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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名 電話 傳真 廠址 行業名稱（產品）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分行 788-7171 787-2014 華中路1號 銀行業－金融商品、金融服務

小博士股份有限公司 787-6067 787-5561 華中路17號 電子自動控制器及零件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787-2551~3 787-3556 華中路18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配管、結構及輸油用碳鋼管

大發管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8-8678 787-0109 華中路19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塑膠管配件

協羽機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二廠 788-8678 787-0109 華中路19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塑膠閥門

天山資材股份有限公司 788-6001 788-6002 華中路20號 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粒鋼

樹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5060 787-5438 華中路21號 木材製品製造業

理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3889 787-3209 華中路2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鋼骨結構金屬製品

寶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華中廠 787-2900 787-0119 華中路23號 各類商用遊戲機及博奕機台

高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9603 787-7669 華中路2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不銹鋼螺絲、鈦金屬加工品

酆祥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4167 788-4099 華中路27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允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736 787-2841 華中路28號 食品製造業－冷凍水產調理食品

高雄市農會生物製藥廠 787-2271 787-2273 華中路29號 藥品製造業－生物製劑(動物藥品)

三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385 787-1487 華中路3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坤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286 787-8127 華中路30-1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皮帶輸送機設備

三順木箱包裝有限公司 787-2346 787-2400 華中路32號 木竹製品製造業－各類包裝木箱製造買賣

信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161 787-1592 華中路3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腳踏車組裝、人手孔蓋、電信全光模組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大發廠 787-3377 787-3380 華中路3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鍍鋅加工

大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170 787-1181 華中路37-1號 食品製造業－冷凍毛豆、玉米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787-3655 787-1692 華中路40號 其他製造業－塑膠醫療製品

大安實業有限公司 787-1179 787-1181 華中路41號 食品製造業－倉庫出租

太洋化成股份有限公司 787-1295 787-1052 華中路42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離子交換樹脂

大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170 787-1181 華中路43號 食品製造業－冷凍毛豆、玉米

中日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3996 787-3939 華中路44-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金屬表面處理

高雄鞋材股份有限公司 787-1881 787-1055 華中路46號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皮槳鞋後套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788-1285 788-0805 華中路46-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五金零件脫腊鑄造

寶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光華廠 787-8855 787-6711 光華路2號 各類商用遊戲機及博奕機台

利順昌實業有限公司 787-1786 787-5999 光華路4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塑膠管條板材壓出成型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403 787-2394 光華路5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代岱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3508 222-1366 光華路5-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冷媒、壓縮機、冷氣材料

統一熱能工程有限公司 223-0776 224-1613 光華路5-2號 其他製造業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5-6216 785-6292 光華路6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紫外線吸收劑、抗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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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超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710 787-1374 光華路6-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各類工業用接著劑及清洗劑

光安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787-1797 787-1799 光華路6-2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各類玻璃加工製造

華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寮廠 787-4671 787-4673 光華路8號 食品製造業－日式火鍋料

大東樹脂化學(股)公司高雄大發廠 787-3568 787-1433 光華路9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TPU樹脂、ABS、PC/ABS

昱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721-2864 光華路9-1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鴻慶機械有限公司 351-3545 351-3740 光華路12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威宏貨櫃有限公司 788-7811 788-8711 光華路12-1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貨櫃清洗及維護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後棟) 788-9939 788-9938 光華路14號 人力仲介業

原億陞鋼鐵有限公司(前棟) 788-6289 788-6298 光華路1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鐵材加工買賣

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 787-3836 787-2933 光華路15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廢鐵及鐵砂處理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87-3226 787-3970 光華路16號(代表) 化學材料製造業－水泥、磚材、瀝青製品

奕承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788-1225 787-8876 光華路16-2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泰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278 787-3511 光華路16-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電池回收

依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0949 787-2957 光華路16-4號 家具製造業－各類電腦週邊設備

秉紘股份有限公司 788-5137 787-3125 光華路16-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回收處理

瓏展企業有限公司 787-3127 光華路16-7號 金屬基本工業

程達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997 787-1496 光華路17號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亞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801~2 787-3214 光華路17-1號(代表) 基本金屬製造業－鋁合金製品冷軋、熱軋

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787-4355 787-2547 光華路18號 運輸業

亞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801~2 787-3214 光華路1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鋁合金製品冷軋、熱軋

健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4411 787-6152 光華路20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軟式硬刷電路板加工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4411 787-6152 光華路20號3、4樓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大發辦事處 787-3440~1 787-0644 光華路22號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金大祥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787-9161 787-9389 光華路163-1號 鋼鐵買賣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7874888 787-4777 光華路247-1號 鋼鐵買賣

超裕興業有限公司 787-4907 華東路1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鈺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8288 788-8299 華東路1-1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回收塑膠橡膠類產品

廷承企業有限公司 787-1418 787-1856 華東路1-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昌冠企業有限公司 787-1712 787-3200 華東路1-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

竺昌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787-3707 787-1949 華東路1-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鈺竑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787-2298 787-1988 華東路1-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銅原料買賣

滄桂實業有限公司 787-1468 華東路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 

光
華
路 

︱ 

華
東
路



廠 商資料

大發工業區廠商名冊

07

▼
 

華
東
路

廠　名 電話 傳真 廠址 行業名稱（產品）

松中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787-2929 788-5139 華東路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真空設備

南俠企業有限公司 787-1947 華東路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昌冠企業有限公司 787-1712 787-3200 華東路9號(代表)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

鐵山角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788-9933 788-9799 華東路9-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鍍鋅鋼捲板製造

世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0152 787-8625 華東路11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岩棉板

高雄醫療廢棄物處理股份有限公司 787-3793 787-3792 華東路13號 服務業-處理醫療廢棄物

期發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785 787-2275 華東路13-1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pvc天花板、各式塑膠建材             

寶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788-6306 788-6310 華東路15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水泥乾拌砂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87-1707 787-1352 華東路15-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787-1956 787-1957 華東路17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廢溶劑品回收

載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616 787-1616 華東路17-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茂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461 華東路18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富利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8-9990 788-9991 華東路19號 基本製造業－陶瓷觸媒濾管

鋊豐企業有限公司 787-2877 787-2878 華東路2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青上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871-1081 華東路22號 肥料製造業

