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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環境及能源問題逐漸威脅到人類生存，加上全

爬升至 2012 年 8,590 億美元，且每年均維持 3% 至

球一連串的金融危機，使得國內外經濟成長趨緩，

7% 的成長速度。台灣環保產業近年來持續穩健發

各國政府紛紛轉向綠色投資，希冀藉由提升綠色科

展，預估約有 8,000 多家廠商，整體產值達 90 億美

技及發展綠色產業，創造環境和經濟的雙重紅利效

元，年出口近 4 億美元，產品主要出口至歐、美、日、

果。此波趨勢對台灣影響甚大，由於國內外產業界

及亞洲新興市場，該產業對協助國內女性及弱勢族

及民眾環保意識的抬頭，預期對各類環保產品及技

群就業亦有相當貢獻。

術將產生強大的需求。經濟部工業局與台灣環保暨
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致力從輔導國內業者建
構綠色能量的角度出發，以協助廠商掌握各國綠色
政策所帶來的新商機。

近年環境商品自由化倡議蔚為風潮，如：APEC 及
WTO 等多邊國際組織均積極尋求環境商品降稅，相
關關稅減免及便捷化措施預期將為環保設備及產品
帶來龐大商機。台灣環保業者過去努力耕耘，其優

在綠色產業的範疇與分類中，為環保目的所衍生及

良的產品與服務已廣受肯定，是您永續發展的最佳

存在之「環保產業」是屬發展歷史較久且穩定成長

伙伴！

的產業，該產業之發展利基主要為整體社會對環境
品質要求逐漸提高，促使政府訂定更高的空汙、水
汙、廢棄物、土壤等環境標準。全球環保產業自
1990 年代開始快速成長，總產值從 3,0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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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業範疇

台灣環保產業分類
環保服務業
環保設備業
 環保設備與器材製造業
 環保材料製造業

環保產業泛指為保護地球環境或節省能資源之目
的所產生的經濟活動，目前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 (OECD)1 及 美 國 國 際 環 保 商 訊 (Environment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Inc.，簡稱 EBI)2 所賦予之產

業定義最為常用。台灣環保產業分類綜合參考上述
國際通用定義，及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商業司、
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環保署等機關之產業定義，
依照行業特性，將環保產業概分為環保設備業、環
保資源業及環保服務業等 3 大類，並各自再按產業
特性分成 15 小類。

1. 環保設備業
以製造環保設備、污染防治設備及其零件，及環境
用藥製造等為主要業務之廠商，其下次業別包含：(1)

 環境檢測服務業
 廢水處理業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
 環境工程及技術顧問服務業
 病媒防治業
 資源回收業
 污染整治業
 能源技術服務業
 環境相關驗證服務業
 環境管理技術服務業

環保資源業
 水資源供給業
 資源化產品製造業
 再生能源應用業

1

OECD 以「終端使用」概念出發，提出狹義與廣義 2 種環保產業的定義。狹義之定義為提供環境污染防制及廢棄物處理等活動，提供
相關服務與設備的行業；廣義之定義為所有包含減少環境污染及能資源消耗的清潔技術與產品。

2

EBI 所定義的環保產業範疇以企業活動型態劃分為「服務」、「設備」及「資源」等 3 大類，3 大類下再細分為 14 個次產業別，並根
據公司的主要銷售內容來歸納行業別。EBI 對環保產業的分類已被 OECD、美國商務部、其他政府部門及民間單位引用作為環保產業的
分類基礎。

2. 環保服務業
以環境檢測、資源回收、環境污染整治及環保顧問
等為主要業務之廠商，其下次業別包含：(1) 環境檢
測服務業；(2) 廢水處理業；(3)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
(4) 環境工程及技術顧問服務業；(5) 病媒防治業；(6)

資源回收業；(7) 污染整治業；(8) 能源技術服務業；
(9) 環境相關驗證服務業；(10) 環境管理技術服務業。

3. 環保資源業
以水資源之汲取、淨化、配送，及資源化再生製造
等為主要業務之廠商，其下次業別包含：
(1) 水資源供給業；(2) 資源化產品製造業；(3) 再生
能源應用業。

