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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是長春經營理念的精髓。

長春公司對客戶的承諾，無論是品質、價格、交期，永遠使命必達。長春公

司將「對客戶提供最佳品質、安定價格、長期供應」視為一種責任，因此，

總是能與客戶維持長長久久的關係。

將滿足客戶需求品質的產品適時適地的交到客戶手中，是長春服務的基本要

求，引進 ISO9000國際品質制度，如今 ISO品保已成為每一個長春人不需特意

關注的日常工作，是根深蒂固的品質意識。

誠 信 立 業 顧 客 至 上 創 意 革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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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務實，同心協力。 

與顧客攜手共成長。 

研發創新，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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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要

研究創新為成長的動力

誠信立業顧客安心

銳意改造管理效率化

力行環保善盡社會責任

尊重生命不遺餘力推動工安

邁向永續經營

勤奮創業無私經營

1957
設立長春人造樹脂股份

有限公司。

1956
尿素膠研究開發成功並

開始生產。

1964
設立長春石油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利用天然氣

作原料生產甲醇。

1982
於新竹廠，採用自行研

發技術，開始生產環氧

樹脂。

1983
於新竹廠興建之三聚甲

醛工廠開始商業運轉。

1986
大 連 化 工 大 社 廠 VAE  
Emulsion第一套及第二

套工廠開始生產。 

1997
大連化工研發成功1,4-丁
二醇生產製程技術，於

大發廠建廠開始生產。

2007
長春化工(江蘇)有限公

司聚乙烯醇、醋酸酯

及PBT樹脂建廠完工生

產。

2013
長春化工(漳州)有限公

司軟板銅箔基板工場完

工生產。

2012
長春人造樹脂大發廠半

導體用高純度雙氧水、

顯影劑建廠完工生產。

2006
長春人造樹脂高雄廠自

行研發成功熱可塑聚酯

彈性體（TPEE）並開始

生產。

2005
長春人造樹脂大發廠苯

酚、丙酮、丙二酚工廠

完工生產。

1989
台豐印刷電路股份有限

公司新竹廠建廠完成，

生產多層印刷電路板。

1994
長春石化苗栗廠半導體

用高純度電子級雙氧水

工廠完工生產。

大 連 化 工 高 雄 廠 VA E 
Powder工廠開始生產。

1971
長春人造高雄廠興建完

工，生產甲醛、尿素膠

與尿素粉。

2002
長春化工(江蘇)有限公

司成立，生產電子化學

品及材料、工程塑料、

樹脂、特用化學品等。

長春人造樹脂大發廠玻

纖廠完工生產。

2000
大連化工於大發工業區

完成聚四亞甲基醚二醇

( P T M E G)建設及開始

生產。

2001
長春石油化學苗栗廠

TMAH(氫氧化四甲胺) 

完工生產。
1973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研究開發成功聚乙

烯醇製程，隨後興建聚

乙烯醇一廠，並於1976
年建立連續式製程之聚

乙烯醇廠。

1979
成立大連化學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949
長春人造樹脂廠由廖銘

昆、林書鴻與鄭信義合

夥投資設立。

1961
建立第一座甲醛廠，此

為電木粉、尿素粉與尿

素膠之原料。

1980
長春人造樹脂股份有限

公司新竹廠興建完工。

2015
長春人造樹脂彰濱廠興

建完成，生產甲醛、三

聚甲醛、抗氧化劑原料

2,4/2,6 DTBP。

2011
成立長春化工(盤錦)有

限公司及長連化工(盤

錦)有限公司，生產環

氧樹脂、環氧氯丙烷、

氯鹼、異丙醇、1,4-丁
二醇、聚四亞甲基醚二

醇等產品。

長春石油化學麥寮廠醋

酸廠完工生產。

2010
成立長連新加坡公司及

長春新加坡公司，生產

醋酸乙烯酯、丙烯醇、

異丙苯。

2003
長春化工(漳州)有限

公司成立，生產電木

粉、PBT Compound及銅

箔基板。

大連化工(江蘇)有限公

司成立，生產乙烯-醋酸

乙烯共聚合物乳膠、1,4-
丁二醇、聚四亞甲基醚

二醇(PTMEG)等產品。

1988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自行研發銅箔生產

技術，於苗栗廠建廠開

始生產。

長春人造樹脂高雄廠聚

苯二甲酸丁酯(PBT)廠
完工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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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1964 1980 1988 1998 2003 20101949

1998
長春人造樹脂高雄廠採

用連續性製程生產PBT
樹脂。

成立大連化工工業(馬來

西亞)股份有限公司，生

產VAE Emulsion。

大

事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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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CO2

Methanol

Coke

Air

CO

Melamine Resin,
Amino Resin

Hexamine

PF Resin

UF Resin

Raw Materials CCP Products CCP Products, Global top 3

Methanol Derivatives & Supply Chain PCB related materials

Electronic Chemicals for IC & TFT-LCD Processing

CCP Products-Specialty Chemicals

Ethylene Derivatives & Supply Chain

Propylene Derivatives & Supply Chain

4

5

6

Ethylene

Hydrogen

Paraformaldehyde,
Formaldehyde

H2O2

EL H2O2

Epoxidized Soybean Oil

novolac Epoxy EMC

PMC

Polyvinyl Alcohol

VAE Emulsion

EVOH

VAE Powder

Polyvinyl Butyral

n-Propyl Acetate

n-Butyl Acetate

Methyl Acetate

Polyvinyl Acetate

PVB Film

PVA Film

UMC

Copper(II) Sulfate Solution

Photoresist Developer

Photoresist Cleaning Solution

Ultra Pure H2O2

EBR Thinner

TMAH

nBAc EL nBAc

Acetic Acid

EL PM

EL DMSO

EL MEA

O-Cresol Novalac OCN Epoxy EMC

H2O2

EL PMA

Copper

EL H2SO4

PM

DMSO

MEA

O-Cresol

NBA

Methanol

Phenol

Acetic Acid

O2

N2 LCO2

Melamine

NH3

Natural Gas

Urea

Vinyl Acetate

PTA

Propylene Allyl Alcohol BDO
n-Propanol

iso-Butanol

Epoxy Resin

ECH

IPA

Acetone

PCB

Phenol

HF Flame Retardant Glass Epoxy Copper Clad Laminate

Paper-Phenolic Copper Clad Laminate

Phenolic Molding Compound

Phenolic Resin

2,4/2,6 DTBP Antioxident

MPO

PBT PBT Compound

PTMEG

TPEE

THF

Phenol
PHBA

Glass Fiber Chopped Strand

LCP Polymer LCP Compound
CO2

BPA

Copper Foil

Epoxy Resin

lnsulation Paper

Phenolic Resin

Synthetic Resin 
Printed Circuit Board

Lithium-ion Battery Industry

Flexible CCL

Dry Film Photo Resist

Liquid Photo Resist

Glass Epoxy Copper Clad Laminate

Paper-Phenolic Copper Clad Laminate

1

2

3

Antioxidant

Plasticizer

Stabilizer

Flame Retardant

α-Cyanoacrylate 2,4/2,6 DTBP

Plastic Additives

Acrylic Resin & Emulsion

Acrylamide

Butylated/Methylated Melamine Resin

PVB

Strength Resin

PVAc

FlocculantPVA

Epoxy Resin

Coating Resins

Paper Chemicals

核

心

業

務



ㄑ

0706

建築材料

1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合物再乳化性粉末

2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合物乳膠

產品應用名稱名稱                  

接著(家具裝潢)

包裝及紙張接著

塗料(乳膠漆塗料)

塗料(混凝土防水)

紡織品與不織布

建築

產品應用說明

良好的熱安定性、優良的接著強度、快速的粘結速度。

凝結速度快、良好維持能力、良好加工性。

低氣味、低有機揮發份、傑出遮蔽力、耐刷洗、易於調整添

加劑組成。

良好的彈性、良好的耐水性。

優良的耐老特性、無甲醛商品。

良好的彈性、良好的耐水性。

3 磷系耐燃劑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

電子行業

PVC

產品應用說明

PC／ABS Alloy耐燃劑使用。

銅箔積層板。

PVC阻燃劑。

4 尿素膠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使用於合板接著。

6 美耐皿膠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使用於合板接著。

5 瞬間接著劑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大理石、塑膠、木材、金屬、橡膠、陶瓷等

各種材質之接著。

7 壓克力乳膠

產品應用名稱                  

土木建築

塗料

紡織業加工用

產品應用說明

彈性水泥砂漿用乳膠。

塗料用壓克力乳膠。

非織物、織物加工用乳膠。

VAE乳液經噴霧乾燥後所形成之一種可自由流動之乙烯－醋酸乙烯共聚合物白色粉末，

易乳化分散於水中，形成安定之乳液。除了有VAE乳液原有之優越性能外，因可自由流

動，故在搬運及儲存時有極佳之方便性及可靠性，亦可與粉末狀之材料，如：水泥、

砂、輕量骨材等混合攪拌使用。使用於建築材料和接著劑

以作為結合劑之用。

產品應用名稱                  

外牆保溫系統

石膏砂漿

自流平水泥

修補砂漿

瓷磚接著

填縫劑

產品應用說明

EIFS。

好的工作性能、黏結性能、耐候性能、降低水分吸收。

提升流動性能、提升表面耐磨性、提高拉伸黏結強度、提高抗折強度。

極佳的粘結性能、低收縮性、極佳的工作性能。

黏著性佳。

接縫處之修補。

為醋酸乙烯與乙烯共聚合物，是一種強力水性接著劑，具有多

種特長：初期接著性高、優良耐熱潛變性、耐水性佳、耐鹼性

佳、增黏性高、安全的作業性。

磷系阻燃劑為磷酸酯類無鹵型阻燃劑，主要作為各類工程塑膠

類、橡膠及印刷電路板之無鹵化(GREEN 化)阻燃劑。

長春尿素膠係一種液體接著劑，由尿素與甲醛在特殊觸媒與變性劑

下，嚴密控制反應條件而製成。添加Catalyst與適量增量劑及水調配

使用，成品具備優良的耐水性，為合板製造上最適當的接著劑。

瞬間接著劑係長春公司以最高技術，自力研究成功之強力接著劑，為單一成

分，快速，無溶劑型之接著劑，對於大理石、塑膠、木材、金屬、橡膠、陶

瓷等各種材質均能在常溫狀態下，極短時間內予以強力接合，而且保存性

佳，合乎日本JIS K 6861之檢驗標準，是一種多用途之新型接著劑。

長春美耐皿膠為本公司針對耐水合板製造時放寬單板含水率標準而精心研製之接著劑，由三

聚氰胺與甲醛在特殊觸媒與變性劑下，嚴密控制反應條件而製成。添加Catalyst與適量增量

劑，製成合板之膠著剪力，符合CNS 1349 1350 I類合板標準，為一種極佳的接著劑。

係以壓克力單體為主，搭配水(溶劑)、乳化劑及起始劑，經由乳化聚合而得到之乳白色

高分子乳膠。產品特性具有極為優良接著力與耐水性，可供不織布、絨毯、貼合等紡織

業使用；另一產品亦可用於土木建築之水泥砂漿、填縫、及彈性水泥;部分產品亦可用

於塗飾材料用，例如：室內外水性塗料等。

應
用
產
業
介
紹

建
築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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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聚乙烯醇縮丁醛薄膜

產品應用名稱                  

建築用膜

汽車用膜

太陽能模組用膜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於建築安全玻璃中間膜。

應用汽車前擋風玻璃中間膜。

太陽能模組用膜。

10 環氧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元件

銅箔積層板

複合材料

塗料

防蝕

土木建築

耐燃劑

鑄模

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電子元件封裝、注型、黏著。

銅箔積層板含浸樹脂(高耐熱、低吸水、Low Df、UV遮蔽…等)。

複合材料。

保護塗料、內襯塗佈、油墨。

金屬、木材、玻璃、石材防蝕，管路桶槽內襯塗裝，船舶防蝕塗料。

土木建築。

耐燃劑。

鑄模灌注。

封裝／高流動性系統主樹脂。

13 甲酸鈉

產品應用名稱                  

甲酸

草酸

連二亞硫酸鈉

混凝土減水劑

環保型融雪劑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於皮革、農業。

應用於還原劑和漂白劑、印染工業的媒染劑、稀土提煉、醫藥工業。  

應用於漂白劑，在化學工業中用作還原劑。

甲酸鈉型複合多功能減水劑是一種無氯減水劑。

環保型融雪劑。

12 聚乙烯醇

產品應用名稱                  

經紗上漿劑

樹脂整理加工

網版印花

造紙業應用

合板、木器業

PVAC、PVC、PS

建築業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包裝材料

印刷業

產品應用說明

天然纖維、合成纖維上漿。

硬挺加工、防縮防皺加工、被服上漿劑。

網版印花機暫時接著劑。

紙品接著、再濕接著、表面上膠、顏料塗佈、內部上膠。

熱硬化樹脂改質劑。

乳膠之保護膠體及懸濁安定劑。

水泥添加劑、成型版黏接劑。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PVA膜。

網印感光膜(照相製版之感光膜)、鋅版印刷感光膜。

9 絕緣紙

產品應用名稱                  

印刷線路板、電木板

產品應用說明

酚醛樹脂積層板、CEM-1複合

基板、電木板。

8 酚醛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合膠板

保溫棉

成型材料

鑄造

耐火材

磨具

摩擦材

產品應用說明

積層板用。

保溫絕緣用。

成型、改性工程塑料用。

殼模樹脂砂用、冒口保溫套及塗模劑。

耐火磚、斷熱板等。

砂輪、砂布用。

汽車來令片(煞車皮)用。

酚醛樹脂為酚與甲醛類反應之產物，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尺寸安定性、熱

安定性、電氣絕緣性、耐溶劑、耐酸性等特性，廣泛地應用在成型材(包括

電子級封裝材)、積層板、研磨材、接著、含浸、鑄造及其他用途。

長春絕緣紙主要用於酚醛樹脂銅箔基板、CEM-1複合銅箔基板及PCB墊

板、美耐板、化妝板等相關產業上。產品具有高潔淨度及優良的樹脂含

浸性，同時在尺寸及特性上，可依照客戶的特定需求配合提供。

本公司獨自技術研究成功的多用途高性能產品，可提供塗料和複合材料

用途之雙酚A型固態、液態和溶劑型環氧樹脂，PCB用途之溴化環氧樹

脂、雙酚A酚醛環氧樹脂(BNE)、苯酚醛環氧樹脂(PNE)、UV遮蔽環氧樹

脂(TNE)、其他特殊型環氧樹脂(高耐熱、低吸水、Low Df、異氰酸改

質型…等)，以及半導體封裝和油墨用途之鄰甲酚醛環氧樹脂(CNE)。

聚乙烯醇縮丁醛中間膜是由PVB樹脂、可塑劑及添加劑經混合並押出加工後，拉

出之厚度均勻的薄膜，賦予玻璃之特性包括耐衝擊、抗穿透、隔音、阻隔紫外

線…等，同時可吸附玻璃碎裂後之碎屑，達到保護使用者的效果，汽車前擋玻

璃、高樓及地標建築物，均已採用PVB夾膠安全玻璃。

聚乙烯醇是一種白色或微黃色，顆粒或粉狀，安定，無毒的水溶性高分子。聚乙

烯醇具良好的造膜性，形成的膜具有優異的接著力、耐溶劑性、耐磨擦性、伸張

強度與氧氣阻絕性。聚乙烯醇同時擁有親水基及疏水基兩種

官能基，因此聚乙烯醇具有介面活性的性質，亦可做為高分

子乳化，懸浮聚合反應的保護膠體。

甲酸鈉為三甲醇丙烷之聯產品，外觀呈白色結晶粉末，

吸溼性極強，易溶於水。



1,4-丁二醇由丙烯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而得到之

產品，是一種無色高沸點低毒性之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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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及合成樹脂

