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商節電補助計畫
申請說明

東元家電
201909

商用空調產品小組



設備汰換補助：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補助對象：

服務業、表燈營業用戶(用電設備容量不足100瓩者)、
政府機關與學校

2.補助標準：
指符合中華⺠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CNS) 3615及CNS 14464

規定，其額定冷氣能力71kW以下，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應施檢驗品目者。且須為CSPF標示1級或2級產品。

3.補助標準：(依各縣市公告為主)
額定總冷氣能力每KW補助2500元,
且以汰換設備費用1/2為上限

4.補助期間：
107/1/1~109/12/31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要點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各縣市窗口)
項次 縣市 補助總經費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補助金額 申請窗口

1 台北市 1,209,230,4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機關部門 - 環保局 申請至107.12.31 洽詢電話：1999轉1774
學校 - 教育局 申請至107.12.31 洽詢電話：1999轉6364
醫療院所 - 衛生局 申請至107.12.31 洽詢電話：1999轉7133
旅宿業 - 觀傳局 申請至107.12.31 洽詢電話：1999轉7574
運輸業 - 交通局 申請至107.12.15 洽詢電話：1999轉6879
服務業 - 產發局 申請至108.01.31 洽詢電話：0800-580-037
集合式住宅 - 環保局 申請至107.12.31 洽詢電話：1999轉1774或1769

2 新北市 810,532,8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且以汰換費用1/2為上限 親自遞交至本局3樓﹝11號登記服務櫃台﹞，或將文件以掛號郵寄至「新北市政府經發局 服務業節能設備補助專案收」
3 桃園市 526,646,4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親自遞交或以掛號郵寄至「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專案辦公室
4 台中市 767,692,8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且以汰換費用1/2為上限 台中市住商節電補助申請平台線上申請 https://www.tcsubsidy.tw/Page/Login.aspx?v=325241012

5 台南市 389,558,4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且以汰換費用1/2為上限
親自遞交或以掛號郵寄至經發局
http://www.cyncet.com/tainan-saving/news-page?n_id=150

6 高雄市 650,025,6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親自遞交或以掛號郵寄至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9 樓)
7 基隆市 63,403,2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且以汰換費用1/2為上限 梁恬玉(02-24223305)

8 新竹縣 112,526,4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親自送至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公用事業科之「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櫃台」或以掛號郵寄(寄送地址：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收件人：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
發展處公用事業科，並註明:「申請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9 新竹市 153,081,6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且以汰換費用1/2為上限 親自遞交至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1 樓﹝任⼀登記服務櫃台﹞，或將文件以掛號郵寄至本處，收件人：「新竹市政府 住商部門節能設備汰換補助專案收」
10 苗栗縣 93,676,8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每案以 400 kW為限。 謝譯萱(037-558261 )
11 彰化縣 215,913,6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且以汰換費用1/2為上限 顏小姐( 04-7531120) https://economic.chcg.gov.tw/03bulletin/bulletin03_con.asp?bull_id=274597
12 南投縣 83,966,4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建設處 楊紹宏(049-2225807)
13 雲林縣 103,387,2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建設處 林明弘(05-5522207)

14 嘉義市                70,828,8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每案場最多補助 25,000 元 申請人於申請期間撥打專線：（05）224-6060 或親臨嘉義市綠能服務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綠能中心）申請，地址位於嘉義市政府 1 樓服務櫃台（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

15 嘉義縣                70,257,6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每案以20kW 為限。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林如燕(05-3620800＃111)
16 屏東縣 130,233,6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潘秀吟(08-7320415#3315)
17 宜蘭縣 91,963,2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掛號郵寄至本局或親送至本局 1 樓服務櫃台辦理。(收件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附註「申請服務業及⺠間團體設備汰換補助」
18 花蓮縣市 82,824,0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花蓮縣市住商節電補助申請平台線上申請

19 臺東縣 46,838,4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每台冷氣以 10 kW 為限，
每案以 50 Kw為限。

郵寄至「臺東大同路郵局第 435 號信箱」，郵寄封面應載明「申請臺東縣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計畫補助」，收件人「臺東縣住商節電工作小組收」

20 澎湖縣 19,420,8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且以汰換費用1/2為上限 親自遞交或以掛號郵寄至建設處工商發展科(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21 金門縣 16,564,800              每kW補助新臺幣2,500元 親自遞交或以掛號郵寄至建設處工商發展科
22 連江縣 3,427,200                未提案

合計 5,712,000,000        



東元商用空調符合補助機型
適用補助機型：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水冷箱型機(⼀級能效)

變頻機型 變頻設備價 政府補助 補助後設備價 定頻價格 定變頻設備
價差

PWCU-K280CF 170,000 70,000 100,000 90,000 10,000 

PWCU-K280SF 170,000 70,000 100,000 90,000 10,000 

PWCU-K350CF 185,000 87,500 97,500 110,000 (12,500)

PWCU-K350SF 185,000 87,500 97,500 110,000 (12,500)

變頻機型(4型)

PWCU-K280CF

PWCU-K280SF

PWCU-K350CF

PWCU-K350SF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要點
1.政府節能補助專案小組(東元代辦人員)：

2.專案小組負責事項 ：
2-1.補助申請事宜諮詢 ：

對應客戶之電詢，說明補助方式與代辦申請服務細節。
2-2.申請資料代辦送件：

彙整客戶之申請資料文件，並代送環保局/各縣市申辦受件窗口。
2-3.協助廢電回收聯繫事宜：

協助客戶廢電回收需求登記(綠電回收網路登錄回收需求資訊)。
2-4.東元代辦手續費用5,000元/件。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要點

