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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SYIC 成 立 於 1979 年， 為 精 密 刀 桿、 切 削
刀具、角度頭、搪孔頭、筒夾的專業製造廠，目
前擁有超過 500 名員工，生產的刀桿錐度包含：
BT（MAS403）、CAT（ANSIB5.50）、DAT
（DIN69871-A）、HSK（DIN69893）、PSC
（ISO26623-1）、VDI（DIN ISO10889） 及 直
柄系列。

SYIC 通 過 ISO9001 及 ISO14001 認 證， 致
力於設計、生產、銷售高精密的創新產品，擁有
全世界超過 300 件專利，並積極投入日本、歐洲
高階生產設備、量測儀器，落實優良的品質管控
及製程能力。

SYIC 以「品質創造信譽，信譽保證品質」的
核心精神，深植所有客戶心中，以專業技術能力，
提供客戶全方位解決方案，提升客戶加工效益，
與客戶同步提升競爭力，本著「一流服務，品質
至上」的使命，SYIC 將繼續提供客戶更多高精密
產品。

品質創造信譽  信譽保證品質
SYIC 秉 持 誠 信、 負 責、 創 新、 服 務、 永 續 經 營 的 理

念，和客戶建立互惠關係。我們以 ISO9001 品質管理系統、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為基礎，以「品質創造信譽、信譽保
證品質」的信念，持續改善並提高產品品質與服務，創造獲利
以回饋客戶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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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

2019
關係企業正河源
進駐總部營運大
樓擴大營業。

2015
-榮獲TTQS訓練
品質評核銅牌；
榮獲SGS頒發品
質永續獎。

-推出新產品： 
PSC車床快換式
換刀系統。

1979
陳金定先生創立SYIC集團，
產品包括鑽頭套筒、
車床頂尖、傘形頂針。

1984
轉型直接外銷，自行前往
世界各國參展。

1988
新開發產品包括5C、R8
彈性筒夾、銑床夾頭。

1991
設立正河源公司，
主攻內銷市場。

1998
-導入ISO9002品質管理
系統驗證登錄。

-推出新產品：
中心加工機系列刀桿、
Z軸設定器、粗搪孔頭。

2001
新開發中心加工機用
DIN69893 HSK系列刀桿。

2006
-於越南胡志明市成立
越浚源機械配件有限公司，
以拓展越南市場。

-推出新產品：90°銑削頭小鋼炮、
包固得螺帽、雙面拘束刀桿。

2007
-通過ISO14001環
境管理系統國際
標準驗證登錄。

-推出新產品：
捨棄式刀具。

2011
興源二廠新廠房
建置完工，納入
生產基地。

2012
推出新產品：
90°銑削頭大鋼炮。

2014
購買瑞士萬能磨床，
開始生產ISO26623-1 PSC刀桿。

2016
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通過2015年改版驗證。

2018
興源B廠房開始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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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

高品質是客戶信賴的必要條件，SYIC本著「品質創造信譽，信譽保

證品質」的核心精神，從產品研發、製造、出貨及服務，提供最專

業的技術產品，滿足不同產業的加工需求。

航太產業 3C產業 汽車產業 能源產業 模具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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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

堅持品質
高品質是客戶信賴的必要條件，SYIC本著「品質創造信譽，信譽保證品質」的核心精神，

從產品研發、製造、出貨及服務，品質管理的所有流程，均符合ISO9001及ISO14001國際標

準認證，積極引進日本、歐洲高階生產設備、量測儀器，用心落實各部門人員培訓，我們始終

堅持「品質第一」，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我們不斷精益求精，研製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產

品，為客戶創造最大效益的產能。

SYIC產品橫跨世界各地，符合市場需求；與客戶、廠商肩並肩共同奮戰、追求卓越，

創造”真 善 美”。

供需平衡　共榮共存

SYIC有著無限寬廣的藍圖，從台灣延伸發展，放眼世界市場；我們秉持著品質創造信

譽、信譽保證品質，提供客戶高精密的機械零配件，也提供客製化服務。 

未來之路　無限寬廣

秉持「企業誠信經營」的理念，SYIC積極實踐公司治理、員工關懷、環境永續、客戶

服務及社會參與，以達企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營運獲利　永續經營

「刀桿的專家」是多年來客戶給予SYIC的最佳讚賞，我們持續產品創新讓SYIC在鎖定的目

標市場灑下專利，市場範圍包括台灣、中國、美國、德國、義大利、土耳其、日本、韓國、澳洲

等等…。每年至少3項創新產品的鑽研精神，為您解決所有加工問題，持續優化加工效能。

產品研發以高精度、高轉速、高剛性為目標；創新是

SYIC創立40年來，不曾間斷而且持續的堅持，迎接市場

上各種挑戰，SYIC期許能與時共進，為客戶創造高生產

力、高效能的生財工具，共創雙贏未來。

新產品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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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挑戰 – SYIC 與您共同突破
SYIC 內部頂尖研發團隊致力於研發高精密產品，優化加工價值，提供技術上的交流諮詢。整

合來自各產業顧客所遇到的不同加工挑戰，SYIC 研發團隊給予不同的專業服務，不論是一般加工
產業、模具產業、航太產業、汽車產業及能源產業，SYIC 為客戶量身打造符合各類加工需求的客
製化產品，提供最專業的技術服務，有效解決加工需求，創造最大化的生產價值。

專業技術的開發，品質穩定的要求，是 SYIC 的目標。
SYIC 理解客戶需求，攜手同心合作，共創通贏局面。

All WIN!All WIN!

