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科技工業區廠商名錄
興辦工業人

工廠電話

工廠地址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廠

06-70065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５１８號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嘉南供電區營運處

06-6563711

臺南市新營區民榮里太子路１３
７號

權聖企業有限公司

06-3840369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１號

昭和特殊氣體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二廠

06-3841811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３號

力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8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１１
號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處生技工廠

06-3841722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１５
號

頂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環二廠

06-384012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２１
號

豐彩科技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82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２５
號

翔羿體育器材有限公司

06-384083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２７
號

清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021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１
６號

美芝城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06-2635678

臺南市南區新平路７之１號

緯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6-787105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８號

鉑昍科技有限公司

06-384356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３
６號

三一九食品有限公司

06-246915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 30
號

其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0345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２
８號

展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111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２
６號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技二廠

06-384030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２
０號

頂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12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１
８號

頂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環廠(二)

06-384012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２２
號

台南振昌電機有限公司
第三廠

06-2533019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２０
號

昭和特殊氣體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廠

06-3840282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１２
號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技一廠

06-384030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環路１０
號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工廠

06-384272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５００號

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6-510880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２
１號

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099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２
１號三樓

頂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廠

06-384012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１
７號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

06-384703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３
１號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科工廠

06-511012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１
號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科工廠

06-511012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２
號

泓都化粧品股份有限公
司臺南廠

06-2551251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２
號

安瀚視特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225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８
號

一德金屬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840722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１
８號

基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2335311

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１０７號

益通光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077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３
１號

中普氣體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廠

06-3841622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３
３號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科工三廠

06-38418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２
７號

儒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58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２
５號

安瀚視特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第二工廠

06-3840225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２
１號

美喆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廠

02-2268466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 15
號

強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741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３
１號研三館 611 室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晶鑫廠

06-511012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３
號

台南昆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830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７
號

統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2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４０７號

智慧森林數位有限公司

06-384376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４０５號

優麒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5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村工業一路１
０號

至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6-384285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一路８
號

遠炬有限公司

06-384010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３９９號

遠誠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06-511189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４
２號

優視設計有限公司

06-384010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３９３號

久興國際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00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一路１
號

亞泰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06-2611634

臺南市南區新義路１５號二樓

詠展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二廠

06-38419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一路９
號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39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一路１
６號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5105998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１８號

展立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36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５
８號

久興國際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006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１號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5105998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１８號

創勳實業有限公司

06-3840192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一路２
８號

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238071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一路２
３號一樓

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廠

06-238071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一路２
３號二樓

致富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81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６
８號

統一化粧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06-3842222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７
０號

福而大企業有限公司

06-384130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科技一路７
號

大日豪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081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科技一路５
號

永萬隆企業有限公司安
南廠

06-384081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科技一路５
號

琦勝企業有限公司工廠

06-3842111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科技一路３
號

大成鋼隆美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06-3841181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科技一路１
號

旭暉應用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二廠

06-60163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２號

富升光學實業有限公司

06-384253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３２號

旭暉應用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06-60163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３６號

艾卡爾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06-247423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８號

億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373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１０號

金智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36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８２號

統成蜂巢應用科技有限
公司科工廠

06-384377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３１號

濠瀅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352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３８號

州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二廠

06-38423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５０號

香港商田原香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安南廠

06-38458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３９號

三隆齒輪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06-384367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９８號

三隆齒輪股份有限公司
一廠

06-384367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１００號

美食家食材通路股份有
限公司

06-384009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５８號

東海青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212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６０號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06-250411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８６號

億進寢具企業有限公司
科工區廠

06-384335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號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06-250411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８６號

八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06-8428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１２８號

祥昇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06-384360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６８號

詠和科技有限公司

06-384360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７２號

穩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53839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７6 號

大舜鈑金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376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１５５號

大舜鈑金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二廠

06-384376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150 號 A 棟 1 樓左側

大舜鈑金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三廠

06-384376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130 號 B 棟左側

欣益揚實業有限公司

06-384097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１０１號

正一直線機械廠股份有
限公司

06-38433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９９號

尚洪股份有限公司

06-384358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一路
８５號

中和製漆廠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234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７號