正/影本
1 公司證明文件(設立登記) 影本
2 近期電費單影本 影本
3 各縣市補助申請單 正本
4 各縣市補助申請切結書 正本
5 施(完)工證明文件(照片) 正本
6 購置憑證-發票 影本
7 設備保證書/能效標章證明 影本
8 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影本
9 補助領據 正本

10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 影本
政府撥款
程序文件

申請資料

公司資料

申請表單

證明文件

消費者
申請提出需求

東元代辦
(專案小組)
1.代辦委託
2.聯絡窗口

各縣市
住商節能
受理窗口

各縣市政府匯款(申請案審查通過)

正/影本
11 代申請簡明表 正本
12 代辦委託證明書 正本

代辦申請

代辦證明

消費者提出申請資料

東元提出代辦申請

東元
彙整申請資料→送件

各縣市
住商節能
受理窗口

1.申請/代辦流程：

2.申請/代辦資料：

送
件

綠能再生
(廢電回收)

綠能再生資訊提供
(廢電回收資訊)

東元提供廢電
回收相關資訊

廢電回收
資訊提供

送
件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1.公司證明文件：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2.近期電費單影本：

電費繳費證明，如戶名不同時需付建物租賃證明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3.各縣市補助申請單：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4.各縣市補助切結書：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5.施(完)工證明文件：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6.購買憑證：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7.設備保證書/能效標章證明：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8.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8.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廢四機回收聯單)

第⼀聯(販賣業者保留⼀年)

第二聯(回收業者保留五年)

第三聯(消費者保留⼀年)

回收方式流程：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8.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綠電回收)

廢電處理
登記回收

綠電再生網站網址：www.eer.com.tw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8.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綠電回收)

廢電處理網路登記預約回收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8.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各縣市環保局廢四機承辦窗口)

縣市 聯絡人 電話 分機 e-mail 委辦單位 計畫執行期間

許沛渝 46 hpu3011@email.klepb.gov.tw 承辦

張明旭 24 s9106501@ncnu.edu.tw 綠信

李斦儒 4570 la-2989@mail.taipei.gov.tw 承辦

李俞霈 1776 recycle4570@yahoo.com.tw 綠信

林堉潔 02-2953-2111 4006 AF0587@ntpc.gov.tw 承辦

王信翔 02-8953-9588 14 cet.hsiang@gmail.com 創境科技

沈芳齡 03-338-1900 309 110012@tyemid.gov.tw 承辦

程怡靜 03-335-0945 amy901225@yahoo.com.tw 綠信

黃啟賓 4025 61176@ems.hccepb.gov.tw 承辦

賈耀忠 4037 金石山

呂怡欣 5904 10011263@hchg.gov.tw 承辦

田照正 5916 s9625003@gmail.com 竫豐工程

李昌達 316 ctli@mail.mlepb.gov.tw 承辦

張春木 329 chunmu@greenideas.com.tw 思維環境

孔重警 04-2227-6011 66434 chungjing1443@taichung.gov.tw 承辦

吳伊婷 04-2320-1765 202 a680526@gmail.com 京丞

彭詩窈 624 sypeng@chepb.gov.tw 承辦

江佩柔 614 tw8313382@gmail.com 京丞

黃麗端 049-223-7530 1509 sally@mail.ntepb.gov.tw 承辦

曾鈺閔 049-224-1132 bmw56112004@gmail.com 晶淨

王昱婷 05-552-6296 yuting@ylepb.gov.tw 承辦

林宏昇 05-536-1625 green1010326@hotmail.com 綠信

林宛臻 310 wanjhenlin@cycepb.gov.tw 承辦

林健文 316 atnight100@gmail.com

陳韋成 05-222-2209

郭建佐 05-362-0800 702 kuo@cyepb.gov.tw 承辦
蔡忠憲 a0953037877@hotmail.com
曾思萍 chubibenbi@gmail.com

黃春福 307 perfect@mail.tnepb.gov.tw 承辦

郭蓮華 319 olianhuao@gmail.com

林志忠 06-289-0092 sami.lin185@gmail.com

黃冠詔 2311 ndeo2003@kcg.gov.tw 承辦

侯琨肇 2318 andxp784@yahoo.com.tw 綠信

曾松貞 08-735-1911 350 ptepb076@oa.pthg.gov.tw 承辦

蔡宗傑 08-766-7788 t77882@gmail.com 康廷
黃心潔 306 jenny22977@ilepb.gov.tw 承辦

晶淨公司 315 recycle@ilepb.gov.tw 晶淨

田友良 232 recycle.hua@gmail.com 承辦

余湘瑩 234 snow10120420@gmail.com 信安

劉志豪 089-221-999 302 eesliu123456@gmail.com 承辦

顏佳億 089-233-917 e191257@gmail.com 晶淨

翁慧君 06-922-1778 303 fr88040@phepb.penghu.gov.tw 承辦

翁柏軒 x6659@yahoo.com.tw 綠信

呂月如 082-336-823 804 lyr@mail.kinmen.gov.com 承辦

莊美蘭 082-330-556 wendy68881@yahoo.com.tw 晶淨

李伊芳 164 rs505rx50@gmail.com 承辦

陳治穎 168 angelite0527@gmail.com 晶淨

吳柏宏 02-2370-5888 3425 phwu@epa.gov.tw 承辦

邱群博 02-2953-3590 614 etibonnie@gmail.com 毅泰

屏東縣

05-225-1775

107年12月15日臺東縣

嘉義市
志欣

107年12月07日

綠信

07-735-1500

臺中市

107年12月31日
綠信

花蓮縣 03-823-7575 107年12月31日

嘉義縣
05-362-3373

高雄市

彰化縣

宜蘭縣

臺南市

南投縣

雲林縣

03-990-7755

新竹縣

新竹市

02-2466-9897

03-551-9345 

桃園市

澎湖縣

連江縣 083-626-520

107年12月15日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1月30日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15日

