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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華玻璃鏡業有限公司
已成立了超過40多年。專營玻璃加工，對於玻璃性

能和適應及一切深加工技術均有豐富經驗。

帶領

新標準



公司簡介

	 香港藝華玻璃鏡業有限公司成立40多年，對於玻璃性能和適應及一切深加工技術均有豐富經驗。由於

時代進展及市場不斷變化，為滿足廣大客戶的需要，先後成立：

• 藝華玻璃(水平鋼化)有限公司

• 藝華玻璃工程有限公司

• 藝華玻璃(弧形鋼化、中空及夾層防彈玻璃)有限公司

	 位於廣東省東莞市橋頭鎮的藝華玻璃(弧形鋼化、中空及夾層防彈玻璃)有限公司，占地接近一萬平方

米，員工二百餘人。敝公司不惜重金從瑞士引進最先進的適用於建築裝飾用的垂吊式弧形鋼化生產線(最大加工

尺寸2200mm	x	2800mm)	。率先填補了國內生產線的空白，現已正式投產。

	 藝華玻璃公司又陸續從歐洲各國引進高科技的玻璃機械設備和技術，以及科學的管理方式。時至今

日，藝華已擁有一套最齊全、最完美的玻璃深加工設備，一舉成為最具規模的玻璃公司。其質量皆符合國際標

准。為了永遠能夠滿足社會的需求，敝公司董事長經常遠赴歐美等地考察和進行技術交流，了解世界上更新的

玻璃機械設備和更尖端的玻璃深加工技術。使藝華玻璃公司永遠在不斷進取，不斷更新中發展。

關於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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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廠不單只生產特為建築用各款鏡類及玻璃，亦能就各類產品之正確用法提

拱技術支援及專業意見。本廠一向以客戶利益為本，實行一套優秀品控系統

以便產品符合國際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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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鄧華
董事總經理

鄧華先生於1946年在澳門出生。	由於要負起供養家

人的重擔，鄧先生在不足12歲時便到一家玻璃店任

職玻璃學徒。	憑著他的努力、謹慎及追求卓越的精

神，鄧先生於1972年自行創立藝華玻璃鏡業有限公

司，並於1996年開設第一間廠房在中國廣東省東莞

市。	時至今日，公司已擁有一套最齊全、最完美的

玻璃加工設備，一舉成為最具規模的玻璃公司。	公

司主要設備有電腦切割機、電腦車邊機、電腦車花

機、電腦雕刻機、熱彎爐、熱能測試爐、中空生產

線、夾層防彈生產線、水平鋼化生產線及弧形鋼化生

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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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一覽 藝華玻璃在中國東莞設有龐大廠房，從歐洲各國引進高科技的玻璃機械設

備，產品適合各類大小型建築用途。

公司現有加工工序

介片、車邊、打孔、CNC、水介、異形、水平鋼化、弧形鋼化、均質測試、

中空、夾膠、熱彎、雕砂、焗油

可加工的玻璃產品

普通非鋼化玻璃、半鋼化玻璃、平鋼化玻璃、彎鋼化玻璃（水

平彎鋼或吊彎鋼）、鋼化玻璃(熱浸)測試、中空玻璃、夾層玻璃

（可夾SGP或PVB或EVA膠、夾絲、夾鋼絲網等材質)	、打砂及磨

砂工藝玻璃、焗油玻璃、絲印玻璃、彩繪工藝玻璃。電腦雕花

玻璃、各類鏡子及其加工產品、各類壓花玻璃、工程玻璃（如魚

缸、櫃檯、玻璃組合傢俬等）。	

水平鋼化

中空玻璃
防火玻璃

電腦車花
異形切割

弧形鋼化
 

打砂焗油
浮雕彩繪

防反光玻璃

可選用的原件厚度: 3mm	-	25mm	

最大可加工尺寸: 3000mm	x	11500mm（產品不同、	可加工尺寸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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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安全性：	當玻璃受外力破壞時、碎片會成類似蜂窩狀的鈍角碎小顆粒、不易對人體造成嚴重的傷害。

