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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振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６８號

7989896

泳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６６號

7989566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八路３號

7990118

獻麒紡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八路９號

7989201

萬上豪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八路５號

7991111

龍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６５號

7989280

翔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６３之１號

7985296

隴鈦銅器(股)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６１號

7977095

隴鈦銅器(股)公司一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６１之１號

7977095

梅花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９號

7980129

梅花長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五路５號

7981858

鈦興鋁業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五路１號

7977906

來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６２號

7978599

金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６號

7989666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分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８號

7991326

國宏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八路８號

7990767

大昇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６６號

7988100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伸港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６０號

7989311

群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７號

7989961

允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６４號

7990626

威勤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６２號

7983984

祥鼎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６２之１號

7994476

辰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５６號

7980852

琮實興業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５８號

7573665

全興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六路７號

7980188

玴岱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１號

7992666

鵬隆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９號

7977111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８號

7989567

達豐鐵材行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６號

7980826

佳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６號

7980826

國宏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四號

7990767

慶欣欣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２號

799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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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４號

7989835

志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六路６號

7980060

盛鼎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２之１號

7988419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２號

7977858

東碱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２之３號

7988931

員承工業有限公司工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２之４號

7865050

捷賀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２之５號

7978111

鴻元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１號

7992181

海永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９號

7980998

舜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７號

7992061

立昕橡膠工業有限公司
正誠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９之１號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一路１１號

7977626
7978509

國振社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六路２號

7989801

耀順織機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六路２之３號

7977788

太子螺絲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６－１號

7991246

晟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６－２號

7978018

台富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２之１號

7980968

明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興工路５２號

7990990

辰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０之１號

7992802

冠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３７號

7987497

伸章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三路７號

7990195

索拉諾半導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２２號１樓

7978168

久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２４號

7977188

鑫輿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２６號

7988447

立富紡織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３９號

7989101

國鑑企業有限公司一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２８號

7994698

德邁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 26 之 1 號 1 樓

7977384

鑫輿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０之１號

7988447

盈鑽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４號

7980567

湯武生技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８、５０號

7993699

敏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 40 號

799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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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進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４２號

7989168

全貿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４４號

7977588

彰信鎰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４６號

7989187

擴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４８號

7991905

勝鋒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五路６號

7980699

鐘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７號

7990096

環國企業有限公司工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３之１號

7989957

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５號

7994998

太子螺絲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３號

7991246

祐興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１之１號

7990586

合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１號

7977428

彰濱企業有限公司
貝勝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４９號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４７號

7980619
7990057

富田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４３號

7989696

祥聖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４１號

7988815

瑾豐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４３號

7984224

台灣菱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５號

7984635

圓寶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９號

7993003

怡利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７號

7977277

鑫基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３號

7992616

維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３之１號

7992433

亨祥紗帶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３１號

7986458

群豪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三路３號

7977966

華豐紙品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三路１號

7989581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總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６４號

7988095

新三和電鍍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１１號

7990200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一路４號

7978666

巨貿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二路６號

7977558

千裕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三路８號

7978118

中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二路１６、20 號

7988071

寬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１號

7978088

英全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二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 5 號

79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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旻聖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二路２２號

7978809

大莊彩色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二路２６號１樓

7978378

台灣防火科技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二路２８號

7977866

群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二路１號

7993935

勇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３５號

7980375

益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４０之１號

7990077

和駿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５０號

7990737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８之１號

7977377

祥聖針織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８之２號

7977110

豪陽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４８號

7991567

全興洪家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興工路２６２號之２

7562507

皇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福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三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興工路２６２號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興工路２６２號２樓

7994189
7991126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３號

7994888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醫材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３號４樓

7994888

中新電氣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一路３號

7991141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一路９號

7562181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１８之１號

7990118

福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３４號

7991126

王冠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４０號

7989636

雅得電池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１２號

7992132

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彰化五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４號

7977888

光陽蓄電池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４６號

7977311

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一路 1 號

7977888

和桐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２號

7990303

吉彰耐隆樹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６、６之１號

7977275

豪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６號

7977351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６-２、６-３號

7977867

嘉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６號

7978386

怡利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二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興工路２６４號

7977277

光發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１號

7995016

誠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３８號

7990913

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彰化二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３６號

797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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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５號

7977400

豐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１０號

7990138

亞太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三路２號

7987099

英全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３３號

7990429

志誠鑄造廠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興工路３２號

22784390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一路７號

7977555

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７號

7977150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一路５號

7977858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８號

7986000

英勤布業有限公司二廠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溪底路 1-6 號

7987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