基隆市

037-558-588

02-2720-8889臺北市

苗栗縣

新北市

03-536-8920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環保署 107年12月31日

金門縣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15日04-711-5655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15日

107年11月30日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06-268-6751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9.補助領據：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10.金融機構存摺封面：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11.代申請簡明表：



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表單
12.代辦委託證明書：



公司名稱 機構地址 貯存地址(廠址) 聯絡電話 登記證證號

1 宏泰清除股份有限公司-冬山廠 宜蘭縣冬山鄉珍珠村信光路七三號宜蘭縣冬山鄉珍珠村冬山路二段六五八號 03-9582009 宜縣資回字第014-5號

2 武雄行 宜蘭縣宜蘭市茭白里中山路五段六二一號一樓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梅洲一路一四之一號 039-288818 宜縣資回字第020-2號

3 宏志企業社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8鄰梅洲二路111號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8鄰梅洲二路111號 03-9286662 宜縣資回字第017-3號

4 立昌企業社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梅洲二路109號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109號 03-9282826 宜縣資回字第013-4號

5 國峰企業社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梅洲二路一二五號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125號 03-9286296 宜縣資回第024-2號

6 龍縢實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宜蘭市新生里大福路二段二二巷一六號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梅洲二路21號 03-9287787 宜縣資回字第026-2號

7 浩旺實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員山鄉永和村永同路三段一六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梅洲一路二之一九號 0910-934996 宜縣資回字第025-4號

8 清安企業社 宜蘭縣頭城鎮福成里宜3路2段312巷12號1樓宜蘭縣頭城鎮福成里宜三路二段三一二巷一二號 0911-895517 宜縣資回字第011-3號

9 福全企業社 宜蘭縣頭城鎮福成里宜三路二段四一宜蘭縣頭城鎮新福成段二九九地號 03-9779829 宜縣資回字第021-3號

10 晟達興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蘇澳鎮德興一路12號宜蘭縣蘇澳鎮德興一路12號 ******** 宜縣資回字第016-5號

11 合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蘇澳鎮德興二路6號宜蘭縣蘇澳鎮德興二路6號 ******** 宜縣資回字第002-6號

12 興東企業社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建國路一段六號一樓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豐坪路三段一一三五巷三二號03-8221979 府環廢字第1060232224號

13 宏銓企業有限公司一場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海岸路七六六號一樓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海岸路七六六號 03-8423921 府環廢字第1050021708號(登)

14 龍駿行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七街176號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七街一七六號 03-8421596 府環廢字第1060134013號(展)

15 碩瑋企業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七街一八六號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七街186號 03-8422037 府環廢字第1070204189號(展)

16 元邑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九街三三號一樓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九街三三號一樓 03-8420539 花環廢字第1040186365號(展)

17 加興資源回收行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11鄰中興路15號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中興路一五號 03-8531936 府環廢字第1070033756號(展)

18 南隆企業社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海六街51號花蓮縣吉安鄉仁安村海濱九九之九號 ******** 府環廢字第1060242645號(展)

19 金燦興實業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十二街三號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十二街三號 03-8421491 府環廢字第1070203953號(展)

20 釩嶽商號 花蓮縣吉安鄉慈惠三街143巷21號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九街一三○號 03-8545417 府環廢字第1040150874號(變)

21 尚鈞企業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興八街75號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興八街七五號 03-8532641 府環廢字第1060224560號(展)

22 傑順工程行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香源街79號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香源街七九號 038-511900 府環廢字第1060172002號

23 大興企業社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廣豐二街二三八號一樓花蓮縣新城鄉順安村草林三六號之五 ******** 府環廢字第1060121791號(登)

24 金連銘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長安街七六號花蓮縣花蓮市長安街七六號 03-8343898 府環廢字第1040245059號(變)

25 匯豐行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二二九巷八號一樓花蓮縣吉安鄉東海十街一八八巷二○之一號 03-8534245 府環廢字第1070204322號(展)

26 集福行 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國興一街300號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國興一街三○○號 03-8339217 府環廢字第1070016914號(展)

27 金山實業社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九號一樓花蓮縣吉安鄉光華二街四八○號 03-8579516 府環廢字第1040106352號(展)

28 金榮廢品收購站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123號金門縣金寧鄉慈湖路一段9-6號 082-373296 1070021243

29 任伯企業社 金門縣金湖鎮料羅里料羅一七一號金門縣金湖鎮地段太湖劃策小段○九七一-○○二號082-330855 府環廢字第1040035312號

30 世清環保有限公司金門分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料羅里料羅村一五八號金門縣金湖鎮料羅里料羅村一五八號 082-334808 府環廢字第1040035299號

廢電回收商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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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驊騏實業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蓮庵里三谿橋二號金門縣金湖鎮蓮庵里三谿橋一之三號 082-336249 府環廢字第1050043811號

32 貨殖企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名間鄉中正村董門巷一二之二號南投縣名間鄉中正村董門巷一二之二號 049-2732048 府授環廢字第1060072939號

