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017 景千水晶藝品專門店 800 新興區大同一路104號 林美花

0025 嘉林音響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族二路124號 莊永順 莊永順

0072 東典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林森一路205號 王金雀 王金雀

0168 正適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族二路114號 張俊南

0297 科隆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中山一路65號1

樓

江秀麗

0430 東南亞冷氣行 800 新興區林森一路15巷25

之1號

蔡基業 賴金榜

0441 品信通訊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尚文街7號 劉勝雄 宋皇旻

0444 皇都音響工程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五福二路71號 謝啟煌

0471 首都音響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八德二路39-1號 陳春源

0505 釭盛企業行 800 新興區復興一路138號 簡明

0513 東美股份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南台路3號 戴光建

0529 通瑩成企業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明星街59號 張元卿 張元卿

0565 政榕企業行 800 新興區明星街59號 張政龍 李不

0717 大摩企業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生一路10號1

樓

郭俊暉 陳美嘉

0737 慶松電料行 800 新興區明星街14號 張元德

0873 金瑞達企業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主路12之4號1

樓

葉宏永 葉宏進

0875 信銧企業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主路12之4號2

樓

葉宏進

0922 余昇電料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明星街14號 張陳春菊 張元德

1149 英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五福二路136號

13樓之1

鍾瑞文

1204 洋洪貿易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八德一路382號 洪汪營鶯 洪惠文

1563 銓球海事通訊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

12樓之3

章乃文

1564 龍亭企業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

12樓之4

奚慎明

1721 勇貿企業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權街8-4號5樓 楊鎮雄

1986 旺登企業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生一路222巷

19號

駱明瑜

2449 新智實業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大同一路189號 陳燕貞

10448 晶鎂國際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林森一路184號2

樓

陳昭弟 吳政洲



10468 佑亮貿易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五福二路147-1

號3樓

林秀絨

10469 明功照明器材行 800 新興區中山一路74號 林碧薰

10720 硯新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八德一路202巷

15號1樓

黃俊彬 黃俊彬

10913 騰軒系統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

14樓之2

蘇雍智

10915 永世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

21樓之1

曾坤生 曾坤生

10916 鋐元科技有限公司 800 新興區民生一路247號

15樓

吳在進 吳在進

前金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327 訊發電子有限公司 801 前金區文武二街50號1

樓

吳陳惠篤 吳昭文

0379 清海企業行 801 前金區旺盛街65之1號 林振壎

0395 大川企業有限公司 801 前金區新田路303號11

樓之2

凃錦文

0702 華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01 前金區中正四路170號2

樓

劉宗仁

1064 萬鈴通信企業有限公司 801 前金區文武三街103號 李吉良

1183 啟統水電材料行 801 前金區八德二路150號 蘇金川 蘇金川

2334 福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01 前金區市中一路167號

10樓

孫新惠

10113 偉家飲用水設備有限公司 801 前金區市中一路5號 陳政儀

10910 華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1 前金區中山二路533號8

樓之2

陳俊華 陳俊華

苓雅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001 福光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苓雅一路346號 葉明福

