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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與使命

� 擁有高技術能力的沖壓零件供應廠

提升專業、成熟的核心技術價值，超越顧客預期

� 客戶忠實的企業成長夥伴

前期參與 、 全力配合、與客戶雙贏前期參與 、 全力配合、與客戶雙贏



永仁工業公司概要

� 公司與工廠地址︰桃園市龍潭區高楊南路238巷126弄2號� 公司與工廠地址︰桃園市龍潭區高楊南路238巷126弄2號

� 成立日期︰1973年

� 供應客戶︰裕隆/日產汽車,納智捷汽車,中華汽車

� 經營範圍︰

� 鈑金沖壓件之開發設計、沖壓、焊接、組立。

� 主要產品： (1)汽車零組配件﹝儀表橫樑、天窗、鋁製前
/後保桿、隔熱罩、備胎支架﹞； (2)非汽車零組配件 ﹝/後保桿、隔熱罩、備胎支架﹞； (2)非汽車零組配件 ﹝
高爾夫球車零件、沙灘車零件、鋼圈﹞。

� 員工人數︰ 100 人

� 廠房面積/佔地 :基地面積 4374M² (1323坪)

樓地板面積 5740M² (1736坪)



杭州永仁機械公司概要

� 股權比例 ︰永仁工業公司 95% ，裕隆集團 ５％� 股權比例 ︰永仁工業公司 95% ，裕隆集團 ５％

� 公司與工廠地址︰杭州市蕭山區臨江工業園區緯二路

� 成立日期︰2008年

� 供應客戶：東風裕隆汽車,上海通用,長安福特汽車

� 經營範圍︰

� 沖壓件之開發設計、沖壓、焊接、組立。

� 主要產品：儀表橫樑、鋁製前/後保桿、滚壓成型前后保桿防� 主要產品：儀表橫樑、鋁製前/後保桿、滚壓成型前后保桿防
撞樑、隔熱罩、備胎支架、車体鈑金件、后三角窗邊框。

� 員工人數︰180 人



永仁公司沿革

� 1973 永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 1999 通過QS9000品質認證。� 1999 通過QS9000品質認證。

� 2000            取得裕隆汽車認證正式成為鈑金類一階供應商

開始各項鈑金件之開發、量產。

完成 ATV 輪圈之開發並正式投產，供應“正鶴、

合騏、台鈴等公司。

� 2001 交貨日本新神戸電機株式会社 <電動高爾夫球車� 2001 交貨日本新神戸電機株式会社 <電動高爾夫球車
零件>

� 2002 日本YANMAR ヤンマー株式会社授證合格供應廠

開發成為TIE-BAR 鈑金件專業廠。



永仁公司沿革

� 2003 成為裕隆汽車鋁板件沖壓之專業廠。

� 2005 取得 TS16949 及通過日產 ASES系統認證。� 2005 取得 TS16949 及通過日產 ASES系統認證。

� 2007 開始配合華創各項零件開發及生產交貨。

� 2008 響應裕隆汽車前進大陸市場，建立 唯一的
兩岸自主-納智捷品牌 ，於浙江省杭州市
蕭山區建置杭州永仁機械有限公司。

� 2013      1月份開始啟動公司新廠房建設規劃及設計。� 2013      1月份開始啟動公司新廠房建設規劃及設計。
正式取得中華汽車新車型認證協力廠商。

� 2015      新廠房於２月份建設完成，2015年5月底人員
進駐完成。



永仁工業公司組織圖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TS16949TS16949TS16949TS16949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16201620162016年通過年通過年通過年通過DQS ISO 14001 & OHSAS 18001DQS ISO 14001 & OHSAS 18001DQS ISO 14001 & OHSAS 18001DQS ISO 14001 & OHSAS 18001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體系體系體系 總體績優獎總體績優獎總體績優獎總體績優獎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 總體績優獎總體績優獎總體績優獎總體績優獎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供應商品質獎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供應商品質獎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供應商品質獎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供應商品質獎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 績績績績優廠商獎優廠商獎優廠商獎優廠商獎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 合作益彰獎合作益彰獎合作益彰獎合作益彰獎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 合作益彰獎合作益彰獎合作益彰獎合作益彰獎
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 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13201320132013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LUXGENLUXGENLUXGENLUXGEN汽車汽車汽車汽車 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
2014201420142014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LUXGENLUXGENLUXGENLUXGEN汽車汽車汽車汽車 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2014201420142014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LUXGENLUXGENLUXGENLUXGEN汽車汽車汽車汽車 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鈑金類總體績優獎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15201520152015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LUXGENLUXGENLUXGENLUXGEN汽車汽車汽車汽車 鈑鈑鈑鈑金類總體績優金類總體績優金類總體績優金類總體績優金獎金獎金獎金獎