33 永利環保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新興里成功三路三六一號南投縣南投市新興里成功三路三六一號 ******** 府授環廢字第1070218401號

34 旺來發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屏東縣里港鄉潮厝村潮厝路70號1樓屏東縣無地址 08-7758884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68號

35 大豪邁企業社 屏東縣里港鄉潮厝村潮厝路一一五之六號一樓屏東縣無 08-7758884 105屏府廢資回字第060號

36 巨霆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香揚村香揚路三一號屏東縣長治鄉崑崙路八六號 08-7214791 一○三屏府廢資回字第044號

37 連烘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榮華村信義路125號屏東縣長治鄉榮興段661地號 08-7650522~3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24號

38 綠谷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華錦街一一六巷一五弄二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華錦街一一六巷一五弄二○號******** 105屏府廢資回字第056號

39 裕慶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繁華路二二二號屏東縣無地址 08-7991058 104屏府廢資回字第067號

40 金德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三山里海豐街二之三屏東縣屏東市海豐街二之三○號 08-7375633 103屏府廢資回字第065-1號

41 欣展環保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豐年街二三九號三樓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四段三三六號 06-2551311 南市回收字第042號

42 誠勤企業社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二五巷三二弄一號屏東縣無門牌 0919-755664 一○三屏府廢資回字第043號

43 宏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工業路1號屏東縣屏東市工業路1號 08-7213593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08-1-0號

44 宏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工業路1號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南路二段671巷131號 08-7213593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08-2-0號

45 鑫有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玉成里公成路336巷39號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南路二段621號 08-7514636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02號

46 名仁資源科技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古松西巷二弄七二號二樓之一高雄市小港區茂大街三號 07-8071306 高市環局衛字第10830558700號

47 嘉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古松西巷三四六號屏東縣無門牌 0931-969913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61號

48 隆有環保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頂柳里頂柳路四五屏東縣屏東市頂柳里頂柳路四五○號 08-7561500 107屏府廢資回字第017號

49 金山環保企業行 屏東縣屏東市華二街94巷3號屏東縣長治鄉信義路二二三之一三號 ******** 107屏府廢資回字第027-1號

50 勇盛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龍華里復興南路二段三三一巷二號屏東縣屏東市龍華里復興南路二段三三一巷二號 08-7529650 107屏府廢資回字第062-2-0號

51 銓崑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屏東縣屏東市歸仁路五八之一號二樓屏東縣屏東市工業路五號 08-7515203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52號

52 漢昌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歸心里福正巷二五之二號一樓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南豐路七八號 08-7789079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70號

53 振聯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丹榮路九九六號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丹榮路九九六.九九八號 08-7774262 104屏府廢資回字第013號

54 漢林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丹榮路九九六號二樓高雄市大寮區大業街三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41747500號

55 三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社中村萬丹路三段二九屏東縣屏東市龍華西路三八號 08-7519293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09號

56 三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社中村萬丹路三段二九屏東縣萬丹鄉社中村萬丹路三段二九○號 08-7519293 107屏府廢資回字第072號

57 三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三段二九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太保二二○之三號 05-3717463 府授環設字第1050081621號

58 繹群環保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巒鄉佳佐村民生路二之二號一樓屏東縣屏東市大春段六一二地號 ******** 107屏府廢資回字第071號

59 協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光明路二之三號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一○三號 07-7318001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46235000號

60 阡鈶行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永誠街21號屏東縣竹田鄉中正路一四六號 08-7806027 107屏府廢資回字第0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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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昇葆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麟洛鄉民族路五一八屏東縣門牌尚未編定 08-7215866 107屏府廢資回字第059-1號

62 宗剛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屏東縣麟洛鄉新田村民族路五二八號屏東縣無地址 ******** 106屏府廢資回字第069號

63 金億商行 屏東縣鹽埔鄉仕絨村東平街一四號一樓屏東縣無門牌 ******** 105屏府廢資字第058號

64 永豐商行 苗栗縣竹南鎮聖福里順興路六一號苗栗縣竹南鎮聖福里龍山路一段三三○巷五八號 037-479266 苗縣廢回字第047-1號

65 晉昇環保企業社 苗栗縣苗栗市文聖里文發路八二五巷一七號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五一六號 037-321168 (107)苗廢回字第027號

66 如舜有限公司 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英才路三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9鄰英才路309號 037-358676 (107)苗廢回字第007-4號

67 財源企業社 苗栗縣苗栗市勝利里22鄰中正路1099巷1弄18號苗栗縣苗栗市勝利段1742、1745、1748地號 037-321124 107苗廢回字第005-4號

68 大成資源回收場 苗栗縣通霄鎮通灣里一四苗栗縣通霄鎮通灣里一四○之五號 0988-751463 苗廢回字第053號

69 淯釧有限公司 苗栗縣銅鑼鄉中平村中平六二之五號366苗栗縣銅鑼鄉中平村中平六二之五號 037-239712 106苗廢回字第052-1號

70 榮廣實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頭份鎮廣興里廣興一三九之八號苗栗縣頭份鎮廣興里廣興一三九之八號 037-624551 (107)苗廢回字第025-4號

71 浚翔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力行街一九一號桃園市楊梅區民富路三段三四二之一號 03-4725162 桃回收字第0131-2號

72 允泉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大正里大明街九五號桃園市八德區大正里大明街九五號 03-3661115 桃回收字第0081-3號

