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發 工 業 區 廠 商 名 錄
廠商名稱

地址

電話(07)

寶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光華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２號

7878855

利順昌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４號

7871786

綱燦實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５號

7872403

代岱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５之１號

7873508

統一熱能工程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５之２號

2230776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５之２號

7887171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６號

鉅超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6-1 號

7873710

光安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６之２號

7871797

華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寮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８號

7874671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９號

7873568

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9-1 號

7212846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12 號

7872411

威宏貨櫃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12 之１號

7887811

原億陞鋼鐵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４號

7886289

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５號

7873836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６之１號

7873226

奕承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６之２號

泰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６之３號

7872278

依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６之４號

7870949

秉紘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６之５號

7885137

琨展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16-7 號

7873127

程達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７號

7871997

亞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１７之１號

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18 號

亞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19 號

健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２０號１、２樓

7874411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２０號３、４樓

787441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
公司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22 號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 16 號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１８號、興業路３０
號

7874330
7856230

7881225
7884449

7871801
7871802
7874355
7871801
7871802

7873440
7873441
7873226
7872551~3

協羽機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１９號

7888678

大發管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１９號

7888678

天山資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２０號

7886001

樹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２１號

7875060

理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２２號

7873884

寶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華中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２３號

7878855

高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 25 號

7879603

酆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 27 號

7884167

酆祥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 27 號 1 樓

7884167

允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２８號

7872736

高雄市農會生物製藥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２９號

7872271

三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３０號

7871385

坤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３０之１號

7871286

鈞大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３２號

信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３３號

7873161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３５號

7873377

航陽環保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３7 號

8021533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４０號

7873655

太洋化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４２號

7871295

大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 43 號

大安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 41 號

7871179

中日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工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４４之１號

7873996

高雄鞋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４６號

7871881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 46-1 號

7881285

鈺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號

7888288

鈺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之１號

7888288

廷承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之２號

7871418

昌冠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1 之 3 號

7871712

竺昌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之４號

7873707

鈺竑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之５號

7872298

滄桂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3 號

7871468

松中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5 號

7872929

南俠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７號

7871105

昌冠企業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９號

7871712

台灣明礬化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9 之 1 號

7876861

穩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１號

7888288

高雄醫療廢棄物處理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13 號

7871179
7871170

7873793
8711123

期發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３之１號

7871327

寶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15 號

7886306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５之１號

7871707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７號

7871956

載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７之１號

7871616

茂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18 號

7873461

富利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１９號

7889990

明發誠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２０號

7886202

青上化工廠(股)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22 號

7872791

中能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24 號

9736318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25 號

7879572

惠發企業(股)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26 號

7873081

郡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２６之１號

7873088

正漢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26 之 2 號

7870091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一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２８號

7887600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28 號

7887600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３０號

7887600

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32 號

7872120

達和清宇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３４號

7871820

三石礦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３５號

7872828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35 之 2 號

7875855

禹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３７號

7872351

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３９號

7871555

上順水泥製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４０號

7872211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４１號

7876987

鋐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東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43 號

7879637

迪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４４號

7872968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４６號

7881179

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４６之１號

7878585

太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４８號

7889858

以晟聯合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５０號

7873955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５２號

進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５２之１號

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５６號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５７號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５７之１號

7888888
7872288
7872405
7881951
7881965
7875128
7886666
7884949

尹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５８號

7873666

亮輝利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６０號

7873124

山多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 62 號

7880955

一六八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６４號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華東路６６號