環保設備與器材製造業；(2) 環保材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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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重大環保政策演進

環保產業發展動態

2000
1990
1980
1992
 推動環保標章制度

1970

1983
 制定公布《噪音
管制法》

1974
 制定公布《水污
染防治法》
 制定公布《廢棄
物清理法》
1975
 制定公布《空氣
污染防制法》

1987
 推動重要公民營事
業廢水管制計畫
1988
 推動事業廢棄物
交換資訊服務
1989
 推動工業廢棄物
減量輔導工作

1994
 制定公布《環境影響
評估法》
 推動綠建材標章制度
1995
 開徵空氣污染防制費
 推動清潔生產技術輔
導及推廣
1997
 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
計畫
 制定公布《環境用藥
管理法》
1998
 推動省水標章制度
1999
 推動綠建築標章制度
 推動產業綠色成長推
動計畫
 推動資源化工業輔導

1. 全球環保產業主要市場在已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需求將帶動新一波成長

2. 台灣環保產業市場發展主要推動力來自
政府環保法規及政策，且持續穩健成長

根據 EBI 統計，全球環保產業自 1990 年代開始快

台灣環保產業市場發展主要推動力來自政府環保法

速成長，總產值從 3,000 億美元，爬升至 2012 年

8,590 億美元，雖然在 2008 年受到金融海嘯波及使
得產值略為下滑，但平均而言每年均維持 3% 至 7%

的成長速度。

全球環保產業主要市場在已開發國家，佔 80% 以

上，其中又以美國、歐盟及加拿大市場規模最大。
開發中國家環保市場於 2007 年崛起，近年來年平

均成長率達 10% 以上，來自亞洲、中東及非洲等地

區之需求，預期將為環保產業帶來新一波成長動能。

規及政策，並持續穩健發展，2005 年約有 4,600 家

廠商，總產值約為 50 億美元，2013 年成長至 8,000

多家廠商，整體產值達 90 億美元。其中，環保設備
業總家數達 461 家，其下以「環保材料製造業」產

環保資源業總家數達 1,475 家，產值主要來自「水

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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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推動製造業產品碳足跡
輔導與推廣計畫

環保服務業
環保設備業

4,000

環 保 服 務 業 產 值 約 3,800 億 美 元 ( 占 整 體 比 重

近年產值達 3,200 億美元 ( 約占整體 36.9%)。

2009
 制訂公布《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
 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

環保資源業

2,000

44.4%)；環保資源業因再生能源及水資源產業興起，

2006
 訂定固定污染源戴奧辛
排放標準

10,000

從近年全球環保產業 3 大類產業結構分析，環保設

備業產值約為 1,600 億美元 ( 占整體比重 18.7%)；

2005
 推動垃圾強制分類
 輔導製造業溫室氣體盤
查及資訊揭露

12,000

8,000

資源供給業」及「資源化產品製造業」之貢獻。

2002
 制定公布《資源回收再
利用法》

台灣環保產業產值趨勢

產值 ( 百萬美元 )

值較大；環保服務業總家數達 6,156 家，其下以「廢

棄物清除處理業」及「資源回收業」產值比重最高；

2000
 制定公布《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
 成立事業廢棄物管制中
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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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環保設備出口趨勢

出口總額 ( 千美元 )
450,000
400,000
350,000
300,000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
0
2005

2006

2007

污染防治設備及其零件

2008
焚化爐及其零件

2009

2010

液汽體淨化零件

2011

2012

液汽泵之零件

2013
過濾芯子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庫。

3. 台灣環保設備品質優良，廣受歐美日先
進國家及新興市場採用
根據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資料統計，整體環保設備
產品出口金額逐年穩健成長，從 2005 年 2 億美元，
成長至 2013 年 3.9 億美元，2008 年雖受到全球金