1

7

5

丙烯醇

2-甲基1,3-丙二醇

1,4-丁二醇

產品應用名稱                  

化學品之原物料

產品應用名稱                  

不飽和聚酯樹脂

化妝品

改質PET纖維

塗料

聚酯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與醚、酯、縮醛等化合物進行反應，

用於醫藥、香料及有機合成應用。

產品應用說明

船舶、浪板、人造大理石、鈕釦、釣魚竿、FRP製品、塗料。

相關溶劑添加。

衣物具有吸水性以及透氣性。

粉體塗料、捲鋼塗料。

印鐵塗料用樹脂、卷材塗料用樹脂、丙烯酸樹酯。

4 烷氧化2-甲基-1,3-丙二醇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聚氨酯

產品應用說明

印刷油墨、塗料溶劑。

聚氨酯鞋底料、聚氨酯合成革、聚氨酯纖維。

3 醋酸乙烯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接著，具耐水及防火特性。

作為薄膜成形物之原料。

用於安全玻璃之夾層。

用於紙或纖維之加工劑、乳化安定劑、接著或薄膜方面。

紙或木材之接著劑、紙或纖維之加工劑、塗料及口香糖之基材。

低乙烯含量之共聚合物VAE乳膠，作為接著劑或塗料之原料。

用於唱片及地磚。

產品應用名稱                  

與乙烯、氯乙烯共聚物

EVA樹脂

聚乙烯丁醛

聚乙烯醇

聚醋酸乙烯

與乙烯共聚合物

與氯乙烯共聚合物

丙烯醇為一種刺激性之化學物質無色液體，係利用丙烯、醋酸和氧氣於

固定床觸媒存在下，以氣相反應生成之化學物質，可做為許多化學物質

之原物料。

由2-甲基-1,3-丙二醇與烷氧化物經烷氧化反應生產而得之產品，是一種無色的液體，具有

二個一級羥基二醇結構，產品分為乙氧化2-甲基-1,3-丙二醇及丙氧化2-甲基-1,3-丙二醇。

由丙烯醇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而得到的產品，

是一種無色低黏度低毒性的液體，具有獨特甲基支鍊的二醇結構。

醋酸乙烯單體是一種具有活潑化學性的無色液體，係利用乙烯、醋酸

和氧氣，在固定床觸媒存在下，以氣相狀態反應生成的物質。儲存時

必須添加聚合抑制劑。

6 乙酸乙酯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化學合成

產品應用說明

油漆、噴漆之溶劑。

PU化學合成原料。

乙酸乙酯是經由醋酸乙烯氫化而得，一種無色透明有酯類

特殊芳香味的液體。

2 異丁醇

產品應用名稱                  

可塑劑

有機合成

液相色層分析

溶劑

去漆劑

產品應用說明

添加至PVC、PVA、PS、MMA、醋酸纖維素等樹脂增加柔軟性。

有機合成化學中間物。

薄膜層析流動相。

塗裝樹脂、油漆、列印墨水之溶劑。

清除金屬、模板、木板、傢俱產品上之舊漆膜。

由丙烯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生產而得之副產品，是一種

無色液體，可溶於水、醇類及醚類，可作為有機合成上化學中間物及作為塗料

的溶劑。異丁醇與正丁醇化學性質相似故在許多應用上可補充或替代正丁醇。 應
用
產
業
介
紹

化
學
及
合
成
樹
脂

產品應用名稱                  

四氫呋喃

聚四亞甲基醚二醇

聚酯可塑劑

熱塑性聚酯

  丁內酯

產品應用說明

醫藥中間體、聚四亞甲基醚二醇、溶劑、接著劑。

聚氨酯彈性體、聚氨酯合成皮、氨綸彈性纖維、熱塑性聚氨酯。

1,4-丁二醇為基底的聚酯可塑劑與乙烯基聚合物有優異的相容性。

1,4-丁二醇可用於製造聚二苯二甲酸丁二酯，作為高強度之工程塑膠。

由 丁內酯反應合成的N-甲基吡咯烷酮是醯胺類高級通用非質子溶劑，用

於石油化工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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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4

12

正丙醇

醋酸正丙酯

冰醋酸

三聚甲醛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醫藥

產品應用名稱                  

油漆

油墨

樹脂溶劑

產品應用名稱                  

醋酸乙烯單體

純對苯二甲酸

醋酸正丁酯

紡織業

產品應用名稱                  

合成樹脂

有機合成的醫藥產品

塗料樹脂

接著劑

農業用

產品應用說明

合成醋酸丙酯、印刷油墨、塗料溶劑。

丙磺舒、丙戊酸鈉、紅黴素、癲健安、粘合止血劑BCA、

丙硫硫胺。

產品應用說明

油漆稀釋劑／洗滌劑，瓷漆染料。

油墨稀釋劑，食品印刷，柔版印刷，菸草印刷。

硝酸纖維素，丙烯酸酯，醇酸樹脂，松香樹脂等。

產品應用說明

以乙烯與醋酸為原料生產醋酸乙烯。

在生產純對苯二甲酸過程中作為溶劑。

以醋酸及正丁醇為原料進行酯化反應產生。

染整作業中做為調整染劑酸鹼用途。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生產各式合成成型樹脂如酚醛樹脂、尿素樹脂、呋喃樹脂。

可用於生產消毒劑、維他命等醫療相關化學藥品。

可用於生產三聚氰胺樹脂等塗料用樹脂。

用於生產瞬間膠，俗稱氰基丙烯酸酯。

可用於生產三環唑、三環酮、砒啶等農用除蟲除草劑。

11

13

四氫呋喃

甲酸鈉

產品應用名稱                  

化學品原料

反應溶劑

溶劑

處理劑

產品應用名稱                  

甲酸

草酸

連二亞硫酸鈉

混凝土減水劑

環保型融雪劑

產品應用說明

合成聚四亞甲基醚二醇之原料。

醫藥合成等反應溶劑。

用於樹脂、油墨／油漆、色層分析溶劑之溶劑。

表面處理劑。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於皮革、農業。

應用於還原劑和漂白劑、印染工業的媒染劑、稀土提煉、醫藥工業。  

應用於漂白劑，在化學工業中用作還原劑。

甲酸鈉型複合多功能減水劑是一種無氯減水劑。

環保型融雪劑。

10 聚四亞甲基醚二醇

產品應用說明

可用來製造氨綸，其為一種彈性纖維。

可使用彈性纖維製造彈性絲襪。

可使用彈性纖維製造泳衣。

可合成聚氨酯製造透氣防水外套。

可合成聚氨酯製造合成皮。

可合成聚氨酯生產熱塑性薄膜。

使用彈性纖維製造汽車座椅織布。

可合成聚氨酯彈性體，生產汽車排檔桿頭。

產品應用名稱                  

製造氨綸

彈性絲襪

泳衣

透氣防水外套

合成皮

熱塑性薄膜

汽車材料-座椅織布

汽車材料-排檔桿頭

由丙烯醇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所得之副產品，是

一種中度揮發無色液體且具有醇類的氣味，可溶於水、醇類及醚類。

由1,4-丁二醇經由脫水反應製得，是一種無色揮發性環脂醚，為化學中

性具高度極性且與水可以互溶，對許多有機物質具絕佳溶解能力。

三聚甲醛主要為顆粒狀，品質穩定，易於輸送處理和操作使用，具備優越的溶解性

與適用性，廣泛應用於胺基樹脂、離子交換樹脂等產品。

甲酸鈉為三甲醇丙烷之聯產品，白色結晶粉末，吸溼性

極強，易溶於水。

醋酸是一種無色而有刺激酸味透明液體，當純度達99.5wt%以上時，稱冰醋酸。可溶於水、

醇類和醚類中，應用於人造纖維、橡膠、塑膠、農業、除草劑、皮革等各項工業。

乙酸丙酯又名“乙酸正丙酯”、“醋酸丙酯”，天然存在於草莓、香蕉和番

茄中。可以通過乙酸與1-丙醇經酯化反應得到的產物，具有酯的典型性

質。常溫下為無色透明液體，與乙醇、乙醚互溶，有特殊的水果香味。

聚四亞甲基醚二醇是由THF在酸性觸媒催化下聚合反應產生得到之產品，

為四亞甲基醚重複連接之直鍊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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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醋酸甲酯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有機溶劑

產品應用說明

油墨、油漆、稀釋用。

皮革生產過程所需之有機溶劑、清洗用。

16 醋酸正丁酯

產品應用名稱                  

人造皮革

人工香料

塗料

產品應用說明

人造革加工過程中作為溶劑。

用於香料調配，可調配杏、梨、香蕉、鳳梨等各種香味劑成分。

用於塗料溶劑。

21

19

酚醛樹脂

酚(石碳酸)

產品應用名稱                  

合膠板

保溫棉

成型材料

鑄造

耐火材

磨具

摩擦材

產品應用名稱                  

製造丙二酚(雙酚A)

製造酚醛樹脂

製造環氧樹脂

製造己內醯胺

製造環己酮

製造烷基酚

產品應用說明

積層板用。

保溫絕緣用。

成型、改性工程塑料用。

殼模樹脂砂用、冒口保溫套及塗模劑。

耐火磚、斷熱板等。

砂輪、砂布用。

汽車來令片(煞車皮)用。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聚碳酸酯及環氧樹脂等的主要原料。

用於生產壓塑粉、層壓塑料、清漆或絕緣、耐腐蝕塗料等。

用於各種塗料、黏合劑、電路封裝材料和電路板等。

尼龍6纖維和樹脂之重要原料。

用於己二酸、環己酮樹脂、己內醯胺以及尼龍6等。

為洗滌劑之原料，也是燃油、潤滑油中的添加物。

無色透明液體有果香味，易燃。多用於代替丙酮、丁酮、醋酸乙酯、環戊烷等，因其

低毒性，可符合塗料、油墨、樹脂、膠粘劑廠之環保標準。

外觀清澈無色，易燃。對醋酸丁酸纖維素、乙基纖維素、氯化橡

膠、聚苯乙烯、天然樹膠、樹脂等均有良好的溶解性能。應用於

硝化纖維清洗，人造革、織物及塑膠加工之溶劑，各種石油加工

和製藥之萃取物。

利用酚與丙酮反應生成，呈白色顆粒狀，不溶於水，溶於丙酮，

常壓下受熱到180℃時分解。作為生產聚碳酸酯及環氧樹脂之原

料，製成之產品具質量輕，透明性、耐衝擊性，可耐熱等性能。

17丙二酚

產品應用名稱                  

聚碳酸酯

環氧樹脂

四溴雙酚A

PVC用之抗氧化劑

熱感紙

產品應用說明

3C產品外殼、車頭燈罩、樹脂鏡片、防彈玻璃、遮雨棚等。

主要用於各種塗料、黏合劑、電路封裝材料和電路板等。

此材料大多是作為阻燃劑，增加產品阻燃效果。

其防火耐熱特性，廣泛用於產品，如招牌看板、建築材料、傢俱等。

廣泛應用於傳真機、收銀機、信用卡終端機等。

丙酮20

產品應用名稱                  

製造雙酚A

製造甲基丙烯酸甲酯

製造異丙醇

製造甲基異丁酮

製造二丙酮醇(溶劑)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聚碳酸酯及環氧樹脂等的主要原料。

製造水性塗層，例如房屋的乳膠漆以及黏貼劑等。

用於塗層或工業用溶劑或清潔劑、生產藥物及作為其他化學中間體。

可用作溶劑，下游應用於塗料、清漆及甲基戊基醇的製造等。

用作中沸點溶劑、木材防腐劑、金屬清潔劑、藥物抗沉劑等。

長春與美國UOP公司技術合作，採用異丙苯法生產高純度丙酮。

常溫下為無色透明液體，能與強氧化劑劇烈反應產生危險，易揮

發、易燃，有芳香氣味。與水、甲醇、乙醇、乙醚、氯仿和吡啶

等均能互溶，能溶解油、脂肪、樹脂和橡膠等，也能溶解醋酸纖

維素和硝酸纖維素，是一種重要的揮發性有機溶劑。

長春與美國UOP公司技術合作，採用異丙苯法生產高純度苯酚。常溫下外觀為白色結晶體，

凝固點40.7℃，能溶於乙醇、乙酸、甘油、氯仿、二硫化碳和苯等。其下游應用有丙二酚(雙

酚A)、酚醛樹脂、環氧樹脂、己內醯胺、環己酮、烷基酚等。

18 溴化環氧樹脂阻燃劑

酚醛樹脂為酚與甲醛類反應之產物，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尺寸安定性、熱

安定性、電氣絕緣性、耐溶劑、耐酸性等特性，廣泛地應用在成型材(包括

電子級封裝材)、積層板、研磨材、接著、含浸、鑄造及其他用途。

產品應用說明

於各種工程塑料中添加使用，符合UL94-V0。

產品應用名稱                  

塑料阻燃劑

一種高溴含量的環氧樹脂型阻燃劑。用於PP、PA、PE、PS、ABS、

PET及PBT等各類工程塑料中添加，反應後之成品熱安定性、耐化性

及產品尺寸安定性都較傳統的阻燃劑(TBBA)更為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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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

甲醛(福美林)

呋喃樹脂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複合材)

產品應用名稱                  

熱硬化樹脂

成型材料

接著劑

消毒劑

塗料用胺基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鑄造造模，CF7451

鑄造造模，CF7421

鑄造造模，CF7432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家電部品

照明部品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熱硬化樹脂的主要原料。

主要應用於生產電木粉、尿素粉、美耐皿粉等。

可用於生產尿素膠、美耐皿膠、酚醛膠、瞬間膠等。

可直接用於消毒、殺菌用。

生產塗料用胺基樹脂的主要原料。

產品應用說明

對於非常大型鑄件性能格外出色，尤其適合應用於大型鑄件產品。

對於大型鑄件性能格外出色，適合應用於灰鐵、大型合金鑄件產品。

對於小型鑄件、芯件性能格外出色，適合應用於合金與鋁合金鑄件。

產品應用說明

I/O件(RJ45、Audio Jack)。

連接器: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DC Fan等。

電熨斗、煎烤器、直髮器。

LED燈、節能燈。

1 銅箔

產品應用名稱                  

印刷電路板產業

鋰離子電池產業

產品應用說明

玻璃纖維環氧樹脂基材、軟性電路板、紙-酚醛樹脂基材、

印刷電路板、IC載板。

消費性電子產品電池、手機電池、動力電池、儲能電池、

電動汽車。

24 三甲醇丙烷

產品應用說明

可代替甘油，或與新戊二醇、季戊四醇等多元醇共用生產醇酸樹脂。

以TMP合成的潤滑油具有熔點低、粘度高、燃點高、抗氧化等優點。

在非酸性催化劑存在下，TMP反應生成的複合酯，是良好的增塑劑。

TMP製備乳化劑可應用於化妝品、紡織和印染工業。

TMP與油酸酯化後再與聚甲醛反應可製得液體燃料添加劑。

主要用於紫外線固化塗料及油墨的反應型稀釋劑等。 

用於PVC膠乳的定型、厭氧性粘結劑、橡膠交聯劑和油墨的固化劑。

用作環氧樹脂的反應性稀釋劑、聚酯和三聚氰胺樹脂等的改性劑等。

產品應用名稱                  

合成醇酸樹脂

合成高級潤滑油

製備增塑劑

製備乳化劑

製備液體燃料添加劑

生產(TMPTA)

