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廠名稱 工廠現況 廠址 地號 廠地面積 廠房總面積 產業類別

瑞山碾米工廠(105.12.06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維仁路３４３號 岡山鎮岡山段３２之１地號 850 275 08食品製造業

順發企業廠(105.12.23登記廢止)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里保安路８巷５４號 永安鄉烏樹林段４７３地號 272 187.98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台灣節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歇業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里永工九路３號 永安鄉竹仔港段１０３６地號 2124 691.01 19化學製品製造業

原興企業社(105.12.07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４６０巷８號 岡山鎮富貴７０之３地號 391 163.8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登基工廠(105.12.21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４６０巷３３號 岡山鎮富貴段７０之２１地號 317 176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笙發工業有限公司梓官廠(105.12.22登記廢止 ) 歇業 高雄市梓官區梓信里四維路１１１號 梓官鄉梓義段５８０、５８１地號 757.06 499.77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今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05.12.22登記廢止 ) 歇業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角宿路６０５號 燕巢鄉鳳山厝段123-1、123-6地號 4429 1444.2 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巧達企業有限公司(105.12.22登記廢止 )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 子中街１３２號 岡山鎮二十四﹒子段１５６２之７２地號 300 47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永奕實業有限公司(105.12.30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四街１２號 0 0 22塑膠製品製造業

吉普調味料有限公司(105.12.14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里瓦厝街３巷６８號 大樹鄉曹公段２１６之２２地號 148.41 172.9 08食品製造業
精湛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5.12.21登記廢

止)
歇業

高雄市湖內區太爺里中山路二段二巷５３弄

８號
湖內鄉海埔段２２０３之６８地號 203 97.5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成清企業有限公司(105.12.07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里內坑路９之３７號
大寮鄉拷潭段１１６－３５、１１５－１２

地號
173.86 75.07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博威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105.12.27登記

廢止)
歇業 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興昌巷１０號 仁武鄉仁營段１０８８地號 9151 1962.53

18化學材料製造業,22塑膠製品製造業,23非金

屬礦物製品製造業,24基本金屬製造業

佳定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05.12.02登記廢

止)
歇業 高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４６巷２號

林園鄉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487之1地號,林園

鄉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488地號,林園鄉王公廟

段苦苓腳小段508地號,林園鄉王公廟段苦苓腳

小段509地號,林園鄉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510

地號,林園鄉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511地號,林

園鄉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513地號

11286 0 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兆鴻川環保科技有限公司(105.12.01登記廢止)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工二路６號 岡山鎮岡工段６地號 2155.73 2120.44 22塑膠製品製造業,24基本金屬製造業

上偉機械工程有限公司(105.12.07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大樹區久曲里瓦厝街３巷８６號 高雄市大樹區曹公段２１６之５３地號 354.21 165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金草企業有限公司(105.12.22登記廢止 ) 歇業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二街26號1樓 燕巢區安西段668地號 220.18 100 11紡織業

宜百昱有限公司(105.12.28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華一街622號 大寮區赤崁段潮州寮小段4504地號 1549 153.97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正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5.12.22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岡山北路193巷51弄33號 岡山區灣裡西段570地號 518.57 177 22塑膠製品製造業

禾耕企業有限公司(105.12.29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９１號１０樓之６ 左營區新庄段二小段３３１地號 34.33 119.16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豐一農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寶頂巷１２號
燕巢鄉滾水段３９３之２地號,燕巢鄉滾水段

３９３地號
7818 1800 08食品製造業

順發企業廠(105.12.23登記廢止)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里保安路８巷５４號 永安鄉烏樹林段４７３地號 272 187.98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永仁製藥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後庄巷１７１號 仁武鄉後庄子段２８９地號 857 300 20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一德食品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七﹒埔村七﹒埔路５巷７號 鳥松鄉　埔段７２之２地號 427 160 08食品製造業

柚隆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２１號
鳥松鄉大腳腿段１４５７、１４５８、１４

５９、１４６０地號
7910 2019.3 14木竹製品製造業,28電力設備製造業

儀昌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大埔一街８０號 岡山鎮華崗段３７之１地號 90 48.75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華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橋頭區芋寮里芋林路２９５號 橋頭五里林段２４８、２４９地號 2795 451.5 18化學材料製造業,19化學製品製造業

培基金屬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里建民街７號
大寮鄉赤崁段潮州寮小段６６７１之２０地