高強度：	同等厚度的鋼化玻璃抗衝擊強度是普通玻璃的3~5倍，抗彎強度是普通3~5倍。

熱穩定性：	鋼化玻璃具有良好的熱穩定性、能承受的溫差是普通玻璃的2倍、可承受170℃以內的溫差

變化。

加工厚度：4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200mm	x	200mm

最大加工尺寸：	3000mm	×	11500mm	或	3300mm		×	6800mm

產能：	600m2/小時

應用

平鋼化玻璃因比普通玻璃更堅硬、不易破碎、同時

還可以防紫外線的攝入，故廣泛應用於對玻璃強度

有要求和對人體需作安全保護的場所：幕牆、天

棚、銀行、珠寶店、學校及別墅等對安全性要求較

高的場所；裝飾及家具用；防彈玻璃、耐壓觀察窗

等；車站、機場等對隔音有特殊要求的場所。

水
水平鋼化玻璃
平鋼化玻璃屬於安全玻璃、	是將普通退火玻璃先切割成要求尺寸、	

然後加熱到接近的軟化點、	再進行快速均勻的冷卻而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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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強度高：	彎鋼化玻璃的生產方式與水平鋼化玻璃的生產方式一樣，都是在加熱後通過快速的冷卻讓玻璃

產生壓應力來增強玻璃的強度。因此彎鋼化玻璃具有與水平鋼化玻璃一樣的強度設計值，而其特殊的形

狀使其具有比鋼化玻璃更好的抗風壓性能。

安全：	破碎方式與水平鋼化玻璃一樣，鈍角狀的細小顆粒對人體無甚傷害。

耐熱衝擊：	有很好的耐熱衝擊性能，在溫度170℃以內可保持完好。

加工厚度：	4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平彎：	200mm	×	300mm；吊彎：	50mm	×	50mm

最大加工尺寸：	平彎：	2440mm	×	5000mm	吊彎：2200mm	×	2800mm

最小彎曲半徑：	平彎：	650mm；吊彎：	300mm

最大拱高：	500mm

產能：	100m2/	小時

應用

彎鋼化玻璃是近年來廣受建築師歡迎的另一個鋼化玻璃品種，不僅因為具

有和鋼化玻璃一樣的安全性能及高強度，更重要是它能滿足現代建

築設計師對作品的更高要求。其光滑的流線型，實現從平面

幕墻到弧面造型的玻璃幕牆完美的過渡，使玻璃幕牆

建築更美觀，更具圓滑平整、自然良好的整體感。

彎鋼化玻璃在作為室內弧形間隔、室內裝飾使工

作家居環境更別具一格，適用於弧面形狀的玻璃

幕牆、採光天棚、觀光電梯、室內間隔、室內裝

飾、家具等。	

彎
彎鋼化玻璃
彎鋼化玻璃是將浮法玻璃原片加熱至接近玻璃軟化點，然後靠自重或外加擠壓力

將玻璃彎曲成所需形狀，再通過均勻快速的冷卻而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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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由於中空玻璃的隔熱性能較好，玻璃兩側的溫度差較大，還可以降低冷輻射的作用；當室外溫度為-10℃

時，室內單層玻璃窗前的溫度為-2℃而中空玻璃窗前的溫度是13℃；在相同的房屋結構中，當室外溫度

為-8℃，室內溫度為20℃時，	3mm普通單層玻璃冷輻射區域佔室內空間的67.4％，而採用雙層中空玻璃

（3+6+3）則為13.4％。

使用中空玻璃，可以提高玻璃的安全性能，在使用相同厚度的原片玻璃的情況下，中空玻璃的抗風壓強

度是普通單片玻璃的1.5倍。

加工厚度：	12mm	-	100mm

最小加工尺寸：	100mm	×	100mm

最大加工尺寸：	3300mm	×	6000mm

產能：	100m2/	小時

應用

中空玻璃主要用於需要采暖、空調、防止

噪音或結露以及需要無直射陽光和特殊光

的建築物上。廣泛應用於住宅、飯店、賓

館、辦公室、學校、醫院、商店等需要室

內空調的場合。也可用於火車、汽車、輪

船、冷凍櫃的門窗等。

本公司中空玻璃產品擁有美國中空玻璃認

証局/中空玻璃生產商聯會認可資格 

IGCC/IGMA

中
中空玻璃
中空玻璃是一種良好的隔熱、隔音、美觀適用、並可降低建築物自重的新型建築

材料、它是用兩片（或三片）玻璃，使用高強度高氣密性復合粘結劑，將玻璃片

與內含乾燥劑的鋁合金框架粘結，製成的高效能隔音隔熱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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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夾層玻璃作為一種安全玻璃在受到撞擊破碎後，由於其兩片普通玻璃中間夾的PVB膜(或SGP膜)的粘接作用，不