生產(TMPTM)

生產(TMPTE)

能源

長春以氧化法製造甲醛，將新鮮空氣與製程迴流氣體混合，將在固定床反應器中進行反應，

藉金屬氧化物觸媒催化產生甲醛氣體，甲醛氣體經吸收塔以水吸收成甲醛半成品，輸送至甲

醛桶區後再調整成14~44％成品。

本公司自1987年起自行研發銅箔製造技術，並分別於台灣苗栗

及中國江蘇常熟設立生產工廠。自1988年量產自今，已研發

各種適用於高科技產業用銅箔，產品規格齊全，用途涵蓋各式

玻璃纖維環氧樹脂基材、多層印刷電路板、軟性電路板、IC載

板、鋰離子電池、紙-酚醛樹脂基板等。

PBT(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中文名稱為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係

由1,4-丁二醇與PTA聚縮合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後段可經由玻纖強

化，添加劑提升阻燃效果等改性方式，使其具有多項優良之電氣、機

械特性，為應用最廣泛之高性能工程塑膠。

呋喃樹脂係長春自力開發常溫自硬性樹脂，提供機械鑄造

使用，具有低甲醛含量、常溫速硬化、高生產量特性。

長春三甲醇丙烷(trimethylolpropane，簡稱TMP)是一種用途廣泛

的有機化工中間體，能夠提高樹脂的堅固性、耐腐蝕性和密封性，

對於水解、熱解以及氧化有良好的穩定性，主要用作醇酸樹脂、聚

氨酯樹脂以及高檔油漆／塗料的原料，也可用於增塑劑、表面活性

劑、高級潤滑劑、合成革以及保溫材料等。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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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

1

8

Gamma-丁內酯

電子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產品應用名稱                  

溶劑

雜環類化合物

電子產業

產品應用名稱                  

半導體製程

LCD製程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應用於凝固劑、染色助劑、合成樹脂溶劑、光阻劑塗布等。

作為生產NMP、PVP、合成環丙胺之原料。

作為生產電容器與鋰離子電池之電解液原料。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半導體光阻溶劑，或搭配PGME作為RRC、EBR
製程及清洗劑等用途。

用於LCD光阻溶劑，或搭配PGME作為LCD EBR製程

及清洗劑等用途。

GBL是一種高沸點溶劑，其具溶解性強、介電性能及穩定性好等優

點，可應用於萃取劑、分散劑、染色助劑等；γ-丁內酯也為重要的有

機合成中間體，可應用於生醫材料、醫藥與農藥等領域。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也叫丙二醇單甲醚乙酸酯，分子式為C6H12O3，無色吸濕液

體，有特殊氣味，是一種具有多官能團的非公害溶劑。主要用於油墨、油漆、

墨水、紡織染料、紡織油劑的溶劑。經純化後的高純度電子級規格則用於半導

體、液晶顯示器生產中光阻溶劑、清洗劑。易燃，高於42°C時可能形成爆炸性

蒸汽／空氣混合物。

3 過氧化氫

產品應用名稱                  

造紙業

半導體製造

紡織業

產品應用說明

作為紙漿漂白用。

清洗晶圓使用。

漂白用。

外觀為無色透明之液體，味道有輕微的臭氧味，可與水以任何比例混合。應用在紡織類、紙漿漂

白、廢水處理、有機過氧化物的製造、醫藥、化粧品、金屬純化和電鍍。

5 電子級醋酸正丁酯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面板業正型光阻清洗用途。

半導體負型光阻顯影劑。

產品應用名稱                  

清洗劑

負型顯影劑

為無色透明有愉快果香氣味的液體。較其他分子量較低之同系

物難溶於水；與醇、醚、酮等有機溶劑混溶。易燃。急性毒性

較小，在高濃度下會引起麻醉。對乙基纖維素、醋酸丁酸纖維

素、聚苯乙烯、甲基丙烯酸樹脂、氯化橡膠以及多種天然樹膠

均有較好的溶解性。

4 切割清洗液

產品應用說明

切割晶圓時粉末清洗液。

產品應用名稱                  

半導體封裝切割

半導體封裝廠切割晶圓時粉末清洗液，為水溶性溶液，表面張

力低且具有親水親油的特性，對wafer有良好的吸附能力。

6 半導體用高純度雙氧水

產品應用名稱                  

半導體晶圓清洗

產品應用說明

多用在SPM製程及APM製程，雙氧水分別為硫酸

或氨水搭配使用。

長春為台灣最大雙氧水製造商，作為半導體廠清洗晶圓的

重要化學品，且為台灣市佔率最高之製造商。

7 顯影液

產品應用名稱                  

顯影劑

產品應用說明

正型光阻之顯影劑，於半導體黃光製程中顯影使用。

顯影液(Developer)為TMAH 25%以超純水稀釋成2.38%所製成，長春

此產品為TOK委託代工，顯影劑中添加之乳化劑為TOK特殊配方。

2 銅電解液

產品應用名稱                  

電鍍液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於半導體銅製程、bumping等，含銅離子

做為電鍍銅之來源。

硫酸銅電解液由長春自行開發生產技術，掌握高純度銅原料來源，

以最高標準生產，產品可針對客戶進行客製化生產。目前已供應國

內多家IC廠商，並獲得高階製程之產品認證。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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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氫氧化四甲銨(TMAH 25%)

產品應用                  

顯影劑

剝離劑

清洗劑

9 電子級丙二醇甲醚

產品應用名稱                  

半導體用清洗、稀釋劑

LCD用清洗、稀釋劑

產品應用說明

搭配PGMEA用於半導體製程RRC、EBR及清洗劑等用途。

搭配PGMEA用於LCD製程EBR及清洗劑等用途。

12 酚醛樹脂(CCL／封裝)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封裝

銅箔積層板

產品應用說明

環氧樹脂封裝材使用之硬化劑。

銅箔積層板含浸樹脂使用之硬化劑。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應用於IC及LCD製造之顯影製程。

作為Stripper之配方原料。

作為面板廠玻璃清洗劑之配方原料。

2120

14 洗模劑

產品應用                  

成型模具清潔

產品應用說明

使用環氧樹脂成型材料封裝成型後殘留於

模具上之汙垢清除。

13 環氧樹脂成型材料

產品應用                  

IC封裝

二極體封裝

電晶體封裝

Photocoupler封裝

產品應用說明

IC封裝成型材料，成型性佳及優良信賴性。

二極體封裝成型材料，成型性佳及優良信賴性。

電晶體封裝成型材料，成型性佳及優良信賴性。

Photocoupler封裝成型材料，成型性佳及優良信賴性。

10 剝離劑

產品應用名稱                  

TFT-LCD光阻剝離劑

產品應用說明

藉由混合不同比例的鹼性溶劑，將製程

中晶圓表面金屬層的光阻去除。

丙二醇甲醚與乙二醇醚同屬二元醇醚類溶劑，丙二醇醚對人體的

毒性低於乙二醇醚類產品，屬低毒醚類。丙二醇甲醚有微弱的醚

味，但沒有強刺激性氣味，使其用途更加廣泛安全。由於其分子

結構中既有醚基又有羥基，因而它的溶解性能十分優異，又有合

適的揮發速率以及反應活性等特點而獲得廣闊的應用。

另外本公司有電子產業使用之酚醛樹脂，主要當硬化劑。酚醛樹

脂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尺寸安定性、熱安定性、電氣絕緣性、

耐溶劑、耐酸性等特性，廣泛地應用在成型材(包括電子級封裝

材)、積層材、含浸。

EME(環氧樹脂成型材料)主要用於半導體元件封裝用，具有優良的成型性、機械與電氣

特性佳、高信賴度；廣泛被使用IC(Integrated Circuit)、Diode(二極體)、Transistor(電

晶體)、Photocoupler(光耦合器)、Coil等半導體元件封裝。

洗模劑MC-261、MC-701係三聚氰胺樹脂與有機、無機之填充料配

合而成熱硬化樹脂，對於環氧樹脂成型材成型後殘留於模具上之

污垢，具有良好清除效果，成型條件與環氧樹脂成型材相同，作

業方便、快速省力且效果良好。 

TFT-LCD用剝離劑。在TFT-LCD製程使用時，Stripper會先加熱再

將玻璃基板浸入，再以溶劑Rinse，去除水份。在線路蝕刻完成

後除去多餘的光阻劑，為Stripper之主要功能。

長春為台灣最早及最大氫氧化四甲銨(TMAH)之製造商，25% 

TMAH主要客戶為台灣知名之TFT-LCD廠外，同時也是台灣半導體

廠所使用的2.38%顯影劑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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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電路板

5 銅箔

產品應用名稱                  

印刷電路板產業

鋰離子電池產業

產品應用說明

玻璃纖維環氧樹脂基材、軟性電路板、紙-酚醛樹脂基材、

印刷電路板、IC載板。

消費性電子產品電池、手機電池、動力電池、儲能電池、

電動汽車。

3 紙酚醛樹脂銅面積層板

產品應用說明

電視、音響、白色家電、電話機、控制面板。

顯示器、計算機、鍵盤、滑鼠、電源供應器、充電器。

LED燈、節能燈。

產品應用名稱                  

家電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相關

照明

1 軟性銅箔基層板 

產品應用名稱                  

智慧型手機

自動駕駛

數位相機

其他攜帶式電子產品

產品應用說明

觸控面板、LCD和LED膜組、天線模組、電池模組、相機模組等。

SENSOR模組、無線通訊模組、觸控面板。

無線通訊模組、USB TYPE C、HDMI、訊號傳輸模組等。

觸控面板、LCD和LED膜組、天線模組、電池模組、相機模組等。

藉由美國ROGERS CORPORATION的技術來源，與長春強大的生產供應力，

累積並擁有豐富的軟板實務經驗，以品質及技術獲客戶的支持與信任。
本公司自1987年起自行研發銅箔製造技術，並分別於

台灣苗栗及中國江蘇常熟設立生產工廠。自1988年量

產自今，已研發各種適用於高科技產業用銅箔，產品

規格齊全，用途涵蓋各式玻璃纖維環氧樹脂基材、多

層印刷電路板、軟性電路板、IC載板、鋰離子電池、

紙-酚醛樹脂基板等。

7 環氧玻璃布銅面積層板

產品應用名稱                  

LED

家電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

車載板

產品應用說明

液晶電視背光源、LED照明電子產品。

LED T V、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子產品。

顯示器、鍵盤、滑鼠、電源供應器。

汽車儀表板、電動後視鏡用板、車用音響。

複合環氧銅面積層板，是以玻纖布搭配不同基材(絕緣紙或玻璃蓆)

含浸環氧樹脂後壓合而成。具有價格便宜、可沖孔加工等優點。

紙基材酚醛樹脂銅面積層板，是以漂白牛皮紙含浸酚醛樹脂

後壓合而成。具有價格便宜、可沖孔加工等優點。

6 液態光阻

產品應用名稱                  

MLB內層線路蝕刻

產品應用說明

適於滾塗式設備之印刷電路板(內層無孔板)製程使用。

LONGLITE®Liquid Photo Resist為負型、水溶性液態光阻

劑，針對滾輪塗佈機台(水平式或垂直式)而設計，具

有優異之解像性與密著性，適用於酸性蝕刻印刷電路

板製程。

2 乾膜

產品應用名稱                  

印刷電路板製程使用

產品應用說明

影像轉移。

LONGLITE® Dry Film Photo Resist為負型、水溶性乾膜光阻，具有良

好的解像力與密著力，適用於細線路之酸性蝕刻、Tenting、電鍍

銅等印刷電路板不同製程。

4 過氧化氫

產品應用名稱                  

造紙業

半導體製造

紡織業

產品應用說明

作為紙漿漂白用。

清洗晶圓使用。

漂白用。

過氧化氫(俗名：雙氧水)外觀為無色透明之液體，味道有輕微的臭氧味，可以與水以任何比例

混合。為一種很經濟的化學品，被普遍應用在紡織類、紙漿漂白、廢水處理、有機過氧化物的

製造、醫藥、化粧品，以及金屬純化和電鍍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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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醛樹脂(CCL／封裝)

絕緣紙

產品應用                  

電子封裝

銅箔積層板

產品應用                  

印刷線路板、電木板

9 環氧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環氧樹脂封裝材使用之硬化劑。

銅箔積層板含浸樹脂使用之硬化劑。

產品應用說明

酚醛樹脂積層板、CEM-1複合基板、電木板。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元件

銅箔積層板

複合材料

塗料

防蝕

土木建築

耐燃劑

鑄模

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電子元件封裝、注型、黏著。

銅箔積層板含浸樹脂(高耐熱、低吸水、Low Df、UV遮蔽…等)。

複合材料。

保護塗料、內襯塗佈、油墨。

金屬、木材、玻璃、石材防蝕，管路桶槽內襯塗裝，船舶防蝕塗料。

土木建築。

耐燃劑。

鑄模灌注。

封裝／高流動性系統主樹脂。

2

3

聚乙烯乙烯醇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純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汽車油箱

食物包裝

產品應用名稱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

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工業零配件

產品應用說明

防止油氣逸散和汽車輕量化(金屬油箱進化為塑膠油箱)。

用於生產膜，可製作各類食物包裝袋。

產品應用說明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

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電子、電氣、汽車等工業零配件。

汽車及交通運輸

長春絕緣紙主要用於酚醛樹脂銅箔基板、CEM-1複合銅箔基板及PCB

墊板、美耐板、化妝板等相關產業上。產品具有高潔淨度及優良的樹

脂含浸性，同時在尺寸及特性上，可依照客戶的特定需求配合提供。

本公司獨自技術研究成功的多用途高性能產品，可提供塗料和複合材料用途

之雙酚A型固態、液態和溶劑型環氧樹脂，PCB用途之溴化環氧樹脂、雙酚

A酚醛環氧樹脂(BNE)、苯酚醛環氧樹脂(PNE)、UV遮蔽環氧樹脂(TNE)、其

他特殊型環氧樹脂(高耐熱、低吸水、Low Df、異氰酸改質型…等)，以及半

導體封裝和油墨用途之鄰甲酚醛環氧樹脂(CNE)。

另外本公司有電子產業使用之酚醛樹脂，主要當硬化劑。酚醛樹

脂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尺寸安定性、熱安定性、電氣絕緣性、

耐溶劑、耐酸性等特性，廣泛地應用在成型材(包括電子級封裝

材)、積層材、含浸。

1 軟性銅箔基層板 

產品應用說明

觸控面板、LCD和LED膜組、天線模組、電池模組、相機模組等。

SENSOR模組、無線通訊模組、觸控面板。

無線通訊模組、USB TYPE C、HDMI、訊號傳輸模組等。

觸控面板、LCD和LED膜組、天線模組、電池模組、相機模組等。

長捷士以軟性銅箔基層板為主要生產項目，藉由美國先進工業科技公司 

ROGERS CORPORATION的技術來源，與長春集團強大的生產供應能力，累

積並擁有豐富的軟板實務經驗，並以品質及技術深獲客戶的支持與信任。 

EVASIN是一種特殊的熱可塑性高分子／乙烯-乙烯醇共聚合物，不添加任

何塑膠助劑，可設計生產成高阻氧薄膜、片材和各種食物包裝。近年因其

優越阻氣功能，應用領域更為擴展。因其吸水會影響阻氣性，通常適用於

共擠押出多層生產設備。

PBT(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中文名稱為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係由

