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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文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86號

02-26018611

台灣海力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88號

02-66372888

上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90號

02-26035188

久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94號

02-26019666

理音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98號

02-26016318

迪斯油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00號

02-26018661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02號

02-26017755

光淙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04號

02-26017601

承昌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06號

02-26013737

威欣利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10號

02-26016118

遠際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12號

02-26038877

遠際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16號

02-26038877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二段6號

02-86014930

宗基五金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二段8號1樓

02-26027777

豐通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二段8號1樓

02-26027777

豐帝五金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二段8~1號1樓

02-26012211

商裕機械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號

02-86014966

本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3號

02-26010699

兆伸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4號

02-86014336

力巨特殊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5號

02-26024389

兆伸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6號

02-86014336

金吉昌五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7號

02-26017951

伍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8號

02-26033339

鉅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9號

02-26018136

星菱縫機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0號

02-26015588

順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1號

02-26015831

順協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1~1號

02-26015831

林 口 工 業 區 廠 商 名 冊
廠商名稱

地址

電話

台灣二國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1號

02-26015831

勁威精工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2號

02-26031070

頌欣機械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3號1、2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3號1、2樓
、2樓

02-22926677

彼恩齊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4號

02-26017633

琦利吸管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5號

02-26010291

三森生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路17號

02-26022569

朝英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號

02-26010666

弘嬴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1號

02-26022619

福原木材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2號

02-26013337

天基冷凍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3號

02-26015996

幸福溫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4號

02-26017755

賀威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5號

02-26018125

崮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6號

02-25777756

歐世克實業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7號

02-26035678

慶偉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0號

02-26019000

金德勝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1號1樓

02-26015477

陞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2號

02-26018733

乙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2~1號

02-26015560

大同齒輪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4號

02-26017656

大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6號

02-26015635

湧禾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6號

02-86013750

文權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19號

02-26018981

同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21號

02-26012099

元智雷射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號

02-26038585

上展工業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號

02-26020522

恆業事務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號

02-26014648

中證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5號

02-2601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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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利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6號

02-26017992

銣艎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7號

02-26015497

百鮮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8號

02-26039933

鉅綸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9、9~1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9、9~1號
、9~1號

02-26015827

統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10號

02-26010012

鉅綸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11號；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11號；工八路1~1號

02-26015827

永成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12號

02-26033201

開泰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12~1號

02-26016221

台灣永生細胞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15號

02-26097577

盛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16號

02-26016987

貴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1號.23號

02-26015621

英屬維京群島商祥茂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18號
台灣分公司
富創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0號

02-26020600

台灣電力公司台北供電區營運處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0~1號

02-26033739

協儷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2號

02-25976771

佑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4號

02-26019770

樂榮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6號1~3樓

02-26019580

宜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7號

0952275233

信緯塑膠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8號

02-26019149

遠際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29號

02-26038877

勝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二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0號

02-26019336

驛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0號

02-26019336

和順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1號

02-86014930

裕泰染化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2~1號1樓

02-26027156

勝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3號

02-26019336

博唯特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4號

02-26029286

翔伊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5號

02-26020289

02-2601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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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造漆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6號

02-26010631

嘉士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7號

02-26029688

中國台業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9號

02-22828222

眾用車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8號

02-26032788

皇冠壁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39號

02-26018901

森展企業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40~1號

02-26019162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40~2號1樓

02-86014930

杏光展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40號

02-86014930

安全捲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41號

02-26016632

伸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四路42號

02-26011358

怡興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2號

02-26017284

鼎臻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2~1號

02-22889557

先鋒導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3號

02-26010500

榮達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4號

02-26015175

興台業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5號

02-22828222

新時代鋼架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6號

02-26015081

信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6~1號

02-26015081

利寅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7、7~1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7、7~1號
、7~1號

02-26010623

天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8號

02-27523235

鎮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9號

02-26015127

榮昱印製廠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10~1號

02-26017878

洋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11號

02-26010061

鴻屹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13號

02-26017352

高長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15號

02-26017878

台灣柏恩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1號

02-26013748

亞松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7號

02-26016726

鉉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9號

02-260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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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晨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9~1號

02-26018228

驊琴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9~1號

02-26018228

今美化工企業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11號

02-26033101

今美化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13號

02-26033101

德豐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13-1號

02-86012888

恆業事務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15號

02-26016769

通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17號

02-26031755

阿克蘇諾貝爾常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21號

02-26035700

友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1號

02-26030728

新年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2號

02-26015151

綠德創研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2號

02-29140506

陳O翰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3號

02-29953608

巨昌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3-1號

02-26030728

高麗國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4號1樓

02-26027090

醫兆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5號

02-23570091

昌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6號

02-86019596

民友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7號

02-26024588

偉昌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8號

02-26013139

俞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10號

02-26016881

吉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9、11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9、11號
、11號