華龍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787-1468 華東路24號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榮民工程(股)公司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 787-9572 787-8447 華東路25號(代表) 其他製造業－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及處理

惠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081 787-3087 華東路26號 倉儲土地出租業

郡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088 787-6689 華東路26-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正漢企業有限公司 787-0091 788-3830 華東路26-2號 資源回收業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7600 788-7500 華東路28號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N次貼文具用品、特用化學品

侑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6788 788-7588 華東路3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鋼筋加工成型

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787-5258 787-2170 華東路32號 家具製造業－金屬家俱座椅、全塑椅

達和清宇股份有限公司 787-1820 787-3987 華東路34號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再生燃料

三石礦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2828 787-2833 華東路35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防火板、岩棉保溫材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787-5855 787-7939 華東路35-2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銹鋼材料

禹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351 787-2356 華東路37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塑料食品容器及包裝材料

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787-1555 787-1557 華東路39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石英振盪器

上順水泥製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211 787-1910 華東路40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水泥製品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6987 787-8077 華東路41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塑膠射出            

鋐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787-9637 787-8633 華東路4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鋼構製品、鍋爐

迪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2968 787-2895 華東路44號 食品製造業－芭樂茶、植物萃取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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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788-1179 787-2303 華東路46號 彎頭三通、法蘭接頭等鍛造鋼管配件

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787-8585 787-0789 華東路46-4號 低硫燃料油、基礎油

祥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太師傅) 745-5938 741-0193 華東路48號 食品製造業－生鮮雞肉

以晟聯合實業有限公司(向陽便當) 787-3955 787-3971 華東路50號 食品製造業－即時餐盒、冰鎮滷味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8-8888 788-6888 華東路52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無塵無菌室相關設備

進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405 787-1817 華東路52-1號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1951 787-4503 華東路56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汽車螺帽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8-6666 788-2222 華東路5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不銹鋼管製造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788-4949 788-0072 華東路57-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遊戲機框體

尹友股份有限公司 787-3666 787-2999 華東路58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冷凍機械

亮輝利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124 787-1925 華東路60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散熱片零件

山多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788-0955 788-0922 華東路62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玉山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05-2652176 華東路64號 輪胎翻修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492 787-3499 華東路66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PVC綜合原料、PVC膠粒、異型押出品

泰倫塑膠有限公司 787-2199 787-3499 華東路68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翊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666 787-2650 華東路70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鍋師傅不沾鍋具

必興實業有限公司 787-2713 787-6150 華東路76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禾茂玩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704 787-1593 華東路80號 其他製造業－木製拼圖

納爾科股份有限公司 787-2801 787-2961 華東路82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

誠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488 787-2755 華東路84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消防軟管、伸縮接頭

震銘金屬有限公司 787-8836 787-8756 華東路8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不銹鋼板

壽山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787-2788 787-2790 華東路88號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煞車來令

泳宜企業有限公司 354-1587 352-0736 華東路88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大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511 787-2518 華東路90號 紡織業－內衣褲、襪、圍巾、帽子雨傘製造

台灣住友培科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1285 787-1239 華西路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787-2654 787-2408 華西路6號(代表) 化學材料製造業－瞬間接著劑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1165 787-1710 華西路8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654 787-2408 華西路8-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瞬間接著劑

錦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2654 787-2408 華西路8-6號 其他製造業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9118 787-9728 華西路12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銹鋼捲裁切處理作業

觀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0381 787-2069 華西路19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觀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0381 787-2069 華西路19-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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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1165 787-1710 華西路19-2號(代表) 化學材料製造－BDO、MPO、IBA、NPA、THF

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9168 788-8868 華西路20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汽車零件螺絲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576 787-5843 華西路22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遊艇五金零配件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787-3576 787-5843 華西路22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遊艇五金零配件

伍通企業有限公司大寮廠 787-1676 787-4137 華西路23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太子彈簧床廠 787-3561 787-3571 華西路25號 家具製造業

火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6777 787-3751 華西路25-1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

德遠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787-3022 787-8841 華西路26號 倉儲、貨運業

大隆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 787-2222 787-1961 華西路27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保麗龍製品

莊義隆企業社 787-2222 787-1961 華西路27-1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合金達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5683 788-5670 華西路27-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永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145 787-3519 華西路28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正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大發辦事處 787-3440~1 787-0644 華西路28-1號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永隆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88-5361~4 788-5365 華西路30號 發電機、汽電共生、焚化爐設備製造安裝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691 787-2721 華西路31號(代表)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notebook

滿鑫漁具有限公司 787-2052 787-2053 華西路32號 紡織業

清泉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787-2110 787-4509 華西路32-2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787-1691 787-2721 華西路33號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notebook

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二廠 788-5008 788-5018 華西路33號1樓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利家毛刷有限公司 788-1139 788-0996 華西路33號2樓 其他製造業

馬上開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787-9408 787-7745 華西路33號3樓 節能開飲機研發、開發、製造

湧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611 787-1638 華西路35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展望有限公司 788-8800 788-7318 華西路36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大小五金彎管加工製造

城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0381 華西路3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英舟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628 787-8258 華西路38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遊艇五金、不銹鋼門窗

昭侒化工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1177 787-3259 華西路38-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合成樹脂、環保膠、硬化劑、甲酫補捉劑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2825~7 787-1042 華西路39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可變電阻、位元產生器製造

台灣電力(股)公司高雄訓練中心 787-2201 787-2206 華西路41號 電力設備製造業－訓練業務、全國技能檢定場

立竑預拌股份有限公司 787-3636 787-2848 華西路42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266 787-3968 華西路45號 化學製品製造－維士比、國安系列藥品、賜你免痛

暐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87-2777 787-3530 華西路45-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新聯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840 787-1106 華西路47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各類耐火材料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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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螺絲有限公司 787-2622 787-3777 華西路4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鋁用、鐵工及建築用螺絲

濱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521 787-1515 興業路2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金屬沖壓網

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3181 787-3174 興業路4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陰離子系列電著塗料

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大發倉庫 344-7552 344-7551 興業路9號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鋐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興業廠 787-2129 787-2125 興業路10號 金屬製品製造－鋼構製品、鍋爐

大方線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311 787-3030 興業路11號 紡織業－漁船用品、線及五金

