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廠商見習聯誼參訪 

參與人員：全聯會全體會員代表及六都公會設計師會員(不含相關廠商) 

參訪人數：40 位(因場地限制，依報名先後次序，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 

時間：107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三  

❖ 參訪行程安排： 

時間 行程 

09:45~09:50 雲林高鐵站 3 號出口集合 

09:50~10:20 搭乘接駁車前往科定參訪(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五路 10 號) 

10:20~11:50 參觀科定:大埔美生產總部 

11:50~12:50 
午餐的約會(移動用餐) 

搭乘接駁車前往鉅莊參訪(台南市佳里區海澄里萊芊寮 12-18 號) 

12:50~14:20 參觀鉅莊生產線及產品說明 

14:20~14:50 搭乘接駁車前往萊茵黃金參訪(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768 號) 

14:50~16:20 萊茵黃金-德匠名廚產品介紹 

16:20~16:40 搭乘接駁車前往高第參訪(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271 號) 

16:40~18:10 參訪 GODI 歐洲精品家居 

18:10~18:30 前往餐廳用餐 

18:30~20:00 台南府城晚宴(阿霞飯店:台南市忠義路 2 段 8 4 巷 7 號) 

20:00 散會(搭接駁車前往台南高鐵站) 

聯絡人：劉桂蘭    廠商聯盟幹事長：曾俊愷 

電話：02-2700-7150   傳真：02-2700-7170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236 號 5 樓之 4 

E-mail：naid.roc.wu@gmail.com       

mailto:naid.roc.wu@gmail.com


廠商簡介： 

➢ 科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大埔美生產總部一廠(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五路 10 號) 

    科定企業成立至今，專注於木材製品的生產與應

用。由於不斷研發創新，以嚴謹細心的態度，堅持創造

最好的產品。因此，在裝潢建材的領域裏，科定一步一

腳印，不斷累積口碑及擴大經營規模，員工人數已達千

人以上，並在國際上成為業界領導品牌。 

   透過科定全體員工努力，2008 年率先同業取得

ISO9001 國際品質管理認證、ISO14001 國際環境

管理認證，成為台灣健康綠建材生產製造優良廠

商；2011 年更通過 FSC 國際產銷監管鏈認證，為

森林保育盡一份棉薄之力；而為了使商品更得消費

者信賴，科定不僅在 2012 年取得臺灣製 MIT 微笑標章驗證；2013 年起，木皮板全

面採用 F1 低甲醛夾板，並於 2014 年領先業界，唯一榮獲國家奈米標章的肯定；

2015 年取得日本 F☆☆☆☆環保健康認證，同年於苗栗增設貼合廠，完成產業垂直整

合；2016 年榮獲第 24 屆台灣精品獎，並發布全新商品鋼刷實木門；2017 年推出經

典美學家具，不斷在建材史上留下新的一頁。 

深究產品細微，在材質與技術層面，我們精心挑選上等原木，並於全程使用環保、

健康的生產製程，搭配科定特製塗料及專業上漆技術，將原木的細膩紋理發揮至

極，這是科定企業全體同仁畢生的職業與使命。 

做最卓越的原木製品與最貼心的銷售服務，來滿足支持科定企業系列產品的愛用

者，是科定企業永恆不變的承諾。今後，科定企業將持續投入更多的資源與時間，

致力於研發生產注重消費者健康的優良產品；竭盡心力，創造出獨一無二、值得消

費者信賴的木製建材品牌。 



廠商簡介： 

➢ 鉅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南市佳里區海澄里萊芊寮 12-18 號 

 

    PCB 製程墊材廠 鉅橡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8074)，成立二十年之際展現營運化的

企圖心，經營團隊在經過市場成熟度、行業

發展分析和消費趨勢的研究後，歷經三年醞

釀，於今年正式跨足美耐板建材市場，以豐

富多彩的嶄新姿態出發，並創立全新品牌 - 

「多娜彩」。 

 

鑒於國人對居住環境的意識抬頭，鉅橡以通

過美國 UL 認證電子級絕緣墊材板的高標準

生產美耐板，並保持原有的高品質核心價

值，從原料開始嚴格把關，藉由高階技術的

製造經驗，注重每樣產品的製造細節，進而

淬煉出如同藝術般的精緻成品。 

「多娜彩」全系列美耐板採用德國與日本高

品質印刷原紙，既有歐式的低調奢華，又結

合日式的優雅典緻，並建構堅強設計團隊，透過新穎設計創造出獨特的風格，提供多樣及獨

特的風格供消費者選擇。 

 