7873492

泰倫塑膠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６８號

7872199

必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７０號

必興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７６號

禾湘玩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８０號

7872704

誠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８４號

7873488

納爾科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８2 號

7872801

盛真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８６號

7878836

宏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８８號

7318908

大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９０號

7872511

台灣住友培科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１號

7871285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６號

7872654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８號

7872654

錦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8 號

7872654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８之１號

7881165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１２號

7879118

觀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１９號

7870381

觀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１９之１號

7870381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19-2 號

7881165

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２０號

7889168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２２號

7873576

伍通企業有限公司大寮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２３號

太子彈簧床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２５號

7873561

鈺山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２６號

7879161

大隆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２７號

7872222

合金達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27-2 號

君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２８號

7873145

永隆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０號

7885361~4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31 號

7871691

滿鑫漁具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２號

7872052

清泉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２之２號

7872110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33 號

7871691

7872713
7871502
7872713
7871502

7871676
7465820

7889963
7885683

利家毛刷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33 號 2 樓

利家毛刷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33 號 3 樓

湧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５號

7871611

湧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５號

7871611

瑋達材料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６號

7885700

城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７號

7870381

英舟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８號

7871628

宏海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８號

333-1237

昭侒化工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38 之 1 號 1 樓

7881177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３９號

7872826

台灣電力(股)公司高雄訓練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41 號

7872201

立竑預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４２號

7873636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４５號

7871266

暐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４５之１號

7872777

新聯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４７號

7872840

昌明螺絲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49 號

7872622

昆田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６號

7872305

永豐盛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７號

5527529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８號、建民街１

7871278

４、16、29 號

7871477

耕成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９號

7877599

炫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１０號

7878969

郡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１１號

7873088

長恭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１２號

7872989

鼎昇衛材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１３號

7018799

上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１５號

7871322

芳誠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 19 號

7160288

大專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 21 號

7871323

鈺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２號

7888288

常宏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 2-6 號

7877599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 5 號

7885857

上鑫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 6 號

7877599

上鑫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７號

7877599

上鑫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８、１０號

7877599

聖橋亞企業有限公司電鍍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９號

7878426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7881139
7881139

7876351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１１號

9759810~1
3368377

自翔工業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１２號

7880902

8150918

同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１３號

自翔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１５號

7880902

旻川興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１６號

7871550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１８、１８之１號

3843206

賢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 1 號

7871700

高傑電線電纜粉碎股份有限公司分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２號

永棋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分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４號

勤仲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二街３號、田單三街５
號

3223704

7872327
7873922
7873972
7885618
7871550

二祥(股)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 7 號

2367992

乾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８號

7871262

樂利得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１１號

7888096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３號、田單三街１

7881314

２、１６號

7871512

大祈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81314

大祈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 12 號

樂利得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１３號

7888096

毅展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１５號

7873126

安能聚綠能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 16 號

7877497

高徵實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１７號

7873001

碧志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１９、２１號建民
街７、９號

7871512

7873707

碧志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２３號

7873707

佑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２５號

7870379

亞州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２號

7871839

高徵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５號

鐿錦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６號

7877208

長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７號

7881861

長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８號

7881861

旋元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９號

7872657

旭鑫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 10 號

7873879

泳順興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 11 號

788-0639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１２號

7875855

永豐盛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１３號

5526688

霽佳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１４號

7874002

3868777
7873001

先崎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１５號

7879488

霽佳企業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１６號

7874002

四盟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１７號

7871078

穩祥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１８號

7873397

江峰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 20-1 號

7871794

兌泳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２２號

7881167

岡廷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２４號

昕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２６號

7871807

日亦光環境清除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２８號

7871712

昌冠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３０號

7871712

勵螢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３號

7872368

吉昭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５號

5562087

東俠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６號

7158091

祐慶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７號

高傑電線電纜粉碎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９號

三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１０號

永棋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１１號

滿寶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１５號

7871102

鳴大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 14 號

7872153

立發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 16 號

7872888

煒勝電線電纜粉碎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１７號

7873972

突破船舶機械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１８號

7870604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１９號

7876730

易泉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２０號

6466289

環壘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２１號

7871045

瑋麒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分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２３號