0006 秀翔實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三多二路21號 蔡志亮

0009 喬惠得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中正一路320號9

樓之6

陳璧琴

0069 健中電器行 802 苓雅區大順三路278號 黃立維 楊敏玉

0120 怡振電機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福德三路85號 陳卿

0128 奇宏水電行 802 苓雅區英義街119號 林威君 林秋木

0155 榮光電機工作處 802 苓雅區和平一路232號 蘇清江 蘇陳美珠

0182 小宋唱片行 802 苓雅區興中一路250號 張靖芬 宋偉倫

0475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分公司

802 苓雅區大順三路45號 黃葉寶鳳 侯博仁



0519 永大機電工業(股)公司高雄分公司 802 苓雅區大順三路200號 王中文

0528 上豪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永康街104號 謝素幸 謝素幸

0555 永琍工程行 802 苓雅區復興二路158號 孫永吉

0642 台灣空調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青年二路147號 呂有財

0654 弦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民族二路4巷24

號

王世忠

0704 慶裕科技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福德一路41號 林煒紘

0706 銓日儀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英明路313號1樓 章乃文

0712 台耐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文昌路41巷12號 吳瑞榮

0715 視點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和平一路87號3

樓之1

林宇荊 陳清宏

0718 宏海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海邊路29號19樓

之1

張祝華

0802 南方專業音響試聽室 802 苓雅區四維三路126號 黃裕昌

0812 鈜大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仁智街72號1樓 奚慎明

0818 集雅社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1

樓

盧乾三

1118 銘禾機電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漢昌街39巷22號

1樓

蔡獻欽 蔡獻欽

1267 喜麟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泰豐街22號 蔡弘作 蔡弘作

1296 怡良電機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武廟路66號 陳卿

1308 瑞鏮電器行 802 苓雅區武昌路150號 饒瑞康

1547 盛凱通訊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

20樓之6

夏侯紹萍

1584 台喬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光華一路12號10

樓之2

方榮宗

1586 全頻國際無線電通信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三多一路213號 陳羿澐 王泰淵

1604 鳴曲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中華四路143號 張國珍

1824 達進美術燈 802 苓雅區興中一路447號 陳勤生

2075 捷恒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福德三路85號 陳怡靜

2089 聯立貿易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大順三路170號 吳榮瑞

2098 榮井電機工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和平一路232號 蘇陳美珠

2336 慶哲電子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福德一路41號 林煒紘

2411 歐陽實業行 802 苓雅區中正一路121巷3

弄6號

歐陽欣



2412 拓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英義街115號 呂延汀

10115 丞興科技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和平一路133號1

至2樓

陳冠宏

10116 匯盈工程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永興街4號 林瓊斌

10121 集盛股份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5

樓

蘇在基

10304 良耘機電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輔仁路151巷39

號2樓

鄧松貴

10427 泳大國際開發工程行 802 苓雅區永福街36號 于國利

10558 萬家興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英明路293巷6號 翟廣蒂 楊明德

10560 億榮科技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文昌路41巷15號 韓麗秋

10612 奈良企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三多二路151號 陳姵君

10618 韶韻音響企業社 802 苓雅區中正二路127號 黃梵瑋

10711 兄弟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三多二路171號

10樓之1

曾國彬

10721 樂爾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海邊路29號3樓

之2

黃孝偉

10841 強崧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正言路95之1號1

樓

薛慧玲

10842 銘揚多媒體科技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福德一路23號1

樓

呂憲松

10901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2 苓雅區新光路38號4樓

之6

侯知遠

10904 豪峻工程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自強三路53巷21

號3樓之7

余侹燁

10917 駿軸實業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永泰路84巷15號

2樓

吳育全 吳育全

11005 聯泰冷氣空調有限公司 802 苓雅區武昌路70巷56弄

10號1樓

曾聖寓

鹽埕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039 新雄風電業有限公司 803 鹽埕區河西路7號6樓之

1

林明良

0070 中和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803 鹽埕區大公路42號 沈楠雄 沈尚安

0137 聖安水電材料行 803 鹽埕區七賢三路11號1

樓

李琬琦 李金龍

0276 七海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803 鹽埕區河西路7號6樓之

2

林松齡

0345 信泉電錶企業行 803 鹽埕區建國四路245號 黃王格 黃富隆

0406 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3 鹽埕區瀨南街184號2樓 林建志 林森林

0676 盛林股份有限公司 803 鹽埕區五福四路12號 陳趙瑞帶 陳仁德

0696 極弘有限公司 803 鹽埕區建國四路265號 洪尤恨



0839 海一電機工程行 803 鹽埕區新樂街243-2號1

樓

羅元勇

1997 應昇電器有限公司 803 鹽埕區大公路68號 葉應財

2233 佰健電料行 803 鹽埕區五福四路301巷8

號

楊春淩 呂景忠

10430 捷敏企業行 803 鹽埕區富野路16號 林明達

鼓山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012 新珊電機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臨海一路19號 張坤木 張坤松

