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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 聖州企業 ( 泰國 ) 股份有限公司
 FORMOSA SOUNDING (THAILAND) CO.,LTD.

3D 專用型立體汽車踏墊 - 3D PERFECT FIT FLOOR LINER

楊明舜  董事長

　　聖州企業成立於 1985 年，持續探究汽車內飾件的

無限可能，前瞻思索何以完美結合汽車美學與安全效

能，專心致志於汽車配件之研發、生產、製造到拓展

全球銷售據點。

　　聖州企業創辦初衷為給予車主安全至上的行車安

全，並與全球車廠同步流行最新趨勢，立志成為最貼

近消費者的全方位汽車配件企業。旗下 3D® 牌立體汽

車踏墊，以獨家專利「MAXpider 神爪」安全止滑效能，

取得近 40 國專利，先後陸續榮獲臺灣、德國、美國、

瑞士等設計大獎，今年新增榮獲泰國海外

台商精品金質獎等殊榮。

　　

　　聖州公司 3D® 商品品項包含車內飾件

與車外飾件，車內飾件有立體汽車踏墊、

後廂墊，車外飾件有戶外露營用品、多功

能車頂行李盤、車頂行李架，企業也有專

業 ( 委託 ) 代工、原廠委託設計代工、產品

開發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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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 和成菲律賓公司
 HOCHENG PHILIPPINES CORPORATION

LENUS ( 臉護士 ) 智能防疫防護裝置 - LENUS INTEGRATED ANTI-VIRUS GUARD

邱柏君  董事長

　　HCG 和成衛浴公司創立於 1931 年，為臺灣本土

最大衛浴設備生產工廠。公司配合臺灣政府第一次南

下政策，於 1995 年在菲律賓投資設廠，生產衛浴設備

及開拓 HCG 品牌，經過 25 年深根經營，已成為菲律

賓衛浴市場第一品牌，市場佔有率超過 30%。

　　和成企業整合集團內各事業體資源，並利用臺灣

產業在高科技電子零組件 &AI 人工智慧的優勢，配合

臺灣業界最頂尖的廠商合作，推出「LENUS 智能防疫

機」；該智能防疫機整合人臉辨識、體溫偵測、自動

酒精噴灑及自動門控系統等，是集合多樣功能於單一裝置的防疫一體機，在外觀上以造型簡

潔、流暢線條為主要設計，安裝容易，並可連結住宅與商辦大樓的門控管理，具備空間優化

之功能，亦能節省防疫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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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坐墊 - COMFORT PLUS SERIES

蔡文瑞  董事長

　　鋒明國際集團創立於 1970 年，主要為自行車座墊

專業製造廠，市場占有率為業界第二，產品遍及法國、

義大利、日本、美國、泰國、柬埔寨、菲律賓、東歐等。

鋒明國際集團致力於高效能產品的研究開發及品質管

理，從開模、沖壓加工、塑膠射出、PU 發泡製作、印

刷高週波加工、針車、雷射處理、編皮成型、組裝及

行銷，透過垂直整合的一條龍系統，有效地執行完整

任務。

　　鋒明國際集團也積極透過 CSR 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長期致力於落實綠色環保，關注

生態環保，堅持所有製程都使用符合國際環保規格的無毒原料生產，並取得公正的第三方之

認證及測試。鋒明國際集團也積極參與當地社會，不遺餘力地善盡企業的責任，致力於人文

關懷。公司全員環保、建造全廠雨水回收、循環再利用系統、使用太陽能熱水系統，也鼓勵

員工騎自行車上下班，降低碳排放量，落實推動綠色環保愛地球的概念。

越南 | 鋒明國際集團
PRO ACTIVE GLOBAL VIETNAM CO., LTD.

　　尊重環境是鋒明國際集團永續經營與

關注人類健康生活的根本基礎，為了製造

出安全高品質的運動器材，鋒明國際集團

是 全 球 第 一 家 擁 有 SA8000、ISO9001、

ISO14001、ISO45001 四 項 國 際 認 證 的 自

行車坐墊專業製造廠，也是全球最大的單

一座墊。鋒明國際集團研究坐墊創新設計

概念 DDK COMFORT PLUS，源自於 65%-

95% 的騎乘者於自行車騎乘時，會因長時

間的騎乘而導致坐骨壓迫會陰部，進而影

響騎乘舒適度與騎乘效能 (performance)。

今年榮獲海外臺商精品金質獎殊榮之自行

車座墊產品，其創新設計概念 ( 減壓 / 減震 )