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2311 787-2315 興業路12號 食品製造業團體伙食及學校營養午餐

家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3246 787-3431 興業路12-1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環保用膠帶

正和遊艇有限公司 787-7986 787-8002 興業路13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遊艇及船舶零件製造維修

嘉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5611 787-4266 興業路14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變壓器、扼流器

彩敦網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787-2066 787-2325 興業路14-1號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印刷噴畫

長賡股份有限公司 788-3662 787-5975 興業路15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銹鋼錠及廢料買賣

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4391 787-2234 興業路16號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台互企業有限公司 787-0009 787-0015 興業路17號(代表) 食品製造業－水產品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788-8677 788-7877 興業路18號1樓 食品製造業－灣仔碼頭冷凍食品

小松生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2100 787-7603 興業路18號2樓 食品製造業－營養食品(維他命、益生菌)

力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788-6600 787-3650 興業路19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銹鋼配管配件加工製造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787-7260 787-7262 興業路2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87-1147 787-2578 興業路22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組合型鋼設備

明冠造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61-7112 363-2905 興業路23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特殊閥類

富泰鋼鐵有限公司 787-2525 787-6757 興業路25-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利倡企業有限公司 787-2678 787-1251 興業路27號 倉儲業

禾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361 787-2364 興業路29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遊艇製造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787-2551~3 787-3556 興業路3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配管、結構及輸油用碳鋼管

懋銓鋼鐵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2525 787-6757 興業路3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鐵管進口

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787-2621 787-3777 興業路31-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螺絲

福泰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 787-3171 787-2192 興業路32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大直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497 787-2426 興業路33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億居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536 787-3589 興業路34號(代表) 金屬製品製造業－法蘭、管件類

日昇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787-2020 787-3212 興業路35號 各種橡膠製品製造業

翔鈺機電有限公司 788-9999 788-1818 興業路36-1號 電力設備製造業－各類馬達、發電機及空壓機製造

義盛糖品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8123 787-3237 興業路36-2號 食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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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787-1978 787-3249 興業路38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傢俱鐵管製造

台灣淡水河谷股份有限公司 787-3136 787-1101 興業路4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鎳金屬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935 787-2951 興業路4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高爾夫球頭

英欣股份有限公司 787-0328 787-0355 興業路41-1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碳酸鈣泥漿

泰昇有限公司 787-8000 大有一街6號 食品製造業

大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88-8681 787-3263 大有一街8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淨水用化學藥劑

柏卡軸封有限公司 787-2050 787-0820 大有一街9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機械軸封設計、生產及各式金屬製品

革蘭密封有限公司 787-6345 787-6350 大有一街9號1樓 金屬製品製造業

建一強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87-2585 787-2668 大有一街12號 食品製造業－冷凍毛豆

鈁升有限公司 788-8698 788-7497 大有一街1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螺絲

盟峰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787-2815 787-0345 大有一街15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CMC車床加工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一廠 787-1147 787-2578 大有一街16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組合型鋼設備

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公司 787-1831 787-1833 大有一街17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船用螺漿不銹鋼棒

大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88-8681 787-3263 大有一街19號(代表) 化學材料製造業－淨水用化學藥劑

台灣記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1-9901 701-6921 大有一街20號 塑膠製品－電視外框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4411 787-6152 大有一街20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軟式硬刷電路板加工

比用比有限公司(承租自仁望) 788-7000 788-7005 大有一街23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板式熱交換器零件與維修

仁望有限公司 788-8800 788-7318 大有一街23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大小五金彎管加工製造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5233 787-3328 大有一街25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印刷電路板

台灣粉體塗料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787-1986 787-2360 大有一街26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乾粉漆(粉體塗料)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5233 787-3328 大有一街27號(代表)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印刷電路板

扶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4066 787-1735 大有一街28號 食品製造業－休閒食品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5233 787-3328 大有一街29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印刷電路板

聖橋亞企業有限公司(承租自翔貴) 788-3699 787-1765 大有一街30號 BOPP 捲心管、橡膠輪製造

滙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305 787-3661 大有一街3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鋁合金陽極製造

昇樺金屬工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631 787-1689 大有一街3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鋁擠型

好利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991 787-2906 大有一街33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FPR製品、整體衛浴

安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寮廠 787-0575 787-0681 大有一街3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不銹鋼鑄件

政亨實業有限公司 787-4387 787-8600 大有一街37-1號(代表) 金屬製品製造業

培凱有限公司 788-6950 788-0980 大有一街39號 工業用橡塑膠製品

金達五金企業有限公司 787-2168~9 787-1491 大有一街41號 金屬製品製造－不銹鋼鍊條、代工鍛造零件、船舶五金

中達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368 787-1927 大有一街43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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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170 787-1181 大有二街1號(代表) 食品製造業－冷凍毛豆、玉米

欣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88-8099 788-9161 大有二街2號 食品製造業

晶騰金屬實業有限公司 788-1910 788-9517 大有二街2號2樓 基本金屬製造業－特殊金屬製造買賣

仁喜紙管廠 787-1225 787-2917 大有二街3號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盈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681 787-0030 大有二街5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鏽鋼水塔

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公司二廠 787-1831 787-1833 大有二街6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船用螺漿不銹鋼棒

至美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4316 787-1846 大有二街7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鋁電解電容器

南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87-8930 787-8001 大有二街8號 藥品製造－傳統中藥、丸、貼布、健康食品

會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871 787-1737 大有二街9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奶嘴

大錏企業有限公司 787-1876 787-1315 大有二街1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制冷設備、食品機器

朝崴企業有限公司 371-2259 371-2784 大有二街11號 木竹製品製造業－各類模型

群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085~6 787-1348 大有二街12號 紡織業－釣魚線及繩索製造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5233 787-3328 大有二街14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印刷電路板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787-3377 787-3380 大有二街1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鍍鋅加工

翔美食品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323 787-3535 大有二街16號 食品製造業－雪花冰

良一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787-1525 787-1525 大有二街1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莫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3405 787-4397 大有二街18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LED散熱器、工業散熱器系統、電子五金零件

中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768 787-4207 大有二街19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船舶艤裝品

格得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228 787-0893 大有二街20號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上盒、LCD

扶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4066 787-1735 大有二街21號 食品製造業－休閒食品

