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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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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桃園電線電纜廠
拓志光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尚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暐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明造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莊O森
振通皮革有限公司
祥瀚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國紡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炫環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旺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中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昌皮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02號

03-3863123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06號

03-386311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06-3號

03-38631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06-3號

03-385213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06、106-4號

03-416020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07號

03-385999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09號

03-386291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1號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1-1號

03-386801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1-2號

03-386767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3號

03-385979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5號

03-386148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7號

04-2327303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9-1；119-2號

03-385210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9號

03-385299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19之1號2樓

03-3851823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1號

03-3867649

大園聯合水處理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 268巷8號

03-3866323

立詠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億碩實業有限公司
迦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萬岱車材有限公司一廠
達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健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三廠
長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清英實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虹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皓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稹東工業有限公司
皓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台鵬化學有限公司大園廠
東凱工業有限公司
磊東精密機械有限公司大園廠
明興超音波機器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北台灣麥酒有限公司桃園大園廠
月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舜盛貿易有限公司
德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德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合同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佳貿鋼鐵科技有限公司大園廠
三府實業有限公司
百仕宏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3-12號

03-385675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3之13號

03-385728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3-10號

03-385932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3-9號

03-386876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3-1號

03-38599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3-6號

03-385757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3-6號右側

02-2299096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8-1號

03-385007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304號右側

03-38524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304號

03-386680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302號

03-385552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2號

03-386680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8號

03-385706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6號

03-385100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4號

03-385620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2號

03-386986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13鄰中山北路270號

03-386943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6號

03-384298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4號

03-385188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2號

03-384081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2號

03-384081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2-2號

03-386851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2-3號

03-385609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6號

03-385935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6-1號

03-3868695

泰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6-1號左側 (尚未申請

02-22898188

門牌)

第1頁

廠

名

地

址

電 話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6-3號

03-385889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8號

03-385751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19號

03-3866053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17號

03-38632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13號

03-384248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7號

03-385879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 280巷7號右側

02-8691645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1號

03-386904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16號

03-385900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14號

03-386757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12號

03-38568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10號

03-3858181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8號

03-384012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6號

03-385800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80巷2號

03-3852822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13、19號,
民生路123之2號,123之15號

03-3857576

原琦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永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城興股份有限公司
建鴻工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安宇企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福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福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三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永源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方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百穗工業有限公司
嚨福工業有限公司
生元國際中藥有限公司
泰和印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國水泥釘股份有限公司
上旺紡織有限公司
惠芳鋼鐵五金有限公司
介華事業有限公司
連大興有限公司
連旺實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宏泰電工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裕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倉儲中心
辰灝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17號

03-384253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15號

03-3861633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11號

03-384005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9號

03-385905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7號

03-386652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5號

03-385892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3號

03-385892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1號

03-341116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12號

03-3842488

震都實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巨品表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得崴有限公司
銘豐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永源化工原料股份有限公司
又全有限公司
得志股份有限公司
縺騏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柏隆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世于有限公司大園廠
佰福企業社
峯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羅門哈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和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8巷6號

03-381615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5號

03-393535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5之1號

02-2995767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5之2號

02-2391940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民生路127號

03-386116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42號

03-386316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44-1號

03-385671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44-2號

03-385011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44號

03-385587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46;263號

03-385671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46號

03-385577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48號

03-384207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52號

03-386369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54號

03-3860147

宏富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 258號

03-3869826

沅桐股份有限公司
魏爐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台灣吉德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台灣史谷脫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0號

03-386509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1-1號

03-3852324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1號

03-385332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2,273號

03-3864935

炯鼎發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 263號

03-3859385

寶新開發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北市中和區秀朗路3段50巷4弄1號1樓

03-386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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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大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宏有限公司
六采有限公司大園廠
順旗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德久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工廠
台灣上村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廠
台灣史谷脫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二廠
元運塑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虹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豊欣紙業有限公司
永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吉發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泰禾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豊欣紙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麒勝實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老松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上村股份有限公司 (一廠)
采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采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園二廠)
豐鼎工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3-2號

