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年度中部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廠商代碼 廠商名稱 公司地址
C1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及后里廠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路1號、科雅路2號、科雅路3號；臺中市后里區馬場路1號
C2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西路7號
C3 優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26號
C4 台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1路3號
C5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1路8號
C6 台灣捷時雅邁科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科虎1路11號
C7 弘榮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通山路13號
C8 聯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3路8號
C9 台灣應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8號3樓

C10 台灣康寧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1號
C11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西路28號
C12 均豪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西路28號
C13 台灣懷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2路20號
C14 威山複材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29號
C15 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3號2樓
C16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2號
C17 法液空電子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8號3樓
C18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三豐路四段369號
C19 高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6號
C20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2路15號
C21 臻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2號4樓
C22 玉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東路1號
C23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38號
C24 合盈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8號
C25 台灣大福高科技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6號4樓
C26 台灣樫山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1路1-2號
C27 全微精密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2路12號
C28 信元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2路3號
C29 元翎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科虎3路18號
C30 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0、42號1、2樓
C31 曜凌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5號5樓
C32 長園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雅東路9號
C33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2路19號
C34 台灣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3路10號
C35 高明精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53號
C36 富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林分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墾地里科虎2路8號
C37 力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30號
C38 台灣美日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臺中市大雅區通山路13號
C39 宥全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東路50號
C40 台灣利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6號3樓
C41 台灣美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8號4樓
C42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墾地里科虎1路8號
C43 豐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2樓之3
C44 寶儷明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6.38號4.5樓
C45 特典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8號
C46 台灣倉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32號
C47 大青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7號3樓
C48 達興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1路15號
C49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二路8號
C50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路2段335號
C51 金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3號4樓
C52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廠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6路1號
C53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B廠 臺中市西屯區林厝里2鄰新科路1號
C54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先進封測五廠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西路5號
C55 聯豐精密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二路6-1號
C56 賜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3號3樓
C57 佳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7號4樓
C58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28號
C59 百佳泰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內興里中興路9號
C60 台灣蘇晶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7.29號1樓
C61 台灣小原光學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科雲北路55號
C62 優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26號
C63 長泓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路2段345號
C64 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30號
C65 帝璞噴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2號2樓
C66 崴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里里1鄰三豐路四段600號
C67 優貝克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7號1樓
C68 長信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2號3樓
C69 高聖精密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6號
C70 盟立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路2段311號
C71 台灣迪恩士半導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0號4樓
C72 世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0號5樓
C73 昱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6號1樓
C74 鴻諭生物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2號5樓
C75 怡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路2段329號
C76 威翔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1路5號
C77 伊達醫療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雅路30號2樓
C78 橙的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9號5樓
C79 愛民衛材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林鎮中科二林大道二段68號
C80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一路8號
C81 成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6號5樓
C82 台灣三木普利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6號2樓
C83 矽品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9號
C84 綠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3號5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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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5 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2號4樓
C86 台灣立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墾地里科雲北路5號
C87 達運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路1號
C88 橋椿金屬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1號
C89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3號3樓
C90 凌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林厝里科園一路16號
C91 嵐雅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西路29號2樓211室
C92 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22號
C93 橋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1號
C94 承鋆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6號4樓
C95 中化健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3號3樓
C96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三路8號6樓
C97 棋展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6號
C98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H1廠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2號
C99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5樓之5

C100 台灣骨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6號1樓
C101 鼎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26號2樓
C102 靚德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里科雅路27號2樓
C103 寰聖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林厝里科雅東路9號
C104 邁克邏輯聯網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6號
C105 友杏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科虎ㄧ路8號
C106 利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1號3樓
C107 莘茂複合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8號1樓
C108 紘毅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5號1樓
C109 朗齊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6號
C110 金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19號501室
C111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文獻路89號
C112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里科雅路30號4樓
C113 中美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0號5樓
C114 華凌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里科雅路43號2樓
C115 伊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6號
C116 台灣諾恩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6號
C117 翊旭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科虎二路8-8號
C118 昱展新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19號312室
C119 台灣麗偉電腦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廣福里星科路8號
C120 新力旺智慧精工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里科雅路36號3樓
C121 元翊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科虎三路18號
C122 銘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墾地里科雲南路1號
C123 優美特創新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2號3樓
C124 王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墾地里科雲南路168號
C125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路一段997號及999號
C126 利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二路16號
C127 維夫拉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二路16號
C128 合錦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8號
C129 正崴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22號
C130 保佳利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9樓之2
C131 千附精密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28號
C132 麗特絲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35號3樓
C133 永鉅精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林鎮科技路20號
C134 台灣安川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33號
C135 英特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里廠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2號
C136 業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南路2號
C137 新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里區后科路一段269號
C138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園區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路1號
C139 三福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9號
C140 中科國際物流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西路29號
C141 佳能半導體設備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6號3樓
C142 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工廠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1路8號
C143 聯國醫療氣體股份有限公司虎尾分公司 雲林縣虎尾鎮科虎三路16號
C144 三福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虎尾廠 雲林縣虎尾鎮科虎二路8號
C145 森勁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路1號
C146 三福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中科三廠 臺中市后里區馬場路1號
C147 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聯豐工廠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2路6-1號
C148 馬路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8樓之6
C149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園區分公司二廠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東路19號
C150 亞洲巴萊斯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2號5號
C151 旭孝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西路29號1樓106室
C152 聚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林厝里科園路21號
C153 聯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二路6-1號