0027 全球電波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濱海一路29號 黃月娟 温鳳敏

0082 恩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明華路317號17

樓之1

黃相逢

0296 亮亮電業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青泉街42號 劉美瑜 雷天雲

0373 信東電機行 804 鼓山區鼓波街42之5號 許凱泰

0402 八ㄚ旺實業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昌盛路391號10

樓

高添財

0435 賀川企業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鼓山三路204巷3

號1樓

賴姿君 畢峯華

0456 大提企業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九如四路941巷

35號

謝瑞歷

0466 茂龍科技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中華一路268號2

樓

蘇玲玉

0468 馥斌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明華路315號12

樓之3

龔俊彥

0483 重杰企業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華寧路155號 李玉雀

0562 享桂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鼓山一路85號 張雅絜 陳巧真

0633 展益水電工程行 804 鼓山區河西一路1520號 陳品岑

0643 翌順電機工程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鼓山三路40之3

號1樓

許桂英 李連登

0896 瑞海雄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富農路190號9樓 蘇茂田

1476 大王電器行 804 鼓山區華榮路236號2樓 王英隆 許保章

1532 如邑旺企業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文忠路62號5樓

之1

王惠美

1668 良進實業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文忠路128號1樓 蔣雙龍 蔣雙龍

2096 昇光電機行 804 鼓山區伊犁街69號 林淑玲

2400 喜愛企業行 804 鼓山區裕誠路1564號 黃健安 曾美滿

2540 易利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中華一路2113號

7樓

陳素聞

10103 唐普科技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瑞豐街136號 邱金良 邱金良



10460 程凡企業行 804 鼓山區逢甲路52號 陳姿月 楊祈銘

10540 怡亘企業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翠華路368號 陳俊森 陳佩琪

10615 長蒝工程行 804 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

1弄2號5樓之2

郭長蒝

10712 納利吉科技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華榮路387號13

樓之4

曾耀堂

10807 國家美股份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華豐街63號9樓 陳覺修 陳志恩

10840 明沂國際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大順一路1041巷

9號3樓

翁明安 翁明安

10906 日伸科技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青海路135號1樓 劉佳佩

10907 豐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文信路333.335

號12樓

陳鄭惠卿

10920 昱夆有限公司 804 鼓山區內惟路489巷22

號

林原德

旗津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210 佳興電氣行 805 旗津區廟前路115號 許湘婷 許進吉