融海嘯影響，出口年成長率仍達 24%。

及日本，其中亦有不少品項出口至亞洲新興市場。

若以品項區分，出口至美國、日本及德國等已開發

70,000

環保資源業

居多；而出口至中國大陸、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60,000

環保服務業

及印度等國則以「污染防制設備及其零件」最多。

50,000

環保設備業

由於以上新興市場於環境保護及清潔生產意識逐漸
普及，將成為環保設備高需求國家，可預期台灣優

保設備最大出口產品， 2013 年出口金額分別為 1.2

良環保設備將可再創出口佳績。

於 2013 年出口額則達 2,755 萬美元。

人
80,000

國家產品以「液氣體淨化零件」及「液體泵之零件」

「液氣體淨化零件」及「液體泵之零件」為台灣環
億美元及 1.3 億美元。「污染防制設備及其零件」

台灣環保產業就業人數趨勢

台灣環保設備前 3 大出口國分別為美國、中國大陸

40,000
30,000
20,000
10,000
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推估。

4. 台灣環保產業協助弱勢族群就業，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
2005 年台灣環保產業約有 4.8 萬名員工，2013 年
已成長至約 7 萬人。相較於一般產業，環保產業廠

行業的女性雇用比例超過 50%，如病媒防治業。在

45 歲以上中高齡人員雇用比例達 30%，高中職以下

雇用亦於 30~40% 之間，顯示台灣環保產業善盡協
助弱勢族群就業之社會責任。

商聘用女性、中高齡、中低學歷人口就業的比重較
其他產業為高。2007 年環保產業整體女性員工雇用
比例為 32.6%，至 2010 年已達 45.6%，且部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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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您的事業合作夥伴

3. 台灣環保政策起步早，環保廠商設備及
技術精良

4. 著眼全球環境商品降稅商機，採用台灣
環保產品及設備是您的最佳選擇

台灣環保政策起步早，國民普遍具有環保意識，各

為減緩全球暖化衝擊並促進能資源循環使用，近年

相關環保法令完備，除環保署所訂定之相關法令外，

環境商品自由化倡議蔚為風潮，如：APEC 及 WTO

經濟部協助產業界進行「清潔生產技術提升」、「資

等多邊國際組織均積極尋求環境商品降稅，減免關

源化工業輔導」、「區域能資源整合」等措施，使

稅及降低投資障礙政策將為環保產品及設備帶來龐

得台灣企業及民眾對環保商品及服務之需求逐年提

大商機。台灣環保設備與服務品質優良，採用台灣

高，為環保業者測試及開發市場的絕佳地點。

環保產品及設備，或與台灣環保業者合作進軍全球

台灣環保產業的發展來自活躍的中小企業，創業家

市場，是您的最佳選擇！

精神充沛，重視創新研發，產業聚落發展成熟，可
充份支援環保創新設備的量產商業化，過去多年來
搭配台灣鋼鐵、石化、電子產業之投資佈局，在「水
及廢水處理設備」、「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及「廢
棄物處理設備」等項目，除在製造生產過程精良，
亦已累積充沛的國內外營運實績，廣受歐美日先進
國家及新興市場青睞。

1. 台灣位居亞太地區樞紐，可提供高效率
的物流運作與服務

2. 台灣政治及社會環境安定，基礎建設及
法規健全，為理想經商環境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 (WTO) 統計，台灣在 2013 年為

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 所公布的「2014 經商

全球第 18 大貿易國。由於台灣位居亞太地理樞紐，

環境報告」3，台灣於全球 189 個經濟體中，整體經

首爾、東京、新加坡、雪梨 ) 平均飛行時間僅約 3

居民及企業具有良好法治觀念，對外人投資法律保

至西太平洋 7 大主要城市 ( 香港、上海、馬尼拉、

商便利度排名第 16 名。台灣政治及社會環境安定，

小時；從台灣最大國際港高雄港至海外 5 大主要港

障亦相當完備。境內主要交通設施涵蓋高速鐵路、

口 ( 香港、馬尼拉、上海、東京、新加坡 ) 海運平均

客運、鐵路、公路及國內機場，都會區捷運系統便

航行時間僅需 53 小時，加上便捷的關務程序、高效

利，生活機能完善。

率的物流運作系統，便於歐美及亞太地區貨物及服
務流通，是跨國企業在亞太地區營運據點首選。

相較於鄰近其他國家，台灣供應優質的水電與電信
服務，網路普及率高，在石油及天然氣、環境保護、
交通運輸等規費均為較優惠費率，商業辦公大樓租
金低廉，另有 181 個工業區、10 個加工出口區、3