「我們期望，美耐板不僅是裝潢的一部分，打

造顧客夢想中的家，是我們希望賦予給產品的

價值。」 未來「多娜彩」將陸續推出抗菌板、

防火耐燃板，抗倍特板等相關新產品。屆時，

我們會繼續秉持著「以專業技術製造頂尖的產

品，以貼心的服務滿足顧客需求」，為建材市場

注入新血。 



廠商簡介： 

➢ 萊茵黃金有限公司一德匠名廚 

地址：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768 號 

    萊茵黃金有限公司為進口廚具ＬＥＩＣＨＴ

代理商之關係企業，廷續進口廚櫃的高尚品味昇

華為生活美學規劃的概念，結合環保節能愛地球

之理念，希望更進一步的進入大眾生活，提供多

樣兼具美學與實用甚至跟健康養生相關的生活產

品，讓每個人都能享受時尚槳活的新生活。 

永續經營。品牌理念、智慧專業、共創價值  

德匠名廚自成立以來，專注於廚房領域，我們秉

持”智慧專業、共創價值”的經營理念，我們提

供客戶創新設計及市場導向的產品和服務。同時

也結合環保節能愛地球之生活理念。讓消費者擁

有兼具美學、實用、健康及時尚高品味之廚房。 

 設計專業-最專業的設計,勾勒出夢想中廚房  

德匠名廚擁有研發廚具設計團隊，公司會安排專業，諮詢人員至國外參加教育訓

練、米蘭國際廚房家具展及科隆廚具展，將最新

的廚具設計理念、流行元素提供給消費者。我們

的專業諮詢人員都是以一對一的專屬設計方式與

客戶做接洽；從現場勘量尺寸、圖面規劃與溝

通、簽約、訂貨、安裝及驗收，幫您解決因一般

公司內部組職程序溝通上的落差,專為您規劃出夢

想中的烹調料理居家空間。 

 尊榮服務  

最完善的售後服務, 最具專業工務團隊德匠名廚用心

對待每一位消費者,公司設有客服人員定期與您聯繫,關

心並解決您廚具使用上的問題。德匠名廚每位成員皆

受過專業訓練，提供專人追蹤並回報維修進度，進而

提供消費者最為完善及安心售後服務。 



廠商簡介： 

➢ 高第家居-美學、品味的雕琢，將實現於你每一日日常 
 高第家居，起源於上帝的建築師 － 安東尼˙高第  

 GODI 最後一個字母 I 以聖家堂的希望之門為設計，同時也仿效為家門鑰匙孔的模樣， 

意味著透過我們的專業，實現夢想，開啓您心中的理想家居。 

                          

 

 

 

 

 

 

 

  

 

 

 

 

 

 

 

 

 

 

 

 

 

 

 

 

 

 

Facebook Search: 高第家居 

Showroom1 Showroom2 

Showroom3 

Olta 

「Slow life」 Made in Belgium 

Fine 26「Live the soul of art」 

Made in Thailand 

Montis 「Embrace the comfort」 

Made in Netherlands  

Artisan 
「We have known wood our entire lfe」 

Mad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Gethá 
「Gift from mother nature」 

Made in Malaysia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廠商見習聯誼參訪 

報名表暨回函 

時間：107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三 09:45~20:00 下列請勾選： 

 □1.巴士接駁(09:45 在雲林高鐵站 3 號出口集合) 

 □2.自行前往(10:15 在科定公司集合) 

 □3.午餐(□葷食 □素食) 

 □4.晚餐(□葷食 □素食) 

 □5.回乘搭接駁車到台南高鐵車站 

  公司名稱：                               傳真：                       

  簽名：                      手機：                       

  電子信箱：                                     

 □六都會員(□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直轄市□台南市□高雄市□高雄新) 

 

❖ 交通高鐵指南：目的地雲林高鐵站 

車次/站名 左營站 台南站 嘉義站 抵達雲林站 

0810 
出發(北上) 

08:25 08:41 09:00 09:12 

❖ 交通高鐵指南：目的地雲林高鐵站 

車次/站名 台北站 板橋站 桃園站 台中站 抵達雲林站 

0809 
出發(南下) 

08:11 08:19 08:34 09:17 09:41 

 

請於 8 月 10 日(五)前回傳至全聯會廠商聯盟，謝謝！ 

名額有限，請盡速報名，額滿為止！ 

FAX：02-2700-7170  TEL：02-2700-7150 

聯絡人：劉桂蘭 

相關建材廠商

請勿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