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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沿革 

 東鋼鋼結構前身為士鼎鋼鐵，1993年創立於林口，為東和鋼鐵企業集團
的核心企業之一。2004年更名為東鋼鋼結構股份有限公司，生產基地歷
經林口廠、觀音廠、新營廠，2011年落腳於雲林褒忠。雲林廠陸續設置
BOX一二次加工生產線、BH加工生產線及型鋼二次加工生產線。2015年
設置CNC線，完成鋼構件製作生產線的最後一塊拼圖，年產能達12萬公
噸。 

 結合東和鋼鐵窄幅鋼板、熱軋H型鋼等產品之優勢，東鋼鋼結構自成立以
來，秉持「平實、努力、創新」的企業文化，以穩健篤實、永續經營的經
營理念，建立「品質第一、客戶至上、成本最佳」的品質政策，致力於精
進鋼結構工程品質，提供客戶專業且完善的技術服務。 

 東鋼鋼結構一直兢兢業業固守本業在鋼結構領域努力耕耘，以期提供更好
的品質與服務，貫徹服務客戶的理念。因為對品質的堅持及保障職工之作
業環境安全，陸續取得ISO 9001、OHSAS 18001、TOSHMS認證，認證
範圍均擴及至鋼結構安裝工地，並於2008年取得美國AISC認證，成為台
灣第一家榮獲此認證之鋼結構公司，不僅強化了企業競爭力，也為客戶提
供更佳的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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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廠址 

 台北總公司：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9號6樓 

 雲林廠：雲林縣褒忠鄉有才村有才1-21號 

 營業範圍 

 主要營業範圍為大樓、廠房、橋樑及設備鋼構之製造及
安裝。 

 2006年~2014年，本公司承攬工程主要為大樓及廠房之    

製造安裝，約佔98%。 

廠房, 45%

大樓, 53%

橋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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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營業狀況 

年產量 營業額 

2008年 92,730噸 37.3億 

2009年 53,699噸 36.8億 

2010年 71,164噸 32.2億 

2011年 117,985噸 75.0億 

2012年 85,162噸 45.0億 

2013年 91,348噸 48.0億 

2014年 96,503噸 46.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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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雲林廠配置圖 

廠區面積：149,500m2 廠房面積：56,6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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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設計月產能 

構件類別 月產能 

鋼柱 4,500 公噸 

鋼樑 5,500 公噸 

合計 10,00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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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設備 

機具名稱 數量 機具名稱 數量 

SAW門型電焊機 
BOX： 雙極3套、三極5套 

BH：雙極3套 
端銑機 2套 

SAW單極接板機 2套 天車翻轉機 10套 

ESW直立電焊機 4極4套 5~50噸天車 75台 

AC-500電焊機 60台 植釘機 7台 

CO2電焊機 180台 1000噸油壓機 2台 

磁力吸盤(5~15噸) 5台 2.8~24噸堆高機 15台 

雷射切割機 1套 自動噴砂機 2台 

CNC落樣切割機 3套 型鋼鑽孔加工機 
(最大加工尺寸：

H1500x700) 

2套 

機器手臂切割機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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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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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照 

 NDT檢測證照  AWS銲接檢驗師* 4人 

 TCWI銲接檢驗師* 3人 

 公共工程品管訓練班*5人 

 中國驗船中心銲工證*101人 

UT LEVEL II 15人 

MT LEVEL II 9人 

VT LEVEL II 13人 

PT LEVEL II 2人 

RT LEVEL II 1人 

UT LEVEL I 2人 

MT LEVEL I 1人 

VT LEVEL I 8人 

RT LEVEL I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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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實績 - 簡表 

工程名稱 業主 鋼骨重量 樓高 

力晶12C 力晶半導體 32,000噸 

美麗華購物中心 俊榮營造 18,000噸 

嘉義長庚醫院 長庚醫院 25,000噸 

甲山林水立方 潤弘工程 11,600噸 41層 

南國Ellipse集合住宅 中麟營造 8,000噸 38層 

興富發建設四季天韻 齊裕營造 7,000噸 35層 

美福國際觀光大飯店 台灣大林組 16,000噸 25層 

元大一品苑 華熊營造 4,000噸 23層 

中央合署辦公大樓 互助營造 36,000噸 18層 

台北企業總部 
全球人壽 

達欣工程 
28,000噸 16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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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實績 - 簡表 

工程名稱 業主 鋼骨重量 樓高 

台中大遠百購物中心 遠東百貨 16,000噸 14層 

文心AIT集合住宅 中鹿營造 6,400噸 26層 

台積電12P6辦公棟 台積電 4,630噸 14層 

萬通台北2011住宅大樓 麗明營造 10,118噸 28層 

國泰建設府會園道 三井工程 7,949噸 31層 

長虹天璽 宏林營造 3,465噸 28層 

長虹新時代廣場 宏林營造 4,970噸 13層 

高鐵雲林車站 長鴻營造 2,182噸 

由鉅大恆集合住宅 由鉅建設 12,207噸 35層 

富邦建設天空樹 互助營造 9,064噸 39層 

華固天鑄住宅大樓 品興營造 12,805噸 39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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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實績 – 在建工程 