C154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豐原就業服務站中科就業服務台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1號
C155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員工診所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之6
C15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郵局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
C15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4樓
C158 全安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6樓之5
C159 台灣雷射鈑金發展協會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8樓之8
C160 和新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8樓之9
C161 台灣光學工業同業公會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9樓之3.5
C162 台灣英特科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5樓之6、7
C163 敦泰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5樓之1、2
C164 冠穎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之2
C165 後憲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6樓之9
C166 工研院產服中心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8樓之5
C167 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科學園區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2樓之5.之6
C168 台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2樓之1、之2
C169 第一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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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0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8號2樓
C171 贏大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二路31巷23號2樓、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23號2樓
C172 聖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6樓之1
C173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9樓之1
C174 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路402號12樓
C175 Bruce Stone 外國法事務律師事務所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6樓之7
C176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路6號7樓
C177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望景門市)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三路1號1樓之1

C178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西路2號2樓
C179 財政部關務署台中關台中中科園區海關辦公室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10號
C180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供電區營運處中科超高壓變電所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一路1號
C181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供電區營運處台中分隊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二路1號

C182 國立中興大學研發創業育成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19號
C183 朝陽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21號
C184 逢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路二段227號
C185 暨南國際大學中部科學園區創業育成中心 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1號、臺中市大雅區科雅路48號4樓
C186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路7號
C187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路22號
C188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台灣產業創新研發專區 南投縣南投市文獻路2號
C189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路7號