會像普通玻璃破碎後產生鋒利的碎片傷人。同時，它的PVB	(或SGP)	中間膜所具備的隔音、控制陽光的性能又

使之成為具備節能、環保功能的新型建材；使用夾層玻璃不僅可以隔絕可穿透普通玻璃的1000赫茲-2000赫茲

的吻合噪聲，而且它可以阻擋99％以上紫外線和吸收紅外光譜中的熱量。

加工厚度：6mm	-	100mm

最小加工尺寸：100mm	x	100mm

最大加工尺寸：	3000mm	×	11500mm

產能：	100m2/小時

應用

夾層玻璃有著較高的安全性，一般用於在建築上用

作高層建築門窗、天窗和商店、銀行、珠寶的櫥

窗、隔板等，及其一些特殊的安全玻璃產品，如：

防盜玻璃、防彈玻璃、防爆（炸）玻璃、電磁屏

蔽玻璃（電子保密玻璃）、防颱風玻璃、防震玻璃

等。

夾
夾層玻璃
夾層玻璃是由兩片或多片玻璃，之間夾了一層或多層有機聚合物中間膜，經過特

殊的高溫預壓（或真空袋方法）及高溫高壓工藝處理後，使玻璃和中間膜永久粘

合為一體的複合玻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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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防火玻璃是一種能同時滿足耐火完整性、耐火隔熱性要求的玻璃。此類玻璃具有透光、防火（隔煙、隔

火、遮擋熱輻射）、隔聲、抗衝擊性能，適用於建築裝飾鋼木防火門、窗、上亮、隔斷牆、採光頂、擋

煙垂壁、透視地板及其他需要既透明又防火的建築組件中。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Product	Name	

產品名稱

Specification

規格

15mm EI30	INT (防火30分鐘,	隔熱30
分鐘)

23mm EI60	INT	 (防火60分鐘,	隔熱60
分鐘)

應用

建築物房間、走廊、通道的防火門窗及

防火分區和重要部位防火隔斷牆。

火
防火玻璃 - 英國PYROGUARD
Pyroguard	EI系列可防止火焰和煙霧達到E級防火玻璃系列設定的標準，此外它還

為EN	13501的消防應用提供全面的隔熱。EI系列由不同的成分組成，取決於其應

用是室內或外部。	這些防火玻璃提供1B1到EN12600的衝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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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Schott	Amiran	防反光玻璃提供高透明度，窗格前後的光量差異不太大。它能有效減少光線反射，倒影只是傳統

玻璃所看到的一小部分。

加工厚度：4mm	-	12mm

應用

這使得	AMIRAN	防反光玻璃適合用作顯示窗和展覽廳，博物館和玻璃櫃的首選材料，其他用途有體育館貴賓座

位區、全景餐廳、電視、錄音室、外牆、欄杆、大堂和門廳等。	

反
防反光玻璃
Schott	Amiran	是一種具有防反射塗層的玻璃，白天和晚上察看都達致嚴格要求。

其耐用的高科技塗層提供單面及雙面可供選擇。Amiran	熱鋼化安全玻璃和層壓安

全玻璃可減少反射到1％，允許高達98％的光線不受阻礙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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焗油玻璃

彩繪玻璃

焗油玻璃又名烤漆玻璃，是在玻璃的一面用噴槍噴上油漆，經烘烤而製成的一種

為達成裝飾效果的藝術玻璃

特性

顏色多種多樣、	可加閃粉。

加工厚度：	3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50mm	×	100mm

最大加工尺寸：	3000mm	×	4000mm

產能：	100m2/小時

應用

主要用於玻璃隔斷、玻璃門、玻璃陽光房、	玻璃屋頂、玻璃幕牆、玻璃展廳、玻璃地面、樓梯扶

手、玻璃護欄、玻璃櫃檯等場所。

彩繪玻璃是目前家居裝修中較多運用的一種裝飾玻璃。彩

繪玻璃圖案豐富亮麗，居室中彩繪玻璃的恰當運用，能較

自如地創造出一種賞心悅目的和諧氣氛，增添浪漫迷人的

現代情調。

特性

抗酸鹼、耐腐蝕、永不褪色、安全性高，並有反射和不透

視等特性。

加工厚度：	3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50mm	×	100mm

最大加工尺寸：	3000mm	×	4000mm

產能：	100m2/小時

應用

家居裝修中較多運用的一種裝飾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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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砂玻璃