7870155

銘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２５號

7882611~2

格君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五街２７號

7871663

億得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５號

7871381

安定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６號

商越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７號

7885523

名高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８號

7872615

惠鐿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 9 號

7872337

易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 10,12 號

7871058

日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１１號

2152856

6452771
7134701

7870806
7874439
7872327
7873972
7878128
7873972
7886738

7887168
8060638

南訊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 13 號

7875952

鈺竑金屬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 14 號

7872298

周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１５號

7879950

卯利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１６號

7871003

毅城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１７號

7871032

周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１８號

7879950

銓和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１９號

7230606

巽轟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２０號

祐慶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２１號

百河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２４號

7873896

遠陞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２５號

7882192

漢庭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２６號

7871299

大嘉樹脂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２７號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２８號

7880455

輝隆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２９號

7871418

巨竤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 30 號

7876649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 31 號

7870621

潔歷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３２號

3535718

秀富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３５號

2358135

鈺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６號

7883034

慶旺工程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 8 號

7887328

印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１０號

7212845

瓏展企業(股)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 12 號

7871698

貫勝金屬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１４號

5218854

冠祿興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１６號

6423950

鈞大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２０號

788-1759

鑫永誠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２２號

7872388

王石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２４號

5211736

鈞大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２６號

7881759

兢悅創藝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３０號

7880455

鹿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３２號

7234106

鹿利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３４號

7872967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６號

7884949

大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８號

7888681

柏卡軸封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９號

7872050

革蘭密封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９號 1 樓

7872050

7873837
7871276
787-0806
787-4439

7873090
3927639

晶騰金屬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９號 2 樓

7881910

建一強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１２號

7872585

鈁升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１３號

7888698

盟峰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１５號

7872815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一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１６號

7871147

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１７號

7871831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三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２０號

8727783

大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１９、２１號

比用比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２３號

7887000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 25 號

7875233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２５之１號

7875233

台灣粉體塗料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２６號

7871986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２７號

7875233

扶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２８號

7874066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２９號

7875233

聖橋亞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 30 號

7883699

匯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３１號

7874527

昇樺金屬工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３２號

7871631

聖橋亞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３２號之 1

7883699

好利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３３號

7871991

安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寮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３５號

7870575

政亨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３７之１．３５之
１號

7888681
7871382

7874387

培凱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 39 號

7886950

金達五金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４１號

7872168~9

中達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４３號

7873368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區營業處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一街 3 號

7410161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１號、華中路３７

7871179

之１號

7871170

大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871179

大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１之１號

欣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號

7888099

仁喜紙管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３號

7871225

盈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五號

7871681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６號

7871831

至美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７號

7874316

南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８號

7878930

會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９號

7872871

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大
發二廠

7871170

大錏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１０號

7871876

朝崴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１１號

7878182

群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１２號

7871085~6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 14 號

7875233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１６號

7875233

良一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路１７號

7871525

沅順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１８號

8135900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六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１９號

7873377

格得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0 號

7871228

扶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１號

7874066

格得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２號

7871228

崴聖企業行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３號

787-8182

京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４號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６號

7871013

華宸德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 27 號

787-9576

金富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８號

7873421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２９號

7873525

代紘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３０號

7871343

豐亞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３１號

7873921

豐亞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３２號

7873921

居瑞自動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３４號

7874499

驛統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２號

7870993~4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３號

7876987

航陽環保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 37 號

381-3803

加安欣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4 號

7871131

遠宏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4 之 1 號

7873611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５號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６號

7874107

易達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7 號

7888967

煜升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８號

7871130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9 號

7873377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１０號

7873377

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１２號

7873181

易利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１３號

7873377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14 號

7873377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１５號

7873377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三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１６號

7873377

7877179
8154256

7872060
3841080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１８號

7873377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五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18-1 號

7873377

大量農產有限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２２號

7878877

英大實業(股)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24 號

7872641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２６號

7873033

順慶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２８號

7404556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３２號 1、2 樓

7873287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32 號三樓

鑫隴興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 34 號

路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１號

7872737

莊鼎實業有限公司大有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３號

7872258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有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５號