1,4-丁二醇(BDO)與純對苯二甲酸(PTA)聚縮合而成，並經由混練程序製

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其具有多項優良之特性，被廣泛應用於電子、電

器、資訊、通訊及汽車工業，為廣泛工程塑膠中最受注目之材料。

產品應用名稱                  

智慧型手機

自動駕駛

數位相機

其他攜帶式電子產品

應
用
產
業
介
紹

汽
車
及
交
通
運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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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聚乙烯醇

產品應用名稱                  

經紗上漿劑

樹脂整理加工

網版印花

造紙業應用

合板、木器業

PVAC、PVC、PS

建築業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包裝材料

印刷業

產品應用說明

天然纖維、合成纖維上漿。

硬挺加工、防縮防皺加工、被服上漿劑。

網版印花機暫時接著劑。

紙品接著、再濕接著、表面上膠、顏料塗佈、內部上膠。

熱硬化樹脂改質劑。

乳膠之保護膠體及懸濁安定劑。

水泥添加劑、成型版黏接劑。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PVA膜。

網印感光膜(照相製版之感光膜)、鋅版印刷感光膜。

5 熱塑性聚酯彈性體

產品應用名稱                  

工業零配件

TPEE纖維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產品應用說明

電子、電氣、汽車等工業零配件。

TPEE纖維。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7 電木粉

產品應用名稱                  

骨架產品

鍋具把手

電器部件

馬達部件

汽車部件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各種不同電器、筆電、3C產品變壓器。

鍋具把手、烤箱、烤爐、電餅鐺等。

電容器、斷電器、繼電器、燈具開關等。

整流子、碳刷架。

啟動器上蓋、水幫浦部件。

聚乙烯醇是一種白色或微黃色，顆粒或粉狀，安定，無毒的水溶

性高分子。聚乙烯醇具良好的造膜性，形成的膜具有優異的接著

力、耐溶劑性、耐磨擦性、伸張強度與氧氣阻絕性。聚乙烯醇同

時擁有親水基及疏水基兩種官能基，因此聚乙烯醇具有介面活性

的性質，亦可做為高分子乳化，懸浮聚合反應的保護膠體。

長春電木粉(LONGLITE)為熱硬化樹脂，係採用本廠自製之酚醛樹脂，依

客戶成型品不同用途添加不同材質與色料，經化學混練而成。生產製造

皆採一貫作業方式，從原料進廠到製程反應、成品包裝，在嚴格之品質

管制下進行，品質穩定、性能優良，多年來深獲各界好評。

TPEE係由1,4-丁二醇(1,4-Butanediol)及聚丁二醇(Polytetra-methylene 

glycol)與對苯二甲酸酯(DMT)或對苯二甲酸(PTA)共聚縮合而成，並

可經由混練程序製成熱塑性聚酯彈性體複合材料。TPEE具有多項優良

之特性，被廣泛應用於電器、資訊及汽車工業。

9 聚乙烯醇縮丁醛薄膜

產品應用名稱                  

建築用膜

汽車用膜

太陽能膜組用膜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於建築安全玻璃中間膜。

應用汽車前擋風玻璃中間膜。

太陽能膜組用膜。

聚乙烯醇縮丁醛中間膜是由PVB樹脂、可塑劑及添加劑經混合並押出加工

後，拉出之厚度均勻的薄膜，賦予玻璃之特性包括耐衝擊、抗穿透、隔

音、阻隔紫外線…等，同時可吸附玻璃碎裂後之碎屑，達到保護使用者的

效果，汽車前擋玻璃、高樓及地標建築物，均已採用PVB夾膠安全玻璃。

產品應用名稱                  

印刷電路板產業

鋰離子電池產業

產品應用說明

玻璃纖維環氧樹脂基材、軟性電路板、紙-酚醛

樹脂基材、印刷電路板、IC載板。

消費性電子產品電池、手機電池、動力電池、儲能

電池、電動汽車。

6 銅箔
本公司自1987年起自行研發銅箔製造技術，並分別於台灣苗栗及中國江

蘇常熟設立生產工廠。自1988年量產自今，已研發各種適用於高科技產

業用銅箔，產品規格齊全，用途涵蓋各式玻璃纖維環氧樹脂基材、多層

印刷電路板、軟性電路板、IC載板、鋰離子電池、紙-酚醛樹脂基板等。

8 酚醛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合膠板

保溫棉

成型材料

鑄造

耐火材

磨具

摩擦材

產品應用說明

積層板用。

保溫絕緣用。

成型、改性工程塑料用。

殼模樹脂砂用、冒口保溫套及塗模劑。

耐火磚、斷熱板等。

砂輪、砂布用。

汽車來令片(煞車皮)用。

酚醛樹脂為酚與甲醛類反應之產物，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尺寸安定性、熱

安定性、電氣絕緣性、耐溶劑、耐酸性等特性，廣泛地應用在成型材(包括

電子級封裝材)、積層板、研磨材、接著、含浸、鑄造及其他用途。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家電部品

照明部品

產品應用說明

I/O件(RJ45、Audio Jack)。

連接器: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DC Fan等。

電熨斗、煎烤器、直髮器。

LED燈、節能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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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複合材)

2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合物乳膠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家具裝潢)

包裝及紙張接著

塗料(乳膠漆塗料)

塗料(混凝土防水)

紡織品與不織布

建築

產品應用說明

良好的熱安定性、優良的接著強度、快速的粘結速度。

凝結速度快、良好維持能力、良好加工性。

低氣味、低有機揮發份、傑出遮蔽力、耐刷洗、易於調

整添加劑組成。

良好的彈性、良好的耐水性。

優良的耐老特性、無甲醛商品。

良好的彈性、良好的耐水性。

1 抗氧化劑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

橡膠

PVC安定劑

潤滑油

聚醚多元醇、聚氨酯

可塑劑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於PP、PE、ABS、EVA、POM、PBT、HIPS等。

應用於BR、SBS、SEBS、NBR、TPE、IIR等。

協助螯合，可吸收自由基，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可吸收自由基，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可吸收自由基，防止斷鏈，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TOTM。

家電及居家用品 

3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純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

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工業零配件

產品應用說明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

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電子、電氣、汽車等工業零配件。

長春引進日本ADEKA公司先進技術，加上高度自動化的生產設

備生產受阻酚型及亞磷酸酯型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是塑膠、樹

脂及橡膠等產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添加劑，在於防止或延遲因氧

化而造成的物性或色澤變化，確保產品的加工性與使用壽命。

應用包括：ABS、PS、PVC、PE、PP、工程塑膠、PU樹脂、接

著劑、橡膠等。

為醋酸乙烯與乙烯共聚合物，是一種強力水性接著劑，具有多種特

長：初期接著性高、優良耐熱潛變性、耐水性佳、耐鹼性佳、增黏性

高、安全的作業性。

PBT(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中文名稱為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係由

1,4-丁二醇(BDO)與純對苯二甲酸(PTA)聚縮合而成，並經由混練程序製成

之熱塑性聚酯樹脂，其具有多項優良之特性，被廣泛應用於電子、電器、

資訊、通訊及汽車工業，為廣泛工程塑膠中最受注目之材料。

PBT(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中文名稱為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

係由1,4-丁二醇與PTA聚縮合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後段可經由玻

纖強化，添加劑提升阻燃效果等改性方式，使其具有多項優良之電

氣、機械特性，為應用最廣泛之高性能工程塑膠。

11 液晶高分子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產品應用說明

板端FPC、DDR等。

連接器: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DC Fan等。

液晶聚合物為耐高溫單體聚合，因液晶高分子於高溫排列性因

素，具有良好流動型，自身具備無鹵阻燃性；主要應用於耐高

溫、尺寸安定性佳之精密電子元件或塑膠製品。

10 液晶高分子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複合材料

薄膜

產品應用說明

添加玻璃纖維或礦物纖維增強。

電子產品用基層膜、低介電常數。

液晶聚合物為耐高溫單體聚合且因液晶高分子於高溫排列性因

素故具有良好流動型，先天無鹵阻燃性可達UL94 V0。

應
用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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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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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使用於合板接著。

係液體接著劑，由尿素與甲醛在特殊觸媒與變性劑下製成。添加

Catalyst與增量劑及水調配使用，成品具優良耐水性。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家電部品

照明部品

產品應用說明

I/O件(RJ45、Audio Jack)。

連接器 :  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DC Fan等。

電熨斗、煎烤器、直髮器。

LED燈、節能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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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產品應用說明

板端FPC、DDR等。

連接器: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DC Fan等。

6 電木粉

產品應用名稱                  

骨架產品

鍋具把手

電器部件

馬達部件

汽車部件

4 環氧玻璃布銅面積層板

產品應用名稱                  

LED

家電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

車載板

產品應用說明

液晶電視背光源、LED照明電子產品。

LED T V、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子產品。

顯示器、鍵盤、滑鼠、電源供應器。

汽車儀表板、電動後視鏡用板、車用音響。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各種不同電器、筆電、3C產品變壓器。

鍋具把手、烤箱、烤爐、電餅鐺等。

電容器、斷電器、繼電器、燈具開關等。

整流子、碳刷架。

啟動器上蓋、水幫浦部件。

5 紙酚醛樹脂銅面積層板

產品應用名稱                  

家電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相關

照明

產品應用說明

電視、音響、白色家電、電話機、控制面板。

顯示器、計算機、鍵盤、滑鼠、電源供應器、充電器。

LED燈、節能燈。

9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複合材）

8 液晶高分子

7 絕緣紙

產品應用名稱                  

印刷線路板、電木板

產品應用說明

酚醛樹脂積層板、CEM-1複合基板、電木板。

10 美耐皿膠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使用於合板接著。

11 尿素膠

複合環氧銅面積層板，是以玻纖布搭配不同基材(絕緣紙或玻璃蓆)

含浸環氧樹脂後壓合而成。具有價格便宜、可沖孔加工等優點。
液晶聚合物為耐高溫單體聚合，因液晶高分子於高溫排列性因

素，具良好流動型，自身具備無鹵阻燃性。

由1,4-丁二醇與PTA聚縮合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後段可經由玻纖強化，添加

劑提升阻燃效果等改性方式，使其具有多項優良之電氣、機械特性。

耐水合板製造時放寬單板含水率標準而製之接著劑，由三聚氰胺與甲醛在特殊觸媒與變性劑下

製成。添加Catalyst與增量劑，製成合板之膠著剪力，符合CNS 1349 1350 I類合板標準。

紙基材酚醛樹脂銅面積層板，是以漂白牛皮紙含浸酚醛樹脂後壓合

而成。具有價格便宜、可沖孔加工等優點。

長春電木粉(LONGLITE)為熱硬化樹脂，係採用本廠自製之酚醛樹

脂，依客戶成型品不同用途添加不同材質與色料，經化學混練而成。

長春絕緣紙主要用於酚醛樹脂銅箔基板、CEM-1複合銅箔基板及PCB墊

板、美耐板、化妝板等相關產業上。產品具有高潔淨度及優良的樹脂含

浸性，同時在尺寸及特性上，可依照客戶的特定需求配合提供。



產品應用名稱                  

可塑劑

有機合成

液相色層分析

溶劑

去漆劑

產品應用說明

添加至PVC、PVA、PS、MMA、醋酸纖維素等樹脂增加柔軟性。

有機合成化學中間物。

薄膜層析流動相。

塗裝樹脂、油漆、列印墨水之溶劑。

清除金屬、模板、木板、傢俱產品上之舊漆膜。

3332

紡織工業

1

2
6

磷系耐燃劑 

乙烯-醋酸乙烯-氯乙烯共聚合物乳膠

烷氧化2-甲基-1,3-丙二醇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PVC

電子行業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紡織用途

無紡織物粘接劑

紙浸染接合劑

地毯背膠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聚氨酯

產品應用說明

PC／ABS Alloy耐燃劑、PVC阻燃劑。

銅箔積層板。

產品應用說明

優越的接著強度、優越的耐水耐熱性。

優越的植絨能力、防水防溶劑性佳、防火。

良好的濕強度、防火。

良好的拉伸強度、良好的抗折強度。

高乾濕黏結強度、防火、良好的耐熱性。

產品應用說明

印刷油墨、塗料溶劑。

聚氨酯鞋底料、聚氨酯合成革、聚氨酯纖維。

5

7

8

1,4-丁二醇

2-甲基1,3-丙二醇

聚四亞甲基醚二醇

產品應用名稱                  

不飽和聚酯樹脂

化妝品

改質PET纖維

塗料

聚酯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製造氨綸

彈性絲襪、泳衣、汽車

材料-座椅織布

透氣防水外套、合成皮、

熱塑性薄膜

汽車材料-排檔桿頭

產品應用說明

船舶、浪板、人造大理石、鈕釦、釣魚竿。

相關溶劑添加。

衣物具有吸水性以及透氣性。

粉體塗料、捲鋼塗料。

印鐵塗料用樹脂、卷材塗料用樹脂、丙烯酸樹酯。

產品應用說明

可用來製造氨綸，其為一種彈性纖維。

可使用彈性纖維製造彈性絲襪、泳衣、

汽車座椅織布。

可合成聚氨酯製造透氣防水外套、合成皮、

熱塑性薄膜。

可合成聚氨酯彈性體，生產汽車排檔桿頭。

3 乙烯-氯乙烯共聚合物乳膠

產品應用說明

優越的接著強度、優越的耐水耐熱性。

優越的植絨能力、防水防溶劑性佳、防火。

良好的濕強度、防火。

良好的拉伸強度、良好的抗折強度。

高乾濕黏結強度、防火、良好的耐熱性。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紡織用途

無紡織物粘接劑

紙浸染接合劑

地毯背膠

4 異丁醇

磷系阻燃劑為磷酸酯類無鹵型阻燃劑，主要作為各類工程塑膠類、橡膠

及印刷電路板之無鹵化(GREEN 化)阻燃劑。

1,4-丁二醇由丙烯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而

得到之產品，是一種無色高沸點低毒性之液體。

由2-甲基-1,3-丙二醇與烷氧化物經烷氧化反應生產而得之產品，是一

種無色的液體，具有二個一級羥基二醇結構。

由丙烯醇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而得到的產品，

是一種無色低黏度低毒性的液體，具有獨特甲基支鍊的二醇結構。

聚四亞甲基醚二醇是由THF在酸性觸媒催化下聚合反應產生得到之產

品，為四亞甲基醚重複連接之直鍊雙醇。

具耐水、防火、交聯架橋特性，供各基材貼著，如玻璃纖維、金屬、塑膠薄膜、多孔性基材、

木材及壁紙之接著。成膜後呈透明，具低表面黏著性、耐鹼性、耐紫外線及耐老化性。

為具有醯胺官能基之乙烯及氯乙烯共聚合物。由於聚合體骨幹中含有

之氯乙烯、所以乳膠具有極為優異之阻燃、耐水及耐鹹性等特性。

由丙烯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生產而得之

副產品，是一種無色液體，可溶於水、醇類及醚類。

應
用
產
業
介
紹

紡
織
工
業 

產品應用名稱                  

四氫呋喃

聚四亞甲基醚二醇

聚酯可塑劑

熱塑性聚酯

  丁內酯

產品應用說明

醫藥中間體、聚四亞甲基醚二醇、溶劑、接著劑。

聚氨酯彈性體、聚氨酯合成皮、氨綸彈性纖維、熱塑性聚氨酯。

1,4-丁二醇為基底的聚酯可塑劑與乙烯基聚合物有優異的相容性。

1,4-丁二醇可用於製造聚二苯二甲酸丁二酯，作為高強度之工程塑膠。

由 丁內酯反應合成的N-甲基吡咯烷酮是醯胺類高級通用非質子溶劑，

用於石油化工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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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應用名稱                  