熱彎玻璃

磨砂玻璃又叫毛玻璃、	暗玻璃。是用普通平板玻璃經機械噴砂、手工研磨或氫氟酸溶蝕

等方法將表面處理成均勻表面製成。

特性

由於表面粗糙，使光線產生漫反射、	透光而不透視、	它可以使室內光線柔

和而不刺目。

加工厚度：	3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50mm	×	50mm

最大加工尺寸：	3300mm	×	5000mm

產能：	100m2/小時

應用

磨砂玻璃常用於需要隱蔽的浴室、衛生間、辦公室的門窗及間隔。使用時應將毛面向窗外。

熱彎玻璃是為了滿足現代建築的高品質需求，將浮法玻璃加熱至

接近軟化點，在模具中成型，再經退火製成的曲面玻璃。

特性

樣式美觀，線條流暢。它突破了平板玻璃的單一性，使用上更加

靈活多樣。曲面形狀中間無連接駁口，線條優美，達到整體和諧

的意境。

加工厚度：	3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200mm	×	200mm

最大加工尺寸：	3800mm	×	5800mm

最小彎曲半徑：	50mm

產能：	100㎡/小時

應用

適用於魚缸、餐檯、陽台、手機櫃檯、化妝品櫃檯、熱彎電視

櫃、門、窗、頂棚、幕牆等不同形狀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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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形玻璃

電腦車花玻璃

產能

加工厚度：	3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90mm	×	90mm

最大加工尺寸：	1500mm	×	6000mm

圓形產品：	最大直徑3000mm

產能：	100m2/小時

產能

加工厚度：	3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100mm	×	100mm

最大加工尺寸：

數控加工：	2400mm	×	4800mm

電腦車花：	1700mm	×	3300mm

產能：	100m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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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潔淨玻璃

通電玻璃

特性

自潔淨玻璃是一種新概念的功能建築玻璃、	能夠利用陽光、	空氣、	雨

水，自動保持玻璃表面的清潔，被稱為＂綠色	玻璃＂。

產能

加工厚度：	3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100mm	×	100mm

最大加工尺寸：	3000mm	×	11500mm

產能：	100m2/小時

特性

通電玻璃，又名智能調光玻璃、是電子技術和玻璃技術深入

發展的然產物，該產品可通過控制電流變化來控制玻璃顏色

深淺程度及調節陽光照入室內的強度，使室內光線柔和，舒

適怡人，又不失透光的作用。玻璃斷電時模糊、通電時清

晰。

產能

加工厚度：	8mm	-	25mm

最小加工尺寸：	100mm	×	100mm

最大加工尺寸：	1820mm	×	3500mm

產能：	100m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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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部份
工程

藝華玻璃近年向不同大小型建築項目供應產品，深受用家歡迎。項目包括住

宅、商業、學校及公共服務。以下節錄部份工程項目。

香港西半山西摩道9號懿峰

香港西灣河太康街38號嘉亨灣

香港上環蘇杭街87-89號The	Jervois	

香港山頂種植道35號雲嶺山莊

九龍廣播道1號逸瓏	

九龍紅磡蕪湖街111號蕪湖居

大埔比華利山別墅第三期富匯半島

九龍油麻地友翔道1號御金.國峰

九龍紅磡必嘉圍8-12號御悅

新界將軍澳南天晉II商場天晉滙

新界將軍澳新寶城會所

新界西元朗鳳翔路88號Residence譽88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

香港金鍾道88號太古廣場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9號周大福珠

寶金行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河內道18號K11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3號新世紀廣場

九龍灣德福花園平台MCL德福戲院

香港迪士尼樂園Ironman	Experience

香港南區南朗山香港海洋公園站

香港文華東方酒店旋轉樓梯

香港小西灣街市魚缸

九龍中港城太平洋酒店幕牆

九龍紅磡理工大學

新界沙田歷史博物館

新界洪水橋教堂

住宅 商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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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香港金鐘太古廣場選用本公司供應之弧形鋼

化玻璃作升降機幕牆。外形時尚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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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鋼化
生產線

主要

生產線

國內首家從瑞士引進的大型弧型鋼

化生產線，採用吊掛方式，可將玻

璃進行單弧、多弧或不規則弧的鋼

化處理。廣泛用於大廈的幕墻，

欄河扶手等需要，既美觀又符合

安全。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Min.	bend	radius

最小彎曲半徑	(mm)