格得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228 787-0893 大有二街22號(代表)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上盒、LCD

崴聖企業行 787-8182 787-6994 大有二街23號(代表) 金屬製品製造業－開模具

京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7179 787-7173 大有二街24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船舶修護、貨櫃機械維修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787-1013 787-1697 大有二街26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各種無機顏料

金富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421 787-3983 大有二街28號 其他製造業－精密鑄造、高爾夫球頭、五金機械零件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787-3525 787-2015 大有二街29號 食品製造業－韓式泡菜、東北酸白菜、醬油

代紘企業有限公司 787-1343 大有二街30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

豐亞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921 787-3919 大有二街31、32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塑膠桌巾、浴簾及餐墊

居瑞自動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787-4499 787-4466 大有二街34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智慧型自動機械設計製造

驛統股份有限公司 787-0993~4 787-3028 大有三街2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PCB電鍍代工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6987 787-8077 大有三街3、6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塑膠射出            

遠宏實業有限公司 787-3611 787-1149 大有三街4號(代表) 塑膠機械(混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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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安欣企業有限公司 787-1131 787-0317 大有三街4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螺絲製造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060 787-2506 大有三街5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鏽鋼法藍鍛造

易達盛股份有限公司 788-8967 788-8969 大有三街7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螺絲加工、表面處理、機械鍍鋅電著塗裝

煜升股份有限公司 787-1130 787-2820 大有三街8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冷作電焊、機械製造維修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787-3377 787-3380 大有三街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親蜜實業有限公司 787-2871 787-1737 大有三街10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3181 787-3174 大有三街12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陰離子系列電著塗料

易利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377 787-3380 大有三街1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787-3377 787-3380 大有三街1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787-3377 787-3380 大有三街15號(代表) 基本金屬製造業－鍍鋅加工

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公司三廠 787-1831 787-1833 大有三街18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船用螺漿不銹鋼棒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787-3377 787-3380 大有三街18-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鍍鋅加工

大量農產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8877 787-2652 大有三街22號 食品製造業

英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641 787-2652 大有三街24號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紙塑模型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3033 787-3042 大有三街26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順慶實業有限公司 740-4556 743-3397 大有三街28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食品、保養品及烘焙材料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3287 787-3290 大有三街32號 導電漿材料製造業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87-4567 788-2929 大有三街32號3樓 食品製造業－華珍手燒煎餅、天女薄餅

鑫隴興業有限公司 746-2908 710-3312 大有三街34號 食品製造業－食品添加物、植物油粉

路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737 787-3864 大有四街1號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乳化瀝青

莊鼎實業有限公司 787-2258 787-2243 大有四街3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鍋爐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5855 787-7939 大有四街5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銹鋼材料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317 787-2320 大有四街6號 石化、化工(含精細化工)產業整廠設備輸出

正東瀛企業有限公司 787-2770 787-4250 大有四街6-1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蛭石珍珠石

皇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787-3190 787-4250 大有四街6-1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楊正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787-3102 787-2289 大有四街7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兩片罐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88-3456 788-3388 大有四街8號 食品製造業－生鮮豬肉、雞肉、調理食品

泰立富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788-3456 788-3388 大有四街8號3樓 食品製造業－生鮮豬肉、雞肉、調理食品

金欣螺絲有限公司 787-8785 787-9137 大有四街10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螺絲製造

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6691 788-6586 大有四街11號 食品製造業－國農牛乳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516 787-2450 大有四街12號 食品製造業－冷凍食品

全尚美有限公司 788-9288 787-3318 大有四街13號 食品製造業－包裝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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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866 787-1217 大有四街15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原物料自動劑量輸送機械設備

雙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866 787-1217 大有四街15-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安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787-4718 787-4882 大有四街16號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有限電視器材

宇晶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788-7218 788-7238 裕民街1號 電力設備製造業－配電盤、併聯盤、程控盤

新大股份有限公司 787-7887 787-0622 裕民街2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晏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057 787-2058 裕民街3號 各種橡膠、運動器材遙控模型加工製造

力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212 787-0310 裕民街4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銹鋼配管配件加工製造

台灣好奇股份有限公司 701-3301 702-0581 裕民街4-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鋼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389 787-3276 裕民街7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各種油壓缸、空壓缸製造

巨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788-9711 787-4787 裕民街8號 電力設備製造業－監測控制系統

恆品科技有限公司 788-1999 733-0445 裕民街9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強化塑膠製品

新藝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787-3196 787-3198 裕民街1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各種合金鋼錠、不銹鋼錠鑄造及代工

成旺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9928 788-2899 裕民街12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森岳企業有限公司 788-9928 788-2899 裕民街12-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佳順興實業有限公司 788-8289 裕民街1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缸套內徑鍍鉻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935 787-2951 裕民街1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787-3836 787-2933 裕民街14-1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廢鐵及鐵砂處理

証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5598 裕民街15號 電力設備製造業

炬昇企業有限公司 787-3312 787-1028 裕民街15-1號 金屬熱處理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787-2601 787-1434 裕民街16號(代表) 機械設備製造業

恆鉅工業有限公司 787-2067~8 787-1347 裕民街1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鋼線、鋼纜製造

鉅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4367 787-3294 裕民街19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真空成型模具、TRAY盤、手工盤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3959 787-3952 裕民街20號 化學製品－船舶、工業防護及彩色鋼板油漆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5588 788-9558 裕民街22號 FPC、LED、太陽能及RTR軟性顯示器設備製造

康而達企業有限公司 788-3177 裕民街23號 家具製造業

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71-1121 裕民街24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信銘工業有限公司 787-3331 787-3334 裕民街26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

日信特殊氣體有限公司 787-3331 787-3334 裕民街26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昕太鐵工廠有限公司 787-1030 787-3545 裕民街27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冠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787-0783 788-9882 裕民街2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3645 787-1757 裕民街30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光學及乾膜光阻材料

全弘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3047 787-2377 裕民街31號 食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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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科技有限公司 787-3355~7 787-2559 裕民街33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農業機械製造、油壓零件

開拓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677 787-3680 裕民街35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製冰機、凍結設備

富滄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788-4949 788-0072 裕民街37號 食品製造業