設管條例第9條所設立單位

育成中心及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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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新竹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廠商代碼 廠商名稱全名 地 址
H1 聯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二路3號
H2 全友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三路6號
H3 頻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8號3樓
H4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8號4樓
H5 福祿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一路9號2樓
H6 東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23號
H7 神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發二路1號
H8 科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8號
H9 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創新二路1號
H10 太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科技路5號5樓
H11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6號
H12 巨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新四路6號
H13 台亞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五路1號
H14 新長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11號
H15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一路1號
H16 永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工業東九路30號
H17 益華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2號8樓
H18 聯合光纖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四路12號
H19 羅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四路2號
H20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8號
H21 元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18號
H22 新高生物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一路2號
H23 台灣高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7號
H24 台灣三偉達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13號1樓
H25 光群雷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1號
H26 鼎元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5號
H27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三路1號
H28 立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五路9號
H29 台灣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1號
H30 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四路3號
H31 飛虹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二路1號
H32 盟立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3號
H33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二路2號
H34 鴻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25號
H35 偉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24號2樓
H36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16號
H37 上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30號1樓
H38 全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一路3號
H39 和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五路8號
H40 系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31號3樓
H41 漢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2號1樓
H42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五路6號
H43 微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發一路11號1樓
H44 喬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30號2樓
H45 智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10、12號3樓
H46 虹光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新一路20號
H47 世紀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24-2號2樓
H48 星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8號7樓
H49 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二路2號
H50 星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園區二路54號3樓
H51 眾智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25號1.2樓
H52 華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5樓
H53 沛亨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1樓A1室
H54 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3號
H55 榮群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5號3樓
H56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三路5號
H57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路11號
H58 中美萬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14號3樓
H59 捷耀光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園區二路56號3樓
H60 聯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園區二路57號1樓
H61 台灣應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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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新竹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H62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33號2樓
H63 凌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19號1樓
H64 冠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23號
H65 邁萃斯精密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9號
H66 義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12號
H67 凱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科技五路6號1樓
H68 耐能電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24號3樓
H69 天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8號3樓
H70 基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13號4樓
H71 世界先進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園區三路123號
H72 智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8號5樓
H73 亞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8號4樓
H74 信越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一路10號3樓
H75 矽格聯測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三路2號
H76 矽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發一路23號1樓
H77 上詮光纖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18號
H78 聯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22號2樓
H79 台灣信越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12號
H80 科林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22號1樓
H81 合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園區二路11號8樓
H82 樂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12號1樓
H83 台灣宇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5樓
H84 聯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3號
H85 大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9號4樓
H86 微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園區二路47號105室
H87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三路2號
H88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二路1號
H89 聯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6號
H90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1號
H91 東盈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31號2樓
H92 茂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A3
H93 索爾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園區二路46號
H94 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五路6號1樓
H95 聯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一路2號
H96 同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工業東九路30號4樓
H97 昇陽國際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6號
H98 兆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8號2樓
H99 創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3號3樓
H100 聯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13號2樓
H101 聯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一路1號
H102 聯笙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2號
H103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五路3號
H104 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12號
H105 遠東金士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5號
H106 寧太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7-2號2樓
H107 德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6號
H108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發一路1號
H109 台灣美日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號1樓
H110 全磊微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10、12號1樓
H111 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9號4樓之3
H112 長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一路5號1樓
H113 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28號1樓
H114 興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9號6樓之1、之3
H115 五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五路7號
H116 茂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一路6號
H117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23號
H118 利翔航太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30號2樓
H119 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21號
H120 聚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24-1號
H121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二路3號
H122 常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五路2號3樓
H123 嘉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篤行一路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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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4 舜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17號1樓
H125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10號
H126 虹冠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園區二路11號5樓
H127 和康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二路1號2樓
H128 瀚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3號4樓
H129 全景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48號2樓
H130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5號5樓
H131 雷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發二路9號1樓
H132 視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1樓之B7
H133 波若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30號3樓
H134 建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園區三路99號
H135 智通聯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9號5樓之3
H136 台灣優燈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科園里研新二路1號6樓
H137 優網通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三路6號3樓
H138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2之3號
H139 悅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3-1號2樓
H140 台欣生物科技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22號5樓
H141 金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1號6樓之1
H142 昇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36號2樓
H143 高平磊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1號
H144 迅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1號4樓
H145 矽品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二路1-1號