7875855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６號

7872317

皇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６之１號

7873190

正東瀛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６之１號

楊正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７號

7873102

泰安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８號

7883456

泰立富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８號 3 樓

7883456

金欣螺絲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１０號

7878758

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１１號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１２號

7811516

全尚美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１３號

7889288

雙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１５號

7872866

雙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１５之１號

7872866

安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１６號

正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３號

7872099

中一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５號

7871888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大發ㄧ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９號

7872411

宗亞特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９之１號

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三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 10 號

7873836

穎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１號

7876561

協羽機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１之１號

7888678

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２號

7873666

7874567
7870011
7884047~8
7462908

7872770
7873190

7886691
7872026

7874718
7811022

7872411
2272269

寬易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３號

7872028

光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４號

7871777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５號

昌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６號

7872527

長賡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８號

7883662

百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９號

7872583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１９之１號

7872366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一街２３號

7871008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３號

7873576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８號

7872411

太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１０號

千城鋼鐵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１２號

7879933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１３號

7871851

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１３之１號

晉億冷凍機械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１５號

7870568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１６號

7888001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１８、２０號

7877690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２２號

7871008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二街２４號

小博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三街２號

7876067

金誼實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三街４號

7878760

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三街４之１號

7873627

泰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三街六號

7872278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三街１２號

7883126

台灣史都特(股)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莒光三街 14 號

7872660

中能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建業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1 號

9736990

天山資材股份有限公司建業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１－２號

788-6001

福瑞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3 號

7878676

皇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5 號

7885746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１１號

7872654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１３號

7873740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１３之１號

7873740

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２７號

7881167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２９號

7878455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３１號

7878485

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備製作及
車輛修護廠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7871511
7871008

8713148
7871766

7873458
7882001~3

7879933
3841080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建業一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9 號

7875023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建業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9-1 號

7875023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建業一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9-2 號

7875023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建業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9-3 號

7875023

原裕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號

7872499

福器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之３號

7878418

新恩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2 號

7870320

樺智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2-1 號

7877780

高辰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４號

7872443

祥豪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5 號

7871141

晙捷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6 之 1 號

7879499

慧芳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７號

7871460

西拉培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８號

7886229

慧智精微成型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９號

7871460

慧智精微成型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０號

7871460

亞州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11 號

787-6668

亞州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三廠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２號

7712636

巨益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３號

5314315

正遠工程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４號

7872894

明瑞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15 號

5563008

鋁傑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６號

7876092

加郁企業有限公司大寮廠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７號

7870308

國象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８號

7872671

有澤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１９號

7871714

鑫聯興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20 號

進星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２１號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２２號

國瀛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２３號

7873046

升允紙器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24 號

7880126

玖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２５號

7219822

日昇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 26 號

7877098

鉅海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富民街２７號

7881126

勤仲企業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１號

7871550

穆成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１之１號

台灣皮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２號

7873840

風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３號

7873942

7870057
5213633
7551552
7872022
7871939

5215359
7870129

晙捷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5 號

7879499

碧志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７號

7873707

上祈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碧志企業有限公司

上祈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１５、１９、２１
號、建民街８號、田單二街４號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三街１９、２１號建民
街７、９號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一街１５、１９、２１
號、建民街８號、田單二街４號

7871322

7873707

7871322

扶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11 號

7874066

鳳慶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１３號

7888958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14 號

鳳慶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15 號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16 號

巨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１７號

自翔工業有限公司大發三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１８號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19 號

泰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２０之１號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２１號

7871066

尚禾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２２號

7872478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23 號

7871477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27 號

7871278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 29 號

7871278

穆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３１號

岳峰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３３、３５號

7882680

泉沂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３７號

7885253

高盛國際通商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３９號

7873001

宗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４１號

7874792

日昇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建民街４３號

7877098

振聯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 1 號

788-5899

漢林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 1、３號

7885899

莊宏億軸承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４號

7885000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５號

7870611

皇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路６號

7871301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６之１號

7876730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一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７號

7870611

7871278
7871477
7888958
7871278
7871477
7889566
7880902
7871252
787-1278
7878978
7879688

