fa Machinery Works Co., Ltd.
台湾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南路360巷17号
No. 17, Lane 360, Chungcheng S. Rd., Yungkang Dist., 
Tainan City, Taiwan 710
Tel: 886-6-253-2111         Fax: 886-6-253-3311
E-mail: clf@clf.com.tw
Website: www.clf.com.tw



虹钜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切削刀具的研发及营销生产，在台湾是一家具有营销全球能力的专

业制造厂。

虹钜强调高水平的刀具制造技术为其主要竞争核心，而其技术结晶，则是源

自长久以来对刀具生产，必须百分之百符合欧洲原厂刀具制程的坚持。

为了制造国际一流质量的刀具，虹钜选用高质量的德国钨钢原料，并不惜耗

费巨资，从德国及瑞士引进6轴CNC刀具磨床等高精密机械。此外，该公司

也学习瑞士先进的镀膜技术，并选购德国光学检验设备，希望确保其产品能

够以优异的质量及寿命，为顾客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刀具损耗成本，以增加

获利。

该公司的产品线有多种规格的切削刀具，包括立铣刀、圆头立铣刀、微小径

圆头立铣刀、长柄圆头立铣刀、铝用立铣刀、综合切削工具机、魔劲系列刀

具、高速高度度加工刀具、泛用型立铣刀、软金属加工刀具、魔杆、钨钢铣

刀、钨钢钻头，钨钢纹刀等。

该公司由于坚持提供顾客最好的服务及合理的价格，因此已成功将其产品出口至三十多个国

家，并以自有品牌HGT营销全球，其产品已经广泛地应用在3C产业、半导

体产业、医疗器材、航天工业及精密模具等。

虹 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立铣刀、圆头立铣刀、微小径圆头立铣刀、长柄圆头
立铣刀、铝用立铣刀、综合切削工具机、刀具

虹钜科技有限公司
50852 台湾彰化县和美镇新庄里东发路86号
电话：886-4-736-2725
传真：886-4-736-8357
电邮：service@hgt.com.tw
网址：www.hgt.com.tw
            www.hgt-endmills.com 



SUPERSEN 
Gas Spring Specialists

Super Sheng Enterprise Co., Ltd.
No. 6, Lane 151, Minsheng St., Sanhsia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23741 

Tel: 886-2-2674-3021

Fax: 886-2-2672-2009

Email: supersen@ms14.hinet.net

Website: www.supersen.com.tw

Website: www.supersen.com

琥盛企業有限公司在1980年成立於台灣新北
市，是一家生產氮氣缸及相關零配件的專業
製造商。

琥盛早期主要生產用於汽車及巴士用的氮氣
缸及氮氣缸配件，並供應日系車廠，例如本
田、日產及豐田等在東南亞的OEM廠。後來，
該公司認知到氮氣缸的應用範圍日益增加，
因而決定將其核心業務從代工，轉向專業研
發製造，藉以將SUPERSEN的商標推廣至全球
市場。

這項策略在後來為琥盛帶來穩定、快速的成
長。該公司強調，其所生產的氮氣缸已經銷
往全球五十多個國家並遍佈五大洲；在許多
不同的領域裡，如板金工業、金融設備業、
機械工業、車輛工業、自動化系統等，都有
忠實的客戶群。現階段來看，該公司毫無疑
問地已經成為一家具國際競爭力的氮氣缸供
應商。

琥盛的產品現包括各種尺寸及規格的氮氣缸、
氮氣彈簧、氣壓棒、氣壓棒各式接頭配件等。其產品擁有SGS品質認證，並符合歐盟RoHS規範。此外，該公司
也取得ISO 9001及美商鄧白氏認證。

目前琥盛每年有80%的產品外銷，其中亞洲佔25%、紐澳地區20%、美國及加拿大10%、歐洲15%及中東10%。另
外，該公司也擁有11家OEM客戶，包括英國NCR集團、德國IKA、美國EXTRON、阿拉伯SCHNEIDER等國際級企業。