前鎮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076 元泰電機行 806 前鎮區漁港中二路223

巷24號

李慶泰 李簡美麗

0097 信華電機行 806 前鎮區漁港東二路57巷

13號

陳宏彰

0114 星滿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生路248-1號7

樓

蘇育玄 蘇男煌

0189 建聖企業商行 806 前鎮區瑞北路177號 蔣曹明珠 蔣進煌

0247 守鵬實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和誠街135號 楊永忠 楊永忠

0273 雷騰電子科技企業社 806 前鎮區福民街20號 魏瑞興 魏建福

0314 來成電器行 806 前鎮區瑞西街62號 郭玉錫 郭品為

0319 興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鎮興路39號1樓 蔡明仁 盧天津

0320 廣昌電子科技企業社 806 前鎮區中平路128號 駱雯雯 魏汝娟

0324 詒盛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康寧街32號1樓 張詒憲

0326 禾欣電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后平路93號 許馨尹

0335 祐肯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和平二路145號 陳傳琳 陳傳琳

0336 諭泓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漁港路132號2樓 張林金益

0341 錦芳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民權二路6號12

樓之1

賴錦標



0350 中華警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中山二路2號10

樓之2

夏惠屏

0360 麒勝工程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育德路10巷1號3

樓

陳炳奇

0476 早安電器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和誠街138號 詹忠興

0487 東南電氣企業行 806 前鎮區國光路111號 蔡堃泰

0560 遑晟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瑞發街59號12樓 高健文

0561 海形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建盛街28號 鄭宗坤

0596 富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高雄加工出口區

南六路10-2號 

莊清富

0603 永勝船舶電機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生路143號 高惠彥

0680 翠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翠亨北路71號 李秀玉

0694 向春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千富街231號 陳慶濱

0739 正添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武營路47巷12號 林添財

0809 海陸電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擴建路1之26號

12樓

葉婌貞 吳水連

0899 嘉藤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生路329巷3號 陳國重

0907 川洋電子機械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生路329巷3號 陳國重

1048 仁記電機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樹人路346號 曾朱賢

1072 升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興化街133巷9號 陳麗霞

1075 瑞風電器行 806 前鎮區草衙一路122號 莊志明

1083 峰揚企業行 806 前鎮區二聖二路108號 童正宗

1180 德興水電五金材料行 806 前鎮區崗山南街6號 林淑貞 謝秋權

1279 雷神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擴建路1之26號

12樓

陳美英 楊振達

1292 惠三工程企業行 806 前鎮區明正一街110號 黃秀蘭 林惠三

1432 嘉嘉事務機器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復興三路165之1

號

王瓊瑤 王瓊瑤

1565 世博企業行 806 前鎮區南寧街85號 蔡世西

1603 華雄電器行 806 前鎮區廣西路454號 楊金水

1752 日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衙路286-1號3

樓之2

張榮正 張榮正

1760 陞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漁港路132號 張國飛

1793 瑞億電器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瑞隆路212號 簡秀鳳 黃淑香



1859 瑞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擴建路1-31號10

樓

劉日杉

1949 玉陞貿易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林森三路132號1

樓

楊永祿

1956 詮登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生路5巷15號 黃九龍 黃九龍

2039 松暉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衙路288-7號4

樓之1

李美淑 黃毓翎

2050 嘉鑠冷凍空調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衙和二街7號 許庭誕

2106 人海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生路329巷6號 陳茂芳

2202 航碁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后安路281號 廖振廷 廖耿甫

2274 相宇企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佛佑路27號 周相宇 周相宇

2445 卡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新衙路288之5號

6樓之1

吳珮蓉 吳昭文

2543 合展電料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瑞隆路172-3號 鄭宗益

10206 鉅烽空調機電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英德街19巷1弄1

號4樓

許恭志

10308 日正事務興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武營路47巷36號

3樓

余美月

10409 跨世紀熱水器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臨水南路38號 莊勝元

10410 和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一心二路21號14

樓之1

吳智明

10538 玉浤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瑞義街2號1樓 賴育瑞

10548 上永視訊工程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瑞東一街17號 鄭彥博

10552 駿富實業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武德街47號 柯保壽

10557 熊快樂國際音響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10

樓之1

賴炳巧

10705 威紘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明道路61巷14號

1樓

葉美莉

10708 大茂電機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中華五路939巷

46號1樓

黃繼正

10811 易勝冷氣工程行 806 前鎮區隆興街126號 陳興芳

11002 光崴科技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鎮中路99巷93號 陳小文

11006 新風國際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擴建路1-20號10

樓

張簡鴻宇 王雅慧

11007 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 806 前鎮區千富街241巷20

號

張簡鴻宇 張簡鴻宇

三民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026 華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九如一路538巷