伊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寮廠 787-7567 787-8567 裕民街39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喜百能膠、SIPALON、TPV、TPR

六皇塗料實業有限公司 787-4388 787-1950 裕民街43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油漆

瓛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8168 787-2998 利民街3號 其他製造業－高爾夫球頭

真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321 787-3337 利民街4號(農場路179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矽酸膠

合盟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258 787-1759 利民街5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五金零件加工

豐永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787-7287 787-1617 利民街6號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污水處理

展業科技有限公司 787-9778 787-0825 利民街7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印刷電路板

映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536 787-3868 利民街8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橡膠半成品

耕昌股份有限公司 787-3666 787-2999 利民街9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冷凍機械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8629 787-8569 利民街10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隆福行股份有限公司 787-8530 787-9115 利民街13號 工業用油批發業－美孚潤滑油

祺逢企業有限公司 787-2949 787-3021 利民街14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鈦晟有限公司 787-3168 787-3166 利民街15號 其他製造業－各類五金零件製造

隆運空油壓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6680 788-6681 利民街16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亞科工業有限公司 787-1082 787-3348 利民街17號 其他製造業－高爾夫球具

嘉鎰股份有限公司 787-1825 787-2509 利民街18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推車用輪胎

聖旻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8-7890 788-6655 利民街19號 食品製造業－五穀雜糧

盧德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206 787-2748 利民街2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各式圓、方桶及馬口鐵製作

釱瑞實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681 787-7572 利民街22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302 787-1935 利民街23號 食品製造業－冷凍食品

逸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651 787-1715 利民街25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尼龍單絲線

鉦濠企業有限公司 787-1355 787-1730 利民街26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格子版圓、鋼骨製作

儀騰企業有限公司 787-2197 787-2126 利民街26-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桶巢機械設備

大煒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787-3976 787-3979 利民街27號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加工紙箱

久鉅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787-3693 787-2864 利民街28號 電力設備製造業

永福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8522~5 787-4291 利民街29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清潔用品

欣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88-8099 788-9161 利民街30號 食品製造業－各類冷凍水產食品外銷

金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2357 787-0955 利民街31號 家具製造業－不銹鋼廚具製造

祥乙實業有限公司 787-7576 787-7138 利民街32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FPC電鍍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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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情塑膠有限公司 787-4022 787-5907 利民街33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管路工程塑膠管

勁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911 787-1857 利民街34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及汽車螺帽製造

揚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87-5899 788-0306 利民街37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鹽酸、硫酸、PAC漂白水

正享紙器有限公司 787-6672 787-0330 利民街39號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瓦楞紙箱、彩色紙

漢林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8-5899 788-7977 大業街1、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電子電器及日光燈回收

莊宏億軸承有限公司 788-5000 788-6000 大業街4號 培林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860-6999 860-6888 大業街5號(代表)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晶片電阻、電容、電感

皇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301 787-4250 大業街6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斷熱板及保過套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87-6730 787-6917 大業街6-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硝酸銅回收再利用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860-6999 860-6888 大業街7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晶片電阻、電容、電感

長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132 787-4651 大業街8-1號 其他製造業－CNC加工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266 787-3968 大業街9號 化學製品製造－維士比、國安系列藥品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641-3101 641-9504 大業街9號 氣氮

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4711 787-6349 大業街10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卜蘭特I型及高爐水泥

匠萌技研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728 787-2836 大業街12號(代表) 金屬製品製造業－飲水機

匠萌技研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2728 787-2836 大業街16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飲水機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8-6800 788-6808 大業街18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LCD、LCM、TFT製造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4411 787-6152 大業街18號3、4樓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恆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8-9880 788-9890 大業街19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汽機車電裝品、高壓馬達

捷欣股份有限公司 787-2703 787-2473 大業街19-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消防空調管配件、各水系統管類及接頭配件

台灣弼奧股份有限公司 787-3300 787-1577 大業街21號 電力設備製造業－繞線夾

太洋製膜股份有限公司 787-7372 787-7383 大業街23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聚乙烯烴系多孔質膜製造

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787-2251 787-5927 大業街25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塑膠尼龍粒、工程塑膠

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 787-2799 787-2899 大業街33、35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塑膠手套

全永順股份有限公司(大業廠) 787-6618 787-1887 大業街37號 其他製造業－工業用潤滑油.汽機車用油

台灣東京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885 787-3887 大業街38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不定形耐火材

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7-0486 787-0459 大業街39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PVCA用安定劑

鴻洋遊艇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0696 787-0698 大業街42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仁望有限公司 788-8800 788-8811 大業街44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及大小五金彎管加工製造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7765 787-1501 大業街46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冷凝器、蒸發器

正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099 787-2096 莒光一街3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大理石石板

中一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888 788-1211 莒光一街5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大理石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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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787-2411 787-2414 莒光一街8、9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發泡級聚苯乙烯

宗亞特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787-2411 787-2414 莒光一街9-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過氧化二苯甲醯

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787-3836 787-2933 莒光一街10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廢鐵及鐵砂處理

穎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6561 787-3981 莒光一街11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協羽機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788-8678 787-0109 莒光一街11-1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666 787-4209 莒光一街12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散熱器、冷凝器、蒸發器

寬易股份有限公司 787-2028 787-1488 莒光一街13號 非金屬礦物製造業－耐火材料、冶金礦石

光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787-1777 787-1089 莒光一街14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合板機械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1008 787-7066 莒光一街15號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軟性電路印刷板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1008 787-7066 莒光一街23號(代表)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軟性電路印刷板

昌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787-1777 787-1089 莒光一街16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合板機械

長賡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3662 787-5975 莒光一街18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銹鋼錠及廢料買賣

百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 787-0193 787-0195 莒光一街19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366 787-2787 莒光一街19-1號 家具製造業－OA辦公傢俱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787-3576 787-3578 莒光二街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787-2411 787-6411 莒光二街8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發泡級聚苯乙烯

禎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6651 787-7077 莒光二街10號 水泥批發及製造

太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766 787-1757 莒光二街10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混擬土

千城鋼鐵有限公司 787-9933 787-7733 莒光二街12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851 787-3563 莒光二街13號 反應槽、塔槽、熱交換器及壓力容器製造

宏欣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88-2001~3 787-3563 莒光二街13-1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熱交換器、壓力容器