造紙業、紡織業

半導體製造

產品應用說明

漂白用。

清洗晶圓使用。

產品應用名稱                  

醋酸乙烯單體

純對苯二甲酸

醋酸正丁酯

紡織業

產品應用說明

以乙烯與醋酸為原料生產醋酸乙烯。

在生產純對苯二甲酸過程中作為溶劑。

以醋酸及正丁醇為原料進行酯化反應產生。

染整作業中做為調整染劑酸鹼用途。

11 聚乙烯醇

產品應用名稱                  

經紗上漿劑

樹脂整理加工

網版印花

造紙業應用

合板、木器業

PVAc、PVC、PS

建築業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包裝材料

印刷業

14 過氧化氫

13 冰醋酸

15 壓克力乳膠

產品應用名稱                  

土木建築

塗料

紡織業加工用

產品應用說明

彈性水泥砂漿用乳膠。

塗料用壓克力乳膠。

非織物、織物加工用乳膠。

16 纖維加工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紡織

水性乳膠添加助劑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在纖維之硬挺加工。

乳膠之架橋劑。

醋酸是無色有刺激酸味透明液體，當純度達99.5wt%以上稱冰醋酸。可溶於水、醇

類和醚類中，用於人造纖維、橡膠、塑膠、農業、除草劑、皮革等各項工業。 

為無色透明之液體，味道有輕微的臭氧味，可以與水以任何比例混合。用於廢水處理、有機過

氧化物的製造、醫藥、化粧品，以及金屬純化和電鍍的應用。

係以壓克力單體為主，搭配水(溶劑)、乳化劑及起始劑，經由乳

化聚合而得到之乳白色高分子乳膠，具優良接著力與耐水性。

1. 對人造纖維、人造絲、棉等纖維素纖維織物，具有防縮及防皺效果，耐久性良好。

2. 對尼龍、聚酯系、壓克力系或其他合成纖維等，具有優良的硬挺加工效果且耐水洗牢度佳。

3. 與壓克力系及橡膠之乳液等熱可塑性樹脂並用時，可作為不織布、植毛、捺染及接著劑使用。

白色或微黃色，顆粒或粉狀，安定無毒水溶性高分子。具造膜

性，其膜具接著力、耐溶劑耐磨擦、伸張強度與氧氣阻絕性。

9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純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PBT色母

複合材料

工業零配件

產品應用說明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阻燃級複合材料。

電子、電氣、汽車等工業零配件。

由1,4-丁二醇與純對苯二甲酸(PTA)聚縮合而成，並經由

混練程序製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

12聚醋酸乙烯乳化漿

產品應用名稱                  

木器接著、紙管接著

織物硬挺

塗料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木板／木片、紙管接著。

織物硬挺加工。

內牆建築塗料使用。

為熱塑性高分子聚合物，因其優良接著性與方便性，被大量用於紙品及木工接著。

10 熱塑性聚酯彈性體

產品應用名稱                  

工業零配件

TPEE纖維

複合材料

產品應用說明

電子、電氣、汽車等工業零配件。

TPEE纖維。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阻燃級複合材料。

由1,4-丁二醇及聚丁二醇(Polytetra-methylene glycol)與對苯二甲酸酯(DMT)或對苯二甲

酸(PTA)共聚縮合而成，並可經由混練程序製成熱塑性聚酯彈性體複合材料。

產品應用說明

天然纖維、合成纖維上漿。

硬挺加工、防縮防皺加工、被服上漿劑。

網版印花機暫時接著劑。

紙品接著、再濕接著、表面上膠、顏料塗佈、內部上膠。

熱硬化樹脂改質劑。

乳膠之保護膠體及懸濁安定劑。

水泥添加劑、成型版黏接劑。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PVA膜。

網印感光膜(照相製版之感光膜)、鋅版印刷感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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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工業

1

6

三聚甲醛 

丙烯醯胺

產品應用名稱                  

合成樹脂

有機合成的醫藥產品

塗料樹脂

接著劑

農業用

產品應用名稱                  

紙化學品

凝集劑

接著劑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生產各式合成成型樹脂如酚醛樹脂、尿素樹脂、呋喃樹脂。

可用於生產消毒劑、維他命等醫療相關化學藥品。

可用於生產三聚氰胺樹脂等塗料用樹脂。

用於生產瞬間膠，俗稱氰基丙烯酸酯。

可用於生產三環唑、三環酮、砒啶等農用除蟲除草劑。

產品應用說明

紙化學品之乾強劑原料。

高分子凝集劑之聚合物原料。

紙張接著劑聚合物之原料。

5 塑膠桶

產品應用名稱                  

化學品盛裝

產品應用說明

盛裝雙氧水、醋酸、PVAC膠、福馬林…

等化學品。

3 聚醋酸乙烯乳化漿

產品應用說明

木板／木片接著。

用於紙管接著。

織物硬挺加工。

內牆建築塗料使用。

產品應用名稱                  

木器接著

紙管接著

織物硬挺

塗料樹脂

三聚甲醛主要為顆粒狀，品質穩定，易於輸送處理和操作使用，具備優

越的溶解性與適用性，廣泛應用於胺基樹脂、離子交換樹脂等產品。

聚醋酸乙烯乳化漿為熱塑性高分子聚合物，因其擁有優良接著性與方便性，被大量用於

紙品及木工接著，甚至被裝成小包裝後，應用於日常生活用品上的接著。

產品應用名稱                  

造紙業

半導體製造

紡織業

產品應用說明

作為紙漿漂白用。

清洗晶圓使用。

漂白用。

4
過氧化氫(俗名：雙氧水)分子式H₂O₂(分子量34)，外觀為無色透明之液體，味道有輕微的

臭氧味，可以與水以任何比例混合。過氧化氫(雙氧水)H₂O₂是一種很經濟的化學品，被普

遍應用在紡織類、紙漿漂白、廢水處理、有機過氧化物的製造、醫藥、化粧品，以及金屬

純化和電鍍的應用。

長春塑膠桶特點獲UN、MIPI(國際包裝協會)、ISO-9002認可，產品具

抗腐蝕性，在惡劣氣候下或儲存於室外，盛裝之產品沒有被侵蝕而

受污染之風險。採一體成型、最佳桶壁厚度設計，增強徑向與軸向

強度，通過各種測試。採德國MAUSER公司之設備生產，品質穩定，

具安全性高等優點，已被世界各國廣泛使用。

丙烯醯胺水溶液，係利用丙烯腈水合反應製程製造，品質極為穩定優

異。其聚合物及共聚合物可廣泛用於紙化學品、凝集劑、接著劑、石

油工程、農業工程、土木建築、皮革金屬塗佈加工等用途。 

過氧化氫

2 聚乙烯醇

產品應用名稱                  

經紗上漿劑

樹脂整理加工

網版印花

造紙業應用

合板、木器業

PVAc、PVC、PS

建築業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包裝材料

印刷業

產品應用說明

天然纖維、合成纖維上漿。

硬挺加工、防縮防皺加工、被服上漿劑。

網版印花機暫時接著劑。

紙品接著、再濕接著、表面上膠、顏料塗佈、內部上膠。

熱硬化樹脂改質劑。

乳膠之保護膠體及懸濁安定劑。

水泥添加劑、成型版黏接劑。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PVA膜。

網印感光膜(照像製版之感光膜)、鋅版印刷感光膜。

聚乙烯醇是一種白色或微黃色，顆粒或粉狀，安定，無毒的水

溶性高分子。聚乙烯醇具良好的造膜性，形成的膜具有優異的

接著力、耐溶劑性、耐磨擦性、伸張強度與氧氣阻絕性。 應
用
產
業
介
紹

造
紙
工
業



應
用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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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塑
膠
及
成
型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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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紙力乾強樹脂 

紙力濕強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紙業

產品應用名稱                  

紙業

產品應用說明

增加工業用紙破裂強度，環壓強度。

產品應用說明

增加擦手紙之濕強效果。

7 高分子凝集劑

產品應用名稱                  

造紙業廢水處理

產品應用說明

具備不同分子量供客戶選用。

塑膠及成型材料 

3

4

聚酯可塑劑

安定劑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

橡膠及彈性體

接著劑

產品應用名稱                  

PVC用安定劑

PVC安定劑中間體

產品應用說明

PVC、EVA、PVAc、PVB及橡膠用可塑劑原料。

應用於NBR、ACM等橡膠原料混煉及PU彈性體。

PVAc、PVB、VAE乳膠等。

產品應用說明

提升PVC產品品質穩定性、熱安定性、顏色保護。

做為安定劑原料。

專供各種工業排放水如都市廢水、造紙工業廢水之處理；添加高

分子凝集劑於懸浮濁粒子的水中時，會藉著電性的中和及高分子

本身所具有的吸附架橋作用，可促使懸浮粒子快速的凝集沉降，

達到分離、澄清的效果，進而提高作業效率，降低操作成本。

Polyacrylamide聚丙烯醯胺樹脂，適用於近中性的抄紙條件，僅需少量 

Alum即可定著，可提高紙張之破裂強度、環壓強度等各項特性。 

濕潤紙力增強用樹脂，具有促進纖維間之結合力與降低細

纖維表面之電荷，使其吸著在長纖維上而提高濕潤紙力強

度及抄紙濾水性，防止紙張表面起毛與紙粉產生等，可廣

泛利用在家庭用紙方面，即餐巾紙、化妝紙、毛巾紙、特

殊用紙等。

1 抗氧化劑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

橡膠

PVC安定劑

潤滑油

聚醚多元醇、聚氨酯

可塑劑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於PP、PE、ABS、EVA、POM、PBT、HIPS等。

應用於BR、SBS、SEBS、NBR、TPE、IIR等。

協助螯合，可吸收自由基，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可吸收自由基，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可吸收自由基，防止斷鏈，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TOTM。

受阻酚型及亞磷酸酯型抗氧化劑，在於防止或延遲因氧化造

成的物性或色澤變化，確保產品的加工性與使用壽命。

2 磷系耐燃劑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PVC

電子行業

產品應用說明

PC／ABS Alloy耐燃劑、PVC阻燃劑。

銅箔積層板。

磷系阻燃劑為磷酸酯類無鹵型阻燃劑，主要作為各類工程

塑膠類、橡膠及印刷電路板之無鹵化(GREEN化)阻燃劑。

一種PVC塑膠用可塑劑，因具較佳耐油性及對PS與ABS塑膠有優良非移

行性，用於非移行電線、膠布、墊片(Gasket)、膠帶，或需耐油性之

水管或手套。橡膠產品使用聚酯可塑劑後，其耐油性、耐寒性與耐熱

性比其他可塑劑更優良。

分為無毒的鈣／鋅、發泡用及其他液體安定劑。品質穩定、熱安定性

及加工性優良，用於無毒PVC產品或不含重金屬PVC產品，如玩具、手

套、醫療用品、水管、保鮮膜、電線、條材、膠皮、膠布、壁紙等。



4140

產品應用名稱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

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工業零配件

產品應用說明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

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電子、電氣、汽車等工業零配件。

產品應用名稱                  

三聚氰胺樹脂成型粉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美耐皿餐具及衛浴用品。

7 聚乙烯乙烯醇

產品應用名稱                  

汽車油箱

食物包裝

5 1,4-丁二醇

產品應用說明

防止油氣逸散和汽車輕量化(金屬油箱進化為塑膠油箱)。

用於生產膜，可製作各類食物包裝袋。

6 聚四亞甲基醚二醇
10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純樹脂)

