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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啓榮
禾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歷 :
澳洲昆士蘭大學資訊科技
南台科技大學EMBA

經歷:
金屬沖壓產業超過17年經驗

專業項目:
-系統軟體開發
-金屬沖壓模具研發設計
-智慧製造系統整合



禾新國際有限公司 (Lead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長: 李東成先生

公司地址：台南市西港區中山路469-6號

成立年份：1997年 4月

員工數： 45人

About Us

關於禾新

模具開發能力

100套沖壓模具/年。

最高400噸沖壓能力/模具長度:2.8M

沖製生產

材料厚度: 0.05mm ~ 9.5mm

沖壓速度: 最高400/分鐘

廠內製程: 沖壓、清洗、點銲、滾筒、攻牙等



● 16部沖床，噸數15~400頓

● 三套傳送設備

● 一部連桿沖床

● 一部肘節式沖床

● 兩部油壓沖床

● 光學非接觸式投影機

● 硬度測試儀

● 蔡司CNC三次元量測儀

● 表面粗度儀

● 膜厚機

● 胚料展開計算

● 成形分析

可成形性分析、材料變薄率分析、材料回

彈分析

● 可製造性分析

● 材料使用量估算

● 使用軟體LIFECAD,NX, 

EXCESS HYBRID II

● 放電加工部門

● CNC綜合加工部門

● 研磨部門

●三井 MITSUI SEIKI 治具磨床

● AGIE 線切割機/放電加工機

●五軸立式CNC加工機

LEADTECH

模具設計

模具加工

重點設備

沖壓設備

檢測設備

CAE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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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14

2015

2017

2020

代工生產製造汽車冷凝器水箱散熱片

台南市SBIR計畫「燃料電池之超薄金屬雙極板暨
雷射披覆開發」

中央SBIR(Phase1)計畫「瓩級車用
金屬板燃料電池組技術開發」

業界能專「高功率瓩級金屬板燃料電池開發」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高續航力燃料電池與智慧
製造自動組裝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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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燃料電池”?



發展氫能與燃料電池之目的

彈性電源輸出

高效率/低CO2

石油、天然氣、煤炭、太陽能、核能等各式產氫技術

燃料供應多元化

• 可安裝於室內

• 無需值守

低噪音

• 減少電力傳輸損失

• 災害發生之緊急供電

電力分散供應

降低CO2、Nox、SOx之排放

零/低污染排放

• 能源安全性：減少對能源進口的依賴，不受國際情勢波動影響。

• 能源多元化：避免過度集中某項能源，提高能源供給穩定性。

• 節能減碳：發展高效率之能源，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使用。

• 帶動新產業：如燃料電池、新能源車、產氫等，提升經濟發展。

H2 and Fue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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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再生能源

廣泛運用

燃料電池之應用



基本原理
1. 燃料進入電池

2. 陽極反應

3. 負載供電

4. 陰極反應

缺點
1. 易一氧化碳(CO)中毒

2. 存在氫氣來源及儲運問題

優點
1. 能效高，功率密度大

2. 可在室溫下快速啟動

3. 可作為移動電源使用

4. 運行安靜、污染排放低

Metal Bipolar Plate

金屬雙極板



製作方式：石墨板進行機械加工

優勢：導電性高、導熱性佳、耐腐蝕性強

缺點：易脆、組裝困難、厚度不易調整

製作方式：不鏽鋼、鈦合金等沖壓成形

優勢：導電性佳、導熱性與機械強度高、可

批量生產。

缺點：易腐蝕、需表面改性

製作方式：採用樹酯混和石墨粉進行射出或

模壓成型。

優勢：耐腐蝕、質量輕、可批量生產。

缺點：導電與導熱性略差、機械強度一般

石墨雙極板 金屬雙極板 複合材料雙極板

Metal Bipolar Plate

金屬雙極板

Ballard Power TOYOTA Mirai Sunrise Power 



TEDOM Bus

In 1994, we introduced a prototype of our own low-floor 

bus powered by compressed natural gas. In 2007, we 

began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vehicles in series but we 

ended our efforts in 2011 and focused all our further eff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P units.

SOR (Skoda關係企業) EV bus

Modernícelonízkopodlažní elektrobus určený pro bezemisnípřepravu

osob v městském provozu. Možnost variabilního uspořádání sedadel v 

interiéru vozidla a různá kombinace počtu vstupních dveří umožňuje široké

využití ve všech městských aglomeracích. Ojedinělá konstrukční řešení

technických celků dosahujíekonomicky hospodárného provozu vozidla.

國內FC載具評估

Czech fuel cell market survey



Euro Government publish new Hydrogen Program study(total €9B)

⚫H2 opportunity: be energy source, sector 

coupling, base substance, type car need

⚫Goal: competitive, domestic technology,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source, transport, 

global marke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cure H2 production/infrastructure

⚫ German future market : H2 consume 

55TWh 2020, 380TWh 2050.

⚫National Strategy steps:
✓ M1: better framework for the efficient use of electricity

✓ M2: cooperation electrolysers for grid

✓ M3: support switchover to hydrogen in industrial sector

✓ M4: wind energy harnessed production of hydrogen

⚫Action plan: total others 38 measures steps 

in field application including transport/ 

Industrial sector/ Heat/ Infrastructure 

supply/ Research & education/ European 

level/ International market & partnership.

Fig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Hydrogen Strategy

Action Plan Roadmap: Steps Necessary for the National Hydrogen Strategy to  

SUCCEED

The National Hydrogen Strategy



禾新
國際 關鍵零組件-金屬雙極板

台灣
夥伴

燃料電池組件-碳紙、MEA塗佈技術，打造台灣燃料

電池生產線。

UJV 觸媒-量產型、高品質、低價格。

ITCAS 銷售-歐洲市場通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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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產業減碳淨零轉型國際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