H146 歐西普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26號1、2樓
H147 新茂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0-2號6樓
H148 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18號1樓
H149 力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園區二路47號305室
H150 亞舍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5號4樓
H151 龍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五路2號4樓
H152 台灣超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24-2號6樓
H153 翊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園區二路11號6樓
H154 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五路6號7樓
H155 敦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一路1號3樓
H156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園區二路20號
H157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5號
H158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五路9號2樓
H159 凌威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3-1號1樓
H160 前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1號
H161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7號
H162 亞太優勢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發六路2號
H163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頂埔里科東三路6號5樓
H164 京鼎精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6號
H165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路23號5樓
H166 核心智識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11號2樓
H167 鼎威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1號4樓
H168 敏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16號1樓
H169 永昕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二路66號7樓
H170 達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5號5樓
H171 智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6號8樓
H172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學路160號
H173 晶發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15號4樓
H174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6樓
H175 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工業東九路3號1樓
H176 亞太燃料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22號4樓
H177 智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13號1樓
H178 豪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56、58號1樓
H179 益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42號2樓
H180 智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3-2號5樓
H181 華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號4樓
H182 世紀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園區二路47號304室
H183 智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5-2號4樓
H184 伊諾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11號1樓
H185 洹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7號1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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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86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七路8號
H187 寶碩財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發二路19號2樓
H188 台灣豪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36號
H189 鴻海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5號5樓之1
H190 宏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9號2樓
H191 久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科園里科技路5號4樓
H192 漢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新一路18號5樓
H193 安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園里力行一路1號1樓C1室
H194 松瑞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29號
H195 冠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20號1、2樓；22號2樓
H196 穎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4樓
H197 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5號2樓
H198 優貝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8樓
H199 飛鳥車用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12號2樓
H200 科學城物流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科園里工業東六路6號
H201 龍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一路8號
H202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1號3樓
H203 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七路7號
H204 正崴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竹科研發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一路8號
H205 采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一路12號
H206 羅門哈斯亞太研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西二路6號
H207 旭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1號1、3、4樓
H208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6號
H209 科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8、10號4樓
H210 晶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A1-4
H211 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四路2號
H212 倢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工業東九路7-1號2樓
H213 晶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一路5號2樓
H214 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展業二路14號1樓
H215 旺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0-2號
H216 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17號2樓
H217 敦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一路6號4樓及6樓
H218 天擎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C5室
H219 義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2號7樓
H220 全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16號9樓
H221 晶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0-2號4樓
H222 玖鼎電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工業東九路3-2號4樓
H223 益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1號
H224 恩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園區二路47號106室
H225 凌陽電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19-1號
H226 凌陽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3樓之A2
H227 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3號2樓
H228 達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二路3號
H229 均豪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5-1號4樓
H230 勇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
H231 聯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三路7號
H232 凌陽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9-1號
H233 明基材料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園一路288號3樓
H234 興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六路2號
H235 凌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19號
H236 東京威力科創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7號
H237 鴻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1樓之C6
H238 膠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1號1樓
H239 鼎信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24號1樓
H240 鈺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1號5樓
H241 合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八德里龍園一路100號
H242 旺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56號2樓
H243 泰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8號2樓
H244 易威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發二路10號1樓
H245 綠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3號5樓
H246 上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48號3樓
H247 應美盛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展業一路9號1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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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48 飛利浦建興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8號5樓
H249 力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8號
H250 鑫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一路9號1樓
H251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三路4號
H252 樂福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展業二路6號2樓
H253 台灣半導體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1號1樓
H254 來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17號2樓
H255 祐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1樓
H256 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22號3樓
H257 隆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三路3號
H258 台灣應用光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9號6-2樓
H259 泓發樂活氏水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9號4樓
H260 宏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7號1樓
H261 中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二路1號7樓
H262 聚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路12號5樓
H263 大中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一路6號5樓
H264 菘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園區二路62號3樓
H265 智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二路8號
H266 寰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58號3樓
H267 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0-1號
H268 福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三路8號
H269 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二路1號1樓
H270 晶翔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之B2
H271 晶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24-2號5樓
H272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新一路18號
H273 高輝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8號
H274 勝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1號4樓
H275 義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2號3樓
H276 兆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五路8號
H277 嘉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科技路5號5樓
H278 優你康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16號
H279 旺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15號1樓
H280 澔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2號1樓
H281 翰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24-2號2樓
H282 芯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9-1號
H283 鈺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三路1號3樓
H284 綠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5樓
H285 云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26號2樓
H286 創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9號5樓
H287 開元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6號3樓
H288 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展業一路3號2樓
H289 鎧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48號
H290 尚青儲存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3樓之B5