可提供騎乘者依據坐骨的寬度與騎乘的角

度，來選擇適合自己的舒適坐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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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 PT MUJUR KURNIA AMPUH
(MUKURA CERAMICS)

石英磚窗花 - PING & PONG

翁啓國  董事長

　　Mukura 自 1985 年開始生產

各種石英磚窗花，希望讓消費者

的 家 可 以 具 有 良 好 通 風、 採 光

好、環保等健康因子，讓自我的

生活更健康、快樂。Mukura 為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石英磚窗

花的材料研究、圖案設計概念到

生產製程，每一個環節都精心設

計。

　　Mukura 在製造上，特別注重生產細節，生產過程 100% 環保，其獨有的陶工藝技術，

更為產業中的出眾者，其產品已通過及獲得多國認證，如：國際知名設計大獎 Golden Pin 

Award Taiwan(2020，2021)、Good Design Award Japan(2018，2021)、IF Design Award 

Germany(2021)。Mukura 產品均通過 ISO 9001 和 SNI 認證，並運用在住宅區、商場、辦公

室、餐廳和渡假村，如：Kuretakeso 酒店、Sinarmas、Keraton Jimbaran 度假村、四季酒店、

凱賓斯基酒店、JHL 收藏酒店、力寶購物中心、泰國大使館、Matahari 購物中心、星巴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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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 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TAIS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RP.

優力寶第三代優力褲納- UNIDRY ULTRA THIN BABY PANTS DIAPERS

戴朝榮  董事長

　　泰昇國際企業於 2001 年在越南創立，以先進的

生產設備，結合歐美、日本、臺灣製程技術生產出最

優質的產品。主要產品涵蓋嬰幼兒紙尿褲、成人失禁

系列產品、女性衛生棉及濕紙巾等，自有品牌在越南

取得市占第四，柬埔寨市占第一的佳績。泰昇國際企

業於 2017 年進軍臺灣市場，希望把優質產品分享給

臺灣消費者。

　　UniDry 第三代優力褲為泰昇最新開發商品，也是越南市場第一支超薄褲型紙尿褲，即

便厚度只有 3.5mm，它卻具有強大的吸收力，讓寶寶穿起來更合身、輕柔、透氣，在環境

保護上，UniDry 第三代優力褲因透過減低材料與製程，對環保帶來貢獻，除此之外，

UniDry 第三代優力褲也取得 GMP 和 EXPERTOX 無毒驗證等多項國際認證，在品質上值得信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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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督洋生技株式會社
 TOKUYO BIOTECH COMPANY

按摩椅 - MASSAGE CHAIR

粘振雄  董事長

　　Tokuyo- 督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2 年 1 月創

立，「督」是來自粘董事長出身於基督教長老教會家

庭的虔誠基督徒身分，「洋」是期望將事業版圖擴展

至世界五大洋。督洋早期以代理為主，一路成為擁有

融合開發、製造、行銷、生產、品保的「垂直整合健

康家電第一品牌」，秉持著「以人為本、創新卓越、

簡樸踏實、放眼國際」之經營理念，扮演全民健康管

理家，期許帶給每個人元氣每一天的願景，回饋社會。

Tokuyo 從草創初期到現在走過 20 個年頭。從員工 3

人到全球數百人，辦公室從 5 坪到數千坪，一直以來

不斷擴大服務範圍，為的就是成為全民健康管理家，期許能帶給每個人元氣的每一天。

　　Tokuyo 品保中心的儀器均有世界級或國家級實驗室 (BSMI) 認證規格，且企業研發人員

多超過 15-20 年以上經歷，代表著專業與嚴謹。Tokuyo 品牌深耕臺灣，且行銷歐、美、亞

30 餘國，二十年來已銷售十餘萬台按摩椅，可堆高 353 座 101 大樓。Tokuyo 不斷追求卓越

創新研發科技，秉持最嚴謹的態度，為消費者品質做把關，並朝向「人性化科技」、「多元

產品線」、「完整售後服務」三大方向，提供消費者最有感的感受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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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 越南凱撒衛浴股份有限公司
 CAESAR VIETNAM SANITARY EQUIP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面盆龍頭 - LAVATORY FAUCET B810CU