7873407
7873261

長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８之１號

7873132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９號

7871266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 9 號

6413101

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１０號

7874711

匠萌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１２號

7872728

匠萌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 16 號

7872728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１８號

7886800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１８號 2、3、4 樓

9759008

恆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１９號

7889880

捷欣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１９之１號

7872703

台灣弼奧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２１號

7873300

太洋製膜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２３號

7877372

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２５號

7872251

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３３、３５號

7872799

全永順股份有限公司大業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３７號

7876617

台灣東京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３８號

7873885

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路３９號

鴻洋遊艇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４２號

7870696

仁望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４４號

7888800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 46 號

7877765

宇晶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號

7887218

新大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２號

7877887

晏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３號

7872057

力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４號

7871212

台灣好奇(股)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 4-1 號

7013301

力馴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５號

7873686

鋼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７號

7873389

巨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８號

7889711

恆品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９號

7330187~8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裕民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 10 號

787-2935

新藝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１號

7873196~8

成旺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２號

7889928

森岳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 12-1 號

7889928

佳順興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３號

7888289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 10 號

7872935

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 14-1 號

7873836

証捷企業(股)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５號

7875598

炬昇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５號

7873312

787-0486
(04)3760577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６號

7872601

恆鉅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７號

7872067~8

鉅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１９號

7874367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２０號

7873959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２１號

7872601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 22 號

7875588

康而達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２３號

7883177

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２４號

2711121

日信特殊氣體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 26 號

昕太鐵工廠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２７號

7871030

冠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２９號

7870783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３０號

7873645

全弘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３１號

7873047

谷林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３３號

7873355~7

開拓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３５號

7873675

富凔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３７號

7886215

伊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寮廠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３９號

7877567

京磊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裕民街４３號

7872337

瓛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３號

7878168

真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４號

7873321

合盟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５號

7871258

楷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６號

9756799

展業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 7 號

7878772

映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寮區利民街８號

7873536

耕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９號

7873666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１０號

7878629

隆福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 13 號

7878530

祺逢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１４號

7872949

鈦晟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１５號

7873168

隆運空油壓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１６號

7325778

亞科工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１７號

7871082

嘉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１８號

7871825

聖旻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１９號

7887890

盧德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１號

7873206

釱瑞實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２號

7877572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３號

7871302

阡翔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５號

7873976

鉦濠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６號

7871355

7873331
7254067

儀騰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６之１號

7872197

大煒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７號

7873976

久鉅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８號

7873693

永福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２９號

欣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３０號

7888099

金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３１號

7882357

祥乙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３２號

7877576

正情塑膠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３３號

7874022

勁揚企業股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３４號

7871911

揚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３７號

7875899

正享紙器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利民街３９號

7876672

濱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２號

7871521

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４號

7873181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 9 號行政管理處

3447552

鋐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興業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０號

7872129

大方線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１號

7873311

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２號

7872311

家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２之１號

7873246

正和遊艇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 13 號

7877986

嘉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４號

7875611

彩敦網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４之１號

7872066

長賡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５號

7883662

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６號

7874391

台互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７、１７之１號

7870009

四海遊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８號１樓

7871670

小松生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８號２樓

7882100

力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１９號

7886600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２１號

7877260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２２號

7871147

明冠造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 23 號

富泰鋼鐵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２５、２５之１號

7872525

利倡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 27 號

7872678

禾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２９號

787236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
公司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懋銓鋼鐵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１８號、興業路３０
號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１號

7878525
5511281

3617112
7877782

7872551~3
3229753

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１之１號

7872621

福泰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２號

7873171

大直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３號

7872497

億居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 34 號

7872536

日昇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５號

7872020

翔鈺機電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６之１號

7889999

義盛糖品企業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６之２號

7878123

億居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４、３７號

7872536

奇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３８號

7871978

台灣淡水河谷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４０號

7873136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４１號

英欣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４１之１號

7872935
7875510
787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