H291 達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銅鑼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九湖村12鄰銅科二路6號
H292 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25號
H293 盟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二路6號
H294 復盛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17號
H295 安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展業二路8號3樓
H296 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工業東九路2號
H297 台灣威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6號1樓
H298 威達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三路4號3樓
H299 錫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16號6樓
H300 璽幹細胞應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生醫園區分公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22、26號3樓
H301 義碩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12號6樓
H302 坡商英特格技術研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科學園區分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篤行路6-7、6-8號1樓、6-8號4樓
H303 行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29號2樓
H304 聯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10號3樓
H305 台灣先進手術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12號3樓
H306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16號4樓
H307 友晁能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6號3樓
H308 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24-2號3樓
H309 源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3號3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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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0 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8號
H311 視霸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28號3樓
H312 臺灣福吉米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銅科一路10號
H313 萊鎂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22號5樓
H314 奕微科半導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二路1號5樓
H315 富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3號2樓
H316 科進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26號4樓
H317 安謀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研發中心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七路5號4樓
H318 潤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19號
H319 禾伸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26號2樓
H320 宸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9號5樓之1
H321 竑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發一路7號2樓
H322 台灣日鑛金屬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園一路88號
H323 恆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13號2樓
H324 謙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10號1樓
H325 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三路68號
H326 海立爾股份有限公司生醫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園區生醫路二段16號3樓
H327 漢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A4室
H328 台灣奈米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號10樓之2
H329 台灣納美仕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一路3號
H330 誠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園區二路47號302室
H331 軒豊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7-2號1樓
H332 晶測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科技路5號6樓
H333 宇正精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3號
H334 台灣新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25號1樓
H335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銅鑼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北路8號
H336 碩晨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5號1樓
H337 茂林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銅科一路6號
H338 英特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2號8樓
H339 伊甸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18號5樓
H340 台灣東應化股份有限公司銅鑼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銅科一路1號
H341 奎克生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6-2號4樓之1
H342 千才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18號4樓
H343 欣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1號3樓
H344 居禮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6號
H345 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五路2號4樓
H346 晶宇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31號
H347 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12號2樓
H348 台灣諾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園七路68號
H349 安強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5樓
H350 衡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1號5樓
H351 前電科創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園五路28號
H352 滙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醫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二段6-1號2樓之4
H353 萊特先進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生醫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20號2樓
H354 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六路6號5樓
H355 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6號3樓
H356 聯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生醫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12號1樓
H357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5號
H358 耕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19-1號3樓
H359 鴻林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15號3樓
H360 香港商立德國際商品試驗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E-2
H361 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2、6號4樓
H362 育陞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40號1樓
H363 全崴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發二路12號1樓
H364 銓科光電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36號1樓
H365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興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8號
H366 神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發二路1號3樓
H367 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2號6樓
H368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竹北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1段168號
H369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龍潭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園一路68號
H370 天光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園區二路60號2樓
H371 高登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園區二路47號2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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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新竹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H372 永勁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路23號
H373 力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三路15號5樓
H374 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龍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八德里龍園五路21號
H375 體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8號4樓
H376 景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9-1號2樓
H377 倍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三路7號5樓
H378 美商蘋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園十路55號
H379 虹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創新二路1號3樓
H380 旭能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25號
H381 臺醫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二段6-1號4樓之1
H382 聯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生醫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6-1號5樓及3樓之3
H383 聯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之2號2樓
H384 微新精密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創新三路8號1樓
H385 台聯科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19-1號3樓
H386 祥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園一路255號
H387 世福細胞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16號1樓
H388 鼎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18號1樓
H389 奧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新安路5號4樓之1
H390 中華精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C8
H391 亞拓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竹北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6-1號2樓之3
H392 能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6-1號2樓之2
H393 生控基因疫苗股份有限公司竹北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二段6-2號2樓
H394 群曜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六路1號4樓
H395 翌勤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二路6號3樓
H396 霖揚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8號4樓
H397 佑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9-1號5樓
H398 酷豆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1樓B8
H399 榮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12號4樓
H400 台灣生醫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一段188號1樓
H401 海納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2號
H402 京碼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發二路13號1樓
H403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16號4樓
H404 矽金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二路2-3號3樓
H405 金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之C6
H406 晶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1號4樓
H407 台灣艾特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3樓之A1-6
H408 晶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發二路13號2樓
H409 歐特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18號6樓
H410 興富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五路9號5樓
H411 科締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二路2號4樓
H412 普瑞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工業東九路11號2樓
H413 佩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宜蘭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10號1樓
H414 宜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宜蘭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建業里4鄰宜科路128號
H415 兆益奈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研發一路7號1樓
H416 台灣粒線體應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生醫園區分公司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號8樓之5
H417 鴻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1樓之C3-2
H418 密科博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22號2樓
H419 中裕新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15巷18號