33號

陳憲智

0103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吉林街139巷12

號

曾仲國



0163 大楓企業行 807 三民區龍江街3-3號 楊陳素珠

0176 佳欣電業行 807 三民區長明街57號

0178 宏一電機行 807 三民區中和街203號 林素慧 曾柏仁

0209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7 三民區陽明路196號 孫國薰

0215 耀安儀電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興昌街38號1樓 謝坤億

0227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7 三民區中華二路250號 陳泰仲

0228 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7 三民區安東街69號 翁芳裕 梁耀銘

0241 明誼儀電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瀋陽街35巷17號 楊偉明 黃瀞誼

0245 一雄冷氣冷凍材料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延慶街114之1號 李炳鈜

0254 日鴻照明設計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灣興街55巷17號 郭星魁

0265 和昌企業行 807 三民區鼎新路1巷4弄17

號

劉志賢 劉進發

0298 升威淨水器材行 807 三民區北平二街100號 粘舜傑 粘舜棋

0308 三菱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錦田路160號 鄭立文 鄭立文

0309 凱新企業行 807 三民區九如二路171號1

樓

戴士凱

0317 憲樂錄音室 807 三民區建國三路81號 鄭憲聰 鄭新吉

0422 振輝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九如一路170巷

15號

洪禎祥

0424 雅瑟音響材料行 807 三民區建國二路139-1

號

徐祥訓

0447 家程工程行 807 三民區通化街39號1樓 鍾建杰

0494 宗泰電化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三民街278號1樓 陳玉玲

0501 長青水電行 807 三民區陽明路23號 林谷鴻

0506 程航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3

樓

卓振瑤 鄭清朝

0512 福崧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鼎山街495巷11

號

戴吳秀勤

0531 久集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熱河二街238號 莊萬全 莊國樑

0534 宏伍電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凱旋一路196號1

樓

蔡文禮

0542 立宸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民族一路810號

15樓

林世宏

0545 東方亮音響行 807 三民區河堤路562號1樓 謝孟信

0546 大同(股)公司高雄分公司重電服務站 807 三民區忠孝一路499號 張福安



0548 聲威通信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遼寧一街317號 林祺淵

0551 富笙冷氣冷凍材料行 807 三民區大裕路152號1樓 周俊男

0554 羽峰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中和街55號1樓 洪誌聰

0567 堃霖冷氣空調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吉林街139巷12

號1樓

曾仲國

0579 乙騏企業社 807 三民區民族一路373巷

35號

林宜驊

0581 長欣電器行 807 三民區建工路753號 呂金鈴

0637 勵達電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大昌二路268號5

樓之25

張佳慧 張佳慧

0645 鼎上貿易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九如二路13巷33

號

陳志銘

0646 巧行實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褒揚街218號7樓

之2

劉華俊

0649 一光企業行 807 三民區凱旋一路197號 王中興

0650 瀚廣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義華路27巷19之

4號

鄭志仁

0658 同順企業行 807 三民區熱河二街204號 簡怡菁

0662 合風電機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大豐二路168號 潘文星

0664 莊一峰企業社 807 三民區哈爾濱街370號 莊一峰

0668 富豪音響影視企業社 807 三民區長明街152-2號1

樓

賴炳巧

0671 禾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長明街235號 盧雲龍

0678 上十慶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哈爾濱街136號 吳慶東 吳柏廷

0681 興如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六合路5號 游美月

0693 晶葉實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同盟一路387號4

樓之2

林麗雲

0695 駿采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澄和路282號 蕭文寶 蕭文寶

0714 大照貿易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民壯路57號1樓 楊詠筌

0752 昱鈦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察哈爾二街77號 陳文德

0764 信丞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清興街6-1號1樓 謝章信 謝章信

0778 汎宜科技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銀杉街100號 薛廷輝

0781 萊旺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新民路129號 莊寶滿

0793 兆洋音響企業社 807 三民區建國二路190號 吳周庸

0797 燦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應安街130號 許玉燦 許陳貴蓮



0800 上永冷氣行 807 三民區熱河二街82號 邱國誌

0810 和勝電料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十全二路191號 楊欽虎

0813 大林電子企業行 807 三民區長明街201號 林宇荊

0824 名勵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九如二路452號 洪祖榮

0833 弘庭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安寧街422巷2弄

1號1樓  

黃家福

0847 錩樹工程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鼎強街130號 羅振樹

0877 益弘電氣行 807 三民區三民街259號 王士賢 王士賢

0909 大樂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民族一路463號 曾澤堅

0962 中聲企業行 807 三民區河北二路139號 梁進丁

0970 穎興照明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立志街126巷22

號

黃渝雲 黃昌弘

1003 大旺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歸綏街127號 張連科

1010 中將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長明街247號 佘國壬 佘國壬

1060 和統電機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義安街39號 葉朝鵬

1086 漢隆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九如一路309號 羅元隆 羅允成

1092 吉容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自由一路11號 黃振典 黃振典

1094 巨國空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自立一路522號 鄒智惠 賴金榜

1127 晟達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九如一路373號 蔡宗穎 林錦枝

1227 旭彩科技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大裕路56號 吳文雅

1285 拓新企業社 807 三民區十全二路244號1

樓

林炳宗

1291 實全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民族一路560巷

21號

鄭全富

1317 麗聲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陽明路14號1樓 潘國賢

1352 慶洲實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哈爾濱街235號 楊慶忠 林芳蕙

1406 高豐電機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寶鼎街31巷30號 黃瑞清