該公司的產品，除了擁有可靠的品質及合理的價格外，也提供詳細的中、英、日版本安裝注意事項及說明書，
因而廣泛受到客戶信賴。



省权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于1994年成立于中

台湾的彰化县，提供

自动化零件贩卖、棒

材设备检修服务，经

由不断提升生产与研

发能力，该公司以自

有品牌推出的棒材设

备已获得国际肯定，

并得到ISO9001:2000

认证。

省权拥有一系列的棒材生产设备，包括复合式伸棒机、圆棒

卷削机、矫直机、压延机、倒角机、抛光机等，其专业的研

发人员亦欢迎客制化需求。

该公司采用高效率的量产流程以减少成本开支，并提升出货

速度，也让其产品的性价比拥有与日、德等国一较长短的水

平。除采用自有研发技术外，省权也自国外引进先进技术。

由于长期对高产品质量、保养便利性、快速出货的坚持，该公司产品目前已获德国、

美国、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与东南亚等国大厂的青睐，销售足迹遍及世界。

省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棒材生产设备 (铁制/ 非铁制)

省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05 彰化县鹿港镇辅导路360巷17号
电话: 886-4-758-8533 
传真: 886-4-758-8500
E-mail: tw-sc@msa.hinet.net 
网站: www.tw-sc.com.tw 

复合式伸棒机

卷削机

卷削加工

由于长期对高产品质量、保养便利性、快速出货的坚持，该公司产品目前已获德国、

不规律棒材加工



益光机械木型有限公司创立于1975年，目前为
台湾地区颇具规模的各类机械、铸造之木模专

业制造公司。拥有射出机、帮浦、蝶阀体、油压机
体、工作母机、螺丝母机、挤型机、管模，乃至于
世界推崇的风力发电机组件等各种木模的开发制造
经验。

为了因应绿能产业的需求，益光公司正在扩建新
产线，并与印度Suzlon、西班牙Gamesa、美国
Enercon等世界级公司合作开发市场。其中，该公
司已供应一系列涡轮木模给Suzlon公司，供应齿轮
箱及轮毂给Gamesa 和Enercon公司。此外，并已供
应帮浦和阀木模给荷兰Flowserve公司。

益光公司是台湾最专业的风机组件木模开发业者，
新近开发完成的树脂、玻纤技术，使其制造技术得
以更上一层楼。

为产制更大型木模，该公司最近引进大型CNC机
械，模具加工行程可达8 X 8 X 2.5公尺，继两年前完
成的3MW涡轮木模之后，不久的未来将开发5MW以上的产品。

益光公司采用的ATOS系统，可轻易追踪3D模型和实体对象间的误差。该系
统已普遍被应用在航天工业追踪对象形变和尺寸大小上，由于采用这套精
密系统，该公司可充份确保产品符合客户对误差值的要求。

Yih Guang Machine Pattern 
Maker Co., Ltd.
地址: 台湾台南市永安路95巷21号 (和顺工业区)
No.21, Lane 95, Yeong-an Rd., Annan Dist., Tainan, 
Taiwan.
Tel: 886-6-356-3276/7; 356-5711
Fax: 886-6-356-3279
E-mail: yg.machine@msa.hinet.net
Website: www.ygmachine.com.tw

益光机械木型有限公司
Yih Guang 
Machine Pattern Maker Co., Ltd.    木模型



富昱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公元
1976年，主力研发废料回收再生

机、各式塑料射出成型机及押出机。富
昱山总部位于南台湾台南市，历经多次
扩产，目前厂房已扩建到15,000平方公
尺。

目前该公司的主要产品，可概分为塑料押出机、废料回收抽粒机、全自
动押射楦头制造机、注塑成型机、淋膜机、外围设备等。

富昱山主力研发的废料回收再生机，可根据客户不同的废料，无论是干
粉状、湿粉状、薄膜、薄片、角料等，皆可经由不同设计的螺杆熔解，
并押出优质的胶粒。在设计押出抽粒机的同时，并研发押出系列机器，
如PVC制管机及板材制造机与单条（双条）打包制造机等。

该公司除了有押出设计的能力，并
融合了射出机器的技术，得以开发
押射楦头制造机、并可一体成型模
射6公斤重的楦头，在95%的组织里
无汽泡，相继也成功开发设计了大型
1,600吨计算机控制射出成型机等。

Fu Yu Shan 
Machinery Works & Co., Ltd.
台湾台南市安南区安中路一段619巷73号
No. 73, Lane 619, Anzhong Rd., Sec. 1, 
Annan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709
Tel: 886-6-256-0421, 255-9574
Fax: 886-6-256-8063
E-mail: fys6688@ms35.hinet.net
Website: www.fuyushan.com.tw 