02-26016622

明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12號

02-26010202

天乙用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13號

02-26020071

韋泉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14號

02-26030577

金永貿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15號

02-26087171

台灣好家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七路16號

02-26017498

淵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號

02-26035382

北富壓花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2號

02-2601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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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達化工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2號

02-26017726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2~1號

02-26017706

日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2~2號

02-26021133

員全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2~3號

02-86013839

員全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2-6號

02-86013839

華光交通號誌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2-6號5樓

02-26018762

北強壓花企業有限公司林口二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3號

02-26017980

紳暉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5號

02-26038682

吳O石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6號

0936268297

勝萬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7號

02-26015946

員全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8號

02-86013839

飛斯妥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9號

02-26019281

正豐盛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0號

02-26020328

三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2號、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2號、工二路2號

02-26017868

梅林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3號

02-86011878

錦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4號

02-86014966

可健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5號

02-26023889

平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八路16號

02-26024515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號

02-26030290

瑞龍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二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1號

02-26010916

瑞龍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號

02-26010916

吳福洋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3號

02-26016503

基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4號

02-26030777

比力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5號

02-26017651

雅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6號

02-86014259

蘆洲機械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7號1樓

02-26020085

川德美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7號2樓

02-2293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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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華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8號

02-26018996

王子工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9號

02-26017891

麥克隆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0號1樓

02-26022057

燁旺鋼管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1號

02-26022000

巨人洗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2號

02-26022057

維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3號

02-26010385

媽媽家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3之1號1樓

02-26020655

瑋森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3~2號

02-26030889

永基精工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3~3號

02-26015651

霖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4號1樓

02-26015626

霖昌實業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4號1樓

02-26015626

炅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5號

02-26015277

大正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6號

02-85123088

天連農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8號

02-26016600

利拍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九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9號

02-26013277

信密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0號

02-26033186

撫順五金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1號

02-26015496

國竤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2號

02-86012396

成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3號

02-26011128

頌欣機械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3號

02-22926677

慈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3號

02-26011128

瑞百士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4號

02-26015476

鋁祥發實業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5號

02-26035688

鋁盛壓鑄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5-1號

02-29140506

鋁勝壓鑄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5-2號

02-29140506

創唯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6號2樓

02-26029388

顏生針織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6號3樓

02-25957918

林 口 工 業 區 廠 商 名 冊
廠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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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7號

02-26018636

龍疆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8號

02-26010601

勝暉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8號

02-86012097

天勵化工原料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29號

02-26010588

本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31號

02-86011926

成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33號

02-26011128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營業處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33號

中華電信公司桃園營業處長庚機房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43號

03-3282232
0933246798
03-3272244

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51號

03-2111911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園酒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55號

03-3283001

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71號

03-3283950

高有加油站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73號

03-3282115

鼎眾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75號

03-3284220

隆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77號

02-28756741

汶固紙印花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77~3號

03-3280589

榮霖實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79號

03-3285823

凱鉅實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79~1號

03-3281298

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一街2號

02-28967790

第一美卡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一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一街4號

03-3183128

原祥塑膠工業有限公司龜山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一街6號

03-3979788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三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號

03-328419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15號

03-3281200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13號

03-3270333

台化地毯股份有限公司工三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15號

03-3284191

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17號

03-3972661

督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19號

03-3960707

天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21號

03-328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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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23號

03-3274111

帝國螞蟻工作室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23號

03-3180917

台灣電力公司訓練所林口核能訓練中心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27號

03-3286045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29巷8號

03-3280026

全球華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2號

03-3285597

翔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4號

03-3283426

翔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4~1號

03-3288333

金洲科技有限公司桃園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4~2號

03-3288540

樂善金屬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6號

03-3281140

易廷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6~2號

03-3286585

聯安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8號

03-3280690

新進機電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70號

03-3282243

金誼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70-1號1樓

03-3285001

雙梅鋼鐵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70-1號2樓

03-3285001

三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78號

03-3270869

名匠縫紉機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二街1號

03-3187788

善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二街1~1號

03-3963466

京都念慈菴藥廠股份有限公司龜山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二街2號

03-3282932

銘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二街2~1號

03-3270768

交通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二街3號

03-3281123

台松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二街6號

03-3285868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路25號

03-3284170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路27~3號

02-27927818

顯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二路1號

03-3282067

飛揚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二路6號

02-28939148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二路6~2號

03-3387350

長岡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二路18號

03-327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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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名精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1號

03-3277891

建源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1號1樓

02-29833393

昇鈺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1號2樓

02-29681051

信夫複層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1~1號

03-3283226

聯群電腦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1~2號

03-3971668

五洲事務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1~3號

03-3971729

宥任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3~1號1樓

03-3282178

馨榮包裝機械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３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３號

03-3272052

利樂包装
利樂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4號

03-3283111

波滋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5之1號

03-3975046

百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6號

03-3283311

千鼎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72號

03-3970011

盈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9號

03-3182842

世義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8號

03-3283306

磐釆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72之1號

03-3270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