偉朧實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61-6053    771-5335 莒光二街15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瀚鉅企業有限公司(地向偉朧承租) 788-2600 788-2682 莒光二街15號 塑膠原料製造業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788-8001 788-8010 莒光二街1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擴張網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公司大發廠 787-7690 787-0942 莒光二街18、20號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印刷版材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787-2060 787-2506 莒光二街24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鏽鋼法藍鍛造

小博士股份有限公司 787-6067 787-5561 莒光三街2號 電子自動控制器及零件

鋐昇實業有限公司 336-2278 莒光三街2號1樓 金屬製品製造業

煒鈞實業有限公司 336-2278 莒光三街2號1樓 金屬製品製造業

金誼實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8760 787-8760 莒光三街4號 其他製造業－Golf球具用品、平板電腦

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627 787-2262 莒光三街4-1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壓鑄機械及週邊設備製造

泰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2278 787-3511 莒光三街6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鉛合金錠、紅黃丹、鉛鍗、鉛鈣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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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788-3126 787-2813 莒光三街12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帷幕牆、鋁門窗、格柵、遮陽板

台灣史都特(股)公司高雄分公司 787-2660 787-2661 莒光三街14號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貨櫃修理

原裕股份有限公司 787-2499 787-3382 富民街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福器企業有限公司 787-8418 251-3272 富民街1-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三丸金屬實業有限公司 787-0889 787-8080 富民街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樺智有限公司 787-7780 787-7775 富民街2-1號 資源回收

高辰企業有限公司 787-2443 787-2451 富民街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營耀企業有限公司 285-9886 富民街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晙捷科技有限公司 787-9499 787-1061 富民街6-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慧芳精微成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1460 787-2019 富民街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精密模具、光學儀器、電子零組件

西拉培股份有限公司 788-6229 788-6238 富民街8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觸媒器制造

宗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4792 787-3709 富民街9、10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車、五金零件電鍍加工

亞州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富民廠 787-6668 787-6686 富民街11、12號(代表) 機械設備維修製造－鍋爐維修製造

巨益工業有限公司 531-4315 561-7598 富民街1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五金鋼索買賣

正遠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787-2894 787-4055 富民街14號 工程營運

瑞戶有限公司 787-2894 787-4055 富民街15號 工業機械、 自動化設備及自動機械

鋁傑企業有限公司 787-6092 787-6098 富民街16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電鍍

加郁企業有限公司大寮廠 787-0308 787-1237 富民街1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國象企業有限公司 787-2671 787-2452 富民街18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自動繞線機、自動上膠機

有澤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787-1714 763-4510 富民街19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鑫聯興業有限公司 787-0999 787-0333 富民街2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進星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755-1552 755-4251 富民街21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787-2022 787-9627 富民街22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各類塑膠容器製造

國瀛實業有限公司 787-3046 787-3054 富民街2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馬達殼、模具製造

升允紙器有限公司 788-0126 787-4981 富民街24號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玖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21-9822 721-9822 富民街2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日昇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787-7098 787-7099 富民街2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船用螺旋槳

言泓國際有限公司 空廠房 富民街27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鉅海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215-9678 215-9678 富民街27號 食品製造業－冷凍食品

勤仲企業有限公司 787-1550 787-4017 建民街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穆成企業有限公司 787-0129 533-0556 建民街1-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台灣皮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840 787-3842 建民街2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橋樑用盤式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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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3942 787-1016 建民街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漆包銅線

晙捷科技有限公司 787-9499 787-1061 建民街5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碧志企業有限公司(承租自培基) 787-3707 787-1949 建民街7、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上祈企業有限公司 787-1322 787-3933 建民街8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扶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4066 787-1735 建民街11號 食品製造業

鳳慶有限公司 788-8958 788-8959 建民街13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787-1278 787-2071 建民街1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耀一有限公司 788-0707 788-9099 建民街15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起重機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787-1278 787-2071 建民街16號(代表) 基本金屬製造業

巨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大發廠 788-9566 788-9699 建民街17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塑膠粒製造

自翔工業有限公司大發三廠 788-0902 788-0903 建民街18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廢五金及橡膠類回收處理

一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630 建民街19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

泰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8978 788-9588 建民街20-1號 各種金屬機件零件電鍍研磨拋光噴砂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066 787-1320 建民街21號 熱交換器、淨油機設備、高速離心分離機

尚禾企業有限公司 787-2478 787-2481 建民街22號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餐巾紙加工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787-1278 787-2071 建民街23、27、2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穆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261 787-3452 建民街3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鏽鋼欄杆

岳峰企業有限公司 788-2680 787-7627 建民街33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高宬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787-8282 787-7203 建民街37號 食品製造業－冷凍食品

覲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234 766-6974 建民街37號 玻璃工程

同越有限公司 335-4763 335-7107 建民街3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

宗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4792 787-3709 建民街41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車、五金零件電鍍加工

日昇船舶科技有限公司二廠 787-7098 787-7099 建民街4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船用螺旋槳

昆田企業有限公司 787-2305 787-2596 田單一街6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窗簾軌道及零件

永豐盛企業有限公司 552-7529 552-7083 田單一街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787-1278 787-2071 田單一街8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耕成實業有限公司 787-7599 788-5559 田單一街9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炫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8969 田單一街1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郡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3088 787-6689 田單一街1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長恭企業有限公司 787-2989 田單一街1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鼎昇衛材有限公司 701-8799 701-8525 田單一街13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玻璃纖維污水槽

上祈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322 787-3933 田單一街15號(代表) 塑膠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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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787-7323 田單一街21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

主益企業有限公司 787-3892 787-8625 田單二街2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岩棉板

勤仲企業有限公司 787-1550 787-4017 田單二街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金益鼎企業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788-5857 787-0598 田單二街5號 廢棄物清運

上鑫工業有限公司 787-7599 788-5559 田單二街6號(代表) 金屬製品製造業－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

上鑫工業有限公司 787-7599 788-5559 田單二街7、8號(代表) 金屬製品製造業－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

聖橋亞企業有限公司電鍍廠 788-3699 787-1765 田單二街9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車床加工、滾筒

耕成實業有限公司 787-7599 788-5559 田單二街10號(代表) 橡膠製品製造業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975-9810 787-0992 田單二街1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自翔工業有限公司 788-0902 788-0903 田單二街12號(代表)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及橡膠類回收處理

