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公司概況： 

1. 名  稱 :  巨將自動化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 負責人 :  莫金龍 先生 
3. 人  數 :  55 人 
4. 資本額 :  1,500 萬元 
5. 統  編 :  23402245 
6. 工  廠 :  桃園縣中壢市後興路二段 78-11 號 
7. 廠房面積 :  約 1500 坪 
8. 年營業額 :  約台幣 20,000 萬 
 

二. 公司特色： 
1. 自動化設計製造專業化 
2. 資訊整合本土化 
3. 售後服務網路化 
 

三. 主要業務： 
1. 自動倉儲 
2. 物流系統 
3. 包裝自動化 
4. 無塵室輸送包裝設備 
5. 特殊用途機械 



 
四. 公司沿革： 
 

1.  1989/9  成立於中壢市環中東路 693 號 資本額 150 萬元  員工 6人 以 

            生產封箱機為主要產品 公司仍以自動化為職志  因此命名為 “ 巨將自

動化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 

2.  1991/9  自己開發自動化包裝系統,包括開箱、裝箱、封箱、打帶、 

整列、堆疊、裹包等,達到無人化包裝之功能 

3.  1993/5  開發紗錠自動落紗裝箱堆疊無人化系統 

   陸續承包完成集盛實業  力麗企業(股)公司 中壢一,二廠  

         樺汭化纖  台灣富綢   新光合纖中壢廠 觀音廠二期  

             觀音廠三期 等自動包裝系統 

4.  1995/6   環中東路舊廠已不敷使用,遂遷至後興路現址 

5.  1996/12  與南亞工務部合作開發自動倉儲周邊系統 

6.  1996/12  成立資訊部對所承製系統予以資訊整合 
7.  1998/02  與南亞工務部合作開發自動倉儲系統 

陸續承包完成(1998~2002) 

台朔汽車王田廠 PBS 車體自動倉庫(高架吊車 6M 高) 

旭撚國際斗六廠自動倉庫及周邊輸送系統 

台朔汽車王田廠裝配線料盒零件小型自動倉庫 

南亞電子部 桃園錦興 LCD 廠無塵室小型自動倉庫 

南亞電子昆山一廠 CCL 自動倉儲系統 

興光熱處理 自動倉儲及周邊輸送系統 

名皓公司觀音二廠 自動倉儲周邊輸送系統 

台北市大眾捷運北投倉庫 自動倉儲及周邊輸送系統 

8. 1998/12  開發發貨中心物流系統並承包雅芳公司新莊發貨中心自動檢 

        貨分流系統並完成資訊控制整合系統 

9. 2000/6   與工研院能資所合作開發低溫(-28∘C)自動倉儲, 

並承接大榮林口物流中心,已於 2001 年完工啟用  

10.2002/8   與工研院能資所合作開發低溫配送系統. 

11.2002/12  開發耐火材料生產、注模、養生、自動倉儲整廠設備. 



 