73 瑞銓企業社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里和強路五八號一樓桃園市八德區大湳里和強路五八號 ******** 桃回收字第0089-2號

74 介華事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二四四號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13鄰中山北路244號 03-3812243 桃回收字第0043-7號

75 介華事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二四四號桃園市大園區民生路二五二號 03-3811603 桃回收字第0150號

76 元昇金屬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華路二五七巷一六號一樓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華路二五七巷一六號之一 03-3852421 桃回收字第0125-3號

77 元昇金屬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華路二五七巷一六號一樓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民生路二三五號 ******** 桃回收字第0170號

78 展進環保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埔頂路二段四二五號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埔頂路二段四二五號 03-3808117 桃回收字第0166號

79 文全企業社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仁和路二段一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仁和路二段一○○巷七五號 03-3909290 桃回收字第0137-2號

80 新公鋼鐵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員東路286號1樓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20鄰員東路286號 03-3891000 桃回收字第0024-6號

81 舜發玻璃資源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瑞源里瑞福東路46號桃園市大溪區瑞源里瑞福東路46號 ******** 桃回收字第0120-3號

82 原嘉企業社 桃園市中壢區東興里新興路二四一號一樓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三五六巷一八號 03-4805672 桃回收字第0142-2號

83 呈泓興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後寮里里後興路二段一六桃園市中壢區後興路二段一六○巷九○號 03-4589569 桃回收字第0139-3號

84 享展工業有限公司(八德廠) 桃園市中壢區後寮里後興路二段一六桃園市八德區福興里長興路忠孝巷六、八號 03-4581269 桃回收字第0055-9號

85 立蓮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里文化二路二五六號七樓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五五○號 03-4192526 桃回收字第0143-1號

86 東強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過嶺里松平路一八一號一樓桃園市中壢區過嶺里一二鄰松平路一八一號 ******** 桃回收字第0103-3號

87 享運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快速路一段七七二號桃園市平鎮區快速路一段七七二號 ******** 桃回收字第0071-7號

88 茂祥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鎮興里興隆路一九二號一樓桃園市平鎮區區興里興隆路一九二號 ******** 桃回收字第0121-2號

89 金得廢五金行 桃園市桃園區中成里國際路二段四七五巷三三號桃園市桃園區中成里國際路二段四七五巷三三號 03-3604311 桃回收字第0144-2號

90 欣倫企業社 桃園市新屋區新生里中正路二三八號一樓桃園市新屋區永安里下庄子二三八號之一三 ******** 桃回收字第010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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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俊安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市新屋區頭洲里八鄰快速路六段九一八號桃園市新屋區頭洲里八鄰快速路六段九一八號 03-4900322 桃回收字第0090-2號

92 合象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上田里和平路一四三號桃園市楊梅區瑞原里民有路一段一一八號 03-4752049 桃回收字第0087-2號

93 綠電再生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桃園市楊梅區泰圳路三一三巷一二八號桃園市楊梅區泰圳路三一三巷一二八號 03-4855278 桃回收字第0001-10號

94 偉博金屬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高上里高上路一段389巷9號1樓桃園市楊梅區高上路１段三八九巷九號 03-4643113 桃回收字第0152號

95 鑫康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高獅路七四一號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高獅路七四一號 03-2888381 桃回收字第0132-3號

96 大愛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新富三街七六號桃園市楊梅區民富路三段五七五號 03-4723962 桃回收字第0157號

97 光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雙榮里一七鄰電研路一九桃園市楊梅區雙榮里電研路一九○巷一七九號 03-4202650 桃回收字第0138-4號

98 妙管家環保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龍星里大同路一八六號桃園市龍潭區凌雲里聖亭路一八七號 03-4899875 桃回收字第0094-1號

99 互嘉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龍祥里聖亭路三五六巷二六號一樓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三五六巷二六號 03-4938309 桃回收字第0129-2號

100 新公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一九號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20鄰員東路522號 03-3891000 桃回收字第123-3號

101 正億交通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龍壽里萬壽路一段五一二號二樓桃園市蘆竹區南青路二三七號 ******** 桃回收字第0097-2號

102 偉翔環保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新興里中興路七九號桃園市蘆竹區新興里中興路七九號 ******** 桃回收字第0067-4號

103 則翰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里富國路二段三八一號桃園市蘆竹區蘆竹里富國路二段三八一號 ******** 桃回收字第0093-2號

104 國鎬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二段一二五三號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二段一二五三號 03-4735623 桃回收字第0092-3號

105 永大實業社 桃園市觀音區保障里五鄰草漯三三之一三號一樓桃園市觀音區保障里五鄰草漯三三之一三號 ******** 桃回收字第0091-3號

106 吉翔環保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觀音區富林里大觀路三段三一二巷六號桃園市觀音區富林里大觀路三段三一二巷六號 03-4834483 桃回收字第0147號

107 銀錸企業社 桃園市觀音區富源里富源七九之二七號一樓桃園市觀音區富源里富源七九之二七號 ******** 桃回收字第0084-2號

108 呈洧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德西里中原街一一號高雄市三民區德西里中原街一一號 07-2111606#23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45045800號

109 群晉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里旗楠路80巷200號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八○巷三五一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632109700號

110 金多玉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里三隆路六三八巷一高雄市大寮區三隆里三隆路638巷105號1樓 07-0935112378 高市府環衛字第10244013000號

111 商越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六街九號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三九八號 ******** 103屏府廢資回字第045號

112 高徵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5號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5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639913500號

