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第 1梯次】獲補助名單 

註：依公司名稱字首筆劃排序。                                                             2019/5/20 

第 1頁 

 

序號 公司名稱 公司縣市 

1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2 丸文調理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 

3 山立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 

4 中天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5 允辰機電有限公司 桃園市 

6 元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7 日常經典有限公司 臺北市 

8 水米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9 台灣日邦樹脂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 

10 台灣智匯開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 

11 立安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12 全富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桃園市 

13 百慶精機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14 艾力賀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 

15 宏明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 

16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 

17 良奕工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 

18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9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 

20 拍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21 炘起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 

22 芯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23 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24 金大茶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 

25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26 建貴機械廠 臺南市 

27 星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28 派立飛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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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英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30 英霸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31 峰安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32 峻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33 晟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34 浩昇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35 海碩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36 益沅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37 紘立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38 偉特精密有限公司 桃園市 

39 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40 康邁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41 眾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市 

42 翊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43 傑邁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44 勝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45 博彩廣告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 

46 普羅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47 智聯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 

48 智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49 無界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50 翔騰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51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52 華致資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53 黑沃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54 圓方應用材料有限公司 新竹市 

55 新潤活有限公司 臺北市 

56 裕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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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誠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58 道登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59 零一研創有限公司 臺北市 

60 榕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 

61 銘峰印刷資材有限公司 臺南市 

62 廣昇木材有限公司 桃園市 

63 廣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64 歐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65 緻興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市 

66 鋐穎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67 穎灃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 

68 龍門車工有限公司 臺南市 

69 鴻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70 瀚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71 藝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72 鏗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73 耀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74 鏵友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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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公司名稱 公司縣市 大專校院名稱 

75 三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國立成功大學 

76 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國立交通大學 

77 白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義守大學 

78 合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79 佳大建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淡江大學 

80 金鴻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長庚大學 

81 韋淳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82 晟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83 傑作陶藝有限公司 新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 

84 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85 源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86 翰昱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 

87 祐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88 新和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