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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蘭縣 宜東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貴林村貴林路 122-1號 李冠達 林萬居 03-9891966 

2 宜蘭縣 宜來建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富康街 33號 2樓 杜陳博 杜桐玉 
02-27886578 

(F)02-27886579 

0933918662 

3 宜蘭縣 富鋒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尚武村中興路一段 452號 郭楊福 林光陽 
03-9890022 

0920277428 

4 宜蘭縣 建坤實業社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 3段 411號 許國良 許榮德 03-9231122 

5 宜蘭縣 清石石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尚武村中興路 77-1號 黃子愛 林奕駱 03-9897165 

6 宜蘭縣 泉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三段 410號 吳培榮 黃聯融 03-9231385 

7 宜蘭縣 茂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大洲村 (路)269號 陳俊宏 陳俊宏 03-9551695 

8 宜蘭縣 喬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大洲村 (路)350號 陳虞鎰 陳虞鎰 03-9553363 

9 宜蘭縣 兆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貴林村貴林路 122-3號 林錫欽 林錫欽 03-9894245 

10 宜蘭縣 聯安砂石企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蘇澳鎮龍德里德興一路 13號 林錦發 林錦發 
03-9905587 

0937163139 

11 宜蘭縣 石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市農權路 95號 5樓 康正吉 許名頡 
03-9231263 

F:03-9231055 

0921-95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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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桃園縣 茂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大溪鎮瑞興里栗仔園 35之 1號 徐立明 徐立明 
03-3801600 

03-3803888 

0986-530150 

13 桃園縣 台榮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大溪鎮瑞興里大鶯路 536巷 65號 黃永煌 吳德坤 
03-3900631 

03-3801348 

14 新竹縣 發興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 3段 220巷 16號 7樓 楊進益 楊進益 
02-26814560 

0936-274785 

15 新竹縣 建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0746新竹縣芎林鄉永興村富林路一段 603號 鄭智光 鄭智光 03-5921122 

16 新竹市 大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港南里海埔路 179之 1號 楊豐碩 楊豐碩 
03-5387971 

F：03-5308449 

0937153197 

17 新竹市 裕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千甲里千甲路 440號 郭珍輝 郭珍輝 03-5679558 

18 新竹縣 尖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橫山鄉力行村中山街一段 203號 彭秀琴 彭秀琴 03-5931211 

19 新竹縣 石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東鎮陸豐里荳仔埔 72號 簡義雄 簡義雄 
03-5121352 

F:03-5121355 

20 苗栗縣 源泰砂石廠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苗栗市水源里水流娘 22-1號 葉淑齡 何兆相 037-227369 

21 苗栗縣 信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後龍鎮龍坑里松仔腳 95-8號 趙李坤 李建林 037-721018 

22 苗栗縣 源昌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銅鑼鄉福興村平陽路 75號 林千惠 趙李坤 
037-980688 

037-982959(F) 

23 苗栗縣 統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卓蘭鎮上新里 2鄰上新 23-4號 吳冠毅 鍾東錦 04-2589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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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台中市 瑞光砂石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公館里新店莊 1-60號 陳雅慧 吳志光 
04-26872201 

0928-992716 

25 彰化縣 大裕砂石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彰源路 2段 408號 黃永裕 黃永裕 04-7882445 

26 彰化縣 彰濱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洲郵局 2號信箱 李介榮 李介榮 04-8801478 

27 南投縣 東泥實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集集鎮八張里八張街 127巷 8號 陳瑞苓 廖俊哲 
049-2761859 

049-2763537 

28 南投縣 聖宏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鎮竹山鎮富州里集山路一段 10巷 99號 林瑞斌 黃正雄 049-2625339 

29 南投縣 金永豐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鹿谷鄉瑞田村集鹿南路 501號 邱大偉 邱大偉 049-2672966 

30 南投縣 益昌砂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二段 398號 廖建智 廖建智 049-2659893 

31 雲林縣 松興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林內鄉林茂村建興路 1-6號 陳秀鳳 陳錫輝 05-5899023 

32 雲林縣 順通砂石行 雲林縣林內鄉坪頂村清水溪 1之 10號 陳同烈 陳同烈 05-5895969 

33 高雄市 石裕砂石行 高雄市美濃區吉洋里成功新村 46號 黃秀勤 黃秀勤 
07-6831811 

0936976889 

34 高雄市 海翔砂石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里興田路 188號 董鎮球 董建華 07-6831811 

35 高雄市 佃林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山區南勝里旗南三路 180-1號 朱貴華 朱貴華 08-7733661 

36 高雄市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美濃區吉洋里成功新村 45號 劉志和 劉志和 03-9604119 

37 高雄市 永豐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36號 張啟光 張隆發 07-70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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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雄市 廣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36號 張啟光 張啟光 07-7017111 

39 高雄市 秀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36號 張隆德 張隆發 07-7017111 

40 高雄市 郁豐營造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 95號 許政雄 許政雄 
07-3212971 

07-3212976 

41 屏東縣 兩成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里港鄉三廍村江南巷 23-3號 鍾萬福 陳連旗 08-7732536 

42 屏東縣 侑福建材行 屏東縣里港鄉三廍村三和路 119-71號 龔玉純 龔建隆 08-7733838 

43 台東縣 興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東市中華路四段 999巷 500號 李建興 李建興 089-325498 

44 台東縣 久明企業有限公司 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愛國蒲 74號 張仁宏 張仁宏 089-761636 

45 桃園縣 國業砂石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大園鄉建國路 148號 呂湘香 余慶全 03-3839455 

46  彰化縣 佑鎧瀝青有限公司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彰水路四段６０９巷７２之１０號 黃淑卿  04-8929069 佑鎧瀝青有限公司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彰水路四段 609巷 72-10號 黃淑卿 蕭麒財 
04-8929069 

F:04-8929186 

47 宜蘭縣 宜興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德興六路 43號 李興和 李興和 
03-9903210 

F:03-9903369 

48 台中市 民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甲區東西七路一段 293號 李林菊梅 林郁盛 
04-26801316 

F:04-26801318 

49 宜蘭縣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工廠 宜蘭縣三星鄉尚武村中興路 77-2號 王央城 石震東 
03-9899737 

F:03-989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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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南投縣 長鎰砂石有限公司 南投縣集集鎮八張里民生路 9巷 45-3號 陳政亨 陳政亨 
049-2763276 

F:049-2762288 

51 南投縣 財承企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里集賢街 529巷 7號 陳政瑋 陳政瑋 
049-2763276 

F:049-2762288 

52 苗栗縣 國翔砂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銅鑼鄉中平村中平 1-2號 陳世涵 鍾瑋玲 
037-227318~9 

F:(037)226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