9 三聚氰胺樹脂成型粉

8 三聚氰胺樹脂亮光粉

產品應用名稱                  

三聚氰胺樹脂亮光粉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美耐皿餐具及衛浴用品。

1,4-丁二醇由丙烯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

而得到之產品，是一種無色高沸點低毒性之液體。

由THF在酸性觸媒催化下聚合反應產生，為四亞甲基醚重複連接之直鍊雙醇。

為熱可塑性高分子／乙烯-乙烯醇共聚合物，不添加塑膠助劑，可生產成高阻

氧薄膜、片材。因其吸水會影響阻氣性，通常用於共擠押出多層生產設備。

長春自行開發，具良好的成型特性，流動性佳、光澤度好及低游離甲醛。

用於成型品外部增亮及加水溶解後花紙塗佈。

長春自行開發，具有良好的成型特性，流動性佳、光澤度好及低游離甲

醛。產品符合ASTM D-704-62 Type I、JIS K-6917、JIS S-2029及CNS 2985規

範。可以依客戶對顏色之需求，提供各種色系規格。

由1,4-丁二醇與純對苯二甲酸(PTA)聚縮合而成，並經由混

練程序製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

11 聚乙烯醇

產品應用名稱                  

經紗上漿劑

樹脂整理加工

網版印花

造紙業應用

合板、木器業

PVAC、PVC、PS

建築業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包裝材料

印刷業

產品應用說明

天然纖維、合成纖維上漿。

硬挺加工、防縮防皺加工、被服上漿劑。

網版印花機暫時接著劑。

紙品接著、再濕接著、表面上膠、顏料塗佈、內部上膠。

熱硬化樹脂改質劑。

乳膠之保護膠體及懸濁安定劑。

水泥添加劑、成型版黏接劑。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PVA膜。

網印感光膜(照相製版之感光膜)、鋅版印刷感光膜。

聚乙烯醇是一種白色或微黃色，顆粒或粉狀，安定，無毒的水

溶性高分子。聚乙烯醇具良好的造膜性，形成的膜具有優異的

接著力、耐溶劑性、耐磨擦性、伸張強度與氧氣阻絕性。

產品應用名稱                  

製造氨綸

彈性絲襪、泳衣、汽車

材料-座椅織布

透氣防水外套、合成皮、

熱塑性薄膜

汽車材料-排檔桿頭

產品應用說明

可用來製造氨綸，其為一種彈性纖維。

可使用彈性纖維製造彈性絲襪、泳衣、

汽車座椅織布。

可合成聚氨酯製造透氣防水外套、合成皮、

熱塑性薄膜。

可合成聚氨酯彈性體，生產汽車排檔桿頭。

產品應用名稱                  

四氫呋喃

聚四亞甲基醚二醇

聚酯可塑劑

熱塑性聚酯

  丁內酯

產品應用說明

醫藥中間體、聚四亞甲基醚二醇、溶劑、接著劑。

聚氨酯彈性體、聚氨酯合成皮、氨綸彈性纖維、熱塑性聚氨酯。

1,4-丁二醇為基底的聚酯可塑劑與乙烯基聚合物有優異的相容性。

1,4-丁二醇可用於製造聚二苯二甲酸丁二酯，作為高強度之工程塑膠。

由 丁內酯反應合成的N-甲基吡咯烷酮是醯胺類高級通用非質子溶劑，

用於石油化工等領域。



13 塑膠桶

產品應用名稱                  

化學品盛裝

產品應用說明

盛裝雙氧水、醋酸、PVAC膠等化學品。

獲UN、MIPI(國際包裝協會)、ISO-9002認可，具抗腐蝕性，在惡劣氣

候下或儲存於室外，盛裝之產品沒有被侵蝕受污染之風險。採一體成

型、最佳桶壁厚度設計，增強徑向與軸向強度。

4342

18 環氧大豆油

產品應用名稱                  

PVC膠皮、PVC薄膜與一般塑膠

塗料

產品應用說明

當可塑劑用。

當增塑劑用。

17 酚醛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合膠板

保溫棉

成型材料

鑄造

耐火材

磨具

摩擦材

產品應用說明

積層板用。

保溫絕緣用。

成型、改性工程塑料用。

殼模樹脂砂用、冒口保溫套及塗模劑。

耐火磚、斷熱板等。

砂輪、砂布用。

汽車來令片(煞車皮)用。

15 溴化環氧樹脂阻燃劑

產品應用說明

於各種工程塑料中添加使用，符合UL94-V0。

產品應用名稱                  

塑料阻燃劑

12 熱塑性聚酯彈性體

產品應用名稱                  

工業零配件

TPEE纖維

複合材料

產品應用說明

電子、電氣、汽車等工業零配件。

TPEE纖維。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阻燃級複合材料。

產品應用名稱                  

塑料增強

產品應用說明

塑料添加，以提升機械強度、絕緣

阻抗、耐電性等性能。

16 電子級玻璃纖維切股
由1,4-丁二醇及聚丁二醇(Polytetra-methylene glycol)與對苯二甲酸酯(DMT)或對苯二

甲酸(PTA)共聚縮合而成，並可經由混練程序製成熱塑性聚酯彈性體複合材料。

酚醛樹脂為酚與甲醛類反應之產物，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尺寸

安定性、熱安定性、電氣絕緣性、耐溶劑、耐酸性等特性。

CP Cizer B-22係以雙氧水法製造之環氧大豆油，可供PVC製品做為無毒

性安定劑與可塑劑。脫臭級環氧大豆油B-22D係低臭味環氧大豆油，用

於低臭味需求之PVC製品，做為無毒性安定劑與可塑劑。

可用於工程塑膠、尼龍、電木粉、聚丙烯等多種不同塑料增強使用。

利用酚與丙酮反應生成，呈白色顆粒狀，不溶於水，溶於丙酮，

常壓下受熱到180℃時分解。作為生產聚碳酸酯及環氧樹脂之原

料，製成之產品具質量輕，透明性、耐衝擊性，可耐熱等性能。

一種高溴含量的環氧樹脂型阻燃劑。用於PP、PA、PE、PS、ABS、

PET及PBT等各類工程塑料中添加，反應後之成品熱安定性、耐化性

及產品尺寸安定性都較傳統的阻燃劑(TBBA)更為優良。

14丙二酚

產品應用名稱                  

聚碳酸酯

環氧樹脂

四溴雙酚A

PVC用之抗氧化劑

熱感紙

產品應用說明

3C產品外殼、車頭燈罩、樹脂鏡片、防彈玻璃、遮雨棚等。

主要用於各種塗料、黏合劑、電路封裝材料和電路板等。

此材料大多是作為阻燃劑，增加產品阻燃效果。

其防火耐熱特性，廣泛用於產品，如招牌看板、建築材料、傢俱等。

廣泛應用於傳真機、收銀機、信用卡終端機等。

19 液晶高分子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產品應用說明

板端FPC、DDR等。

連接器: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  DC Fan等。

液晶聚合物為耐高溫單體聚合，因液晶高分子於高溫排列

性因素，具良好流動型，自身具備無鹵阻燃性。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家電部品

照明部品

產品應用說明

I/O件(RJ45、Audio Jack)。

連接器: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DC Fan等。

電熨斗、煎烤器、直髮器。

LED燈、節能燈。

4544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大理石、塑膠、木材、金屬、橡膠、陶瓷等各種材質之接著。

22瞬間接著劑   

20 液晶高分子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複合材料

薄膜

產品應用說明

添加玻璃纖維或礦物纖維增強。

電子產品用基層膜、低介電常數。

21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複合材）

1

塗料及接著劑 

3 乙酸乙酯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化學合成

產品應用說明

油漆、噴漆之溶劑。

PU化學合成原料。

液晶聚合物為耐高溫單體聚合且因液晶高分子於高溫排列性因

素故具有良好流動型，先天無鹵阻燃性可達UL94 V0。

PBT(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中文名稱為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係由

1,4-丁二醇與PTA聚縮合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後段可經由玻纖強化，添

加劑提升阻燃效果等改性方式，使其具有多項優良之電氣、機械特性，

為應用最廣泛之高性能工程塑膠。

瞬間接著劑係長春公司以最高技術，自力研究成功之強力接著劑，為

單一成分，快速，無溶劑型之接著劑，對於大理石、塑膠、木材、金

屬、橡膠、陶瓷等各種材質均能在常溫狀態下，極短時間內予以強力

接合，而且保存性佳，合乎日本JIS K 6861之檢驗標準，是一種多用途

之新型接著劑。

抗氧化劑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

橡膠

PVC安定劑

潤滑油

聚醚多元醇、聚氨酯

可塑劑

產品應用說明

應用於PP、PE、ABS、EVA、POM、PBT、HIPS等。

應用於BR、SBS、SEBS、NBR、TPE、IIR等。

協助螯合，可吸收自由基，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可吸收自由基，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可吸收自由基，防止斷鏈，提高耐熱性及耐黃變。

TOTM。

長春引進日本ADEKA公司先進技術，加上高度自動化的生產設

備生產受阻酚型及亞磷酸酯型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是塑膠、樹

脂及橡膠等產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添加劑，在於防止或延遲因氧

化而造成的物性或色澤變化，確保產品的加工性與使用壽命。

應用包括：ABS、PS、PVC、PE、PP、工程塑膠、PU樹脂、接

著劑、橡膠等。

2 聚酯可塑劑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

橡膠及彈性體

接著劑

產品應用說明

PVC、EVA、PVAc、PVB及橡膠用可塑劑原料。

應用於NBR、ACM等橡膠原料混煉及PU彈性體。

PVAc、PVB、VAE乳膠等。

為PVC塑膠用可塑劑的一種，因具有較佳的耐油性及對PS與ABS塑膠有優良

的非移行性，因此常被應用於非移行電線、膠布、墊片(Gasket)、膠帶，或

需耐油性之水管或手套。此外尚可應用於橡膠方面，橡膠產品使用聚酯可塑

劑後，其耐油性、耐寒性與耐熱性都比其他可塑劑更為優良。

乙酸乙酯是經由醋酸乙烯氫化而得，一種無色透

明有酯類特殊芳香味的液體。

應
用
產
業
介
紹

塗
料
及
接
著
劑



為醋酸乙烯與乙烯共聚合物，是一種強力水性接著劑，具有多種特

長：初期接著性高、優良耐熱潛變性、耐水性佳、耐鹼性佳、增黏

性高、安全的作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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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乙烯-氯乙烯共聚合物乳膠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紡織用途

無紡織物粘接劑

紙浸染接合劑

地毯背膠

產品應用說明

優越的接著強度、優越的耐水耐熱性。

優越的植絨能力、防水防溶劑性佳、防火。

良好的濕強度、防火。

良好的拉伸強度、良好的抗折強度。

高乾濕黏結強度、防火、良好的耐熱性。

9 烷氧化2-甲基-1,3-丙二醇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聚氨酯

產品應用說明

印刷油墨、塗料溶劑。

聚氨酯鞋底料、聚氨酯合成革、聚氨酯纖維。

6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合物乳膠

產品應用說明

良好的熱安定性、優良的接著強度、快速的粘結速度。

凝結速度快、良好維持能力、良好加工性。

低氣味、低有機揮發份、傑出遮蔽力、耐刷洗、易於

調整添加劑組成。

良好的彈性、良好的耐水性。

優良的耐老特性、無甲醛商品。

良好的彈性、良好的耐水性。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家具裝潢)

包裝及紙張接著

塗料(乳膠漆塗料)

塗料(混凝土防水)

紡織品與不織布

建築

8 醋酸乙烯

產品應用名稱                  

與乙烯、氯乙烯共聚物

EVA樹脂

聚乙烯丁醛

聚乙烯醇

聚醋酸乙烯

與乙烯共聚合物

與氯乙烯共聚合物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接著，具耐水及防火特性。

作為薄膜成形物之原料。

用於安全玻璃之夾層。

用於紙或纖維之加工劑、乳化安定劑、接著或薄膜方面。

紙或木材之接著劑、紙或纖維之加工劑、塗料及口香糖之基材。

低乙烯含量之共聚合物VAE乳膠，作為接著劑或塗料之原料。

用於唱片及地磚。

產品應用名稱                  

外牆保溫系統

石膏砂漿

自流平水泥

修補砂漿

瓷磚接著

填縫劑

產品應用說明

EIFS。

好的工作性能、黏結性能、耐候性能、降低水分吸收。

提升流動性能、提升表面耐磨性、提高拉伸黏結強度、提高抗折強度。

極佳的粘結性能、低收縮性、極佳的工作性能。

黏著性佳。

接縫處之修補。

7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合物再乳化性粉末
為具有醯胺官能基之乙烯及氯乙烯共聚合物。由於聚合體骨幹中含有之

氯乙烯、所以乳膠具有極為優異之阻燃、耐水及耐鹹性等特性。

5 乙烯-醋酸乙烯-氯乙烯共聚合物乳膠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紡織用途

無紡織物粘接劑

紙浸染接合劑

地毯背膠

產品應用說明

優越的接著強度、優越的耐水耐熱性。

優越的植絨能力、防水防溶劑性佳、防火。

良好的濕強度、防火。

良好的拉伸強度、良好的抗折強度。

高乾濕黏結強度、防火、良好的耐熱性。

EVA-VC乳膠主要成份中含氯乙烯，具有優異的耐水及防火特性。同時擁有交聯架橋特性，

可提供各種基材廣泛的貼著用途，特別是對於玻璃纖維、金屬、塑膠薄膜、多孔性基材、

木材及壁紙之接著等應用。成膜後呈透明，具低表面黏著性、耐鹼性、耐紫外線及耐老化

性等優良性能。

VAE乳液經噴霧乾燥後所形成之一種可自由流動之乙烯－醋酸乙烯共聚合物白色粉末，易乳化分

散於水中，形成安定之乳液。除了有VAE乳液原有之優越性能外，因可自由流動，故在搬運及儲

存時有極佳之方便性及可靠性，亦可與粉末狀之材料，如：水泥、砂、輕量骨材等混合攪拌使

用。使用於建築材料和接著劑以作為結合劑之用。

醋酸乙烯單體是一種具有活潑化學性的無色液體，係利用

乙烯、醋酸和氧氣，在固定床觸媒存在下，以氣相狀態反

應生成的物質。儲存時必須添加聚合抑制劑。

由2-甲基-1,3-丙二醇與烷氧化物經烷氧化反應生產而得之產

品，是一種無色的液體，具有二個一級羥基二醇結構，產品分

為乙氧化2-甲基-1,3-丙二醇及丙氧化2-甲基-1,3-丙二醇。



產品應用名稱                  

可塑劑

有機合成

液相色層分析

溶劑

去漆劑

產品應用說明

添加至PVC、PVA、PS、MMA、醋酸纖維素等樹脂增加柔軟性。

有機合成化學中間物。

薄膜層析流動相。

塗裝樹脂、油漆、列印墨水之溶劑。

清除金屬、模板、木板、傢俱產品上之舊漆膜。

10 異丁醇

由丙烯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生產而得之

副產品，是一種無色液體，可溶於水、醇類及醚類。

由1,4-丁二醇經由脫水反應製得，是一種無色揮發性環脂醚，為化學中性具

高度極性且與水可以互溶。四氫氟喃對許多有機物質具有絕佳的溶解能力，

為中等極性非質子性溶劑。環狀醚的化學式(CH2)4O。

EVASIN是一種特殊的熱可塑性高分子／乙烯-乙烯醇共聚合物，不

添加任何塑膠助劑，可設計生產成高阻氧薄膜、片材和各種食物

包裝。近年因其優越阻氣功能，應用領域更為擴展。因其吸水會

影響阻氣性，通常適用於共擠押出多層生產設備。

長春從1983年10月開始生產三聚甲醛。主要為顆粒狀，品質穩定，

易於輸送處理和操作使用，具備優越的溶解性與適用性，廣泛應用

於合成樹脂、酚醛樹脂、尿素樹脂、胺基樹脂、三聚氰胺樹脂、塗

料樹脂、離子交換樹脂、有機合成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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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醋酸正丙酯

產品應用名稱                  

油漆

油墨

樹脂溶劑

產品應用說明

油漆稀釋劑／洗滌劑，瓷漆染料。

油墨稀釋劑，食品印刷，柔版印刷，菸草印刷。

硝酸纖維素，丙烯酸酯，醇酸樹脂，松香樹脂等。

16 三聚甲醛

產品應用名稱                  

合成樹脂

有機合成的醫藥產品

塗料樹脂

接著劑

農業用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生產各式合成成型樹脂如酚醛樹脂、尿素樹脂、呋喃樹脂。

可用於生產消毒劑、維他命等醫療相關化學藥品。

可用於生產三聚氰胺樹脂等塗料用樹脂。

用於生產瞬間膠，俗稱氰基丙烯酸酯。

可用於生產三環唑、三環酮、砒啶等農用除蟲除草劑。

12 正丙醇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醫藥

產品應用說明

合成醋酸丙酯、印刷油墨、塗料溶劑。

丙磺舒、丙戊酸鈉、紅黴素、癲健安。

14四氫呋喃

產品應用名稱                  

化學品原料

反應溶劑

溶劑

處理劑

產品應用說明

合成聚四亞甲基醚二醇之原料。

醫藥合成等反應溶劑。

用於樹脂、油墨／油漆、色層分析溶劑之溶劑。

表面處理劑。

聚乙烯乙烯醇15

產品應用名稱                  

汽車油箱

食物包裝

產品應用說明

防止油氣逸散和汽車輕量化(金屬油箱進化為塑膠油箱)。

用於生產膜，可製作各類食物包裝袋。

11 2-甲基1,3-丙二醇

產品應用名稱                  

不飽和聚酯樹脂

化妝品

改質PET纖維

塗料

聚酯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船舶、浪板、人造大理石、鈕釦、釣魚竿、FRP製品、塗料。