H420 雲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創新一路9號4樓
H421 鑫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3樓之3
H422 萊弗斯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號4樓
H423 怡定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篤行路6號5樓
H424 卓越光纖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1號2樓
H425 瀚生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一路10號2樓
H426 日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宜蘭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5號
H427 緯創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新安路5號5樓
H428 仲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8號
H429 捷能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號3樓
H430 合盈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A8
H431 台灣電鏡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二路22號3樓
H432 艾克爾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園一路333號
H433 華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2-1號6樓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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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新竹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H434 創宇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5樓
H435 瑞訊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宜蘭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5樓之12
H436 承鼎精密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6號5樓
H437 百進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號6樓
H438 衡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9號2樓之2
H439 昇陽電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路8號3樓
H440 兆晟奈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2號5樓
H441 純萃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58號2樓
H442 豐譽永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5樓之18
H443 誠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五路2號3樓
H444 三化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三路6號
H445 天亮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8號1樓
H446 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3樓之A1-3
H447 宇康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五路2號3樓
H448 錼創顯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3號8樓
H449 先發電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3號5樓
H450 衡新計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3樓之1
H451 中國砂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五路6號
H452 巨擘微測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新四路6號2樓
H453 晶智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50號3樓
H454 滙嘉健康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號9樓之2
H455 譜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路11號4樓
H456 源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建業里宜科南路15號5樓之6
H457 元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A1-1
H458 台灣微創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26號1樓
H459 晶成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五路5號1樓
H460 華宇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6-2號2樓
H461 費生恩分子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建業里宜科南路15號2樓之2
H462 炳碩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2號3樓R309室
H463 金鴻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號10樓之7
H464 筑波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東海里生醫二路66號
H465 騰錂鐳射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24-2號4樓
H466 醫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2段2號3樓R301室
H467 安肽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3樓C4
H468 恩馳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5號2樓
H469 台灣快速醫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一段188號1樓
H470 中光電智能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路11號4樓
H471 美商英諾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新安路8號3樓
H472 友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8號
H473 樂鑫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五路9號4樓
H474 開曼群島商鴻騰精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園區分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6號2樓
H475 原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ㄧ路1-1號2樓
H476 勝利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10號3樓
H477 辰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七路8號5樓
H478 鴻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1號1樓
H479 和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宜蘭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2樓之8
H480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華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9號2樓
H481 鈦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之1號
H482 大創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2樓之6
H483 高通半導體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展業二路16-1號
H484 盟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一路11號2樓
H485 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六路2號
H486 元豐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52號2樓
H487 立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宜蘭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3樓之6
H488 世大光電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3樓之2
H489 和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5樓之16
H490 三福氣體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市龍潭區龍科街338號
H491 休斯微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三路7號7樓
H492 詠達生醫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東三路2號5樓
H493 智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發二路7號1樓
H494 緯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新安路5號4樓之3
H495 建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篤行路8號6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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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新竹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H496 瑞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1樓A2-A6
H497 普利恩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1樓之A2-A11
H498 中光電智能雲服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路11號4樓
H499 德菲特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之3號
H500 樸實美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3號1樓
H501 台灣基康股份有限公司宜蘭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建業里宜科南路15號4樓之8
H502 來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一路1號1樓A2-A7
H503 勤媄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4樓之1
H504 高昌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工業東四路14號2樓
H505 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中德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新一路2號
H506 博鑫醫電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5樓
H507 中光電智能感測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五路2號3樓
H508 和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50-1號3樓
H509 啟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展業二路2號3樓
H510 神達數位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二路1號4樓
H511 禾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之2號
H512 香港商意法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40號2樓
H513 普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6號
H514 創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10號2樓
H515 艾格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一路21號3樓
H516 智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1號3樓之B7
H517 聿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路20號2樓
H518 翔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5樓之10
H519 群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北一路21號1樓
H520 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篤行路6-1號2樓
H521 捷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之5號
H522 宜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園區二路15、17號
H523 創鑫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創新三路6號6樓
H524 達擎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三路1號5樓
H525 中英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2樓之3
H526 奈特視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科技路5號5樓
H527 世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號8樓之7
H528 精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科技路5號5樓
H529 昱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20號2樓
H530 鎵聯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21號1樓
H531 群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60號1樓
H532 台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二路66號4樓
H533 金兆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創新三路6號7樓
H534 太平洋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二路8號
H535 肌活麗學創研所股份有限公司科學園區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五路66號11樓之5
H536 醫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展業一路8號3樓
H537 豐康微流體晶片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研新二路1號7樓
H538 漢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創新一路18號1樓
H539 竟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竹北市生醫路二段22號6樓
H540 威力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展業二路22號1樓
H541 盧森堡商達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工業東七路7號7樓
H542 芯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力行五路9號5樓
H543 美落佳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縣宜蘭市宜科南路15號5樓之1
H544 神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二路1號4樓
H545 富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銅鑼鄉銅科六路6號
H546 鴻揚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研新三路3號
H547 凱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苗栗縣竹南鎮科中路16號5樓
H548 和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篤行路6-2號2樓
H549 元瀚材料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區力行一路3號
H550 元豐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路52號2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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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南部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序號 廠商名稱 地址

