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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客戶 

產業 客戶 

倉儲物流 

 加州果菜運銷合作社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宏喬實業有限公司 

 逢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市企業有限公司 

餐飲餐廚 

 055 海鮮餐廳 

 AMY'S 活力休閒餐飲系列(冒煙的喬) 

 人杰老四川餐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大八股份有限公司 

 海寶國際海鮮會館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廠 

 三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千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大誠洋基有限公司 

 王垂坤食品有限公司 

 台美好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巧津食品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興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孝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 

 育田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佳味香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佳果國際有限公司 

 味一食品有限公司 

 明創股份有限公司 

 東大興食品有限公司 

 花蓮肉品運銷合作社 

 國際農畜股份有限公司 

 富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提拉米蘇精緻蛋糕有限公司 

 菊之鱻食品有限公司 

 超仁肉品股份有限公司 

 鄉根企業行 

 新城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果國際有限公司 

 福記食品有限公司 

 銘記食品有限公司 

 德久食品有限公司 

 歐鄉/鴻栗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豐誠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鶴林食品有限公司 

化工及生物科技 

 台南捐血中心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豐德供油中心、溶劑化學品事業部、湖西供油中心、多角化事業處、煉製事業部觀音

站及烏材林站、嘉義營業所、產技所) 

 台灣艾迪科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孟德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美希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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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裕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捐血中心 

 高雄榮總醫院 

 高雄醫學院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捐血中心 

零售量販 
 瑞穗農會超市 

 關山農會超市 

水產及水產加工 

 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王水強) 

 大漁水產有限公司 

 中安養殖場 

 今隆達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允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文鯕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立揚水產有限公司 

 旭昌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恆昇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珍昌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振順製冰股份有限公司 

 海之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海祥神州漁業公司 

 勝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德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鮪軒貿易有限公司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漁業 

 大樹農會 

 永昌青果合作社 

  玉溪農會 

  光豐農會 

  吉安鄉農會 

  吉蒸牧場 

  年昌碾米廠 

  池上鄉農會 

  奇萊美地股份有限公司 

  東山曾福森 

  東里碾米廠 

  東港區漁會 

  東豐拾穗農場 

 花蓮區漁會 

  建苗水稻育苗中心 

  建興米廠 

 相正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區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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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物流中心 

由於蔬果呼吸量大，容易因為外在環境

而產生褐變及氧化現象，故藉由空氣調

節系統和冷藏設備，即可抑制呼吸作用

並能保持其新鮮度。 

蔬果物流中心(左)、冷凍機組外觀(左

下)、庫門外觀(右下) 

 

                           

客戶 簡介 工程實積 

逢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LOW TIDE ENTERPRISES CO.,LTD.) 

倉儲位於台灣桃園龜山，成立至今已達 20 餘年，為台

灣低溫物流產業的專家，服務網遍及全台北、中、南及

東部，業務內容包括冷凍、冷藏、鮮食空調與常溫。 

 1000 坪超低溫冷凍倉 

75HP 氣冷式螺旋冷凍機組 

物流中心所採用之大型冷藏庫及解凍室，亦即將食（物）

品自採收、捕獲或生產完畢後，在最新鮮的狀態下做保

存，必要時，解凍並送至加工廠做處理。 

 

倉儲物流 

 

LOGISTICS AND WAREHOUSE 

 RESTAURANTS 

 RESTAU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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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管工程 

運用於各類貯藏，可減少

因冷藏造成物品過於乾燥

且較為省電。其消耗冷媒

量較低、除霜次數相對

低、溫度穩定、不易生

鏽，適用於蔬果倉儲。 

 

稻米儲藏庫 

利用低溫冷藏法，持續地

監控及維持低溫環境，將

溫度控制在 15～18℃，

以降低害蟲發生，並避免

儲穀溫度變化過大，以免

造成更大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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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 

多樓層立體倉

庫，達到最有效

率之空間利用 

 

 

 

 

     內控制器箱及溫度顯示器                                                庫門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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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餐廳 

戶外機組（左上）、冷凍藏庫（右上）、

餐廚區域（左） 

許多連鎖店及餐廳皆擁有自家之物流配送系

統，從工廠生產或是食品廠進貨後，經配送

至餐廳，最後儲存於館內冷凍或冷藏庫裡。

此外，大規模的餐廳更具備食品處理的後場

機制，以製作最新鮮食材。 

餐廳餐廚 

 

RESTAURANTS 

 RESTAURANTS 

 RESTAU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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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廠 

戶外主機(右) 、加工廠半成品室(左

下)、加工廠庫門外觀(右下) 

 

 

 

 

 

客戶 簡介 工程實積 

富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UTONG FOOD ENTERPRSIE) 

自 1989 年成立於屏東萬丹，至今已達 20 餘年，為專業肉品加工廠，行銷網遍

佈全省各地。產品通路方面，從早餐店、西點麵包、飯店、西餐廳、咖啡館簡

餐、牛排館、團膳、中餐至傳統市場、CVS、量飯店等各通路。 

 400 坪-25°C 大

型儲存倉庫  

 急速冷卻設備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SHUH SEN CO., LTD.) 