同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15-0918 831-1664 田單二街1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旻川興業有限公司 787-1550 787-4017 田單二街16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384-3206 384-4874 田單二街18號(代表)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中國石油經銷商、潤滑油

賢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700 787-1552 田單三街1-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高傑電線電纜粉碎(股)公司分廠 787-2327 787-1489 田單三街2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永棋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 787-3972 787-6112 田單三街4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廢棄物處理

勤仲企業有限公司 787-1550 787-4017 田單三街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二祥股份有限公司 236-7992 235-5692 田單三街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乾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262 787-1263 田單三街8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廢輪胎橡膠

樂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8096 788-5057 田單三街11、13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

大祈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787-1512 787-6395 田單三街12號(代表) 橡膠製品製造業－廢棄電子、資訊物品處理

毅展企業有限公司 787-3126 787-3125 田單三街1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高徵實業有限公司 787-3001 787-3007 田單三街17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碧志企業有限公司 787-3707 787-1949 田單三街19號(代表) 橡膠製品製造業

碧志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787-3707 787-1949 田單三街23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佑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0379 787-0814 田單三街2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五金零件及加工

亞州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787-1839 822-2534 田單四街2號 機械設備維修製造－鍋爐維修製造

大祈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二廠 787-1512 787-6395 田單四街3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廢棄電子、資訊物品處理

高徵實業有限公司 787-3001 386-8777 田單四街5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鐿錦企業有限公司 787-7208 787-2268 田單四街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不銹鋼廢料加工

長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88-1861 788-1969 田單四街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銘堯有限公司 331-3789 953-5247 田單四街8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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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名 電話 傳真 廠址 行業名稱（產品）

旋元實業有限公司 787-2657 787-4826 田單四街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買賣

旭鑫企業有限公司 787-3879 田單四街10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

犇達興有限公司 787-4721 田單四街11號 非金屬礦物製品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5855 787-7939 田單四街12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不銹鋼材料

永豐盛企業有限公司 552-6688 552-7083 田單四街1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霽佳企業有限公司 787-4002 787-4826 田單四街14號(代表)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買賣

先崎企業有限公司 787-9488 787-2438 田單四街1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四盟企業有限公司 787-1078 田單四街1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穩祥企業有限公司 787-3397 田單四街18號 汽車自動變速箱

震穎企業有限公司 787-1183 田單四街2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江峰企業有限公司 787-1794 787-1794 田單四街20-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五金類

兌泳有限公司(承租自峻暐) 788-1167 788-0567 田單四街2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鐵、銅、鋁、鋅材料製造

岡廷企業有限公司 645-2771 642-7685 田單四街2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回收處理

昕威企業有限公司 787-1807 788-6791 田單四街26號 木竹製品製造業

日亦光環境清除有限公司 787-1712 787-1473 田單四街28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昌冠企業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787-1712 787-3200 田單四街3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勵螢企業有限公司 787-2368 787-0847 田單五街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吉昭企業有限公司 556-2087 557-4946 田單五街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東俠企業有限公司 715-8091 田單五街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祐慶企業有限公司 787-0806 787-0701 田單五街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甲級廢棄物處理

大釗企業有限公司 521-3633 787-0333 田單五街8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高傑電線電纜粉碎(股)公司 787-2327 787-1489 田單五街9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三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8128 787-8176 田單五街10號 塑膠製品製造業－PUC地磚

永棋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分廠 787-3972 787-6112 田單五街11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廢棄物處理

宗千實業(股)公司 787-3729 787-3729 田單五街1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鳴大企業有限公司 787-2153 田單五街1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滿寶企業有限公司 787-1102 787-1159 田單五街1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立發企業有限公司 787-2888 田單五街1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民全企業有限公司 787-5888 787-3189 田單五街17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油漆批發

突破船舶機械有限公司 787-0604 787-7528 田單五街18號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87-6730 787-6917 田單五街19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硝酸銅回收再利用

易泉企業有限公司 646-6289 646-4625 田單五街2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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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壘實業有限公司 787-1045 787-1047 田單五街2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棄物清除

佳昇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7-0155 787-0155 田單五街23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銘量股份有限公司 788-2611~2 788-2615 田單五街25號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工業用及食品級潤滑油

格君企業有限公司 787-1663 787-4914 田單五街27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金屬墊圈

億得企業有限公司 787-1381 田單六街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安定企業有限公司 788-7168 806-5538 田單六街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生鐵

商越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5523 788-5455 田單六街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回收處理

名高有限公司 787-2615 787-1650 田單六街8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電鍍加工

惠鐿企業有限公司 787-2337 788-5455 田單六街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回收處理

易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租自橋穗) 787-1058 787-2486 田單六街10號(代表) 粉體塗料

日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15-2856 241-6363 田單六街1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五金貿易

橋穗企業有限公司 787-1058 田單六街1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三荃企業有限公司 355-2766 353-2457 田單六街13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南訊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787-5952 787-5963 田單六街13號 表面處理－電鍍

鈺竑金屬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787-2298 787-1988 田單六街1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銅原料買賣

周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787-9950 787-6039 田單六街15號(代表) 塑膠製品製造業－廢五金回收

卯利企業有限公司 787-1003 787-1166 田單六街1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毅城企業有限公司 787-1032 787-1032 田單六街17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日本進口中古機械買賣

銓和企業有限公司 723-0606 田單六街1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巽轟企業有限公司 787-3837 787-1276 田單六街2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祐慶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0806 787-0701 田單六街2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甲級廢棄物處理

百河企業有限公司 787-3896 田單六街2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遠陞實業有限公司 788-2192 788-2248 田單六街2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漢庭企業有限公司 787-1299 田單六街2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大嘉樹脂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3090 392-7639 田單六街27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塗料、染料及顏料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788-0455 788-0464 田單六街28號(代表) 金屬製品製造業－鋁門窗五金配件、帷幕鈑牆、金屬

輝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418 787-1856 田單六街29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巨竤企業有限公司 787-6649 787-6825 田單六街30號 金屬製品製造業－電鍍螺絲五金類

潔歷企業有限公司 353-5718 352-6448 田單六街32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

