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廠商名稱 公司地址

1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及后里廠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1號、科雅路2號、科雅路3號

台中市后里區馬場路1號

2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西路7號

3 優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26號

4 台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1路3號

5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1路8號

6 台灣捷時雅邁科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科虎1路11號

7 弘榮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通山路13號

8 聯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3路8號

9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8號3樓

10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1號

11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西路28號

12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西路28號

13 台灣懷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2路20號

14 威山複材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29號

15 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3號2樓

16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2號

17 法液空電子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8號3樓

18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四段369號

19 高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6號

20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2路15號

21 臻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2號4樓

22 玉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東路1號

23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38號

24 合盈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8號

25 台灣大福高科技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6號4樓

26 台灣樫山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1路1-2號

27 全微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2路12號

28 信元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2路3號

29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科虎3路18號

30 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0、42號1、2樓

31 曜凌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5號5樓

32 長園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雅東路9號

33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2路19號

34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3路10號

35 高明精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53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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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力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30號

38 台灣美日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台中市大雅區通山路13號

39 宥全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東路50號

40 台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6號3樓

41 台灣美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8號4樓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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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豐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2樓之3

44 寶儷明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6.38號4.5樓

45 特典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8號

46 台灣倉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32號

47 大青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7號3樓

48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1路15號

49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二路8號

50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路2段335號

5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廠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B廠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先進封測五廠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6路1號

台中市西屯區林厝里2鄰新科路1號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西路5號

52 聯豐精密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二路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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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賜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3號3樓

54 佳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7號4樓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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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台灣蘇晶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7.29號1樓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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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優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26號

59 長泓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路2段345號

60 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30號

61 帝璞噴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2號2樓

62 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里里1鄰三豐路四段600號

63 優貝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7號1樓

64 長信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2號3樓

65 高聖精密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6號

66 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路2段311號

67 台灣迪恩士半導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0號4樓

68 世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0號5樓

69 昱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6號1樓

70 鴻諭生物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2號5樓

71 怡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路2段329號

72 威翔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1路5號

73 伊達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雅路30號2樓

74 橙的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9號5樓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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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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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台灣三木普利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6號2樓

78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9號

79 綠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3號5樓

80 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2號4樓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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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達運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1號

83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1號

84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3號3樓

85 凌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林厝里科園一路16號

86 嵐雅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西路29號2樓211室

87 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22號

88 橋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1號

89 承鋆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6號4樓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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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三路8號6樓

92 棋展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6號

93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H1廠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2號

94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5樓之5

95 台灣骨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6號1樓

96 鼎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26號2樓

97 靚德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秀山里科雅路27號2樓

98 寰聖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林厝里科雅東路9號

99 邁克邏輯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6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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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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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莘茂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8號1樓

103 紘毅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5號1樓

104 朗齊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6號

105 金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19號501室

106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文獻路89號

107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秀山里科雅路30號4樓

108 中美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0號5樓

109 華凌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秀山里科雅路43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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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伊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6號

111 台灣諾恩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6號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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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昱展新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19號312室

114 台灣麗偉電腦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廣福里星科路8號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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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元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科虎三路18號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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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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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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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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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利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二路16號

122 維夫拉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二路16號

123 合錦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8號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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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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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千附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28號

127 麗特絲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35號3樓

128 永鉅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科技路20號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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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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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業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2號

132 新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后科路一段269號

133 昇煒科技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2號

134 台灣永生細胞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6號5樓

135 博府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6號

136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園區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1號

137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9號

138 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西路29號

139 佳能半導體設備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6號3樓

140 聯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工廠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1路8號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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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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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森勁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1號
144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中科三廠 台中市后里區馬場路1號
145 聯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聯豐工廠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2路6-1號

146 馬路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8樓之6

147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園區分公司二廠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東路19號

148 亞洲巴萊斯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2號5號

149 旭孝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西路29號1樓106室

150 聚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林厝里科園路21號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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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豐原就業服務站中科就業服務台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1號

2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員工診所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之6

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郵局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

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4樓

5 全安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6樓之5

6 台灣雷射鈑金發展協會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8樓之8

7 和新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8樓之9

8 台灣光學工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9樓之3.5

9 台灣英特科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5樓之6、7

10 敦泰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5樓之1、2

11 冠穎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之2

12 後憲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6樓之9

13 工研院產服中心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8樓之5

14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科學園區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2樓之5.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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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2樓之1、之2

16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之3

1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8號2樓

18 贏大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23號2樓

19 聖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6樓之1

20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9樓之1

21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402號12樓

22 Bruce Stone 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6樓之7

23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7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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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西路2號2樓

2 財政部關務署台中關台中中科園區海關辦公室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0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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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西屯區科園一路1號

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供電區營運處台中分隊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二路1號

1 國立中興大學研發創業育成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19號

2 朝陽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21號

3 逢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二段227號

4 暨南國際大學中部科學園區創業育成中心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8號4樓

5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路7號

6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22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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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管條例第9條所設立單位

育成中心及研究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