113 先崎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四街一五號高雄市大寮區潮寮里潮寮路一六八巷一六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45447300號

114 岡廷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會結二路一高雄市大寮區潮寮里田單四街二四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34062700號

115 瑀紘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三四巷七之五號高雄市無門牌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43017100號

116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21號高雄市大寮區興業路二一號 07-7877260# 高市環局衛字第10637740500號

117 田祝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茂大街三號高雄市小港區茂大街三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338255200號

118 銓鋐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泰山里宏文路一九八號四樓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八三六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540824000號

119 正漢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五十二街一四二號一樓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26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33876000號

120 聯福資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永宏巷八號一樓高雄市仁武區永宏巷八號 07-3733970 高市環局衛字第10638216300號

廢電回收商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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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隆申企業行 高雄市仁武區名湖街四一號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二八九之二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34626300號

122 博威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萬金廠 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鳳仁路三五八號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一三三巷一五號 07-3718988 高市環局衛字第10537613400號

123 博威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金二廠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三五八號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一三三巷一五之一號 07-3718988 高市環局衛字第10634916100號

124 弘光環保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五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華錦街一一六巷一一弄一六號******** 107屏府廢資回字第18號

125 美潔環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光輝里後昌路611巷15號高雄市燕巢區四林路一一六之六六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34362400號

126 綠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二一六巷五六之一號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一六巷一○之五號 07-6316919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36005900號

127 綠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二一六巷五六之一號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二一六巷五六之一號 07-6316919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31686000號

128 吉釧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二高雄市小港區長泰街四○號 07-8719683 高市環局衛字第10632773100號

129 偉勝環保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九四之一號一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四林路一二一巷四二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437712300號

130 新富環保有限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華正路五二號高雄市路竹區華正路五二號 07-6982682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45041700號

131 首聯發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富榮里里南正一路四八巷二三號五樓屏東縣屏東市頂柳里頂柳路四三六號 08-7552228 105屏府廢資回字第057號

132 東緻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里誠義路二九七號高雄市大寮區會結里里會結路八六之二二號 07-6439788 高市環局衛字第10738022800號

133 禾全盈企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路一之三號基隆市七堵區工建路一-三號 02-24526048 基府環清字第(登)011號

134 忠奇實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堵北里福一街一九基隆市中山區協和段五○二-七,五二○,五二一,五二二,五二三地號02-24261165 基府環清字第(登)019號

135 舒樂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港南場 現變更為新竹市海埔路185巷185號1樓新竹市海埔路185巷185號 03-5399992 107竹市回收字第(登)017號

136 立融有限公司 雲林縣口湖鄉湖東村口湖路166號雲林縣口湖鄉謝厝村蚵寮路五五之一號 ******** 府環廢二字第1063637101號

137 柏融有限公司 雲林縣口湖鄉湖東村口湖路一六六號一樓雲林縣口湖鄉謝厝村蚵寮路六○號 05-7892069 府環廢字第1033641187號

138 統億資源回收有限公司 雲林縣大埤鄉嘉興村豐田路五三之一號雲林縣大埤鄉嘉興村豐田路五三之一號 ******** 府環廢二字第1063640219號

139 瑞德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七八五號雲林縣斗六市科加路三一號 05-5513523 1033611404

140 瑞德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七八五號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延平路56號 05-5850123 府環廢二字第1063635492號

141 福德商行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太平路五一一號一樓雲林縣北港鎮後溝里新南路二四六號 05-7932204 府環廢二字第1063632163號

142 億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雲林縣臺西鄉牛厝村成功六三之三雲林縣臺西鄉牛厝村成功六三之三○號 05-6986728 府環廢二字第1073613934號

143 鑫順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二段一三六巷一一弄二四號一樓桃園市大園區沙崙里五鄰下海湖五二號之二 02-82863997 桃回收字第0153號

144 永勝利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三九六號桃園市蘆竹區長興里西溪路539巷21號 02-82867628 桃回收字第0168號

145 佳昌紙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錦江里介壽路三九巷二新北市土城區延吉里和城路二段一三三-一號 2962-2586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 0114號

146 愛地球環保實業社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三三二-六號新北市三峽區龍埔里三樹路三三二之六號 02-86715230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086號

147 開運國際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二段一三六巷六八號一樓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２段一三六巷六八號一樓 02-8676-7000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103號

148 永弼儀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三六五巷二號新北市三峽區中埔段八五地號 ********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108號

149 合源興事業廢棄物清除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五七一巷一弄四之三號新北市無門牌 (02)2222-7846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107號

150 傑峰環保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二巷七號九樓之一新北市無門牌 02-22921815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0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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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勁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一四一巷二三號臺北市內湖區潭美街六○二號 0939-813-201 北市廢回收登字第026號

152 宸巨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萬安街五三巷二四號桃園市平鎮區平鎮里快速路三段二八一號 02-29629888 桃回收字第0165號

153 廣匯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一無地址 ********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109號

154 新富金屬企業社 新北市新店區永安街六新北市新店區安業街八巷一號 02-22110698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 0087號

155 釧合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二一二號五樓新北市五股區芳洲路8號 02-8531-5563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094號

156 進勇企業社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四八七號之一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四八九號之一 ******** 北府環衛廢回字第(登)0050號

157 明光輝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北園里西圳街二段一新北市樹林區北園里西圳街二段一○○號 ********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110號

158 三九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田尾街七七號238新北市樹林區田尾街七七號 ********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076號

159 易達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一一高雄市大樹區瓦厝街六之一八號 ******** 高市環局衛字第10632782100號