永仁公司品質認證與得獎榮耀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 交期績優金獎交期績優金獎交期績優金獎交期績優金獎
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 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 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榮獲裕隆日產汽車協力體系 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優良廠商獎



集團主要客戶 (台灣向)

汽 車 AUTOMOBILE 機車 MOTORCYCLE

機車 MOTORCYCLE

納智捷汽車公司納智捷汽車公司納智捷汽車公司納智捷汽車公司

LUXGEN MOTORS

高 爾 夫 球 車 GOLF CAR

中華汽車中華汽車中華汽車中華汽車

CHINA MOTORS



開發人力與實績

車型設計開發實績車型設計開發實績車型設計開發實績車型設計開發實績:車型設計開發實績車型設計開發實績車型設計開發實績車型設計開發實績:

1.1.1.1. 現有設計及開發人力現有設計及開發人力現有設計及開發人力現有設計及開發人力::::
用軟體用軟體用軟體用軟體:Catia V6:Catia V6:Catia V6:Catia V6 、、、、Space VisionSpace VisionSpace VisionSpace Vision 、、、、UGS NX7.5UGS NX7.5UGS NX7.5UGS NX7.5 、、、、Solid WorksSolid WorksSolid WorksSolid Works用軟體用軟體用軟體用軟體:Catia V6:Catia V6:Catia V6:Catia V6 、、、、Space VisionSpace VisionSpace VisionSpace Vision 、、、、UGS NX7.5UGS NX7.5UGS NX7.5UGS NX7.5 、、、、Solid WorksSolid WorksSolid WorksSolid Works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2222人人人人、、、、開發開發開發開發7777人人人人、、、、模具模具模具模具7777人人人人
具鈑件模具具鈑件模具具鈑件模具具鈑件模具、、、、成型等成型等成型等成型等3333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經驗及熟練經驗及熟練經驗及熟練經驗及熟練Catia CADCatia CADCatia CADCatia CAD。。。。

2.2.2.2. 納智捷納智捷納智捷納智捷MV/SUMV/SUMV/SUMV/SU儀表橫樑量產開發儀表橫樑量產開發儀表橫樑量產開發儀表橫樑量產開發
3. LCS1 Mule3. LCS1 Mule3. LCS1 Mule3. LCS1 Mule----TryTryTryTry試作試作試作試作
4.4.4.4.日產日產日產日產NR/ZR/F91NR/ZR/F91NR/ZR/F91NR/ZR/F91儀表橫樑量產開發儀表橫樑量產開發儀表橫樑量產開發儀表橫樑量產開發



永仁工業公司研發設計部門

產品設計產品設計產品設計產品設計

模具設計模具設計模具設計模具設計



永仁工業公司研發設計部門

休旅車(  SU  ) 小型轎車(  GPS  )

小型轎車(  LCS1  ) 商務車(  MV  )



杭永滾壓生產設備

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



生產設備

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

油壓機設備油壓機設備油壓機設備油壓機設備
DESCRIPTION UNIT

1,200T 1

600T 2

500T 2

400T 1400T 1



生產設備

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油壓機生產線



生產設備

沖床生產線沖床生產線沖床生產線沖床生產線

沖床設備沖床設備沖床設備沖床設備

DESCRIPTION UNIT

250T (Bixial) 1

200T 1

160T 2

150T 1

125T 2

110T 1

60T 1

40T 1

25T 1

8T 1



生產設備

沖床生產線沖床生產線沖床生產線沖床生產線



ROBOTROBOTROBOTROBOT自動熔接機自動熔接機自動熔接機自動熔接機****5555台台台台EM25 EM25 EM25 EM25 電動車車架生產線電動車車架生產線電動車車架生產線電動車車架生產線