解決客戶加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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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通八大入口，讓服務無距離，無論是產品或技術資訊，皆能即時掌握。

舉辦試刀大會與產品講習會，讓我們擁有更強大的技術團隊，創造雙贏。

八大社群網站

啟動雙贏模式

參與國際展覽

FacebookAndroidSYIC官網 Twitter YouTube YoukuWeiboAPP Store

積極參與國際展覽，創新產品無限推廣，佈下完美的世界銷售網。

業務服務

SYIC 在此誠摰為您服務！我們有最熱情的銷售團隊，並且將您的生產力都放在心上，因為專
業，別人能做到的我們為您做，別人做不到的我們更想要為您做，銷售團隊從通用到專用都為您
設想周全，為了達成您的目標，我們為您做了：

創造一個將才能發揮最大化的企業環境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人才的培訓，SYIC 將員工視
為企業珍貴的資產，積極落實年度教育訓練，也得到政府頒發的「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
(TTQS) 銅牌獎，期許在共利、共生、互惠的環境下，SYIC 與每位員工共同成長。

多樣選擇的靜態與動態社團活動，豐富員工生活品質、增添員工生活色彩，兼顧職場中與生
活間的平衡，為員工注入滿滿的活力與朝氣。而 SYIC 舉辦員工運動大會，以團結的概念並肩攜
手團隊合作，凝聚團隊意識、勇往直前；且 SYIC 相當重視員工身心健康，年度的身體健康檢查，
保障了員工的身體健康，而一年一度的捐血活動，也鼓勵員工一同做愛心回饋社會。

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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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公司   |   台中市清水區菁埔路198號
電話：+886-4-26237575    傳真：+886-4-26237676

台北分公司   |   新北市三重區河邊北街256巷26號
電話：+886-2-29788234    傳真：+886-2-29788250

台中分公司   |   台中市東區東光園路60號
電話：+886-4-22809292    傳真：+886-4-22801909

豐原營業所   |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北路一段98號
電話：+886-4-25237272    傳真：+886-4-25233232

竹苗營業所   |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328-1號
電話：+886-3-7462992       傳真：+886-3-7462248

台南分公司   |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269號
電話：+886-6-2706525      傳真：+886-6-2706527

台灣 

印度清奈分公司   |   NO. 52/49A, Dhankotti raja Street, Ekkat-
tuthangal, Chennai, 600032. India
電話Tel：+91-9884761375/ +91-8012233925           
信箱Mail：cc-india@chmt.com.tw

印度 

越浚源分公司   |   30 Đường Raymondienne, Lô C14-B, Khu 
Phố Star Hill, P.Tân Phú, Quận 7, TP.HCM,VN.
電話：+84-28.6286.3566 / +84-28.6286.8381     
傳真：+84-28.5411.2992    信箱：syic.viseen@gmail.com

越南

菲律賓分公司   |   1st floor half center Unit of Lot C/D Paseo 
Square De Carmona, Governor's Drive, Brgy. Maduya, 
Carmona, Cavite. Philippines
電話：(046) 413 9187 / (0917) 583 2702
信箱：JoeAllan@chmt.com.tw 
            cc-philippines@chmt.com.tw

菲律賓
天津   |   天津市東麗區大畢莊金鐘河大街金河家園39棟4單元102室
電話：022-84810220      傳真：022-84810219

武漢   |   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珞獅南路451號獅城瀚園5棟2002室
電話：027-87395596

鄭州   |   河南省鄭州市高新區化工路西湖美景10號樓5單元
電話：0371-55932775    傳真：0371-67376532

常山   |   福建省漳州市常山經濟開發區F區12號
電話：0596-8626668      傳真：0596-8626669

大連   |   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西南路綠洲園45-1號
電話：0411-84357476    傳真：0411-84357478

瀋陽   |   瀋陽市皇姑區黃河南大街58號(中建峰匯廣場)C座611
電話：024-23196266      傳真：024-23196261

青島   |   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區南口路2號城市花園二期3號樓1301
電話：0532-83027701    傳真：0532-83029901

煙台   |   山東省煙台芝罘區幸福中路62號幸福大廈B座1505
電話：0535-4911722      傳真：0535-4911722
  
濟南   |   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七賢文化城南區6排3號 
電話：0531-61364589    傳真：0531-61364467

中國大陸營運本部   |   江蘇省昆山市陸豐東路模具城J區12號樓
電話：0512-57874601    傳真：0512-57874602

南京   |   江蘇省南京市建鄴區金沙江東街26號金沙雅苑1棟2單元902室
電話：025-85345030      傳真：025-85345031

淮安   |   江蘇省淮安市經濟開發區迎賓大道43號(淮安仕泰隆國際工業博
覽城E12)
電話：0517-86217575    傳真：0517-86217272

東莞   |   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振安東路249號恆邦智創雲谷505室
電話：0769-85309396   傳真：0769-85316029

佛山   |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鐘邊村鐘豪大道廣進樓4樓
電話：0757-85505240    傳真：0757-81184569

廈門   |   廈門市集美區天安一里10號1801室
電話：0592-5653670      傳真：0592-5653663

重慶   |   重慶市九龍坡區九龍園區蟠龍大道68號(金科機電城C區)
34幢附71號   
電話：023-68850991      傳真：023-68658471

成都   |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交大路銀河北街199號B區9棟1單元1201室
電話：18980611190        傳真：028-61668132

北京   |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花園東區206號樓1007室
電話：010-84725668       傳真：010-84725669 

大陸 

銷售網路遍佈全球五大洲
SYIC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以專業技術能力，持續推出高精密
產品，提升客戶加工效益，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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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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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6 4 4  台 中 市 清 水 區 菁 埔 路 1 9 8 號

Tel: +886-4-26237575 | Fax: +886-4-26237676 | E-mail: sales@sy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