富 昱 山 机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PVC异形押出机、塑料押出机、塑料射出成型机、
淋膜机、废料回收抽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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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仟岱有限公司
永 磁式煞车器、磁滞式煞车器、
电 磁式离合器与煞车器

仟岱有限公司在1984年创设于台湾中部，以制造各式

电磁式离合器与煞车器见长。

该公司主要产品为各式标准型与客制电磁式煞车器及

离合器，包括永磁式煞车器、磁滞式煞车器、电磁式

安全断电煞车器、微小型电磁式安全断电煞车器、电

磁式离合煞车器组、干式单板电磁式离合器与煞车

器、微小型干式单板电磁式离合器与煞车器、磁粉式

电磁离合器与煞车器、碟式煞车器以及湿式多板电磁

式离合器与煞车器等。

仟岱拥有先进技术与专业研发团队，每年还提拨百分之十营收作为开发新产品基金，鼓励工程

师群积极提升产品质量。此外，该公司更采用高导磁率、低残磁材料与磨擦系数高、低磨耗之

高级非石棉来令片，藉以提高质量，延长产品

使用寿命。

除荣获ISO-9001:2000认证外，仟岱产品更符

合RoHS、CE及UL规范，使该公司成为优质供货

商。

目前，仟岱现有三个厂区，员工150人，每月

固定产量为60,000件。以「仟岱」为商标名，

所生产的产品七成外销至全球市场，多销往欧

洲、美国及日本；另三成则营销台湾。年营业

额达1,200万美金。 

仟 岱 有 限 公 司
41462台中市乌日区溪南路一段460巷305号

电话: 886-4-2335-3024

传真: 886-4-2335-4027

电邮： ct.sales@msa.hinet.net

http://www.chaintail.com

师群积极提升产品质量。此外，该公司更采用高导磁率、低残磁材料与磨擦系数高、低磨耗之

高级非石棉来令片，藉以提高质量，延长产品高级非石棉来令片，藉以提高质量，延长产品

使用寿命。

除荣获ISO-9001:2000认证外，仟岱产品更符

合RoHS、CE及UL规范，使该公司成为优质供货

商。

目前，仟岱现有三个厂区，员工150人，每月

固定产量为60,000件。以「仟岱」为商标名，

所生产的产品七成外销至全球市场，多销往欧

洲、美国及日本；另三成则营销台湾。年营业

额达1,200万美金。 



麦帅科技有限公司
点焊机、直线自动焊机、自动定位旋转台、
雷丝熔接机、电浆切割机

麦帅科技有限公司 
41257 台湾台中市大里区东兴路631-1号
电话：886-4-2407-0628
传真：886-4-2407-2849
电邮：may.shuay@msa.hinet.net
网址：www.mayshuay.com  

麦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台湾一家在
专业用焊接机及相关外围设备领域里，成长相当
快速的厂商。

自从在2002年出口第一批焊接机至东南亚市场
后，麦帅科技已经在短短十年间，陆续成功打入
中东、美国、俄罗斯、欧洲及中南美洲等海外市
场。这种在全球市场里所达成的惊艳成就，就是
该公司长久以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地为客户研
发创造高效率焊接机、自动化整厂机械设备，以
及外围设备的结果。

当初为了迅速在海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麦帅科
技持续提升生产技术及制造设备，同时陆续购置
先进的测量设备，且定期调校、保养，以确保设
备效能符合国际标准。除此之外，该公司也着重
研发能量的累积，因此逐步引进计算机软件，并
聘用经验丰富的设计工程师，开发出顺应市场潮
流的新产品，

持续于海外市场热销的SW系列金属钢带裁接机，
就是该公司的技术结晶。这部机器具有专利结
构设计，采用油压双刃，能够快速裁剪、焊接、
连接钢带。使用者能够利用手动、油压操作的方
式，将钢模夹住，而模具能够自动对准中心，提
升工作效率。

另外，这部机器采用精密马达控制、及变频式氩焊机，能够确保焊枪移动稳定、精确，并提
升焊接质量，因此相当适用于制管、滚轮成型台生产线、及连续冲压生产线等工业用途。

该公司的产品还包含不同规格的直线自动焊接机、自动定位旋转台、点焊式焊接机、自动焊
接机、氩焊接机、CO2焊接机、电离子电浆切割机、变频式氩焊机、电射焊接机、金属钢带整
平、分条及裁剪机、轮焊机等。