160 廣利環保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光復路七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一八○之一號 (02)2999-6323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115號

161 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 新北市蘆洲區光復路七新北市尚未編列門牌號碼 02-29952789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085號

162 速潔環保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北區福林里境福街二新竹市北區士林里吉羊路一六號 03-5324947 106竹市回收字第(登)016號

163 統煜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前溪里公道五路三段七新竹市東區前溪里公道五路三段七○○號 03-5341686 105竹市回收字第(登)018號

164 順達環保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路二九四號新竹市香山區牛埔路二九四號 03-5398251 107竹市回收字第(登)010號

165 春榮福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港南里海埔路二一新竹市海埔段一二八三地號 ******** 105竹市回收字第(登)023號

166 政昌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沿河街68號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沿河街68號 03-5556093# 竹縣廢資回字第93-008號

167 中平環清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中勢村中平路一段三新竹縣湖口鄉中勢村中平路一段三○○號 03-5998918 竹縣廢資回字第101-016號

168 欣彤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新興路838巷3號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新興路838巷3號 03-5992841 竹縣廢資回字第92-007號

169 統立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29號303303303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二九號 03-5985072 竹縣廢資回字第96-012號

170 統立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29號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四段四九六號 03-5309375 106竹市回收第(登)013號

171 統立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二九號桃園市龜山區大華里忠義路二段二五二號 03-3970886 桃回收字第0096-2號

172 統琳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埔鎮田新里信義街七號桃園市中壢區仁美里普忠路1116號 03-5985072 桃回收字第0146號

173 統琳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埔鎮田新里信義街七號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53號 03-2127900 桃回收字第0162號

174 光華服務社 新竹縣關西鎮金山里9鄰馬武督83-3號臨新竹縣關西鎮金山里9鄰馬武督83-3號臨 ******** 竹縣廢資回字第92-003號

175 鈺昌環保有限公司 嘉義市保忠一街一三八號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忠一街一三八號 05-2787898 107嘉市環廢回收字第107001號

176 宗瑩永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中埔鄉富收村富裕路一嘉義縣中埔鄉富收村富裕路105號 05-230-1546 府授環設字第1060245460號

177 耀盛環保有限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應菜埔一六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應菜埔一六○之一號 05-3790977 府授環設字第1030246716號

178 三富商行 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洲子三二之一號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三三之三○號 05-3705291 府授環設字第1060184945-1號

179 進運環保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城鄉東港村福建路二五五號彰化縣大城鄉三林段○七七四-○○○○地號 04-8941546 104彰府環應回字第0094號

180 金興資源回收商行 彰化縣北斗鎮文昌里後溪巷二六號彰化縣北斗鎮文昌里後溪巷二六號 04-8876286 103彰府環應回字第0063號

廢電回收商清單



公司名稱 機構地址 貯存地址(廠址) 聯絡電話 登記證證號

181 鑫旺資源回收企業社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舜耕路四之九一號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舜耕路四之九一號 04-8886221 104彰府環應回字第0090號

182 宜欣聯有限公司 彰化縣田尾鄉海豐村和平巷二四一號彰化縣田尾鄉海豐村和平巷二四一號 ******** 103彰府環應回字第0061號

183 可百勝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村西全路一六七巷九號彰化縣伸港鄉全興村西全路一六七巷九號 ******** 104彰府環應回字第0064-C03號

184 立閎環保有限公司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蘇周巷九三號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彰水路二段四六巷六五號 0911-168407 106彰府環應回字第0072號

185 金加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三合村斗苑路三合段九三號桃園市八德區瑞興里建國路二九八號 ******** 桃回收字第0151號

186 啟榕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萬安里三福街八九之三號彰化縣彰化市水源路五五八號 04-7626747 103彰府環應回字第0082號

187 嘉晉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里光正路一九五巷一二號一樓 ******** 106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65-01號

188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九路二八七號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三段五九二-一號 04-24224266 103彰府環應回字第0084號

189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九路二八七號臺中市西屯區大河街三二巷一六號 04-24224266 103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53-01號

190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九路二八七號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文山南巷五○一號 ******** 106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25-02號

191 普誠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環中路一段四九六號臺中市北屯區環中路一段四九六號 04-24222167#18 106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19-04號

192 溙安廢棄物清除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大德街二一三號南投縣埔里鎮福興里福興路二九七巷五○號 04-23383820 府授環廢字第1070249068號

193 鐵勇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健行里華興街四七巷一九號一樓臺中市龍井區西濱路三段一九五號 ******** 107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09-04號

194 惠嘉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二崁路五八八巷一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二崁路五八八巷一○號 04-26804889 106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39-04號

195 嘉銘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南美街一八號一樓臺中市霧峰區北豐路七八號 ******** 107中市環廢回字第(登) 034-03號

196 永如家電資訊環保回收行 臺中市神岡區新庄里新興路三臺中市神岡區新庄里新興路三○三號 ******** 108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66-01號

197 中港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中和街一一一號臺中市梧棲區民權段八六五號 ******** 103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52-01號

198 正發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一段一四一號臺中市新社區興中街二○九之二號 04-25812872 105中市環廢回字第(登)062-01號

199 侑享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五八號一樓臺中市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五八號 04-24222939..25365859 104中市環廢處字第(登)058-01號

200 順浲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原街10號臺北市內湖區安康路一○六巷五○號 02-25619366 北市廢回收登字第027號

201 發彩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四五六巷三一號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仁愛路二○九五號 ******** 106苗廢回字第037-2號