安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ㄧ廠

06-510597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９號

欽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32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２１號Ａ棟

圓融金屬粉末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32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２１號

正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南廠

06-384109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６號

信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09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６號前棟一樓

信力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109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６號後棟一樓

信美迪醫材股份有限公
司安南廠

06-384109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６號二樓

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17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１０號

譯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66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８號

利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0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３１號

法蘭西床股份有限公司

06-384300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１００號

建輝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79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９０號

經昌汽車電子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科工廠

06-38438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７８號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創新園區分公司

06-384258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公園
大道１８號

曄拓保養品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206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１號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營運處

06-2442449

臺南市西區赤崁里成功路３號

文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6-384331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公園
大道１５號

永仕誠鋁業股份有限公
司科工廠

06-384070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７１號

鑫鋒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12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二路
３號

州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6-38423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６１號

懷藝精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002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５９號

寶泰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01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５７號

士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25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２０號

南帝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123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２２號

宏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
司科工廠

06-38411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２７號

坤龍實業有限公司

06-384069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二路
５號

坤龍實業有限公司二廠

06-384069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二路
７號

譯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06-384066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７０號

洲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00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６６號

台灣成膜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073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６０號

和達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06-384164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２８號

詠展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06-38419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３０號

弘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597008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５
８號

開元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052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５
１號

鹿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10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科技一路２
３號

世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二廠

06-384130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３
７號

益聖鋼鐵科技有限公司

06-384112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３
９號

世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6-384130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二路３
５號

迎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313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３９１號

瑞佑興業有限公司

06-384015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科技一路２
７號

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0771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５
２號

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二廠

06-3840771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５
２號Ｄ棟三樓

台灣東洋先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台南廠

06-3840650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５
０號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科工二廠

06-3840677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３
６號一樓

祥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6-384188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３８９號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廠

06-3842584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３
０號

佳德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廠

06-3841389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３８１號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科工廠

06-38418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本田路二段
３７７號

翊驊國際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科工廠

06-384086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３
７號

宇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923636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３
５號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06-3841888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三路５
７號

譁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155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科技一路３
５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6-3840011

臺南市安南區顯媽祖宮里科技一
路３６號

元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55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公園
大道３０號

聯瑞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56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２２號

吉世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3-3879000

桃園市大溪區文化路１９３巷２
４號

冠毅國際有限公司

06-384162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８５號

膜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6-384303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８７號

仁尉企業有限公司

06-384153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９９號

長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二廠

06-38403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１０１號

慶翔工業有限公司

06-384098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三路
１０５號

恆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241180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39 號

展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241180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51 號

元能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0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３６號

興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91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３８號

山川立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76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４０號

承銳科技有限公司

06-384172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20 號

聯瑞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56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２２號

成永有限公司

06-384587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２６號

愛迪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155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２８號

盈昌科技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019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３０號

圓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41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５９號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
司台南廠

06-384222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６３號

愛迪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科工廠

06-384155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５７號

德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511061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６９號

南晃交通器材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06-384160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６０號

富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01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３０號一樓

統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00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二路
３１號

台灣艾迪科精密化學股
份有限公司

06-38413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六路
３２號

特活綠小舖股份有限公
司

06-2542372

臺南市永康區洲尾街４１巷１０
號

尚奕光學有限公司科工
廠

06-384003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６８號

昭和特殊氣體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廠

06-38402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六路
３６號

元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南廠

06-38428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６１號

威耀騰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06-2641900

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２７號

久鋒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07-7332888

高雄市烏松區立昌街２１號

才德化妝品技研股份有
限公司

06-384105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公園
大道５０號

展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037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二路
３０號Ａ棟

鑫崴科技有限公司

06-384037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二路
３０號Ｂ棟

有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90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２１號

模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36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二路
９號

欣昱晟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035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１３號