1454 台肯自動化電子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大連街196號 周明德

1492 安立得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興昌街38號1樓 黃嘉昇

1522 順功行風機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重慶街80號 潘和民

1550 菁泰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鼎華路238號 潘碧珍 黃俊舉



1652 瑩達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本和街56號 戴慧君

1762 郭大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凱旋一路215號 黃金柱

1775 嘉侑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民族一路67號 盧淑華

1777 巴琪亞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義華路418號 張平三 張平三

1799 宏基電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承德街3號 吳永龍

1802 新盟電器行 807 三民區鼎山街197巷5號 謝幸嬋 葉宗評

1804 紅花視聽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大順三路311號

10樓之2

張瑞和

1897 夢幻音響科技行 807 三民區九如二路187號 張富民

1914 廷駿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延吉街87巷11號 蔡秀莖

1931 偉鑫通信器材行 807 三民區鼎泰街53號 洪錫宜

1953 潘氏音響電子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長明街150之4號 潘秋盛

1955 康福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長明街197號 潘清賢 林宇荊

1975 弘吉電料行 807 三民區熱河二街202號 簡添明

2061 漢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民族一路80號7

樓之2

鍾邦界 吳俊德

2121 吉鴻冷凍材料行 807 三民區同盟一路315號 戴德仁 戴德仁

2186 佺詳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鼎金後路512號1

樓

黃裕琨

2199 凱士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博愛一路116號 邱俊雄

2248 大同(股)公司高雄分公司冷氣服務站 807 三民區長明街235號2樓 陳再生

2388 大岡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民壯路57號1樓 楊詠筌

2481 國新企業行 807 三民區嫩江街38號 黃連弟

2567 世茂電料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十全二路339號 李秀娟 謝吉昌

10102 隆源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十全一路26號 張裕安 張裕安

10105 鋐瞱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凱旋一路101巷2

號4樓

郭雅真 郭雅真

10106 青峰影音企業社 807 三民區建興路194號1樓 黃雅玲

10120 萬利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六合路13號1樓 馬鎮富

102-1-02 震撼立企業社 807 三民區長明街69號 王怡雯 陳裕松

102-1-03 德昌電子材料行 807 三民區長明街160號 葉振樂



10401 烱揚實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大順三路316巷

194號

蘇輝全

10432 源益冷氣空調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華德街50號1樓 黃俊涵

10435 御泰多媒體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鼎富路61號12樓 李俊奇

10452 佳旌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山東街63號2樓 林登俊

10454 晉見電器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延慶街114-2號 劉國偉

10458 祥禾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天民路97號 陳秀𧃃𧃃 張聰焜

10532 首豐企業社 807 三民區建工路274號 黃麗芬 鄭壹豪

10539 鼎博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漢口街308號2樓 李敦偉

10561 承億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陽明路160巷31

號

林裕嬴

10611 得力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九如一路143號1

樓

曾慶南

10616 宏溢國際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明仁路38號19樓

之2

黃毓翎

10619 宗莛科技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民族一路193號 蔡杰廷

10714 健康家淨化科技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力行路145號 黃玉環

10806 騰鋒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開原街16號1樓 林郁倩 郭瑞真

10818 永泰昕科技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博愛一路391號7

樓

林美秀 林美秀

10836 廣鎰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807 三民區澄平街263號 鄭忠仁 鄭忠仁

楠梓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229 錫安電機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高峰街59巷12號 買德勝 王純杰

0362 亞碩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清平街12號1樓 楊文宏

0368 世淨光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泰良街55號3樓 周進松

0386 台積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土庫一路175號

10樓

蒲俊榮

0400 致源實業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常德路239巷30

號1樓

連國卿

0401 美新電器行 811 楠梓區和光街169號 莊慶炳

0407 益強水電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加昌路147號 許志強

0434 日暄事業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樂群路120號 畢峯華

0507 宏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芎林三街263號 李招源

0537 致誠冷凍科技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清成街90號6樓 陳文慶



0846 憶得寶股份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泰良街55號 賴永川

1110 樂林影音科技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創新路880號 張雲捷

1113 嘉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11 楠梓加工出口區東三街

8-4號

陳賴富英

1431 楠晟企業行 811 楠梓區後昌路162號 郭文敏 郭献仁

1661 富弘電器行 811 楠梓區益群路19號 張富榮

1990 同勝電器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右昌街132號1樓 莊國靖

2234 久遠企業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興文街60號 羅淑如

10315 大地盟電子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泰良街55號2樓 劉邦振

10428 源金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惠民路106號 蕭採源

10442 久讚企業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興文街60號 林育嶔

10837 竑洋電器商行 811 楠梓區德民路180號 陳永義

10838 漢陽電器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創新路22號1樓 謝志聰 謝志聰

10909 北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811 楠梓區楠梓加工出口區

東三街8號

陳建志 何曉嵐

小港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121 勁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立群路170號1樓 林虹均

