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CE 1952
ISO9001:2008

公司簡介 COMPANY PROFILE

民 昌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MANG CHONG ENTERPRISES CO., LTD.

公司概要
公司名稱：民昌企業有限公司
創 始 人：簡棋火
創立時間：1952 年
負 責 人：簡明輝
營業內容：KOBELCO、TADANO 代理商、營建機械、
吊車新車、中古車買賣、出租、維修及零件
提供業務
員工人數：33 名
民昌企業有限公司從創業以來，由日本進口數千台營建機械，提供國內建設之需求，並於從業 50 餘年
期間多次與日本 KOBELCO 及 TADANO 進行技術交流及不定期訓練(原廠)、講習等，因此培育出多位專業
維修技師。
現今主要業務有營建機械買賣、代理銷售及維修 KOBELCO 吊車及 TADANO 吊車、出租機械業務、
專業營建設機械維修及保養、零件供應及有關進口貿易業務。

公司沿革

1952 年 在基隆成立民昌礦業有限公司由 簡棋火(永逝)創立，起初以煤礦開採業為主要業務。為了擴展
業務需要於是成立大型貨車之運輸及板車改造。
60 年代 更名為民昌企業有限公司，主要業務轉換自日本輸入中古輪胎式吊車、營建機械等機具。並首
創進口東急及 UNIC 輪式吊車、後再引進 KATO 多田野及 P&H 等知名廠牌。
70 年代 從日本引進 40 餘台真砂(MASAGO) 連續壁油壓抓鬥，創台灣連續壁之普及性。
1978 年 多次擴展遷移，公司及工廠從基隆移至臺北濱江街。
1979 年 代理 TADANO 北區卡式吊桿。
1987 年 連續蟬聯全國 500 家優良進口廠商榮譽。
1988 年 取得日本神戶製鋼 KOBELCO 吊車台灣總代理。
1990 年 協助創辦成立臺北縣起重協會於撫順街，並多次協助起重協會培訓吊車駕駛人員、教育課程及
提供日本吊車最新驗車等專業資訊。
90 年代 正逢基樁工法大量需求，民昌自 KOBELCO 引進履帶吊車配合全套管工法(搖管器)並引用 80T 履
帶吊車升級至 90T 等升級版，再創 FS80、FS90、FS100 及目前市場主流 BM900HD，協助奠
定 KOBELCO 品牌成為台灣吊車連續壁及基樁套管工法之主流地位。並多次榮獲日本原廠表揚。
1993 年 政府禁止進口輪胎式吊車及左駕吊車時，吊車同業間發現輪胎式吊車、左駕吊車進口與道路使
用正常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因此本公司積極協助道路安全協會推行開放，輪胎式吊車上路及
合發通行證、掛牌等方式加速國內基礎建設發展。於此期間亦積極導入採用高安全作業橋樑點
檢車及夜間高度照明車等方式協助作業安全。
1995 年 公司及工廠從臺北濱江街移至五堵。
1997 年 ◎公司及工廠從五堵移至五股。
◎引進 KOBELCO 7080S 履帶式吊車。
1999 年 引進 KOBELCO FS90 履帶式吊車。
2001 年 引進 KOBELCO FS100 履帶式吊車。
2002 年 引進 KOBELCO BM800HD 履帶式吊車。
2003 年 引進 KOBELCO FS80 履帶式吊車。
2007 年 8 月從五股移至林口完成廠辦擴建遷移。
2004 年 ◎引進 KOBELCO BM900HD 履帶式吊車。
◎引進 TADANO TG500E 輪胎式吊車。
2010 年 ◎正式與日本 TADANO 多田野合作，成為台灣代理特約店，引進銷售各種新式輪胎式吊車。
◎榮獲連續壁、基樁工法專用 KOBELCO 吊車傑出企業金峰獎肯定及金钜獎推選等。
◎透過內部整合，將 ISO9001 精神導入本公司，提升對客戶服務品質。
◎引進全台唯一 TADANO BT-400 大型橋梁點檢車。
◎引進 TADANO GT-250E 輪胎式吊車。
2011 年 ◎元月通過檢核，取得 ISO9001:2008 認證。
◎榮獲中華民國優良廠商協會第一品牌。
◎榮獲中華民國優良廠商協會台灣優良產品金牌獎。

2012 年 ◎引進 TADANO GT550E-2 傳統式 55t 輪胎式吊車。
◎引進 TADANO ATF220G-5 220t 輪胎式吊車，並舉行新車展示會。
◎引進 KOBELCO 全新環保節能設計機種 G 系統 BMS800 及 BMS1000 履帶式吊車，並舉行新
◎車展示會。

榮獲第 13 屆 中華民國
傑出企業領導人 金峰獎

榮獲中華民國優良廠商協會

榮獲第九屆中華民國十大企業
各協會參加)

第一品牌

協助行政院勞委會辦理
「起重機具檢查實務指導訓練」

金炬獎

通過 ISO9001:2008 認證
(各協會參加)

榮獲中華民國優良廠商協會

通過勞檢所移動式起重機伸縮式吊桿及固定式吊桿

台灣優良產品金牌獎

製作修改合格之型式認證

受行政院勞委會委託赴日 KOBELCO 總公司
舉辦吊車吊桿損傷鑑定及維修檢查要領課程

KOBELCO 與台灣總代理民昌公司舉辦
BM HD/CKE 系列履帶式吊車研修講習

(各協會參加)

協助環保局／海洋大學
「工程機械噪音測試」

TADANO 全路面越野式吊車
業務教育講習

TADANO 卡車式吊車及日本車檢說明課程
(北.中.南區勞動查所及各協會參與)

舉行 TADANO GT250E-2 及 ATF220G-5 新車展示會
(各協會參加)

TADANO 售後維修教育訓練
(各協會參加)

赴日參觀 KOBELCO 大久保工廠
(各協會參加

代表行政院勞委會贈送感謝獎牌予
KOBELCO 指導吊桿修理課程

舉行 KOBELCO 全新環保節能設計機種 G 系統
BMS.CKS.7000S 系列履帶式吊車展示會

Company Overview
Company Name：Mang Chong Enterprise, Co. Ltd.
Founder：Mr. Chien, Chi Huo
Founded：1952
Chief Executive Officer：Mr. Chien, Ming Hui
Services：Agency for Kobelco and Tadano
Company size：33 employees
Mang Chong Enterprise, Co. Ltd. has imported thousands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ies into Taiwan since
it was first founded in 1952. During the past 5 decades, we have provided services and products to meet the
constructional needs in the country. Through conducting trainings, exchange and seminars with engineers
from Kobelco’s and Tadano’s Headquarters in Japan, Mang Chong has nurtured many professional
maintenance technicians in the field.
Currently, Mang Chong specializes in construction machinery sales, Kobelco and Tadano machinery
dealership and repair,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chinery repair and maintenance, construction machinery
rental services, parts and import services.
民昌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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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 CHONG ENTERPRISES CO., LTD.

333-82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1 巷 16 號

No.16, Lane 1, WenHua 1st Rd, QueiShan Township,

網址：www.mangchong.com.tw

TaoYuan County 333-82, Taiwan (R.O.C.)

信箱：crane@mangchong.com.tw

Website：www.mangchong.com.tw

電話：03-318-3838

E-mail：crane@mangchong.com.tw

傳真：03-318-3030

Tel.：+ 886-3-318-3838

Fax.：+ 886-3-318-3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