穎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

06-38431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一路
５０號

廣泉堂製藥化學有限公
司

06-384136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二路
１５號

萬事達切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06-384038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六路
１０號

正慧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110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六路
８號

奇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505339

臺南市安南區府安路七段１０２
巷３６號

巨鎧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26555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二路
５０號一樓

盛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南廠

06-384122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８２號

順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23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９０號

南台彩藝印刷廠股份有
限公司

06-2611358

臺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８５號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
司科工廠

06-384281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８５號

旭陞光電企業有限公司

06-3843123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８７號

南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33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８７號

華伸電機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390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２０號

沐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05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１２號

璟豐有限公司

06-384352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８號

世綺企業有限公司台南
廠

06-384323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９８號

遠見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06-384068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１號

尊揚鞋業有限公司

06-384167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７號

崧柏電子有限公司

06-384246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９號

光皎企業有限公司

06-3842328

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工業七路９
號Ｂ棟一樓

長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3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１３號

若鐵企業有限公司

06-384135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１５號

台灣東特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80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０９號

若鐵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06-384135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１５號

平和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283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三路
106 號

旭暉應用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三廠

06-60163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123 號

美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362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３１號

格來得股份有限公司台
南廠

06-384339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３５號

源太環保有限公司

06-384586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３９號

詠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廠

06-384199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４３號

有達塑膠有限公司

06-384058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２７號

茁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廠

06-384261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八路
１８號

翰昇股份有限公司

06-384387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八路
２６號

茂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06-51005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八路
２８號

至駿企業有限公司

06-38416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６１號

薪佰益科技有限公司

06-384129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５９號

茂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35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５７號

美家好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155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５５號

盛江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03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４７號

穎霖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31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科技一路５
０號

大曄紙器有限公司

06-384060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２９號

吉林紙器有限公司

06-384060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２９號二樓

茂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98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３１號

友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6-701100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６８號

四維精密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廠

06-261958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８８號

台灣日酸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77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２００號

鈦揚丞工業有限公司

06-384071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３６號Ａ棟

康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789215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38 號

隆菖科技有限公司

06-281332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58 號

大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800286

臺南市北區文元里文賢一路３０
０巷２９號一樓

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06-384186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６６號

群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586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６８號

聰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4-2337559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76 號

日煙國際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800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８８號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台南
廠

06-384361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８５號

德寶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06-384361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８５號三樓

興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06-384191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五路
６９號

宇盛精密鈑金工業有限
公司

06-3842699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５８號

富鈜實業有限公司

06-2731833

臺南市歸仁區和順路二段５８號

穎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工二廠

06-384318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６８號

台灣大吳股份有限公司

06-3840008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六路
３８號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 150 巷
94 弄 4 號

昇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宏廣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03-5601160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南路二段７６
號五樓之２

漢泰國際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

06-2321000

臺南市永康區永科環路１８５號

亦達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06-2739975

臺南市歸仁區媽廟里和順路一段
２８８巷３８弄３６號

天文大同特殊鋼股份有
限公司台南廠

06-384205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六路
４５號

統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廠

06-3842091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８６號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6-384089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９２號

暉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2915500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００號

奇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2946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２６號

鈺強五金實業有限公司

06-3843185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３０號

鎧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7-691800

苗栗縣竹南鎮科研路４８號

特許投資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02-87296201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６８號
十五樓

崧柏電子有限公司

06-384246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工業七路
９號

東海青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6-3842121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一路６
０號

鼎烽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06-3560662

臺南市安南區安順里安和路三段
１９０巷５９號

安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5105977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里科技五路
１９號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嘉南供電區營運處

06-6563711

臺南市新營區太子路１３７號

精鋁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06-2936481

臺南市安平區府前四街１６６巷
１０號

億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977088

臺北市萬華區富民里西昌街１４
２號八樓之５

貿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1000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１８６號三
樓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02-25214161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２１
號五樓

迎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841313

臺南市安南區本田路二段３９１
號

台力龍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06-2657890

臺南市南區新樂路２６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