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太 工 業 區 廠 商 名 錄
廠商名稱

工廠地址

電話

友良高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號

05-2372711

保證責任臺灣省嘉南羊乳運銷合作社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３號

05-2377891

懋偉實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４號

05-2376917

億積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5 號

05-2382568

一山環保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６號

05-2385213

偉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6-1 號

05-2380888

穎杰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自動化工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7 號

05-2371255

明耀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8 號

05-2385907

百家珍釀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９號

05-2377269

友良高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１０號

05-2372714

申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11 號

05-2371790

鍠泰鎰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１２號

05-2376538

志昌電機工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１３號

05-2373285

勇聯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１４號

05-2370894

乾泰企業有限公司嘉太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１５號

05-2370122

福昌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16 號

05-2374277

申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16 號之 1

05-2371779

正發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17 號

05-2375272

宏榮鑄造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１８號

05-2377680

億達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１９號

05-2371078

廠商名稱

工廠地址

電話

春輝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１號

05-2380288

育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２號

05-2387188

普麗彩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３號

05-2387789

良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４號

05-2377565

立唐陶藝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５號

05-2380829

普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太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６號

05-2377553

群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７號

05-2370967

群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２８號

05-2370968

億德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28-1 號

05-2382488

穎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29 號

05-2383398

億德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30 號

05-2382488

呂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31 號

05-2380806

穎杰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32 號

05-2381999

嘉太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33 號

05 2371333

三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34 號

05-2379361

萬鴻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太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35 號

05-2372195

申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37 號

05-2376678

豐華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 42 號

05-2383788

宏進建材有限公司嘉義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２號

05-2381807

新恆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太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２-1 號

05-2382366

廠商名稱

工廠地址

電話

祐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2-2 號

05-2385617

華邦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3 號

05-2385566

盈松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5 號

05-3747632

彩鴻實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６號

05-2379696

天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嘉太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８號

05-2373369

天鑫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８號

05-2373369

博克威科技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2 號

05-2371393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9 號

05-2385838

曜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1 號

05-2387051

光興塑膠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嘉太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3 號

05-2374466

統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4 號

05-2381440

三洋塗料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5 號

05-2371102

立麒窯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6 號

05-2381129

台灣阿米諾酸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工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１7 號

05-2371933

新藝陶瓷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7 號

05-2382783

春輝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太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8 號

05-2376599

兆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9 號

05-2382345

乾泰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20 號

05-2371633

有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嘉太路１號

05-2372866

有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嘉太路 2、4 號

05-2372867

嘉億玻璃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嘉太路５號

05-2370059

廠商名稱

工廠地址

電話

大葉建材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嘉太路６號

05-2375606

宏銘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嘉太路 7 號

05-2380982

快又潔實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嘉太路８號

05-2386969

尉昇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建工路 1 號

05-2386666

裕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嘉嘉義縣太保市太工業區建工路 2 號

05-2378951

至光實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建工路２-１號

05-2371886

曜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建工路３號

05-2387051

嘉南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建工路４號

05-2377989

新健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建工路 6 號

05-2370898

統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興業路 1 號

05-2378737

奕鼎五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興業路 2 號

05-2376661

光興塑膠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嘉太二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興業路３號

05-2374466

嘉南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興業路５號

05-2371666

嘉良特化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廠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興業路８號

05-2381832

呂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和順路１號

05-2380806

宏忠實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和順路２號

05-2371616

乾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和順路４號

05-2373555

穎杰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和順路５號

05-2371255

亞洲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和順路６號

05-2379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