03-38671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5號

03-385465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3-3號

03-385643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3-3號

03-386980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7號

03-386242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67-1號

03-386690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1號

03-386808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3號

03-386493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7號

03-386577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7-1號

03-38524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路4號

03-3852553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街6號

03-386456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路8；8-1；10號

03-386572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街12-1號1樓

03-386005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路12號

03-386005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街1號

03-3852553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路3號

03-386037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路5號

02-299006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路7；7-1；9號

03-386972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路11號

03-385700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族路11號1樓

03-385700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1號

03-3860180

永源化工原料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5號(分割-尚未申請門

03-3842488

永源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永源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權廠)
黃O儀
廖O弘
瑋聯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熙鼎開發有限公司
永續資產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3號

03-384248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3號2-4樓

03-3842488

牌)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 3號(分割-尚未申請門牌 )

02-2981909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 3號(分割-尚未申請門牌 )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 3號(分割-尚未申請門牌 )

03-222268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 3號(分割-尚未申請門牌 )

08-2354343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 3號(分割-尚未申請門牌 )

德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大園二廠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 3號(分割-尚未申請門牌 )

03-3840819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宏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徽機械有限公司
承楊工程有限公司
新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達豐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菁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國聯矽業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國聯矽業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廠
華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位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川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5號

03-3869979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7;9-1;10號

03-386996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7-1號

03-386623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9號

03-3867671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9-2號1樓

03-3575636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9-2號2樓

03-393431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9號3樓

03-385273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9之3號

03-3866437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11號

03-3868158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12號

03-386512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權路12號

03-3865125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275號

03-3863000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123之11號

03-386661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觀路548號

03-3869187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1號

03-386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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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一廠
尚益染整加工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台染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力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鈺成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鈺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杰美企業有限公司
旭鴻染整有限公司
旭鴻染整有限公司二廠
華震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順臆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達步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雷賽克實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黛莉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大恭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順倉股份有限公司
巨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廠
巨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巨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四廠
巨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富豐國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瑞軒金屬企業有限公司大園廠
普尼達國際有限公司
美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欣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遠東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義裕染整廠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裕喬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台灣電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禾健金屬有限公司大園廠
明僑實業有限公司
全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永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青新展業有限公司
翰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禎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地

址

電 話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3號

03-3868190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7號

03-3868873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9號

03-386060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21號

03-386636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23號

03-386823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27;29號

03-3866250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31號

03-3868956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 33號1;2及4樓

03-3859925

桃園縣大園鄉大工路33號3樓

03-3858677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35號

03-3858955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37;39號

03-385360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37號2樓

03-385360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39號1樓

03-4631474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37號1樓

03-3231922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41號

03-3868778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47號

03-3246038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16號

03-386831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26號

03-386766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26號1樓

03-3850856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26號1樓

03-385265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32號

03-386855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34號

03-386119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36號

03-385669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港仔嘴2-7號

03-3867725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潮音北路251號

03-3867725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38-1號1樓

03-3867725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138-1號2-5樓

03-3867725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觀路550號

03-3857055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一路9號

03-3862470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一路15號

03-3850988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一路12號

03-3868256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三路4號

03-386459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三路7號

03-3869300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2號

03-386080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4號

03-386816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5號

03-386080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7號

03-3866323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9號

03-3866323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11號

03-385057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13號

03-3869076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15號

03-3850177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17號

03-3855573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四路19號

03-3868383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1號

02-86762167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2號

03-3857868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2號2樓

03-3857868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6號

03-386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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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名

鈺成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冠順染整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泰和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馥凱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旺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遠東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園二廠
高發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順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欣偉科技股份有公司大園廠
一旨股份有限公司
暉文企業有限公司
全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欣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產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鑀德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電 話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六路8號

03-3859925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7號

03-3865146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9號

03-3866622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11號

03-386117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12號

03-386817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3號

03-3860801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六路1號

03-3866378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六路1號

03-3842828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六路3號

03-3866063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六路5號

03-3856070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六路7號

03-3869058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六路6號

03-3867297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一路13號

03-3869300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一路7號

03-3840963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工五路5-2號

03-3852479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大工路45號

03-386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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