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建教廠商名稱 縣市

1 存根機械有限公司 彰化縣

2 協隆五金鐵網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3 榮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4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員林分公司 彰化縣

5 允成科技有限公司 彰化市

1 大山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2 大晟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 山水真奇世界店 新竹縣

4 工業技術研究院 新竹縣

5 天間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

6 文峰電機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縣

7 斗崙興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

8 卡梅爾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

9 伊洛莎美容概念館 新竹縣

10 芎林鄉農會 新竹縣

11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

12 泓暄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13 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14 思士頓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

15 柏翔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16 庫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17 悍創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18 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19 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 新竹縣

20 偉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21 捷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22 連陞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

23 凱蒂托兒所 新竹縣

24 圓區蒙特梭利幼稚園 新竹縣

25 新竹縣私立新英格蘭文理短期補習班 新竹縣

26 新連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27 閤欐國際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縣

28 應用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29 藝術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0 鑫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1 竹永成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2 泉生切削工具商行 新竹縣

33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4 三皇化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5 亞馬遜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6 天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7 北區國稅局竹東稽徵所 新竹縣

38 台灣碩密斯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39 台灣蔡虱目魚專賣店 新竹縣

40 禾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41 立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42 先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43 安可光電(股)公司 新竹縣

44 均嘉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縣

45 鑫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46 佳利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47 和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48 居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49 非凡美之顏 新竹縣

50 威尼斯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51 庭萱積木森林 新竹縣

52 琉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53 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54 國華人壽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55 國際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56 彩豐精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

57 量威電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58 傳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

59 嵩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0 新揚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1 京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2 誠富食品有限公司 新竹縣

63 漢登科技股份有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4 遠茂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5 銳視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6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7 優你康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8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69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70 裕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71 雷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72 桂竹園有限公司 新竹縣

73 三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竹縣

74 文林閣管理委員會 新竹縣

75 台灣星科金明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76 正中日體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77 永佳設計有限公司 新竹縣

78 吉象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縣

79 竹北市公所佳佳桌球協會 新竹縣

80 明星托兒所 新竹縣

81 昇展冷凍空調工程有限公司／臣浚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

82 金滿億企業社 新竹縣

83 思士頓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

8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新竹縣

85 國際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86 貫鈞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87 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新竹縣

88 潤豐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89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90 寶貝社區托嬰中心暨附設托兒所 新竹縣

91 程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92 九榮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

93 三潓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

94 丸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95 大鉅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96 元亞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

97 元聖實業社 新竹市

98 天霖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新竹市

99 四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0 禾興資訊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1 立齊投資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2 全元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3 百慕達高爾夫概念館 新竹市

104 宏海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5 佳新醫療復健器材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6 奇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7 建陞石材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8 貞鈺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

109 香檳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10 唐馨園規劃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市

111 海德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12 財團法人福榮融合教育推廣基金會 新竹市

113 博暘牙醫診所 新竹市

114 富海工程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市

115 開立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市

116 新竹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新竹市



117 新竹市竹塹玻璃協會 新竹市

118 楨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新竹市

119 群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20 鼎勝科技照明有限公司 新竹市

121 網路時代企業社 新竹市

122 聚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23 銓澔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

124 億源機械有限公司 新竹市

125 廣宇電腦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市

126 聯達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市

127 寶山肉舖 新竹市

128 和增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

129 上詮光纖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0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1 聚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2 名傑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3 竹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4 私立安妮英語短期補習班 新竹市

135 亞太優勢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6 亞巨光電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7 宜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8 昕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39 矽英科技(股)公司 新竹市

140 采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41 老爺大酒店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市

142 奕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43 科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44 紅電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45 珈里安國際有限公司 新竹市

146 凌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47 聖蓮幼稚園 新竹市

148 勝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49 晶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50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市

151 翔準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52 詠閎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市

153 新竹中信飯店 新竹市

154 新竹元慶國際旅行社 新竹市

155 新竹市觀光旅遊協會 新竹市

156 新竹老爺大酒店 新竹市

157 新竹牧場 新竹市



158 新竹迎曦飯店 新竹市

159 新竹動物園 新竹市

160 新竹國賓大飯店 新竹市

161 新竹崇光肯德基 新竹市

162 新竹凱撒大飯店 新竹市

163 新竹喜美旅行社 新竹市

164 新竹煙波飯店 新竹市

165 新竹福泰商務酒店 新竹市

166 源鼎科技(股)公司 新竹市

167 瑞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68 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69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0 銓科光電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1 毅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2 驊洲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3 龍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4 龍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5 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6 聯笙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7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8 漢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79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80 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81 宜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82 美商信諾股份有限公司(英士特台灣分公司) 新竹市