號部份土地
307.39 71.25 24基本金屬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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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揚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七﹒埔村松埔路１１巷４４號 鳥松鄉　埔段４１之５地號 885 180.73 33其他製造業

朝和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里萬金路６４號 大社鄉保舍甲段５４５之３地號 628 113.2 08食品製造業

南華紙器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鳳山區老爺里南華路１９０號
鳳山市七老爺段一甲小段１４３５之１６地

號
96 54.91 15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明軒螺絲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華路６號 岡山鎮華崗段５８５號 828 288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玉雷機械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北平路１２９之２號 鳳山市牛潮埔段１３６４之１０地號 537 196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30汽車

及其零件製造業,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

造業
俍懃企業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竹工三巷２３之１號

仁武鄉竹園段４３３之１８、４５１之１８

地號
361 84.46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和生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彌陀區南寮里新庄路大管巷１號 464 96 32家具製造業

昱威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琉球里林厝路３２之１號 大寮鄉山子頂段４５０１地號 484 54.88 33其他製造業

豐裕五金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里田單七街２０號 大寮鄉潮州寮小段６７１４之５５地號 855 198.14 24基本金屬製造業,25金屬製品製造業

燁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林園區西溪路１９３巷５之２１號 林園鄉中芸段1474之106地號 250 168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亞格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鳳林二路５４６號
大寮鄉赤崁段潮州寮小段４４６７地號（部

份土地）
331.5 150 18化學材料製造業

麗敏企業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　子中街１２６號 岡山鎮二十四﹒子段１５６２之７３地號 254 139.86 12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巧達企業有限公司(105.12.22登記廢止 )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 子中街１３２號 岡山鎮二十四﹒子段１５６２之７２地號 300 47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永奕實業有限公司(105.12.30登記廢止) 歇業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四街１２號 0 0 22塑膠製品製造業

鈞傑工程有限公司大發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二路２９３之７６號 大寮鄉赤崁段６之４７地號 240 158.84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順興得企業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新厝里鳳林二路２９３之４５

號

大寮鄉赤崁段６－１２１，６－５９，１－

６８地號
235 160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22塑膠

製品製造業,24基本金屬製造業

雄友企業行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林園區西溪路１９３巷５之２號 林園鄉中芸段１４７４－１２１地號 304 166.4 28電力設備製造業

大博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仁愛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前鎮區新強路８號 前鎮區仁愛段１０１６地號 6520.04 3567.86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上億飼料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小港區同利路１１號 小港區小港段１０２４之１地號 1701 561.6 08食品製造業

農正鮮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湖內區太爺里中山路二段二巷１７弄

５２、５４號
湖內鄉海埔段２２０３－３１－７０地號 581 174.5 08食品製造業

玉雷機械有限公司高雄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楠梓區中陽里鳳楠路４３巷３５號 楠梓區楠都段四小段３０２地號 6842 3374.79
25金屬製品製造業,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製造業

翌丞企業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１之１９號１２樓 前鎮區新生段１６８８地號︵部份土地︶ 25.84 81.33 27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灣裡路１６８號 岡山鎮灣子內段２４地號（部份土地） 388.22 195 22塑膠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尚諾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仁武烏林村仁心路２５９號
仁武鄉蛇子形段１１５３、１１５４、１１

５５、１１５６地號
5366 3823.34 12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合巨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里赤崁北路１６４號

梓官鄉赤崁段３８９之１地號,梓官鄉赤崁段

３９０之１地號,梓官鄉赤崁段３９０之４地

號

1063 348.97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30汽車

及其零件製造業,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

造業

戴仕有限公司萬大廠(105.12.8公告廢止) 公告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琉球里農場路１９９號 大寮鄉翁公園段２００２之５４地號 1500 459.05

24基本金屬製造業,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

設備製造業,26電子零組件製造業,30汽車及其

零件製造業,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永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燕巢區瓊林里安招路726號 燕巢區瓊安段688地號 2317.6 112 24基本金屬製造業,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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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健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105年12月

15日公告廢止 )
公告廢止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中正路２２９巷６９號 內門鄉紫竹段７７０地號 4210 1440

25金屬製品製造業,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製造業

台灣康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一街２號 燕巢鄉安西段３１８地號 236.42 100 08食品製造業

禾成食品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水管路９巷２號 鳥松鄉大腳腿段１４９９之２０地號 151 97.29 09飲料製造業