蕭俊祥  董事長

　　凱撒衛浴成立於 1985 年，是國內少數幾家有能力

燒製衛生陶瓷的生產商。1989 年，為因應當時臺灣社

會需求，凱撒成立貿易部門進口各國衛浴設備，擴大

產品範圍。90 年代，凱撒開始引進歐美窯燒技術與產

品設計，也在臺灣培養研發人才。1996 年，凱撒至越

南設廠，同時向歐洲衛浴製造商，購買最先進設備、

取得技術與專利，大幅提升產品品質，凱撒衛浴朝向

以歐式設計作為主要品牌發展導向。

　　「凱撒衛浴」所經營的不只是一個企業或是品牌，而是一個真誠的夢想與理念的實踐，

藉由不斷精進的技術與研發實力，矢志成為國內衛浴領導品牌；此外，「CAESAR」在越南

市場現為第二大佔有品牌，凱撒的產品藉由精緻品質與強勢行銷，讓所有的消費者都能享受

到美學藝術的設計，尤其 B810CU 產品的設計理念更融入了越南國服 ( 奧黛 ) 意象的元素，

讓其產品外觀看起來就如同身上穿著奧戴、頭頂戴著斗笠的優美越南傳統女性，使其產品更

具有文化意涵。「凱撒衛浴」期許成為越南當地居家必備的產品，將來自臺灣品牌的

「CAESAR」繼續發展，甚至打入更多國家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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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 EMERALD NONWOVENS 
 INTERNATIONAL CO., LTD.

醫用護目鏡口罩 - FACE MASK WITH SHIELD

楊菁萍  總經理

　　EMERLAD NONWOVENS INTERNATIONAL 

CO.,LTD. 在泰國成立於 2001 年，為醫療耗材用製造廠

商，OEM 合作對象均為國際品牌客戶，出口到歐美日

澳。產品區分為初階隔離衣、中階的手術衣、口罩，

乃至手術室裡高階的舖單包等預防感染耗材，且廠內

有東南亞最大的消毒廠，提供給客戶高品質的產品，

企業擁有 ISO13485 品質制度證書及 CE 產品認證，在

社 會 責 任 方 面 擁 有 WRAP 黃 金 證 書，EMERALD 

NONWOVENS 秉持品質至上的理念，用心為客戶及員

工創造歸屬感。 

此次榮獲海外臺商精品獎的「醫用護目鏡

口罩」，口罩是由四層不同材質製造而成，

符合世界級標準 - 美規 ASTM2100-19 第三

級，歐規的 TYPE IIR- 口罩上的護目片可以

保護眼睛或眼鏡，其護目片是使用杜邦的

防霧 PET 膜製造，確保光學清晰度並不起

霧，舒適柔軟的泡棉，可以提高穿戴者的

舒適度、透氣度，並可防止眼鏡或護目片

起霧，內層材質採用超柔纖維材質，柔軟

具彈性的耳帶提供牢固的連接及耳朵上的

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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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 匠威股份有限公司
 JUMPWAY CO., LTD.

高效能全功能 LED 照明路燈 - HIGH EFFICIENCY FULL FUNCTION LED STREET LIGHT

呂生意  董事長

以專門針對泰國照明專案為主。也很榮幸，

承接泰國很多百貨公司照明專案。

　　而最近幾年因為中美貿易的關係，開

始承接消費性照明產品開發，並藉由本身

優勢拿到美國通路商的大量訂單。讓公司

在疫情嚴峻的時候業績依然逆勢上揚，藉

此開始針對泰國和東南亞市場開發自有品

牌，DL 主要做產品設計 (Design) 和照明專

案 (Lighting) 希望可以變成公司品牌的一

對翅膀，在泰國和東協的天空遨翔。

　　匠威公司於早期 1990 年由董事長呂生意先生；

響應臺灣政府「南向政策」至泰國設立，初期主要

是幫台達電子，做零件代工的廠商，到後來因為陸

續增加很多製程，金屬加工製程、塑膠射出製程和

電子組裝製程。因此可以提供客戶一條龍服務，也

很榮幸在 2003 年榮獲臺灣國家磐石獎和青年創業楷

模等獎項。

　　後來看到泰國照明市場的商機所以在 2011 年投

入照明產業，初期藉由本身少量多樣的製程能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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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 利得雅公司
 　　LEADERART INDUSTRIES (M) SDN BHD