另外，这部机器采用精密马达控制、及变频式氩焊机，能够确保焊枪移动稳定、精确，并提



羿  荣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精铣床头、搪铣头、万能头、90度铣头、铣床配件

羿荣实业是一家专业铣床头制
造厂，产品规格范围广。虽

然该公司成立于1993，至今约二十
年，但该公司创办人林敏雄从事铣
床及龙门铣床制造已超过四十年。

羿荣实业主要产品包括龙门铣头、
搪铣头、万能头、90度铣头、专用
机铣削头以及铣床配件等，并有多
项产品的新型设计已在台湾及中国
大陆获得专利。

由于产品质量深获客户信赖，羿荣
已经和多家工具机业者形成长期配
合伙伴。

羿荣的产品以代工设计(ODM)为

主，代工制造(OEM)为辅。
近年来，该公司也大力推广
Elong自有品牌，销售稳定成
长，市场以中国大陆为主。目
前，该公司已在深圳、广州、
上海、东莞、武汉及江苏等地
签下代理商。

在向客户确认图样后，羿荣大
约四十天后即可交货。

羿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No. 11, Lane 284, Chengxing Rd., 
Taichung, Taiwan 401
Tel: 886-4-2212-7979
Fax: 886-4-2213-7979
E-mail: timlin@elong-co.com  



宗圆科技有限公司 Tzung Yuan Technology Co., Ltd.

数字微电脑控制平衡机

宗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
前身为1980年创立的「伍宗电机

有限公司」，是台湾一家高水平的平衡
机制造商，拥有超过30年实务经验。

     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宗圆对于持
续研发符合市场潮流的平衡机，有着绝
对的坚持。该公司于数年前开发出第一
部标准微电脑型立式动平衡机，正式从
传统平衡机，跨入数字计算机控制型机
种的制造，也因此在业界建立了优势地位。

专为转轮、飞轮、齿轮、砂轮、离合器、扇叶、吊扇、马达转子、扇热风扇、木工刀具、刹车盘、排油烟机、帮浦
叶片等圆盘型回转之动力均衡测定及修正而设计，拥有操作方便的人机接口，支持Windows XP/Vista操作系统，
以窗口显示各种设定及量测结果，具200组对象管理系统，并能够自动将对象，从不平衡角度调整至所设定的位
置。另外，使用者也能够预设工件的平衡值，以合格及不合格指示。所有定位及量测都是由计算机控制，并可由一
个简单的开关启动。该部机械在质量及功能性的表现上，完全不输市面上的竞争机种。

现阶段，宗圆的主要产品包括：五工位转子自动平衡切削机、二工位转子自动平衡切削机 、汽车剎车盘自动平衡
切削机 、转子自动平衡自动打印机、触控立式自动定位平衡机、向量显示型立式/卧式平衡、剎车盘自动平衡切
削机、自动定位平衡机、木工刀具专用平衡机、大型动平衡机可至20吨、高转速破坏机、四方型计算机扇叶平衡
机、运动器材设备、转子校正平衡机、DC电源供应器、数字转速计、相关的机械零配件及A+B平衡土、转子高转
速平衡土。

为了满足客户，该公司自行成立「平衡量测实验室」，代客现场量测机械振动和平衡校正，实验室内所采用的先进
分析及测量仪器，都已通过ISO/IEC 17025认证。

宗圆由于拥有多年的技术优势，同时秉持对质量及客户服务的坚持，因此在美国、日本、菲律宾、伊朗、印度、印
度尼西亚、越南、杜拜、中国、香港、瑞典、马来西亚、泰国等海外市场，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并于中国设有服务
据点，以加速拓展国际市场的脚步。

Tzung Yuan Technology Co., Ltd.
No. 60, Lane 523, Zhongzheng Rd., Sec. 3, Rende Dist., Tainan City 717, Taiwan
7 1 7  台 湾 台 南 市 仁 德 区 中 正 路 三 段 5 2 3 巷 6 0 号
Tel: 886-6-272-5000                           E-mail: tzung.hsin39@msa.hinet.net         
Fax: 886-6-207-1000                          Website: www.tzungyu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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