183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新竹市

184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85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塹分行 新竹市

186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竹中通訊處 新竹市

187 世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88 台基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市

189 全宏汽車修護廠 新竹市

190 吳家榕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事務所 新竹市

191 彤福工程公司 新竹市

192 志光公職文教補習班 新竹市

193 南鋒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94 威世碼國際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市

195 昱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96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恆啟能中心 新竹市

197 清華大學 新竹市

198 詠鴻電器行 新竹市



199 新竹市私立普利斯堡托兒所暨附設課後托育中心 新竹市

200 新竹市新竹區漁會 新竹市

201 聖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202 銓科光電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203 薇欣旅館(股)公司 新竹市

204 驊洲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1 永佢機械有限公司 雲林縣

1 華育機電企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

2 基隆長榮桂冠酒店 基隆市

1 Farmers Corner 國外

1 聯正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縣

2 乙宏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縣

3 典仲有限公司 高雄市

4 金達醫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5 菩洛菲特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

6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7 璉達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

8 特力和樂股份有限公司左營分公司 高雄市

9 廣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0 藏墨數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 PMC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桃園縣

2 中山科學研究院 桃園縣

3 中台端貿易有限公司 桃園縣

4 比千峰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

5 加杰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縣

6 台騰興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

7 立崎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

8 克利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9 技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10 李記茶行 桃園縣

11 私立中原大學 桃園縣

12 奈米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13 孟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14 延平鎖印店 桃園縣

15 冠德汽車商行 桃園縣

16 首富企業社 桃園縣

17 格美得商行 桃園縣

18 桃一電機工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

19 勝晟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20 華頓建設有限公司 桃園縣

21 達衛企業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縣



22 鉅鹿源有限公司 桃園縣

23 鼎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24 鈺浩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

25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26  福容大飯店 桃園縣

27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28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29 古華花園飯店 桃園縣

30 源鄉咖啡館 桃園縣

31 古華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32 均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33 私立大中華幼稚園 桃園縣

34 私立瑋智電腦短期補習班 桃園縣

35 昇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36 昇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37 佶慶電機有限公司 桃園縣

38 美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39 健康善事得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40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41 登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42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43 黃炳日牙醫診所 桃園縣

44 上登實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

45 大明商場有限公司 桃園縣

46 元益建設有限公司 桃園縣

47 卉新商店 桃園縣

48 青業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49 岧龍實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

50 尊爵大飯店 桃園市

51 薇爾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1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香港(國外)

2 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心 香港

1 天亨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2 苗栗縣陶藝協會 苗栗縣

3 神奇興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

4 集元裕 苗栗縣

5 蓉櫻農場 苗栗縣

6 潔馨自助洗衣店 苗栗縣

7 友鴻觀光開發公司 苗栗縣

8 台灣藝術博物館 苗栗縣

9 佶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10 拜爾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11 超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12 鼎元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13 吉利水電五金行 苗栗縣

14 漢光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15 聯強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苗栗縣

16 苗栗縣私立三民文理短期補習班 苗栗市

1 揚光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新竹縣)
2 友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3 巨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4 光群雷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5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6 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7 亞太燃料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8 茂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9 聖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10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園區

1 墾丁夏都飯店 屏東縣

2 墾丁福華度假飯店 屏東縣

3 鴻金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

1 金口黛化妝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

2 天寶祥茶葉有限公司 南投縣

1 藍色��‧海悅民宿 花蓮縣

2 花蓮中信飯店 花蓮市

3 花蓮美侖飯店 花蓮市

4 花蓮翊汎旅行社 花蓮市

5 宜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 花蓮市

1 萬條通旅行社 宜蘭縣

2 宏昌電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3 弘達企業社 宜蘭縣

1 永泰度量衡有限公司 台南縣

2 得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

3 道仁藥局 台南縣

4 賀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

5 方略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

6 敦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7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台南市

8 大億麗緻酒店 台南市

1 統茂大飯店 台東縣

2 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柏林老人養護中心 台東市



1 大唐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2 今點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縣

