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山工業區廠商名錄
廠商名稱
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
漢王食品行
福鑫汽車有限公司
金懋鎖業有限公司
專精數碼企業有限公司
鳳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千越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政美鈕線有限公司高雄廠
賓豪企業有限公司
瓢蟲古著店
正在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鋼展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廠
鋼展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正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千鋐企業有限公司
光波奈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武慶修護廠
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
德興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翔銳實業社
永益鋼圈有限公司
鉅龍實業有限公司
互聯興企業有限公司
三啟企業有限公司
圭宏貿易有限公司
長輝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丁禾貿易有限公司
名洋玻璃企業有限公司
永峰企業有限公司
興富裕有限公司
正在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豐成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正鐵汽車工業有限公司
森通企業有限公司
豐成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廠
友情汽車修配有限公司
怡良電機有限公司
克茂企業有限公司
銘鋼企業有限公司
金利一企業行
隆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分公司
聚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唯興食品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1號2樓、3樓、4
樓、5樓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2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3號1樓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３之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4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6號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306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８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10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19-5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１２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１３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１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１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14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１４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15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１５之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16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18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１８之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１９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20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20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２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武漢里輜汽北一路２１之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２２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２３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24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２５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2之1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３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２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５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５之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6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１２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7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１０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１０-2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１０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１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１５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１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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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電話
07-7151999
07-7151999
07-7222112
07 7232766
07-7156064
07-7152828
07-7711932
07 7251553
07-7277788
07-7779888
07-7116730
07-7116730
07 7116730
07 7116730
07-7518859
07 7168880
07-7515186
07-7711153
07-7151999
07-7116888
07-7246149
07-7516789
07-7153898
07-7518219
07 7172018
07-7237369
07 7212462
07 3830545
07-7212526
07-7712772
07-7515197
07 7116730
07 7238114
07 7116730
07-7222587
07-7288866
07 7711555
07-2366799
07-7110166
07-713351
07-7714350
07-7252140
07-7268822
07-7150518

廠商名稱
成富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翔騰有限公司
右達企業有限公司
珊琳企業行
捷偉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釧鐳企業有限公司
艾俐兒國際行銷開發有限公司
億源行有限公司
嘉泰銘股份有限公司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
進和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國豐貿易行
鎰薪工程有限公司
日上橡膠工業有限公司高雄廠
耕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加工
廠
山大實業有限公司
名乙實業有限公司
和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鴻嶸行有限公司
森興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明祿企業社
水森企業有限公司
俐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盛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
事處
亞景企業有限公司
沙蒙國際有限公司
統益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瑉興汽車修配企業有限公司
應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立機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暟陽有限公司
龍正企業有限公司
鴻遠企業有限公司
高維汽車保養工廠有限公司
廣茂汽車修配有限公司
東南汽車修配有限公司
達譽企業有限公司
振國汽車修理廠
永和明鏡玻璃有限公司
柏孝企業有限公司
新金華電熱企業社
山東股份有限公司
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盛興鋼品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１７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19-1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19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19-1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２１之4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21-1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2路21之3號1樓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23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２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３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3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4號1樓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４之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７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1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９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１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１２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一三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14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15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15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１６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１７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18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2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三號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里武慶二路２５０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5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６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７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８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9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０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１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13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４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５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５號１樓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６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７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８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18-2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18-1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１９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２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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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電話
07 3922698
07-7237740
07-7221152
07-7223777
07 7714078
07-7713760
07-7172525
07-7135758
07 7512231
07-7173388
07-7714714
07-7234189
07-7613068
07 7719568
07-7221940
07-7132914
07-7235288
07 7715146
07-7712357
07-7715146
07-3412165
07-3412165
07 7517106
07 7611155
07-7313899
07-8129892
07-7614432
07 7510043
07-7513038
07-7111846
07 7115353
07 7515186
07-7513038
07-7717923
07-7276340
07-7330530
07-7234000
07-7717575
07-7250335
07-7139710
07-7174295
07-7276722
07-7717878
07-390315
07 5509541
07-7529907

廠商名稱
鈜蘢鑫企業社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保養廠
濃濃國際有限公司
正公平衡器製造有限公司
宏盈鋼圈有限公司
馬上送製冰廠
賓祥企業有限公司
詹素珠
景春實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28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２４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26-1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20之1號
高雄市鳳山區市輜汽北二路２之２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２６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26-1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21－2號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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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電話
07-7715188
07-72307177
07-7276228
07-2315285
07-7516789
07-7211234
07-7277988
07-7518811
07-7225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