Max.	camber	high

最大彎曲拱高	(mm)

水平彎鋼化 4-25 200	x	300 2440	x	5000 650 不限

吊彎鋼化 4-25 50	x	50 2200	x	2800 300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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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平鋼化生產線

熱浸(均質)測試爐

從美國TGL	公司引進的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鋼化生產線，每日產量可達

1,600平方米。產品質量符合BS6206-1981英國標准，此標准相當於ANSI	

Z97.1-1984標准。玻璃經過鋼化程序後，其靜止承重度及抵受撞擊度分別

為普通玻璃的3至5倍及5至10倍。它亦能抵受溫度達170度攝氏的突變而不

破裂。如果受到破壞，它只會立即變成豆狀大小的碎粒，對人不會造成損

傷。廣泛用於建築、汽車、火車、船泊、天花、吊頂等需要，既明亮又安

全的產品。

適合玻璃品種；	光片、有色片、反光片、焗油片、隔熱片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4-25 200	x	200 3000	x	11500
3300	x	6800

熱浸(均質)測試爐是一種建築用安全玻璃檢測設備，在電

腦控制跟踪下，使爐溫達到一定的溫度(290oC)。從而符合

德國舊標準DIN18516，歐洲EN14179，或PNAP106。將

鋼化玻璃在此環境放置數小時，讓整體質量更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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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邊機

斜邊機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3-25 50	x	50 3000	x	11500
3300	x	6800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3-25 230	x	230 2400	x	4800

雙邊、四邊機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3-25 50	x	50 3000	x	11500
3300	x	6800

從意大利引進的大型切割機，快速、准確地為各道工序提供各式各樣的玻璃，使各工序省時及省力，同時也大

量地降低了玻璃的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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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磨邊種類

磨邊種類 玻璃形狀
磨光

玻璃厚度 最小尺寸 最大尺寸
Ground Polish

平邊

直	 ü ü 5/32” - 3/4” 4” x 6” 176”	對角

圓	 ü ü 5/32” - 3/4” 10” x 10” 84”	直徑

圓邊

直	 ü 1/8” - 3/4” 2” x 2” 84” x 155”

圓	 ü ü 1/8” - 3/4” 10” x 10” 84”	直徑

斜切

直	 ü 3/16” - 3/4” 2” x 2” 84” x 155”

圓	 - - -

斜邊

直	 ü ü 3/16” - 3/4” 2” x 2” 84” x 155”

圓	 ü 3/16” - 3/4” 10” x 10” 84”	直徑

半圓邊

直	 ü 1/8”, 3/16” 2” x 2” 84” x 155”

圓	 ü ü
1/8”, 3/16”, 

1/4”
10” x 10” 84”	直徑

三層邊

直	 ü 1/2” 12” x 12” 52” x 110”

圓	 ü 1/2” 10” x 10” 84”	直徑

O.G.

直	 ü 1/2” 12” x 12” 52” x 110”

圓	 ü 1/2” 10” x 10” 84”	直徑

V形槽

直	 ü ü 3/16” - 3/4” 5” x 5” 86” x 123”

圓	 ü ü 3/16” - 3/4” 5” x 5” 86” x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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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形電腦切割機

電腦異形磨邊機

異形車邊機

從意大利引進的大型切割機，快速、准確地為各道工序提供各式各樣的玻

璃，使各工序省時及省力，同時也大量地降低了玻璃的損耗。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3-25 50	x	50 3000	x	11500
3300	x	6800

從意大利引進的電腦異形磨邊機，功能齊全，集磨、鑽、銑、刻於一身，能

解決許多高難度的玻璃切削、磨邊。可在玻璃內外控孔磨邊。磨出的元邊、

企邊、OG	邊、3-G	邊、V	型邊及	B	型邊，光潔亮澤，效果完美。尤其是它

獨特的探位功能，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方便，無論是多麼複雜的圖案，只

要給它一個樣板，讓機自動去探測，并將探測的結果輸進到電腦，再根據

輸進的信息書圓設計，就能加工出與樣板分毫不差的玻璃產品來。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3-25 230	x	230 2400	x	4800