相關溶劑添加。

衣物具有吸水性以及透氣性。

粉體塗料、捲鋼塗料。

印鐵塗料用樹脂、卷材塗料用樹脂、丙烯酸樹酯。

由丙烯醇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而得到的產品，是一種

無色低黏度低毒性的液體，具有獨特甲基支鍊的二醇結構。

由丙烯醇與一氧化碳及氫氣經醛化反應及氫化反應所得之副產品，是一

種中度揮發無色液體且具有醇類的氣味，可溶於水、醇類及醚類。

可通過乙酸與1-丙醇經酯化反應得到的產物，具有酯的典型性質。常溫

下為無色透明液體，與乙醇、乙醚互溶，有特殊的水果香味。



5150

產品應用名稱                  

人造皮革

人工香料

塗料

產品應用說明

人造革加工過程中作為溶劑。

用於香料調配，可調配杏、梨、香蕉、鳳梨等各種香味劑成分。

用於塗料溶劑。

22 醋酸正丁酯

19 聚乙烯醇溶液

產品應用名稱                  

文具、紙張接著

標籤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膠水、紙張接著。

紙張與瓶罐貼合。

20 冰醋酸

產品應用名稱                  

醋酸乙烯單體

純對苯二甲酸

醋酸正丁酯

紡織業

產品應用說明

以乙烯與醋酸為原料生產醋酸乙烯。

在生產純對苯二甲酸過程中作為溶劑。

以醋酸及正丁醇為原料進行酯化反應產生。

染整作業中做為調整染劑酸鹼用途。

21醋酸甲酯

產品應用名稱                  

塗料

有機溶劑

產品應用說明

油墨、油漆、稀釋用。

皮革生產過程所需之有機溶劑、清洗用。

17 聚乙烯醇

產品應用名稱                  

經紗上漿劑

樹脂整理加工

網版印花

造紙業應用

合板、木器業

PVAc、PVC、PS

建築業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包裝材料

印刷業

產品應用說明

天然纖維、合成纖維上漿。

硬挺加工、防縮防皺加工、被服上漿劑。

網版印花機暫時接著劑。

紙品接著、再濕接著、表面上膠、顏料塗佈、內部上膠。

熱硬化樹脂改質劑。

乳膠之保護膠體及懸濁安定劑。

水泥添加劑、成型版黏接劑。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PVA膜。

網印感光膜(照相製版之感光膜)、鋅版印刷感光膜。

聚乙烯醇是一種白色或微黃色，顆粒或粉狀，安定，無毒的水溶

性高分子。聚乙烯醇具良好的造膜性，形成的膜具有優異的接著

力、耐溶劑性、耐磨擦性、伸張強度與氧氣阻絕性。聚乙烯醇同

時擁有親水基及疏水基兩種官能基，因此聚乙烯醇具有介面活性

的性質，亦可做為高分子乳化，懸浮聚合反應的保護膠體。

聚醋酸乙烯乳化漿

產品應用說明

木板／木片接著。

用於紙管接著。

織物硬挺加工。

內牆建築塗料使用。

產品應用名稱                  

木器接著

紙管接著

織物硬挺

塗料樹脂

聚醋酸乙烯乳化漿為熱塑性高分子聚合物，因其擁有優良接著性與方便性，被大量用於

紙品及木工接著，甚至被裝成小包裝後，應用於日常生活用品上的接著。

醋酸(Acetic Acid)是一種無色而有刺激酸味透明液體。當醋酸純度達99.5wt%以上時，稱

冰醋酸(Glacial Acetic Acid)。醋酸可溶於水、醇類和醚類中，廣泛應用於人造纖維、橡

膠、塑膠、農業、除草劑、皮革、有機鹽類、染料、紡織等各項工業。

醋酸甲酯(methyl acetate)，無色透明液體有果香味。沸點攝氏

57度。熔點攝氏-98.05度。密度0.93。易燃，低毒性。醋酸甲酯

多用於代替丙酮、丁酮、醋酸乙酯、環戊烷等，因其低毒性，

可符合塗料、油墨、樹脂、膠粘劑廠之環保標準。

醋酸正丁酯。密度0.88。沸點攝氏124-128度。凝固點攝氏-76

度。為一優良的有機溶劑，外觀清澈無色，易燃。對醋酸丁酸纖

維素、乙基纖維素、氯化橡膠、聚苯乙烯、天然樹膠、樹脂等均

有良好的溶解性能。廣泛應用於硝化纖維清洗，人造革、織物及

塑膠加工之溶劑，各種石油加工和製藥之萃取物。

聚乙烯醇溶液是由長春自行生產的聚乙烯醇加水溶解而成。因考

量某些客戶無溶解設備，專為客戶調配特定規格的水溶液，亦為

服務台灣在地廠商，創造企業附加價值和形象。

18



長春與美國UOP公司技術合作，採用異丙苯法生產高純度苯酚。常溫下外觀為白色結

晶體，凝固點40.7℃，能溶於乙醇、乙酸、甘油、氯仿、二硫化碳和苯等。其下游應

用有丙二酚(雙酚A)、酚醛樹脂、環氧樹脂、己內醯胺、環己酮、烷基酚等。

5352

27 丙酮

產品應用名稱                  

製造雙酚A

製造甲基丙烯酸甲酯

製造異丙醇

製造甲基異丁酮

製造二丙酮醇(溶劑)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聚碳酸酯及環氧樹脂等的主要原料。

製造水性塗層，例如房屋的乳膠漆以及黏貼劑等。

用於塗層或工業用溶劑或清潔劑、生產藥物及作為其他化學中間體。

可用作溶劑，下游應用於塗料、清漆及甲基戊基醇的製造等。

用作中沸點溶劑、木材防腐劑、金屬清潔劑、藥物抗沉劑等。

28 酚(石碳酸)

產品應用名稱                  

製造丙二酚(雙酚A)

製造酚醛樹脂

製造環氧樹脂

製造己內醯胺

製造環己酮

製造烷基酚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聚碳酸酯及環氧樹脂等的主要原料。

用於生產壓塑粉、層壓塑料、清漆或絕緣、耐腐蝕塗料等。

用於各種塗料、黏合劑、電路封裝材料和電路板等。

尼龍6纖維和樹脂之重要原料。

用於己二酸、環己酮樹脂、己內醯胺以及尼龍6等。

為洗滌劑之原料，也是燃油、潤滑油中的添加物。

29酚醛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合膠板

保溫棉

成型材料

鑄造

耐火材

磨具

摩擦材

產品應用說明

積層板用。

保溫絕緣用。

成型、改性工程塑料用。

殼模樹脂砂用、冒口保溫套及塗模劑。

耐火磚、斷熱板等。

砂輪、砂布用。

汽車來令片(煞車皮)用。

產品應用名稱                  

木器漆

汽車烤漆

產品應用說明

作交聯劑使用，一般與醇酸樹脂搭配，因木器漆不適合高

溫固化，通常使用酸觸媒以固化。

作交聯劑使用。

24 胺基樹脂

25 壓克力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汽車修補漆

建築用PU油性水泥漆

金屬烤漆

產品應用說明

耐鹽霧、耐水性、耐化性、耐候性佳。

耐黃變、耐侯性佳、可使用時間長、高光澤、快乾。

硬度高、密著性及顏料分散性佳。

26 高固形份三聚氰胺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罐頭塗料

汽車塗料

捲鋼塗料

產品應用說明

作為交聯劑使用，通常配合高環氧當量之環氧樹脂使用。

混合醚化三聚氰胺樹脂具有絕佳的帶電性能，通常被應用於

陽極電泳漆用於生產汽車OEM原廠漆。

作為交聯劑使用，通常配合高環氧當量之環氧樹脂使用。

23 壓克力乳膠

產品應用名稱                  

土木建築

塗料

紡織業加工用

產品應用說明

彈性水泥砂漿用乳膠。

塗料用壓克力乳膠。

非織物、織物加工用乳膠。

係以壓克力單體為主，搭配水(溶劑)、乳化劑及起始劑，經由乳

化聚合而得到之乳白色高分子乳膠，具優良接著力與耐水性。

可與壓克力樹脂、醇酸樹脂、聚酯樹脂、環氧樹脂配合做為烤漆塗料，

應用於汽車中塗、腳踏車、電腦外殼、家電製品、燈具金屬等烤漆。

壓克力樹脂為丙烯酸與丙烯酸酯類單體經由交聯反應後所形成之

聚合物，耐侯性、耐水性、耐化性均佳。用於家電、木器、金

屬、塑膠、建材等製品的塗裝。

用於各類型塗料，主要作為架橋劑搭配其他主體樹脂使用。

長春與美國UOP公司技術合作，採用異丙苯法生產高純度丙酮。

常溫下為無色透明液體，能與強氧化劑劇烈反應產生危險，易揮

發、易燃，有芳香氣味。與水、甲醇、乙醇、乙醚、氯仿和吡啶

等均能互溶，能溶解油、脂肪、樹脂和橡膠等，也能溶解醋酸纖

維素和硝酸纖維素，是一種重要的揮發性有機溶劑。

酚醛樹脂為酚與甲醛類反應之產物，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尺寸安定性、

熱安定性、電氣絕緣性、耐溶劑、耐酸性等特性，廣泛地應用在成型材(包

括電子級封裝材)、積層板、研磨材、接著、含浸、鑄造及其他用途。



36 美耐皿膠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使用於合板接著。

耐水合板製造時放寬單板含水率標準而製之接著劑，由三聚氰胺與甲醛在特殊觸媒與變性劑下

製成。添加Catalyst與增量劑，製成合板之膠著剪力，符合CNS 1349 1350 I類合板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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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環氧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元件

銅箔積層板

複合材料

塗料

防蝕

土木建築

耐燃劑

鑄模

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電子元件封裝、注型、黏著。

銅箔積層板含浸樹脂(高耐熱、低吸水、Low Df、UV遮蔽…等)。

複合材料。

保護塗料、內襯塗佈、油墨。

金屬、木材、玻璃、石材防蝕，管路桶槽內襯塗裝，船舶防蝕塗料。

土木建築。

耐燃劑。

鑄模灌注。

封裝／高流動性系統主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紙化學品

凝集劑

接著劑

產品應用說明

紙化學品之乾強劑原料。

高分子凝集劑之聚合物原料。

紙張接著劑聚合物之原料。

32 丙烯醯胺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30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產業

紡織

油墨、塗料

產品應用說明

液晶顯示器生產中的清洗劑。

紡織染料、紡織油劑的溶劑。

油墨、油漆、墨水的溶劑。

33 聚乙烯醇縮丁醛

產品應用名稱                  

膠合玻璃中間膜

印刷油墨

接著劑

產品應用說明

與可塑劑配合，生產建築用與汽車用的PVB中間膜。

可做凹版印刷油墨(Gravure printing inks)、凸版印刷、橡皮凸版印

刷用油墨的粘著劑。

底漆、烤漆、木器漆、電子陶瓷、印刷電路板、紡織品防水加工等。

也稱丙二醇單甲醚乙酸酯，分子式為C 6H 1 2O 3，無色吸濕液體，有特殊氣味，是一種具有多

官能團的非公害溶劑。主要用於油墨、油漆、墨水、紡織染料、紡織油劑的溶劑，也可用

於液晶顯示器生產中的清洗劑。易燃，高於42°C時可能形成爆炸性蒸汽／空氣混合物。

由聚乙烯醇與醛類於酸觸媒作用下，進行縮醛反應所合成的一種溶

劑型樹脂。對金屬、玻璃具有優良接著力。

本公司獨自技術研究成功的多用途高性能產品，可提供塗料和複合材料

用途之雙酚A型固態、液態和溶劑型環氧樹脂，PCB用途之溴化環氧樹

脂、雙酚A酚醛環氧樹脂(BNE)、苯酚醛環氧樹脂(PNE)、UV遮蔽環氧樹

脂(TNE)、其他特殊型環氧樹脂(高耐熱、低吸水、Low Df、異氰酸改質

型…等)，以及半導體封裝和油墨用途之鄰甲酚醛環氧樹脂(CNE)。

丙烯醯胺水溶液，係利用丙烯腈水合反應製程製造，品質極為穩定優

異。其聚合物及共聚合物可廣泛用於紙化學品、凝集劑、接著劑、石

油工程、農業工程、土木建築、皮革金屬塗佈加工等用途。

34 環氧大豆油

產品應用名稱                  

PVC膠皮、PVC薄膜與一般塑膠

塗料

產品應用說明

當可塑劑用。

當增塑劑用。

CP Cizer B-22係以雙氧水法製造之環氧大豆油，可供PVC製品做為無毒性安定劑

與可塑劑。脫臭級環氧大豆油B-22D係低臭味環氧大豆油，用於低臭味需求之

PVC製品，做為無毒性安定劑與可塑劑。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大理石、塑膠、木材、金屬、橡膠、陶瓷等各種材質之接著。

35瞬間接著劑   
長春自力研發之單一成分、快速、無溶劑型接著劑。各材質均能於常溫、

短時間內強力接合，保存性佳，合乎日本JIS K6861檢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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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應用名稱                  

合成醇酸樹脂

合成高級潤滑油

製備增塑劑

製備乳化劑

製備液體燃料添加劑

生產(TMPTA)

生產(TMPTM)

生產(TMPTE)

產品應用說明

可代替甘油，或與新戊二醇、季戊四醇等多元醇共用生產醇酸樹脂。

以TMP合成的潤滑油具有熔點低、粘度高、燃點高、抗氧化等優點。

在非酸性催化劑存在下，TMP反應生成的複合酯，是良好的增塑劑。

TMP製備乳化劑可應用於化妝品、紡織和印染工業。

TMP與油酸酯化後再與聚甲醛反應可製得液體燃料添加劑。

主要用於紫外線固化塗料及油墨的反應型稀釋劑等。 

用於PVC膠乳的定型、厭氧性粘結劑、橡膠交聯劑和油墨的固化劑。

用作環氧樹脂的反應性稀釋劑、聚酯和三聚氰胺樹脂等的改性劑等。

37 甲醛(福美林)

產品應用名稱                  

熱硬化樹脂

成型材料

接著劑

消毒劑

塗料用胺基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熱硬化樹脂的主要原料。

主要應用於生產電木粉、尿素粉、美耐皿粉等。

可用於生產尿素膠、美耐皿膠、酚醛膠、瞬間膠等。

可直接用於消毒、殺菌用。

生產塗料用胺基樹脂的主要原料。

38 三甲醇丙烷

電子元件

長春以氧化法製造甲醛，將新鮮空氣與製程迴流氣體混合，將在固定床反應器中進行反應，藉

金屬氧化物觸媒催化產生甲醛氣體，甲醛氣體經吸收塔以水吸收成甲醛半成品，輸送至甲醛桶

區後再調整成14~44％成品。

長春三甲醇丙烷(trimethylolpropane，簡稱TMP)是一種用途廣

泛的有機化工中間體，能夠提高樹脂的堅固性、耐腐蝕性和密封

性，對於水解、熱解以及氧化有良好的穩定性，主要用作醇酸樹

脂、聚氨酯樹脂以及高檔油漆／塗料的原料，也可用於增塑劑、

表面活性劑、高級潤滑劑、合成革以及保溫材料等。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使用於合板接著。