工程名稱 業主 地點 樓高 備註 

新板國際觀光飯店 大盟開發 新北市板橋區 28層 103.04施工 

玉山銀行 新東陽營造 新北市三重區 14層 103.09施工 

富貴中華集合住宅 昱程營造 新北市新莊區 22層 103.10施工 

長虹天際集合住宅 宏林營造 新北市林口區 36層 103.10施工 

台大癌醫中心 達欣工程 台北市大安區 15層 103.12施工 

萬華車站交二東站 鴻磐開發 台北市萬華區 16層 103.12施工 

日湖案雙湖匯 齊裕營造 台北市內湖區 30層 104.04施工 

麗寶401 中福營造 新北市新莊區 27層 104.04施工 

民生建國都更案 三井工程 台北市中山區 20層 104.06施工 

信義聯開案 首泰建設 台北市信義區 34層 104.06施工 

神達電腦林口三期廠房 麗明營造 新北市林口區 11層 104.09施工 

宏璟延平南路案 翔威營造 台北市中山區 22層 104.10施工 

國泰層峰 三井工程 台中市西屯區 31層 105.01施工 



工程實績 詳細介紹 



平實  努力  創新 

業主：力晶半導體 

重量：32,000噸 

地點：台中市后里區 

施工期：2006.Q3 

吊裝工期：75天 

力晶半導體FAB12C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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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俊榮營造 

重量：18,000噸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完工日期：2004.Q1 

美麗華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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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長庚醫院新建工程 

業主：長庚醫院 

重量：25,000噸 

地點：嘉義縣朴子市 

施工期：2006.Q1~2007.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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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潤弘工程 

樓高：41層 

重量：11,600噸 

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施工期：2011.Q3~2012.Q3 

甲山林建設水立方集合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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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中麟營造 

樓高：38層 

重量：8,000噸 

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施工期：2010.Q4~2011.Q4 

南國Ellipse集合住宅  (貝聿銘建築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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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齊裕營造 

樓高：35層 

重量：7,000噸 

地點：台中市 

施工期：2008.Q4~2009.Q2 

興富發建設四季天韻集合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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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台灣大林組 

樓高：25層 

重量：16,000噸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施工期：2011.Q3~2012.Q3 

美福國際觀光大飯店 



平實  努力  創新 

業主：華熊營造 

樓高：23層 

重量：4,000噸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施工期：2008.Q4~2009.Q2 

元大建設一品苑集合住宅 



平實  努力  創新 

業主：互助營造 

樓高：18層 

重量：36,000噸 

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施工期：2011.Q2~2012.Q1 

中央合署辦公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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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企業總部 

業主：全球人壽/達欣工程 

樓高：16層 

重量：28,000噸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施工期：2012.Q2~2012.Q3 



平實  努力  創新 

台中大遠百購物中心 

業主：遠東百貨 

樓高：14層 

數量：16,000噸 

地點：台中市 

施工期：2010.Q1~2010.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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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建設AIT集合住宅 

業主：中鹿營造 

樓高：26層 

數量：6,400噸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施工期：2010.Q2~2010.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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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台積電 

樓高：14樓 

重量：4,630噸 

地點：新竹科學園區 

施工期：2012.Q2~2012.Q4 

台積電12P6廠辦公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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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通台北2011住宅大樓 

業主：麗明營造 

樓高：28層 

重量：10,118噸 

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施工期：2012Q3~2013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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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建設府會園道 

業主：三井工程 

樓高：31層 

重量：7,949噸 

地點：台中市 

施工期：2013.Q2~2013.Q4 



平實  努力  創新 

業主：宏林營造 

樓高：28層 

重量：3,465噸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施工期：2014.Q1~2014.Q2 

長虹天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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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宏林營造 

樓高：13層 

重量：4,970噸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施工期：2013.Q3~2013.Q4 

長虹新時代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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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雲林車站 

業主：長鴻營造 

重量：2,182噸 

地點：雲林縣虎尾鎮 

施工期：2013.Q3~2014.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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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鉅大恆集合住宅 

業主：由鉅建設 

樓高：35層 

重量：12,207噸 

地點：台中市西區 

施工期：2013.Q4~2014.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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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建設天空樹集合住宅 

業主：互助營造 

樓高：39層 

重量：9,064噸 

地點：台中市西區 

施工期：2014.Q2~2015.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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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固天鑄住宅大樓 

業主：品興營造 

樓高：39層 

重量：12,805噸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施工期：2014.Q2~2015.Q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