剛健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世全路３號 小港區中廓段１１２０號 4033.5 2304
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25金屬製品

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大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四街１６號 燕巢鄉安西段890地號 220.18 100 09飲料製造業

元泰力企業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過溪路８之１１２號
大寮鄉赤崁段潮州寮小段４９７６之１４地

號
231 160.65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將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鳳屏一路７３８號１、

２、３樓
大寮鄉翁公園段３０１９地號（部份使用） 393.4 583.2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春野工程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３６巷１之３７

號
鳥松鄉大腳腿段１７６０之６６地號 263 154.87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樂安康健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三民區寶民里６鄰水源路９８號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段０８８８－００００地

號
49.92 35.31 33其他製造業

兆鴻川環保科技有限公司(105.12.01登記廢止)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工二路６號 岡山鎮岡工段６地號 2155.73 2120.44 22塑膠製品製造業,24基本金屬製造業

懋陽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鳳仁路９７之３９,９７

之４１號

鳳山市牛潮埔段０５７７之０００１(部份土

地),鳳山市牛潮埔段０５７７之０００５(部

份土地)

512.56 317.06 08食品製造業

瑞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碧紅街１５３號１樓
岡山鎮大全段１５３－４地號,岡山鎮大全段

１５３－９地號
1079 82.3 28電力設備製造業

晉業科技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寮路３７３巷１１５

號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段１９２６之１地號 1828 163 22塑膠製品製造業

戊記食品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二街６３號 燕巢區安西段358地號 252.55 100 08食品製造業

高浤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三民區灣子里銀杉街４２號２樓
三民區灣子內段灣子內小段323-00〈部份使

用〉
0 306.42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吉陽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３６巷１－４２

號
高雄市鳥松區大脚腿段1760-61地號 239 154.87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育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北平路１２９號 鳳山區牛潮埔段1364之2地號 1042 192.5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國仲企業社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路４１６、４１８

號
高雄市岡山區新本洲段671、671、672地號 193.43 189.84 22塑膠製品製造業

統一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 17號 鳥松區大腳腿段1653地號(部分使用) 1100 225
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

恒京工業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36巷1之43號

鳥松區大腳腿段1760-0060地號(269平方公尺),

鳥松區大腳腿段1760-0000地號(部份使用，28

平方公尺)

297 154.87 25金屬製品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

瑩宸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50巷6之1、6之2號1樓 三民區灣興段268地號(部份使用) 137.79 137.79
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

成維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19巷1弄8號
高雄市鳥松區大腳腿段1621地號〈部分使

用〉
933 348 25金屬製品製造業,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清合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大仁路625號 高雄市路竹區大仁段708地號(部分使用) 378 378 08食品製造業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３５之１號 高雄市前鎮區 14997.48 32794.03
22塑膠製品製造業,28電力設備製造業,18化學

材料製造業

益昌鐵工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旗津區振興里大關路１６號 高雄市旗津區 99 82.5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泰和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前鎮區豐漁二路２號
前鎮區草衙段４８９之８６地號,前鎮區草衙

段７２２之１地號
7000 372 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大地菱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小港區長春街５號
小港區二苓段１１０２地號,小港區二苓段１

１１１地號
16245 6223.25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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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宸企業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里灣興街５０巷８之１號 三民區灣子內小段２４６之３地號 210 90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福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油漆工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楠梓區廣昌里左楠路２之２號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段月眉小段７１４－１、

７１７號
1700 280 19化學製品製造業

中殼潤滑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潤滑油煉製廠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楠梓區宏南里左楠路２號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段月眉小段７９１－７９

６等地號
131561 12047.4 17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福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楠梓區宏南里左楠路２之１號 楠梓區左營段１２６９地號 400 249.6 18化學材料製造業

鼓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三民區中原街２０號

三民區三塊厝段８５９地號,三民區三塊厝段

８６０之３地號,三民區三塊厝段８６９之１

地號

1695 792 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上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７７之４、５、６號

三民區覆鼎金小段４６５之５地號,三民區覆

鼎金小段４６５之６地號,三民區覆鼎金小段

４６５之７地號

218 123.78 28電力設備製造業

勝光臘燭店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２８４號
高雄市三民區覆鼎金段覆鼎金小段１１２４

號
438 172.87 19化學製品製造業

新宏光工業社 校正後廢止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３７２號 三民區灣內段４１地號 51.15 35.55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