0122 均宜通信行 812 小港區鳳西街15之1號 邱寶裁

0339 加泓實業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小港路67號 陳重憲

1157 好美電器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鳳林路70號 鍾宜珍

1239 翌欣興業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漢民路203號 蔡金村

1397 仕郕企業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長泰街6號2樓 蔡政諺

1419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中鋼路1號 翁朝棟 孫國華

1726 同大電器行 812 小港區孔鳳路447號1樓 張玉堂

2240 甲哥企業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丹山一路6之3號

1樓

傅傳賢

10422 東佳水電行 812 小港區飛機路210號 辛采晴

10444 慶發機電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小港路142巷4弄

29號

吳榮賢 吳榮賢

10450 鉅翔風管材料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桂華街218之1號 陳章銘

10536 翔麒事業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宏平路459號 黃雋翔



10559 信家商行 812 小港區桂園路33號 郭信智

10621 瓅勝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高松路102巷36

號1樓

陳達偉

10802 慕景科技系統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宏平路658號10

樓

許盛峯 許盛峯

10809 吉倡家電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康莊路14號 佘進長 佘進長

10812 和陞工程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孔鳳路492號 張陞瑜 張陞瑜

10911 多銘科技有限公司 812 小港區廈莊三街133巷2

號1樓

涂祐銘

左營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134 樂苑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華夏路1745號1