生產設備-自動焊接生產線



生產設備-立/吊焊接生產線

吊焊吊焊吊焊吊焊____生產線生產線生產線生產線****7777台台台台 立式點焊立式點焊立式點焊立式點焊____生產線生產線生產線生產線****8888台台台台



生產設備

ROBOTROBOTROBOTROBOT自動點焊機自動點焊機自動點焊機自動點焊機X2X2X2X2台台台台



生產設備

輪圈試漏 油底殼試漏 同軸加工輪圈試漏 油底殼試漏



主要產品-汽車

儀表橫樑儀表橫樑儀表橫樑儀表橫樑 葉子板內補牆葉子板內補牆葉子板內補牆葉子板內補牆 天窗內補牆天窗內補牆天窗內補牆天窗內補牆

後裝玻璃防護桿後裝玻璃防護桿後裝玻璃防護桿後裝玻璃防護桿

鋁製前保險桿鋁製前保險桿鋁製前保險桿鋁製前保險桿

通風罩通風罩通風罩通風罩 排氣管隔熱罩前段排氣管隔熱罩前段排氣管隔熱罩前段排氣管隔熱罩前段 中段中段中段中段 後段後段後段後段



主要產品 – 銅焊、氬焊、鋁氬焊

銅焊氬焊

鋁氬焊



主要產品

前保險桿成品前保險桿成品



中華電動車e-moving車架

電動機車電動機車電動機車電動機車 EM25EM25EM25EM25車架車架車架車架



新神戶電動高爾夫球車

A臂(左)後輪防傾桿

輪圈

A臂(右)
煞車油泵推桿 STRG裝配板



商用型-充電站

成 品 上前飾板
上後飾板内構箱體總成

維修孔飾板

下前飾板 下後飾板底部骨架總成



實驗室量測設備

三次元量測設備超音波(點焊強度測試) 洛式硬度測量儀

電腦式拉力試驗機膜厚計花崗岩平台



永仁 衝突礦產聲明

鑑於剛果民主共和國之礦產交易已為當地利益團體所控制，並屬於其主要
財源，為獲取該等利益，於該地區之礦產開採過程中，往往引發嚴重之武財源，為獲取該等利益，於該地區之礦產開採過程中，往往引發嚴重之武
裝衝突及人權侵害，並引起國際社會之關注。對此，永仁工業基於尊重國
際人權之立場，對於那些來自武裝衝突及人權侵害的金屬礦產(下稱”衝突
礦產”，特此作出以下聲明:

a.  永仁工業將採取相關措施以避免產品中使用該等衝突礦產，包括
要求供應商應該詳實調查其產品中含有金(Au) ，鉭(Ta) ，錫(Sn) ，
鎢(W)金屬之礦源是否來自於剛果民主共和國，並於必要時要求供應
商提供調查所取得之資訊。

b.永仁工業期望供應商全面使用受到認證的合格冶煉廠或要求現有b.永仁工業期望供應商全面使用受到認證的合格冶煉廠或要求現有
的冶煉廠進行相關驗證，如發現供應商之產品中有使用衝突礦產時，
將採取必要措施停止使用該等衝突礦產。

對於此一衡突礦產之議題，永仁工業並將持續關注之，以期改善議題所帶
來之衝擊。



結 論

� 持續提升模具設計及開發技術能力、產品� 持續提升模具設計及開發技術能力、產品
品質水準向上，成為板金零件績優企業。

� 持續員工教育訓練與落實團隊互助合作。

� 贏得客戶信賴、公司創造利潤、員工分享
利益，共創三贏。利益，共創三贏。



永仁地圖



永仁集團永仁集團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聯絡人:業務部 李鎮利 經理

連絡電話: +886-3-4710050 #328    傳真: +886-3-4710065 

行動電話: +886-938179631

網址:http://www.yungjen.tw

行動電話: +886-938179631

Email  : chen-li@yjic.com.tw

地址 : 桃園市龍潭區高楊南路238巷126弄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