秀富有限公司 235-8135 235-1863 田單六街35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鈺辰企業有限公司 788-2888 788-8299 田單七街6號 橡膠製品製造業－回收塑膠橡膠類產品

慶旺工程有限公司 531-9588 551-3320 田單七街8號 其他製造業－工業用潤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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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21-2845 田單七街1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瓏展企業(股)公司 787-1698 田單七街1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貫勝金屬有限公司 521-8854 533-4681 田單七街1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回收處裡

冠祿興業有限公司 642-3950 642-3950 田單七街1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處理

豐裕五金有限公司 787-4265 田單七街2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鑫永誠企業有限公司 787-2388 792-4473 田單七街22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王石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21-1736 田單七街2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廢五金買賣

鈞大實業有限公司 788-1759 田單七街26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競悅創藝有限公司 787-4175 787-1331 田單七街30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鹿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23-4106 725-7338 田單七街32號 空壓機回收買賣

鹿利企業有限公司 787-2967 223-5522 田單七街34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8674 788-8834 建業路1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機械設備容器

合塑股份有限公司 831-9155 811-3927 建業路1-1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東南亞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788-6001 788-6002 建業路1-2號 混凝土

茂金興業(股)公司 831-9155 811-3927 建業路1-2號 基本金屬製造業

福瑞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787-8676 787-6929 建業路3號 汽車貨運業、倉儲業 

皇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7899 788-6819 建業路5號 化學製品製造業－冶金工業及金屬助熔用劑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787-2654 787-2408 建業路11號 其他製造業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3740 787-1926 建業路13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POM、PBT、LCP製造

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 787-1753 788-5426 建業路15號 工業區污水處理

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8-1167 788-1243 建業路27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

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備製作及車輛修護廠 787-8455 788-1243 建業路29號 機械設備製造業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公司大發廠 787-8485 787-9743 建業路31號 化學材料製造業－硫酸、鹽酸、化學劑

川育有限公司 787-3396 788-0915 大寮路856巷49號 辦公傢俱配件製造業

中華木箱實業有限公司 761-6312 792-6208 鳳山市五甲路4巷17之6號 木箱製造











為
促進就業市場供需均衡、增進社會繁榮及經濟發

展，協助企業客戶與一般雇主，招募聘雇外國

勞工來台工作；滿足就業市場的勞動力需求，同時搭

配本國人力以解決人力資源市場長期缺工之問題。結

合各項人資管理，推出資源整合方案，替企業客戶打

造更優質專業的人力管理作業流程，有效整合外部資

源，形成利益共享的體系。

考量外籍勞工合理分配及有效管理下，以促進本國人

就業為目標，協助產業適度引進外籍勞工，同時促進

產業發展。另在國內長期照顧資源及人力不足的情況

下，適度引進外籍看護工，以解決國內重症失能者之

基本照護需求問題。

有興國際健全的服務團隊，擁有專業的實務經驗、人

力資源管理知識、宿舍建購與管理能力，以迅速、精

確的作業提升服務品質，並連續 8年接受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評鑑均榮獲 A級殊榮。並透過專業雙語人員之
雙向溝通，提供外勞生活資訊、法令諮詢、入出境相

關問題以及心理輔導等服務，以穩定外勞情緒，進而

提升工作效率。

有興國際以用心堅持的品質與將心比心的服務，秉持

有興用心、服務真心、客戶安心、外勞放心為宗旨；

期望達到雇主控管人事成本、外勞提升工作效能、獲

取企業最大利益為最終目標。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YU HSING INTERNATIONAL CO.,LTD.

有興品質  用心堅持
專業外勞仲介，服務熱忱親切

服務指標 Service objective

高雄連絡處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14號後棟

電話：07-7889939　傳真：07-7879938

▲

詳細內容請見 http://www.hsing.com.tw/

台南連絡處

地址：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268號3樓

電話：06-3353930　傳真：06-3353900

E mpathy 同理心
⋯⋯⋯⋯⋯⋯⋯是否將心比心

V alue具有價值
⋯⋯⋯⋯⋯⋯⋯是否提升價值

C omplete-ness完美演出
⋯⋯⋯⋯⋯⋯⋯是否完美卓越

S incerity 真誠
⋯⋯⋯⋯⋯⋯⋯是否真實誠信

⋯⋯⋯⋯⋯⋯⋯是否可靠信任

R eliability值得信任

⋯⋯⋯⋯⋯⋯⋯是否良性互動

I nteraction彼此互動

⋯⋯⋯⋯⋯⋯⋯是否獲得授權

E mpowerment充分授權

∼ 深 根 大 寮 　 深 耕 大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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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CO., LTD.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ged Stainless Steel

Forged Stainless Steel
Forged Stainless Steel

FLANGES

擁有四十年經驗的專業法蘭片(Flange)鍛造廠商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5年(民國64年)，為專精於法蘭片(flange)

精密鍛造的廠商。由於敝公司的法蘭片廣泛應用在高規格標準的石化工業

上，所以我們要求在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必須正確無誤，不管是德規法蘭

(DIN FLANGES)、日規法蘭(JIS FLANGES)、美規法蘭(ANSI FLANGES)或是訂

製品的鍛造法蘭管件，都能依客戶要求生產製作。

高品質的塑友法蘭片 - 

堅持專業，持續苛求，超越每個客戶的期待

1995年榮獲了ISO-9001國際品保認證，這不但是對敝公司品質的肯定，也是

產品責任的最佳保證。

塑友的未來期許：不斷的改善與突破

敝公司深信產品製程，永遠都會有改善的空間，唯有不斷地檢討改善，並嚴

格品質管制，才能帶給客戶最好的產品及服務。

公　　司：高雄市三民區80768覺民路563號    　電話：07-3841080 (代表號)　傳真：07-3840122                                          

工　　廠：高雄市83163大發工業區大有三街5號　電話：07-7872060 (代表號)　傳真：07-7872506         

電子信箱：suhyeou@hotmail.com

Forged Stainles





 ISO 9001 ISO 14001 ISO 50001 OHSAS 18001 TOSHMS





 97 98 102

 2008

 AEO

 ISO/IEC 17025 TAF



(CNS/JIS/ASTM) PE
API API ( )

317
07 611-7171 
07 611-0594 

E-mail chs@chste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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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