樓

薛永利

0185 積效自動化科技(股)公司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432巷7

號

吳素蘭 黃正川

0204 源隆電料行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361號 陳麗卿 林志隆

0393 新發燈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338號 魏進坤

0443 鋒陵企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文川路60號 王麗琴

0597 維德動力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富國路403號1樓 莊清富

0607 詠珍企業行 813 左營區文慈路192巷1號

11樓之2

洪永吉

0686 華盈電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富民路142號 宋慶良

0700 頡聲音響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立大路16號1樓 陳恒堯

0772 明揮企業行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168號 林明輝

0773 明宏電業行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72號 郭錦秀 王明盛

1390 勝興電器行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790號 林順興

1644 宇均電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大順一路91號4

樓之5

廖宗林

1867 詠耀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重明路26巷3號 林獻發

1869 良陞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民族一路901巷

52號6樓之1

林享發

1924 震亞股份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富國路185號12

樓之1

黃兆宏

2152 展暘電器行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438號 林寶秀

2159 昇暉實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492巷

28弄81號

林國榮 林國榮

2297 致富興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文萊路170巷1弄

18號

林宏典

2369 嘉舜實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光興街175號2樓

之1

賴堂德



2533 電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富民路331號3樓 趙耀明

10208 全響企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重立路389號1樓 張欽

10301 安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政德路119號7樓 陳姿君

10306 佳雋科技企業社 813 左營區新莊一路33號15

樓

陳顯雋

10311 玖映企業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492巷

28弄71號2樓

柯勝吉

10431 豐田工程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文瑞路7號 田軒丞

10604 沅楷科技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文自路198號1樓 李家欣

10803 緯豐企業行 813 左營區博愛二路600號 張緯權

10830 德銘通訊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文慈路100號 胡德和

10832 健雅電子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左營大路338號 魏進坤

10914 騰煜科技有限公司 813 左營區明誠二路522號2

樓

邱志彬

大高雄區
會編 公司行號 區號 住址 負責人 公司代表人

0165 力天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八卦里北屋五街

156巷9弄9號1樓

陳來勝

0372 蜂富科技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八德中路295巷5

號

鄭至谷

0556 華克貿易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名湖街351號 蕭勝中

0697 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鳳仁路329號 陳建榮

2066 和泰興業(股)公司高雄分公司 814 仁武區高楠公路94號 蘇一仲 謝吉春

2125 泰菱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仁林路155-8號 張兆文 張兆文

10114 金響安全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名湖街351號 蕭勝中

10203 譜傑科技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赤西二街12號1

樓

汪欣蓉

10215 欣奕丞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

28弄12號

吳立偉 吳立偉

10440 千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竹楠路307號 林吉利 林吉利

10815 新勝冷機工程行 814 仁武區八德一路363號1

樓

劉志源

10817 立光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大景一街156號1

樓

陳孟綺

10819 耀昇企業社 814 仁武區永新五街159號 林耀昇

10831 頂尖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竹後里竹門巷59

號1樓

劉國明

10903 鼎立開發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八德東路388巷

88號1樓

王駿逸 蔡姿旂



10912 新霸冷凍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八德西路50巷9

號

吳宗偉

11004 大詮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814 仁武區勇全路216巷8號

1樓

楊詠筌 楊詠筌

10211 福總電業社 815 大社區三民路217號 吳福祥

10446 三泰電器行 815 大社區大社路62巷4號1

樓

林宗乾

10701 銳鑫淨化科技有限公司 815 大社區旗楠路92之9號 林景村

1011 大亞家電企業行 820 岡山區仁壽路90號1樓 張庭漢 張庭漢

10425 萬晶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821 路竹區鴨寮里復興路

181之1號1樓

顏嘉佑

0479 綠建股份有限公司 822 阿蓮區中正路216巷56

之1號

陳正道

0919 華河有限公司 824 燕巢區安林二街25號 王信仁 王信仁

10426 同益科技有限公司 825 橋頭區仕豐里仕豐路

146之30號5樓之5

鄭安琪 鄭勝文

10610 瑨耀企業有限公司 825 橋頭區樹德路246號1樓 陳翠眉

10445 綠風科技有限公司 826 梓官區大舍東路300巷

17號

徐煥明 徐煥明

0996 雅鑫商業行 827 彌陀區舊港路北2巷7號

1樓

黃雅琪 黃勝雄

1678 東南電機行 827 彌陀區舊港路北2巷7號

1樓

黃勝雄

0102 台灣海事衛星電信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勝利路南巷3號1

樓

吳玉珊

0109 閎隆工程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自強二路158巷9

號14樓

許文政

0117 星馳音響股份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文化西路56號1

樓

呂理臚 呂學穎

1004 正義電器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自由路197號 林清源  

1467 軒捷科技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錦田路25號 潘威通

10307 聚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輜汽北二路15號 陳芓圻 劉育吟

10463 威茂興企業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忠誠路90號1樓 郭柏松 趙靖如

10512 新順發冷氣冷凍材料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自由路248號1樓 廖金菊

10516 沅新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鳳甲二街133號8

樓

林榕芬 郭力榮

10525 凱馳清潔設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30 鳳山區文安街15號 克勞斯普

梅耶

陳永欽

10542 啟連興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鳳南一路9號 王以忠

10544 航訊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鳳甲路335號 許春茹 呂志鴻

10562 豐群冷氣工程設計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新富路586號10

樓

蕭瑞得



10603 竺德工程設計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誠智里杭州西街

161號4樓

胡耿壽

10613 立欣實業行 830 鳳山區瑞興路30號 盧立國

10617 力利企業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新富路321號 鄭旭君

10702 台洲冷氣空調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自由路197號1樓 吳國雄

10717 裕成電器行 830 鳳山區甲智路160號1樓 陳則評

10801 光泰國際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鳳仁路93-16號1

樓

蔡佩岑 周志香

10820 高淇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過雄街55巷61號 蕭旭昇

10826 伊章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南福街1號 黃伊章 黃伊章

10827 格瑞德工程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老爺里同明街1

號2樓

蘇郁舜

10829 吉爾企業 830 鳳山區鳳翔新村19號 楊志強 楊志強

10833 明豪冷氣行 830 鳳山區真君路69號1樓 林吉興 林吉興

10835 丰栢企業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和成路337號1樓 吳春福

10839 明成冷氣行 830 鳳山區福德街28號1樓 陳慶全 陳慶全

10908 璇光科技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輜汽路154號1樓 林正熙 林正熙

10918 伊立工程行 830 鳳山區建國路2段192巷

27號1樓

方相茗 方相茗

11009 圜興電器有限公司 830 鳳山區武營區94號 鄭澄堯 鄭澄堯

1716 日一冷凍材料有限公司 831 大寮區江山路85-2號 李雲枝
陳一榮

10804 維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831 大寮區鳳林路四段631

巷14號

羅啟和 羅啟和

10518 通益聯合工程有限公司 831 大寮區立德路149號1樓 羅營振

1014 上展電器行 832 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94

號1樓

鍾尚君

1143 宜秋企業有限公司 833 鳥松區美庄路16號 黃朝輝

10111 樺泰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833 鳥松區中正路105號1樓 黃政樺

10123 福盛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833 鳥松區大昌路258號1樓 蔡建源

10414 湧峰科技有限公司 833 鳥松區美山路156之2號 傅文財

10455 全國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833 鳥松區山腳路102之1號 蔡金玲 蔡金玲

10547 清坤企業有限公司 833 鳥松區美山路19巷1弄4

號

柯合興 柯合興

10517 巨岱電器行 840 大樹區九曲里九曲路

226號1樓

蔡啟瑞



10620 明凱工程行 842 旗山區延平一路188號 蕭明仁

10709 金源工程行 842 旗山區中正路525巷55

弄56號1樓

葛鈴茹 葛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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