創意彩繪丫丫閥動麥克筆 12 套組 - 12CT SKETCHING & DECORATING VALVE ACTION MARKERS

劉惟祥  董事長

　　因應業務發展的需要，公司於 2017 年

在越南平陽省購置土地建造新廠並於 2020

正式運轉，一如既往秉持誠信及專業的信

念， 生 產 符 合 多 項 國 際 標 準 如 EN71、

ASTMD、REACH、TRA 等高品質的產品，

並以 ESG 企業責任、永續投資的經營理念，

為員工提供最好的福利，為客戶提供最佳

的 服 務； 同 時， 公 司 也 獲 得 如

ISO9001:2015；ISO14001:2015，ICTI-

Class A 等多項國際認證。利得雅企業的使

命：透過最優質的產品和最全面的服務來

滿足顧客的需求，減少製造過程中對環境

的影響、照顧員工並回饋社會。

　　利得雅企業於 1989 年在馬來西亞柔佛州成立，

專注於設計與製造教育用途之彩色筆及辦公室用筆，

是東南亞最大的彩色筆製造商，供應全球 60 多個國

家的知名品牌，產品更分銷超過 100 多個國家。30

多年來公司穩定的成長及發展，至今擁有超過 200

臺製造機器和超過 600 名員工，並持續致力於技術、

品質和成本上能有更卓越的表現，追求成為全球最

好的彩色筆領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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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產品不僅適用於各種建築的美學

和設計，各類產品和生產均通過 ISO9001-

2000 的認證，完全符合中國國家 GB 檢測

標準、臺灣 CNS 以及日本 JIS 國家工業標

準，同時也是一家通過 ISO14001 認證的

企業，提供一系列通過新加坡綠色標籤和

SIRIM QAS 生態標籤認證的環保產品，性

能水準也都在國際質量和安全標準以上。

　　長期以來憑藉著對自身品牌的愛護、

專業的鑽研精神、創新的研發、完善的產

品線以及出眾的技術和系統的解決方案，

使得鈴鹿企業目前已成為多個地區的國際

供應商，且產品在世界獲得高度信賴及美

譽。

馬來西亞 | SUZUKACOAT (M) SDN BHD

司曼特裝飾塗料 - STRATO TEXTURE PAINT

魏早增  總裁

　　SUZUKA® 鈴鹿品牌創於 1945 年，起源於日本，1977 扎根臺灣，專注於研發各種石材

飾面、防水材料、紋理塗料，具有多年特殊建築塗料調配經驗，在馬來西亞、泰國、上海皆

設有製造基地和研發機構，提供適用於家庭內外裝飾、辦公室及各種商業場合等新穎、多樣

且耐用的質感型塗料和仿石產品，並藉由提升產品對紫外線損害、滲水、灰塵和污漬的防護

力，大幅降低使用者後期的維護成本，成為東南亞領先的建築材料製造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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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 泰晶造漆股份有限公司
 THAI JARAS PAINTS CO., LTD.

ARCUS 水性乳膠室外漆 - ARCUS EMULSION EXTERIOR PAINT

郭仲揚  總經理

　　泰晶造漆企業會持續追求卓越，帶領

團隊開發更安全更優質的塗料產品，擦亮

泰國台商的招牌，讓世界看到臺灣，看到

泰晶。

　　泰晶造漆企業於臺南發跡，深耕泰國市場 20 年

之久，為涵蓋工業、汽車、建築的台商油漆塗料企

業。產品有防鏽漆、防水漆、防火漆、客製化工業

漆等。於 2019 年開發了新產品線 ARCUS 水性乳膠

漆，企業擁有的高端開發技術、自營自銷的優勢，

以及 ARCUS 水性無毒無汙染且環境友善等優勢，為

千禧世代消費者打造了符合需求與期望的產品，加

深客戶對品牌的信賴與喜愛。企業願景是成為全方

位色彩油漆專家，開發更安全更優質的塗料產品，

為客戶打造更美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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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立體醫用口罩 - LINK CARE 3D SECURE FIT FACE MASK

林明惠  董事長

　　此次獲選的 3D 立體醫療口罩具有當地設計專利權及醫療字號，也通過多項國際檢測項

目，在超商、量販店、藥妝店及連鎖藥局等廣泛銷售，深獲消費者喜愛。目前積極擴展海外

市場，已陸續向臺灣及東南亞各國申請商標及醫療字號註冊。

　　Winbest Industrial Co.,Ltd 於 1989 年響應南向政策赴泰國投資設廠，長年致力於各項

產品研發，並進行製程改善與合理化，以提升服務品質與經營績效。近年來力求升級轉型，

故由傳統製造產業跨足醫療產業，並於 2016 年創立自有品牌 Link Care，自行開發設計、生

產及銷售多項居家照護產品，持續深耕當地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