3 台伸藝陶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4 台灣岱歐斯有限公司 台北縣

5 正洋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6 甘露陶瓷商行 台北縣

7 典瑞電子有限公司 台北縣

8 社團法人台灣金融風險管理與評估學會 台北縣

9 盈盈設計影像有限公司 台北縣

10 美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11 峰辰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

12 荃葳工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

13 訊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14 康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15 啟申有限公司 台北縣

16 掌宇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17 源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18 領航動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19 歐美藝術琉璃有限公司 台北縣

20 緯曜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

21 誼得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

22 力群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縣

23 台灣新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24 統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25 華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26 資訊家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27 福隆貝悅酒店 台北縣

28 蓋瑞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

29 聯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30 華育機電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

31 台灣鉅佳貿易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32 四維創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33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

34 振旭有限公司 台北縣

35 訓速捷資訊有限公司 台北縣

36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37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38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39 堃喬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40 三合一資訊有限公司 台北市

41 山內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42 中華民國觀光學會 台北市

43 台智識權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台北市

44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45 台灣丸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46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47 台灣圖研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48 安九針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49 旭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50 奈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51 旺德興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52 東服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53 法理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台北市

54 金豐隆國際金屬有限公司 台北市

55 信石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

56 城邦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57 英檢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58 庫奇行銷有限公司 台北市

59 益寧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60 祐群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

61 神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62 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 台北市

63 財團法人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 台北市

64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台北市

65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台北市

66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

67 乾生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68 健盟水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69 國立臺灣大學 台北市

70 堅尼士工程顧問公司 台北市

71 崇正會計師事務所 台北市

72 得亨行銷有限公司 台北市

73 盛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74 博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75 喜徠化妝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76 喜遊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77 景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78 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79 智源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

80 超勝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81 馮月忠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82 傳英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台北市



83 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84 愛笙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85 瑞科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86 鼎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87 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88 德勝網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89 燄發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90 鍵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91 駿安有限公司 台北市

92 鴻意有限公司 台北市 Fremont Church School

93 寶碩財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94 Career就業情報 台北市

95 樂活旅行社 台北市

96 台北山富旅行社 台北市

97 台北世邦旅行社 台北市

98 台北君悅大飯店 台北市

99 台北金展旅行社 台北市

100 台北新台旅行社 台北市

101 台北雙向旅行社 台北市

102 正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3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4 中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5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6 邦聯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7 享趣旅行社 台北市

108 昌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9 東南旅行社 台北市

110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鼎翰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

111 神旺飯店 台北市

112 陞陽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3 悠閒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4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5 麥當勞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6 華經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7 華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8 萊爾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9 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 台北市

120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21 台北君悅大飯店 台北市

122 瑞爾鼎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23 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



124 詮宏空調系統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25 廣穎電通(股)公司 台北市

126 歐華飯店 台北市

127 毅太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128 儒林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

129 興隆科貿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0 宇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1 豐田生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2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3 中華人文花道發展協會 台北市

134 元致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5 世興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6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7 台灣紀霖媒體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8 海學文化有限公司 台北市

139 傅英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台北市

140 集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41 奧迪北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42 群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 火王煤氣行 台中縣

2 永造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縣

3 吉元有限公司 台中縣

4 宗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

5 映成貿易有限公司 台中縣

6 高亞美容精品美粧行 台中縣

7 毅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

8 尚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

9 聯合報關行 台中縣

10
台中縣大甲鎮匠師的故鄉休閒農業區產業促進協

會
台中縣

11 四季精品百貨有限公司 台中縣

12 全宇工業有限公司 台中縣

13 桐林觀光果園飲食店 台中縣

14 鴻元興科技有限公司 台中縣

15 上輝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

16 台灣發展研究院 台中市

17 海量數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18 財團法人台灣發展研究院 台中市

19 網曜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

20 大安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中市

21 台中永豐棧麗緻酒店 台中市

22 台中遠達旅行社 台中市



23 花翊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24 行家珠寶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

25 協合開發工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

26 薰衣草森林有限公司 台中市

27 宇威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中市

28 裕元花園酒店 台中市

29 台中私立凱翔航空英日語短期補習班 台中市

30 南和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 台中市

31 英法瑞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

32 新竹陶板屋 台中市

1 Fremont Church School USA(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