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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公司名稱 公司縣市 

1 力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2 千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 

3 千發紙管有限公司 彰化縣 

4 大鐺鑄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 

5 山水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6 中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7 中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8 太元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9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 

10 比佐設計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 北歐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12 台建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3 台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14 台灣開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15 台灣電鏡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6 巨加物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7 永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18 玄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19 玉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20 甲乙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21 立大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22 仲億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 

23 光隆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24 向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25 向創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26 旭利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27 江口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28 百家珍釀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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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竹籟文創有限公司 南投縣 

30 辰頴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31 邑流微測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32 佳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33 卓也文旅景觀事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 

34 協鑫國際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5 和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36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37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38 明林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39 泛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40 金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41 長陽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42 保佳利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 

43 奕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44 恆智重機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45 泉順碾米工廠 苗栗縣 

46 洛科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47 洺展塑膠有限公司 高雄市 

48 展奕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 

49 益有國際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50 益麟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51 神港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52 得升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 

53 蛋造設計有限公司 臺北市 

54 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55 敦義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56 晶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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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晶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58 智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59 朝銓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 

60 琛元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 

61 絲碧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62 鈦晶拉鍊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63 陽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64 勤工有限公司 臺中市 

65 愛心進行銷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66 新宇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67 新福光塗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68 極印快速成型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69 源塑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70 聖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71 萬旭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72 萬鋒電機有限公司 新北市 

73 鉅勝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 

74 嘉塑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 

75 嘉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76 誌懋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77 豪展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78 億璋工程興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 

79 慧韻物聯網有限公司 臺北市 

80 潤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81 澗水藍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 

82 瑩新壓克力有限公司 高雄市 

83 緯爾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 

84 輝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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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器研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86 穎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87 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88 濬騰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89 鎵群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90 麗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91 鑫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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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公司名稱 公司縣市 大專校院名稱 

92 已成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93 金合利實業有限公司 金門縣 

94 仙資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