長春尿素膠係一種液體接著劑，由尿素與甲醛在特殊觸媒與變性劑

下，嚴密控制反應條件而製成。添加Catalyst與適量增量劑及水調配

使用，成品具備優良的耐水性，為合板製造上最適當的接著劑。

39 尿素膠

1 磷系耐燃劑 

產品應用名稱                  

塑膠

電子行業

PVC

產品應用說明

PC／ABS Alloy耐燃劑使用。

銅箔積層板。

PVC阻燃劑。

磷系阻燃劑為磷酸酯類無鹵型阻燃劑，主要作為各類工程

塑膠類、橡膠及印刷電路板之無鹵化(GREEN化)阻燃劑。

2 軟性銅箔基層板 

產品應用說明

觸控面板、LCD和LED膜組、天線模組、電池模組、相機模組等。

SENSOR模組、無線通訊模組、觸控面板。

無線通訊模組、USB TYPE C、HDMI、訊號傳輸模組等。

觸控面板、LCD和LED膜組、天線模組、電池模組、相機模組等。

長捷士以軟性銅箔基層板為主要生產項目，藉由美國先進工業科技公司 

ROGERS CORPORATION的技術來源，與長春集團強大的生產供應能力，累

積並擁有豐富的軟板實務經驗，並以品質及技術深獲客戶的支持與信任。 

產品應用名稱                  

智慧型手機

自動駕駛

數位相機

其他攜帶式電子產品

產品應用名稱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

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工業零配件

產品應用說明

PBT纖維。

光纖電纜披覆。

PBT膜。

PBT色母。

玻纖強化複合材料。

阻燃級複合材料。

電子、電氣、汽車等工業零配件。

3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純樹脂)
PBT(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中文名稱為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係由

1,4-丁二醇(BDO)與純對苯二甲酸(PTA)聚縮合而成，並經由混練程序製

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其具有多項優良之特性，被廣泛應用於電子、電

器、資訊、通訊及汽車工業，為廣泛工程塑膠中最受注目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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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amma-丁內酯

產品應用名稱                  

溶劑

雜環類化合物

電子產業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應用於凝固劑、染色助劑、合成樹脂溶劑、

光阻劑塗布等。

作為生產NMP、  PVP、合成環丙胺之原料。

作為生產電容器與鋰離子電池之電解液原料。

4 聚乙烯醇

產品應用名稱                  

經紗上漿劑

樹脂整理加工

網版印花

造紙業應用

合板、木器業

PVAc、PVC、PS

建築業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包裝材料

印刷業

產品應用說明

天然纖維、合成纖維上漿。

硬挺加工、防縮防皺加工、被服上漿劑。

網版印花機暫時接著劑。

紙品接著、再濕接著、表面上膠、顏料塗佈、內部上膠。

熱硬化樹脂改質劑。

乳膠之保護膠體及懸濁安定劑。

水泥添加劑、成型版黏接劑。

PVA海綿及研磨砂輪砂紙。

PVA膜。

網印感光膜(照相製版之感光膜)、鋅版印刷感光膜。

聚乙烯醇是一種白色或微黃色，顆粒或粉狀，安定，無毒的水溶

性高分子。聚乙烯醇具良好的造膜性，形成的膜具有優異的接著

力、耐溶劑性、耐磨擦性、伸張強度與氧氣阻絕性。聚乙烯醇同

時擁有親水基及疏水基兩種官能基，因此聚乙烯醇具有介面活性

的性質，亦可做為高分子乳化，懸浮聚合反應的保護膠體。

GBL是一種高沸點溶劑，其具溶解性強、介電性能及穩定性好等優

點，可應用於萃取劑、分散劑、染色助劑等；γ-丁內酯也為重要的

有機合成中間體，可應用於生醫材料、醫藥與農藥等領域。

6 過氧化氫

產品應用說明

作為紙漿漂白用。

清洗晶圓使用。

漂白用。

產品應用名稱                  

造紙業

半導體製造

紡織業

過氧化氫(俗名：雙氧水)分子式H₂O₂(分子量34)，外觀為無色透明之液體，味道有輕微

的臭氧味，可以與水以任何比例混合。過氧化氫(雙氧水)H₂O₂是一種很經濟的化學品，

被普遍應用在紡織類、紙漿漂白、廢水處理、有機過氧化物的製造、醫藥、化粧品，以

及金屬純化和電鍍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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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電子級醋酸正丁酯

產品應用名稱                  

清洗劑

負型顯影劑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面板業正型光阻清洗用途。

半導體負型光阻顯影劑。

7 電木粉

產品應用名稱                  

骨架產品

鍋具把手

電器部件

馬達部件

汽車部件

產品應用說明

生產各種不同電器、筆電、3C產品變壓器。

鍋具把手、烤箱、烤爐、電餅鐺等。

電容器、斷電器、繼電器、燈具開關等。

整流子、碳刷架。

啟動器上蓋、水幫浦部件。

長春電木粉(LONGLITE)為熱硬化樹脂，係採用本廠自製之酚醛樹脂，

依客戶成型品不同用途添加不同材質與色料，經化學混練而成。

8 銅箔

產品應用名稱                  

印刷電路板產業

鋰離子電池產業

產品應用說明

玻璃纖維環氧樹脂基材、軟性電路板、紙-酚醛樹脂基材、

印刷電路板、IC載板。

消費性電子產品電池、手機電池、動力電池、儲能電池、

電動汽車。

長春自1987年起自行研發銅箔製造技術，於台灣苗栗及中國江蘇常熟設

立生產工廠。自1988年量產自今，已研發各種高科技產業用銅箔。

9 絕緣紙

產品應用名稱                  

印刷線路板、電木板

產品應用說明

酚醛樹脂積層板、CEM-1複合基板、電木板。

長春絕緣紙主要用於酚醛樹脂銅箔基板、CEM-1複合銅箔基板及PCB墊

板、美耐板、化妝板等相關產業上。產品具有高潔淨度及優良的樹脂含

浸性，同時在尺寸及特性上，可依照客戶的特定需求配合提供。

為無色透明有愉快果香氣味的液體。較其他分子量較低之同系物難溶於

水；與醇、醚、酮等有機溶劑混溶。易燃。急性毒性較小，在高濃度下

會引起麻醉。對乙基纖維素、醋酸丁酸纖維素、聚苯乙烯、甲基丙烯酸

樹脂、氯化橡膠以及多種天然樹膠均有較好的溶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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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聚乙烯醇膜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LCD顯示器偏光板之偏光膜。

用於生產偏光太陽眼鏡。

用於人造大理石之離型膜。

產品應用名稱                  

偏光板

太陽眼鏡

人造大理石

11 切割清洗液

產品應用名稱                  

半導體封裝切割

產品應用說明

切割晶圓時粉末清洗液。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產業

紡織

油墨、塗料

產品應用說明

液晶顯示器生產中的清洗劑。

紡織染料、紡織油劑的溶劑。

油墨、油漆、墨水的溶劑。

15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半導體封裝廠切割晶圓時粉末清洗液，為水溶性溶液，表面張力

低且具有親水親油的特性，對wafer有良好的吸附能力。

也稱丙二醇單甲醚乙酸酯，無色吸濕液體，有特殊氣味，是一

種具有多官能團的非公害溶劑。易燃，高於42°C時可能形成爆

炸性蒸汽／空氣混合物。

12 半導體用高純度雙氧水

產品應用名稱                  

半導體晶圓清洗

產品應用說明

多用在SPM製程及APM製程，雙氧水分別為硫酸

或氨水搭配使用。

長春為台灣最大雙氧水製造商，作為半導體廠清洗晶圓的

重要化學品，且為台灣市佔率最高之製造商。

以自有成膜技術，結合長春自有生產PVA Resin原料之優

勢，量產聚乙烯醇薄膜，為包裝膜重要原料之一。

16 電子級丙二醇甲醚

產品應用名稱                  

半導體用清洗、稀釋劑

LCD用清洗、稀釋劑

產品應用說明

搭配PGMEA用於半導體製程RRC、EBR及清洗劑等用途。

搭配PGMEA用於LCD製程EBR及清洗劑等用途。

丙二醇甲醚與乙二醇醚同屬二元醇醚類溶劑，丙二醇醚對人體

的毒性低於乙二醇醚類產品，屬低毒醚類。丙二醇甲醚有微弱

的醚味，但沒有強刺激性氣味，使其用途更加廣泛安全。

17 剝離劑

產品應用名稱                  

TFT-LCD光阻剝離劑

產品應用說明

藉由混合不同比例的鹼性溶劑，將製程中

晶圓表面金屬層的光阻去除。

TFT-LCD用剝離劑。在TFT-LCD製程使用時，Stripper會先加熱再將

玻璃基板浸入，再以溶劑Rinse，去除水份。在線路蝕刻完成後除

去多餘的光阻劑，為Stripper之主要功能。

13 氫氧化四甲銨(TMAH 25%)

產品應用名稱                  

顯影劑

剝離劑

清洗劑

產品應用說明

主要應用於IC及LCD製造之顯影製程。

作為Stripper之配方原料。

作為面板廠玻璃清洗劑之配方原料。

長春為台灣最早及最大氫氧化四甲銨(TMAH)之製造商，25%TMAH主要

客戶為台灣知名之TFT-LCD廠外，同時也是台灣半導體廠所使用的2.38%

顯影劑之原料。

18 電子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產品應用名稱                  

半導體製程

LCD製程

產品應用說明

用於半導體光阻溶劑，或搭配PGME作為

RRC、EBR製程及清洗劑等用途。

用於LCD光阻溶劑，或搭配PGME作為

LCD EBR製程及清洗劑等用途。

無色吸濕液體，有特殊氣味，為具多官能團的非公害溶劑。純化後的高

純度電子級規格用於半導體、液晶顯示器生產中光阻溶劑、清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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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液晶高分子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複合材料

薄膜

產品應用說明

添加玻璃纖維或礦物纖維增強。

電子產品用基層膜、低介電常數。

22 聚乙烯醇縮丁醛

產品應用說明

與可塑劑配合，生產建築用與汽車用的PVB中間膜。

可做凹版印刷油墨(Gravure printing inks)、凸版印刷、橡皮凸版

印刷用油墨的粘著劑。

底漆、烤漆、木器漆、電子陶瓷、印刷電路板、紡織品防水加工等。

產品應用名稱                  

膠合玻璃中間膜

印刷油墨

接著劑

19

20

環氧樹脂

環氧樹脂成型材料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元件

銅箔積層板

複合材料

塗料

防蝕

土木建築、耐燃劑

鑄模、樹脂

產品應用名稱                  

IC、Photocoupler封裝

二極體、電晶體封裝

產品應用說明

電子元件封裝、注型、黏著。

銅箔積層板含浸樹脂(高耐熱、低吸水、Low Df、UV遮蔽…等)。

複合材料。

保護塗料、內襯塗佈、油墨。

金屬、木材、玻璃、石材防蝕，管路桶槽內襯塗裝，船舶防蝕塗料。

土木建築、耐燃劑。

鑄模灌注、封裝／高流動性系統主樹脂。

產品應用說明

IC、Photocoupler封裝成型材料。

二極體、電晶體封裝成型材料。

21 洗模劑

產品應用名稱                  

成型模具清潔

產品應用說明

使用環氧樹脂成型材料封裝成型後殘留於

模具上之汙垢清除。

本公司獨自技術研究成功的多用途高性能產品，可提供塗料和複合材料用

途之雙酚A型固態、液態和溶劑型環氧樹脂，PCB用途之溴化環氧樹脂、雙

酚A酚醛環氧樹脂(BNE)、苯酚醛環氧樹脂(PNE)、UV遮蔽環氧樹脂(TNE)、

其他特殊型環氧樹脂(高耐熱、低吸水、Low Df、異氰酸改質型…等)，以

及半導體封裝和油墨用途之鄰甲酚醛環氧樹脂(CNE)。

主要用於半導體元件封裝，具優良成型性、機械與電氣特性佳；廣泛被使用IC、

Diode(二極體)、Transistor(電晶體)、Photocoupler、Coil等半導體元件封裝。

洗模劑MC-261、MC-701係三聚氰胺樹脂與有機、無機之填充料配合

而成熱硬化樹脂，對於環氧樹脂成型材成型後殘留於模具上之污垢，

具有良好清除效果，成型條件與環氧樹脂成型材相同，作業方便。

由聚乙烯醇與醛類於酸觸媒作用下，進行縮醛反應所合成的

一種溶劑型樹脂。對金屬、玻璃具有優良接著力。

液晶高分子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產品應用說明

板端FPC、DDR等。

連接器: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  DC Fan等。

液晶聚合物為耐高溫單體聚合，因液晶高分子於高溫排列

性因素，具良好流動型，自身具備無鹵阻燃性。

液晶聚合物為耐高溫單體聚合且因液晶高分子於高溫排列性因

素故具有良好流動型，先天無鹵阻燃性可達UL94 V0。

23

產品應用名稱                  

接著

產品應用說明

大理石、塑膠、木材、金屬、橡膠、陶瓷等各種材質之接著。

26瞬間接著劑   
長春自力研發之單一成分、快速、無溶劑型接著劑。各材質均能於常溫、短

時間內強力接合，保存性佳，合乎日本JIS K 6861檢驗標準。

產品應用名稱                  

電子連接器

汽車部品:連接器、

馬達、車燈

散熱風扇

家電部品

照明部品

產品應用說明

I/O件(RJ45、Audio Jack)。

連接器:汽車儀表板、照明、電動開關。

車燈:飾框(Bezel)、底座。

車門:車窗馬達電機、電動開關、門鎖、門把。

其他:雨刷、天窗滑軌。

AC axial Fan、  DC Fan等。

電熨斗、煎烤器、直髮器。

LED燈、節能燈。

25 聚丁烯對苯二甲酸酯樹脂（複合材）
由1,4-丁二醇與PTA聚縮合成之熱塑性聚酯樹脂；後段可經由玻纖強化，

添加劑提升阻燃效果等改性方式，使其具有多項優良之電氣、機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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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佈局

更 多 資 訊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灣台北市松江路301號9樓     
TEL  +886-2-7743-1500    
FAX  +886-2-2509-9619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灣台北市松江路301號7樓     
TEL  +886-2-2500-1800     
FAX  +886-2-2501-8018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灣台北市松江路301號7樓     
TEL  +886-2-2500-1800     
FAX  +886-2-2501-8018

長春大連(德國)有限公司

長春化工(江蘇)有限公司

大連化工(江蘇)有限公司

長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

長春封塑料(常熟)有限公司 

長連旭(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長龍化工(深圳)有限公司

優必佳樹脂(常熟)有限公司

長春化工(盤錦)有限公司

長連化工(盤錦)有限公司

長春和益精細化工(常熟)有限公司 

艾迪科精細化工(常熟)有限公司

長春應化(常熟)有限公司

捷時雅(常熟)有限公司

大連化工(馬來西亞)有限公司

長春化工(新加坡)有限公司

長連化工(新加坡)有限公司

長春化工(印尼)有限公司

長春(日本)有限公司

長春(韓國)有限公司

三義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住工股份有限公司

長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長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住友培科股份有限公司 

台豐印刷電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東應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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