S1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北路1號

S2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七路5號

S3 聯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18號

S4 台灣應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七路12號

S5 台灣神隆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八路1號

S6 東曹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順七路92號

S7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順七路90號

S8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園區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順九路2號

S9 能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大利二路10號

S10 宏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6號

S11 台灣康寧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2段33號

S12 亞洲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號4樓

S13 景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七路8號

S14 直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3號

S15 双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10號1樓

S16 頂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2段45號

S17 聯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號3樓

S18 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科學園區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35號

S19 國際日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2段26號

S20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6號4樓

S21 新世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二段31號

S22 開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12號5樓

S23 台灣穗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2號

S24 盟立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一路1號之1

S25 先進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8號2樓A03室

S26 喬陞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2段2號

S27 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13號4樓之1

S28 弓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大利三路8號

S29 弗侖斯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9號3樓之2

S30 琳得科精密塗工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2段32號2樓B區

S31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大利二路6號

S32 統新光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7號4樓

S33 港香蘭應用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一路1號

S34 全球安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2號2樓

S35 金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大利二路3號

S36 廣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8號

S37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2段39號

S38 鑫明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八路2號

S39 雅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一路10號

S40 鑫科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路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八路1號

S41 旺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一路7號

S42 克瑪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6號

S43 松瑞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順九路11號

S44 律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路8號

S45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六路9號

S46 台灣明尼蘇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2號

S47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15號

S48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六路2號之1

S49 瀚軒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2號3樓

S50 台灣大福高科技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業一路7號

S51 超淨精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27號

S52 茂發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18號1樓

S53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8號1樓

S54 國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100號3樓

S55 慶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20號

S56 由田新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16號1樓

S57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順九路10號

S58 東台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3號

S59 萬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十路1號

S60 晟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11號

S61 川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九路6號

S62 台灣捷恩智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大利三路3號

S63 醫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0號2樓

園區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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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南部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序號 廠商名稱 地址

S64 湛康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2號1、2樓

S65 鴻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一路12號

S66 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2段32號

S67 永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8號1-2樓

S68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六路66號

S69 和鑫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北園一路7號

S70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9號

S71 優貝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27號

S72 漢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5號4樓B室

S73 樂利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六路77號

S74 友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一路8號

S75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六路2號

S76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5號

S77 台灣日產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7號5樓

S78 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8號

S79 京達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59號1樓

S80 惠合再生醫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9號3樓之1、2

S81 皇亮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55號1樓

S82 長陽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5號2樓

S83 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55號4樓

S84 喜樂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3號1樓

S85 傑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5號3樓

S86 光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6號1樓A區

S87 正達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2段6號

S88 光宇醫療儀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6號4樓

S89 聯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一路16號

S90 長亨精密股份有限公司高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十路9號

S91 聯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路12號

S92 訊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5號1樓

S93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路1段3號

S94 家登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3號2樓之1、2樓之2

S95 美環能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5號1樓G室

S96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十路11號7樓A室

S97 台灣植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3號5樓

S98 東麗尖端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民主路99號

S99 聯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十路1號3樓

S100 華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10號2樓

S101 亞力士電腦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10號4樓

S102 棕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18號5樓

S103 美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2號2樓

S104 前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8號2樓

S105 科頂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100號2樓

S106 唐榮車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16號

S107 台灣昭和電工半導體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2段21號

S108 耕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一路3號

S109 健鑫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9號3樓

S110 辰和科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六路31號

S111 艾克夏醫療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一段31巷18號2樓

S112 台灣賽諾世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六路33號

S113 原創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9號2樓之1

S114 台灣伊格爾博格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18號

S115 福富祿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12號2樓

S116 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9號1樓

S117 宇川精密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業一路13號

S118 君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六路77號2樓A室  

S119 光鹽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3號3樓

S120 馗鼎奈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0號5樓

S121 沛科精密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1號1樓

S122 亞洲漢威螺帽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六路35號

S123 鐳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6號5樓

S124 艾爾斯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七路1號

S125 群富醫療器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豐華里環西路2段2號1樓A區

S126 台灣創新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3號2樓

S127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57號2樓、57號3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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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南部科學園區之駐區單位一覽表
序號 廠商名稱 地址

S128 思創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2號3樓

S129 龍亭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8號4樓

S130 巧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3號4樓C室

S131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順九路9號

S132 台灣恩寧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3號4樓B室

S133 熒茂光學股份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7號

S134 怡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0號1樓

S135 銓行應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8號1樓

S136 台灣富士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二段28號

S137 永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1號

S138 泰陞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5號1樓

S139 漢達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3號3樓之1、3樓之2

S140 鼎熒精密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7號1樓A室

S141 誠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1號

S142 建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8號5樓

S143 台灣阿美特克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6號1樓

S144 力煒奈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59號4樓

S145 太冠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100號5樓

S146 霖揚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5號3樓之2

S147 昶瀚應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6號5樓

S148 立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科學園區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2號4樓