巨將自動化實績表 

項次 客 戶 名 稱 工  程  內  容 

01 慶光化工(股)公司 麻豆廠 PC 基板迴流裁線設備 

02 道康寧(股)公司   中壢廠 產品自動整列裝箱堆疊設備 

03 慶光化工(股)公司  麻豆廠 生產線與自動倉庫間棧板輸送系統設備 

04 台灣食益補(股)公司  彰化廠 白蘭氏雞精整廠設備 

05 伊默克化工(股)公司  觀音廠 自動倉庫入、出庫輸送作業系統 

06 集盛實業(股)公司   龜山廠 產品自動包裝堆疊棧板線 

07 大陸高技食品公司  廣州廠 白蘭氏雞精整廠設備 

08 東元資訊(股)公司 觀音 CRT 廠 CRT 生產線吸吊移載設備 

09 力麗企業(股)公司 中壢一,二廠 半自動包裝堆疊棧板設備 

10 台灣松電下電工    板橋廠 螢幕產品全自動分類堆疊設備 

11 力麗企業(股)公司 中壢一,二廠 自動包裝設備工程 

12 伊默克化工(股)公司 觀音廠 自動更換棧板輸送設備 

13 樺汭化纖(股)公司 大包裝自動化輸送機設備 

14 維他露食品(股)公司  台中廠 迴轉包裝機及棧板輸送系統設備 

15 聯合玻璃(股)公司 自動倉庫入、出庫輸送系統設備 

16 台灣富綢 富崗廠 加工絲自動包裝疊棧系統設備 

17 南亞新港工程塑膠廠 自動倉庫周邊輸送及機械手臂疊棧系統 

18 名皓企業(股)公司  觀音廠 自動倉庫周邊出入庫輸送系統設備 

19 台灣雅芳公司   新莊配送處 自動檢料包裝分類物流系統設備 

20 新光合纖  中壢廠   SPP-7 自動化包裝周邊設備 

21 美國德州 INTEPLAST  GROUP .LTD 繳庫暫存輸送機系統 

22 永光化學  觀音廠 包裝自動化系統設備 

23 新光合籤  觀音廠二期   SKP-1-1 自動化包裝周邊設備 

24 新光合籤  觀音廠三期   SKP 0101 DTY 自動化包裝周邊設備 

25 南亞樹林廠 分捆設備自動供料輸送設備 

26 台灣太陽油墨   觀音新廠 包裝自動化系統設備及電腦作業系統 

27 南亞新港廠 台灣必成至玻四廠紗車自動輸送系統設備 

28 南亞電子部  昆山 CCL 廠 自動倉庫及週邊輸送系統 

29 美國德州 INTEPLAST  GROUP .LTD 自動供箱輸送系統 

30 達榮工業 竹東廠 玻纖落紗磅秤台車電腦系統 

31 旭撚國際  斗六廠 自動倉庫及周邊輸送系統 

32 台朔汽車  王田廠 PBS 車體自動倉庫(高架吊車 6M 高*1 台) 

33 台朔汽車  王田廠 裝配線料盒零件小型自動倉庫 

34 台朔汽車  王田廠 PBS 輸送機系統 

35 南亞電子部 桃園錦興 LCD 廠 無塵室小型自動倉庫 

36 南亞電子部 桃園錦興 LCD 廠 成品自動倉庫輸送機系統 

37 宏仁集團 上海宏和電子玻纖布廠 胚布及成品自動倉庫 2 套及週邊輸送系統 

38 大榮貨運  林口物流中心 -25°C 冷凍自動倉庫及周邊輸送系統 



39 長春麥寮廠區 輪帶式輸送機系統 

40 台朔汽車大肚廠 台朔汽車引擎組裝輸送線系統 

41 興光熱處理 自動倉儲及週邊輸送系統 

42 力固工廠 棧板分離自動化輸送供應系統 

43 永光化學  二廠 G 棟 開箱、貼標自動化物流系統 

44 琦美製冰 擴建自動化製冰、包裝及自動化輸送線週邊系統

45 台化麥寮 PTA 廠 PTA 連續式括板輸送系統 

46 名皓 觀音二廠 自動倉儲週邊設備系統 

47 雅芳出貨中心 自動化物流檢貨系統 

48 南亞 廣州廠 昇降輸送設備系統 

49 靖富石材 整廠設備(生產、養生、自動倉儲)  

50 台北市大眾捷運 北投倉庫 自動倉儲及週邊輸送系統 

51 台灣宅配通 低溫配送系統 

52 TFT-LCD 廠(A) 無塵室輸送機 

53 南亞嘉義廠 BOPP 成品倉庫 CV 系統 

54 郵局 優鮮配低溫配送系統 

55 TFT-LCD 廠(C) LCD 六代廠前段 Turntable 系統 

56 南亞地塼 無人化自動分裝堆疊包裝系統 

57 捷盟中壢 DC 揀貨零壓物流輸送系統 

58 捷盟中壢 DC 物流箱自動堆疊系統 

59 伸鴻基隆 DC 智慧型揀貨物流系統 

60 LCD 玻璃廠(K) 包裝段自動物流系統 

61 捷盟三峽 DC Starbucks 低溫配送系統 

62 TFT-LCD 廠(C2) 5 代 Unpacker 輸送系統 

63 工研院機械所 LCD 電鍍機維修平台 

64 工研院機械所 太陽能電池 Chamber 架台 

65 遠茂光電 升降機輸送系統 

66 TFT-LCD 廠(Q) 6 代 Dense-Unpucker 移載系統 

67 TFT-LCD 廠(A) DP Box 自動分類堆疊打包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