202 舜翊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1段25-2號1樓臺北市內湖區安康路32巷21弄19號 02-27920289 北市廢回收登字第021號

203 泳裕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二八六巷一一號一樓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一九七號 02-26193497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013號

204 玉秀清潔工程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一三六巷三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二三八巷一號 02-26924398 北府環衛廢回收字第(登)0090號

205 川勝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石潭里安康路三二巷二一弄六號臺北市內湖區石潭里安康路三二巷二一弄六號 02-27924503 北市廢回收登字第029號

206 元鼎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新東街12巷39號1樓臺北市內湖區安康路63號 ******** 北市廢回收登字第022號

207 晟宏資源回收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新東街6巷14號2樓115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五九號 ******** 北市廢回收登字第017號

208 尚揚企業社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一四九之一號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一四九之一號 (02)2783-2690 北市廢回收登字第031號

209 益萬興金屬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街六115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四一九號 02-2785-9282 北市廢回收登字第028號

210 源坤企業有限公司 臺東縣池上鄉新興路六九之一號臺東縣池上鄉新興路六九之一號 089-862410 106東廢環回字第01-01號

廢電回收商清單



公司名稱 機構地址 貯存地址(廠址) 聯絡電話 登記證證號

211 建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臺東縣卑南鄉明峰村明峰27號臺東縣卑南鄉明峰村明峰二七號 089-572311 107東還廢回字第05-01號

212 威聯企業社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里連航路八八巷二一號臺東市豐航段474、475地號 089-221670 107東環廢回字第08-01號

213 盛輝五金企業社 臺東縣臺東市豐年里中興路三段六三九巷一七一號一樓臺東縣臺東市豐年里中興路三段六三九巷一七一號一樓089-233497 105東環廢字第02-02號

214 松根企業社 臺南市下營區新興里中山路一段四一三巷五六號臺南市下營區新興里中山路一段四一三巷五六號 06-6892941 南市回收字第067號

215 永鑫環保企業社 臺南市仁德區上崙里德崙路539巷1號臺南市仁德區上崙里德崙路539巷1號 06-2792083 南市回收字第002號

216 運耀事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仁義里中山路一四七號臺南市仁德區仁義里中山路一四七號 06-2495458 南市回收字第032號

217 金美資源回收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里三甲子六之九號臺南市仁德區文賢里三甲子六之九號 06-2663088 南市回收字第045號

218 永旺環保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一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一○二三號 06-2034585 南市回收字第094號

219 全紅商行 臺南市永康區復華里復華十街四九號一樓臺南市永康區王行里中山北路六六八號 0956-568578 南市回收字第085號

220 尚億資源回收場 臺南市永康區鹽洲里鹽忠街一一五巷一號臺南市永康區鹽洲里鹽忠街一一五巷一號 06-2438005 南市回收字第073號

221 舜大有限公司(二廠) 臺南市安南區公學路七段九七巷九八號臺南市安南區公學路七段九七巷九八號 06-2871630 南市回收字第006號

222 明和造紙原料行 臺南市安南區本原街二段二三九號臺南市安南區本原街二段二三九號 06-2469865 南市回收字第046號

223 威隆資源回收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四段一五四巷九號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四段一五四巷九號 06-2476037 南市回收字第018號

224 豐森資源回收行 臺南市安南區新順里永安路24號臺南市安南區新順里永安路24號 06-2813510 南市回收字第066號

225 百翔資源回收行 臺南市安南區新順里永安路四六號臺南市安南區新順里永安路四六號 06-3555038 南市回收字第082號

226 鴻耀實業行 臺南市東區大智里崇善路一一臺南市仁德區崁腳地段二七四、二八一、四八三-四地號06-2607322 南市回收字第061號

227 冠昇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灣裡路八八巷三六弄四四號臺南市南區明興路一一八一巷三一○號 06-2624274 南市回收字第044號

228 頂寮資源回收 臺南市後壁區頂安里頂寮九五之三號臺南市後壁區頂安里頂寮九五之三號 06-6324962 南市回收字第095號

229 克強資源回收社 臺南市麻豆區北勢里北勢寮三之六號臺南市麻豆區北勢里北勢寮三之六號 06-5721337 南市回收字第059號

230 鑫鋐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麻豆區油車里興民街七六之一六號一樓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口地段八○-八地號 06-5700228 南市回收字第076號

231 大南方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麻豆區麻口里麻豆口一臺南市麻豆區麻口里麻豆口一○之四號 06-5704668 南市回收字第047號

232 大家源資源有限公司 臺南市麻豆區穀興里興民街九之一號一樓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口段○○五七-○○○○地號 06-5704668 南市回收字第096號

233 萬里環保事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營區新東里東學路160號1樓臺南市新營區中營里東山一路五一號 06-6377529 南市回收字第029號

234 大慶企業行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里文康街二四號一樓澎湖縣湖西鄉潭邊村一之八號 0911-167665 府授環廢字第1070006910號

235 得興五金行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103之15號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103-15號 06-9212939 府授環廢字第1060006423號

236 大福廢五金行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97-82號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97-82號 06-9221759 府授環廢字第1060005756號

237 金勝發廢五金企業行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九六之一三號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九六之一三號 ******** 府授環廢字第1070007960號

238 福興五金企業行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文林街四二號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八六之九號 06-9221468 府授環廢字第1060005609號

239 豐成五金行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中華路一八四巷六號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九七-七九號 06-9273474 府授環廢字第1060003381號

廢電回收商清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