適應於磨異形的	”SB-10”，微電

腦控製，手動操作，可磨

元邊、企邊、斜邊、人

字邊	、	OG邊，特別是

本公司獨有的花紋邊，

更是晶瑩剔透、璀燦奪

目，無不令人觀之嘆服。

電腦車花機
公司擁有電腦車花技術，圖案變

化萬千，極富立體感，且

不易藏污垢，易於清理，

適用玻璃傢俬、屏風、浴

室鏡、趟門等等。本公司

生產的定形浴室鏡、趟門

花款繁多，設計新穎。也可根

據客戶來樣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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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生產線

浮雕．彩繪

夾層防彈生產線

中空玻璃是用二張中間夾有乾燥空氣層的玻璃制成，邊部用密封劑封起。

中間隱藏防潮珠。具有隔音、隔熱功能，而且不會凝成水氣。

適合玻璃品種；	光片、有色片、反光片、焗油片、隔熱片、夾層玻璃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12-100 100	x	100 3300	x	6000

藝華的匠師們精心雕啄出來的彩雕，	構圖新穎多姿、色彩豐富、線條細

緻、層次分明、活靈活現，既有古典傳統美感，又其現代生活氣息。

夾層防彈玻璃是用二張或多張中間夾有一層結實而又透明的PVB	薄膜合

制而成，	當玻璃破碎時碎片不會散落，	因而它廣泛應用於軍事、金融機

構、以及大廈的幕擋，頂棚、天窗等。

適合玻璃品種；	光片、有色片、反光片、焗油片、隔熱片

Thickness 

產品厚度	(mm)

Min.	size	

最小尺寸	(mm)

Max.	size

最大尺寸	(mm)

6-100 100	x	100 3000	x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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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產品

加工主要設備配置

千變萬化、	日新月異的玻璃產品沒有一成不變的加工流程、	我們為您準備了最齊全最精良的玻璃深加工裝備

隨時讓您想要的產品。

• 意大利電腦切割生產線：	5條

• 各式進口斜邊、	直邊、	雙邊、異形磨邊機：	32台;	

• 數控加工中心：	電腦CNC	3台水鑽孔n9台;	

• 精加工水平鋼化爐：	1台（	專業加工不反光片等高質量貴重玻璃）	

• 水平鋼化爐：	3台

• 水平彎鋼化爐：	2台

• 吊（	垂直）	鋼化爐：	1台

• 熱浸(均質)測試爐：	3台

• 熱彎爐：	6台

• 中空生產線：	1條

• 夾膠生產線：	2條

• 磨砂玻璃生產線：	5條

• 焗油玻璃生產線：	8條

• 絲印玻璃生產線：	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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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

包裝

公司擁有10多台運輸車輛、	每日來往中港兩地，可保證玻璃原材料和成品

的交付快捷。

包裝

根據產品的不同、	運勢方式的不同及客戶的要求不同，玻璃產品包裝方式有下列形式：	

• 塑卡件卡邊、	卡角包裝

• 泡沫板，卡固條包裝

• 木箱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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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香港柴灣吉勝街45號

勝景工業大廈地下C室

Unit	C,	G/F,	Shing	King	Ind.	Bldg.,

45	Kut	Shing	Street,	Chai	Wan,	H.K.

Tel:	 (852)	2595	1794

Fax:	 (852)	2558	2183

Email:	 kutshing@ngaiwah.com

九龍荔枝角瓊林街68號

兆威工業中心地下

G/F,	Siu	Wai	Industrial	Centre,

68	King	Lam	Street,	Lai	Chi	Kok,	Kowloon

Tel:	 (852)	2785	5220	

Fax:	 (852)	2785	5861

Email:	 kowloon@ngaiwah.com

九龍旺角塘尾道60-62號

福康工業大廈地下1室

Unit	1,	G/F,	Fuk	Hong	Ind.	Bldg.,	

60-62	Tong	Mi	Road,	Mongkok,	Kowloon

Tel:	 (852)	2380	6178	

Fax:	 (852)	2380	6187

Email:	 mongkok@ngaiwah.com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611及613號地下

G/F,	611	&	613	Reclamation	Street,	

Mongkok,	Kowloon

Tel:	 (852)	2702	3083	

Fax:	 (852)	2702	3013

Email:	 mk2@ngaiwah.com

B

D

C

E

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康民工業大廈地下A室

Unit	A,	G/F,	Hong	Man	Industrial	Centre,	2	Hong	Man	Street,	Chai	Wan,	H.K.

Tel:	(852)	2896	2415

Fax:	(852)	2897	0763

Email:	hongman@ngaiwa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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