S149 可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57號1樓

S150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號1樓A室

S151 鴻曜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5號2樓之1

S152 台灣富士紡精密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200號

S153 里特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8號4樓、90號4樓

S154 長陽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8號4樓C室

S155 微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2號1樓

S156 翔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3號4樓之1C室

S157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35號

S158 建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9號2樓

S159 科學城物流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業一路8號

S160 三福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安順一路3號

S161 博碩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2號2樓A室

S162 得禾二能源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5號4樓A室

S163 睿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6號5樓

S164 台灣東喜璐機能膜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六路55號

S165 台灣愛玉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6號4樓

S166 汎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0號1樓

S167 長禹精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8號1樓

S168 榮陞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2之2號

S169 元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號1樓

S170 風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30號1樓

S171 東昕精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8號5樓B室

S172 康聚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一路9號2樓

S173 荷蘭商漢微科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9號

S174 皇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1號1樓C室

S175 普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0號5樓

S176 銓準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路16號

S177 基可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7號2樓之1E室

S178 中佑精密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文興路6號

S179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臺南市安定區北園三路8號1樓

S180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路竹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8號5樓C室

S181 科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8號4樓B室

S182 緯穎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臺南市安定區北園三路8號4樓

S183 群豐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八路12號A室

S184 睿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路二段2號B室

S185 台灣氣凝膠科技材料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13號2樓之2

S186 豐源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1號3樓

S187 億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3號1樓D室

S188 東京威力科創股份有限公司南科 臺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7號

S189 友荃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8號2樓A12

S190 新應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文興路6-6號

S191 創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2號4樓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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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92 亞福儲能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8號4樓A室

S193 禮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59號2樓

S194 錫德斯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3號4樓

S195 大員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一路3號2樓B室

S196 瀧儀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2號4樓B室

S197 泉沂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55號3樓

S198 昆霖儀器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98號5樓A室

S199 天岳實業有限公司路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58號5樓B室

S200 台灣華爾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128號

S201 柏瑞醫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3號4樓之1(A)室

S202 芯力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5號4樓之1B室

S203 俊質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一路3號2樓C室

S204 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8號2樓A11室

S205 千美醫研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9號1樓B室

S206 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臺南市善化區環東路2段30號1至4樓

S207 態金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0號3樓

S208 台灣牙易通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8號2樓A13室

S209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5號4樓之1A室

S210 五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5號4樓之1A-1室

S211 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里民治路118號

S212 正鉑雷射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8號3樓

S213 亞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西拉雅大道59號

S214 中光電智能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路1段6號A室

S215 榮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6之2號

S216 台灣色譜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22號1樓

S217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1段31巷10號4、5樓

S218 台灣田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一路5號

S219 台灣艾司摩爾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9號

S220 漢民測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7號1樓A室

S221 光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大利二路1號

S222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創業路10號5

S223 科林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5號2樓之1

S224 居禮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1號3樓

S225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3號3樓

S226 東京威力科創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台南市新市區大利一路7號

S227 永勁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新竹市東區力行路23號

S228 樂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臺南市新市區環東路一段31巷26號1樓

S229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高雄科學園區分部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88號3樓

S230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一路3號

S23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施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17號

S232 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中心 台南市新市區西拉雅大道59號

S233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8號

S234 國立成功大學南科研發中心 台南市新市區西拉雅大道61號

S235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3D列印醫材智慧製造示範場域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69號1樓

S236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南部園區辦事處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6號2樓之1

S237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嘉南分關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5號3樓

S238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嘉南分關高雄園區辦公室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23號7樓

S239 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南科分隊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九路20號

S240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6號

S241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高科分隊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25號

S242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永康就業中心南科就業服務台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26號3樓B室

S243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嘉南供電區營運處南科超高壓變電所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北路11號

S24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行銷事業部台南營業處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3號

S245 臺灣銀行臺南科學園區分行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5號1樓

S246 臺灣銀行高雄園區分行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五路23號1樓

S2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園區郵局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六路6號

S248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10號

S249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高屏供電區營運處路北超高壓變電所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九路13號

S250 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理處大崗山給水廠路竹淨水廠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11號

S251 行政院資通安全處 台南市新市區創業路22號5樓

S252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西拉雅分隊 台南市新市區環東路二段20-2號

研究機構

分支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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