為專營肉品切割加工銷售等進口商，產品包括冷凍肉類食品加工買賣業務、冷凍

肉類冷凍食品調理食品罐頭食品一般食品飲料一般水產品加工買賣業務及各種肉

類分割、包裝業務。 

 大型凍藏庫 

透過冷凍技術，食品即可達到最佳的

貯藏效果。當貯藏溫度達到某一程度

時，將抑止食物發生物理或化學反

應，以達到極高之經濟效益。 

食品加工廠 

 

FOOD PROCESSING FACTORY 

PROCESSING FACTORY 

 

 RESTAURANTS 

 RESTAU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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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凍庫 

為避免被凍結產品過長之解凍

過程所造成的氧化現象、微生

物增生、營養成分流失、解凍

不均勻或局部過熱等現象，急

速解凍技術將有效地縮短解凍

程序。 

 

預冷室工程 

預冷室是將產品在運輸、冷

藏或加工前，將其所累積的

呼吸熱及產品本身的田間熱

去除，使其達到快速降溫的

處理措施。預先冷卻速率應

於十分鐘至數小時內完成，

以掌握保鮮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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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廠倉儲區 

 

 

 

 

 

 

 

 

隧道式急速冷凍設備(左上)、極速凍結機組(右上)、

移動式凍結庫(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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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中心 

血液儲存庫(左)、庫門外觀(下) 

 

 

 

 

 

 

 

 

 

 

 

客戶 簡介 工程實積 

捐血中心 

(TAIWAN BLOOD SERVICES 

FOUNDATION BLOOD CENTER) 

捐血中心隸屬於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為一公益性的民間

組織，目的在於建立國內無償捐血的制度，提供全台灣各地區約

200 所醫療院所的安全醫療用血。 

 -30℃自動低溫檢體保存庫 

 血液儲存庫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CPC Corporation, Taiwan) 

中油於1946 年6 月1 日創建為國營事業，原隸屬今日經濟部國營事

業委員會，主要業務範圍包括油氣之進口、探勘、開發、煉製、輸

儲與銷售，以及石油化學原料之生產供應，業務設施遍布全台。 

 -70℃油氣回收設備冷凍機 

化工及生物科技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化學科技產業裡，都須具備良好的冷凍措施，其功能包含氣體分離、氣體凝結、混

合物中某一物質分離固化、低溫儲存液體等，皆需要透過冷凍設施以達成。 

生物科技更是需要利用空調系統以控制空氣溫度、濕度及清潔性，以防止金屬膨

脹、收縮或生鏽，並在冷凍藏設備中做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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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中心 

庫體控制箱(下)、庫門外觀(右) 

石化工程(左) 

油氣回收設備 

 

化學工廠(右) 

供油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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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商 

直立式展示櫃(左)、密閉式冷

凍冷藏櫃(左下)、貨架式乳製

品展示冷藏櫃(右下) 

冷凍食品鏈中，經過凍結、儲存於冷凍庫內、接著，

陳放於市場的冷凍櫃內，最後儲放於家用冰箱的冷凍

庫內。其中，包括直立式冷藏冷凍櫃、開放式冷藏冷

凍櫃、密閉式冷藏冷凍櫃、島型等，根據所陳列商品

特性及包裝方式作訂製。 

零售量販 

 

GROCERY WHOLESLAE  

AND RET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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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加工業 

凍結庫外觀及防撞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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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隆達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GILONTAS OCEAN CO., LTD.) 

今隆達為經營國際漁業之龍頭廠商，至今已達 20 餘

年，作業海域包括印度洋、大西洋及東太平洋，並於印

尼、巴拿馬、斐濟、蘇里南，均設立漁業基地，國外基

地主要負責出口生鮮魚貨至美國、日本、歐洲市場、冷

凍魚貨之運銷及船務處理等事宜。 

 蘇里南冷凍、冷藏設備工程 

 峇里島急速凍結庫工程 

 巴拿馬冷凍機組 

大漁水產有限公司 

(GRAND HARVEST SEAFOODS CO., LTD.)  

大漁水產有限公司，主要經營超低溫冷凍、成品寄庫以

及原魚出口外銷作業與銷售，產品線有鮪魚、旗魚、鬼

頭刀、油魚等各式冷凍魚產品加工，背後並有經營20餘

年的海之寶企業有限公司作為後盾。 

 -50℃超低溫原料冷凍庫 

 78 坪原料庫 

福德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FU TE HIN INTERNATIONAL CO., LTD. ) 
國內水產加工業  -55℃超低溫原料冷凍庫 

AQUACULTURE AND AQUATIC PROCESSING 

水產及水產加工 
 

水產是將未經調理之原料直接於凍結點以上作低溫貯藏或凍結貯藏。水產加工是將調理後之

原料依乾燥、鹽藏、罐製等加工處理後，作預冷、凍結、凍結後處理及冷凍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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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加工業 

處理區與包裝室 

 

 

 

 

 

水產加工業 

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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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加工廠 

冰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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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儲米倉庫 
 

 

 

 

 

 

 

 

 

農漁業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魚類、肉類、蔬菜水果易腐壞，其壽命

皆藉由冷凍以延長，在捕獲或採集過後

之迅速凍結以維持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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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訊 

亞冠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83160 台灣高雄市大寮區農場路 203 號 

電話 07-788-7598 

傳真 07-788-7698 
http:/www.sanli-ak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