個科學園區、7 個自由貿易港區、農業生技園區、
環保科技園區等，提供企業優質低成本的經營環境。

3

World Bank, 2013, Doing Busin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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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環保廠商名錄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華爾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廢 ( 污 ) 水處理環保設備專業生產製造 / 整廠輸出
 污泥脫水 / 乾燥設備

 浮油回收機及零件
 浮油回收機研發
 耐蝕性幫浦及零件研發製造

地址：台中市梧棲區永安里港南路二段 382 巷 100 號
電話：+886-4-2630-5899
傳真：+886-4-2630-8299
E-mail：ycicl@ms38.hinet.net
http://www.ycicl.com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 513 巷 13 號
電話：+886-4-2560-9315
傳真：+886-4-2560-9056
E-mail：worchemi@ms34.hinet.net
http://www.worldchemical.com.tw

太和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極水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各種工業製造中螺旋式擠壓脫水機

 污泥脫水技術及設備
 乾燥減量技術及設備
 環保機械設備製造、銷售、代理、租賃及售後服務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58 號 7 樓
電話：+886-2-2518-3499
傳真：+886-2-2518-4336
E-mail：taiho@seed.net.tw
http://www.dewater.com.tw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營運及設備操作
 廢棄物處理
 資源回收處理

水及廢水處理
三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川源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都市、工業之廢水處理工程
 水處理設備之代理操作及維護
 空氣污染防治工程
 噪音及震動防制工程
 廢棄物處置資源化處理工程
 土壤污染防治及復育工程
 環境監測工程

 污水處理機械
 地下室排水設備
 廢水處理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51 號 11 樓
電話：+886-2-2397-9555
傳真：+886-2-2397-9559
E-mail：sanying@yfy.com
http://www.sanying.com.tw/

山立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曝氣盤
 曝氣管
地址：新竹市北區水田街 77 號
電話：+886-3-531-5125
傳真：+886-3-531-5126
E-mail：sales@sanlee.com.tw
http://www.sanle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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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 206 號
電話：+886-2-2694-2732
傳真：+886-2-2694-2088
E-mail：gsd@gsd-pumps.net
http://www.gsd-pumps.com

中國炭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專業活性炭濾材開發與製造
 廢炭再生與機能活化
 新型活性炭炭濾材研究與合作開發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二段 5 號
電話：+886-2-2291-8899
傳真：+886-2-2291-3113
E-mail：carbon@carbon.com.tw
http://www.carbon.com.tw

地址：雲林縣元長鄉元東路 1-20 號
電話：+886-5-788-5788
傳真：+886-5-788-7933
E-mail：sf@mail.sunnyfriend.com.tw
http://www.sunnyfriend.com.tw/

水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過濾技術 ( 污泥脫水機 ) 專業製造廠商
 淨水處理設備
 食品過濾設備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一段 262-10 號
電話：+886-2-2685-2598
傳真：+886-2-2680-7935
E-mail：water.power66@msa.hinet.net
http://www.waterpower.com.tw

台灣荏原電產 ( 股份有限 ) 公司
營業項目
 深井罐式馬達
 污水泵浦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忠福里南園二路 7-2 號
電話：+886-3-451-5881
傳真：+886-3-452-7904
E-mail：top1@ebara.com.tw
http://www.ebara.com.tw

 廢水處理及回收設備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24 號 5 樓之 2
電話：+886-2-2531-6356
傳真：+886-2-2531-4690
E-mail：tpws2131@ms19.hinet.net
http://www.polar-water.com

台灣鍊水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廢水處理設備設計製造
 工業用水處理設備設計製造
 離子交換設備設計製作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 45 號 4 樓
電話：+886-2-2314-1102
傳真：+886-2-2388-5503
E-mail：twtnrc@ms19.hinet.net
http://www.twtco.com.tw

亨龍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家庭用泵浦
 商業用泵浦
 工業用泵浦
地址：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二段 2 巷 17 弄 14 之 2 號
電話：+886-7-699-6382
傳真：+886-7-699-3270
E-mail：hle.sales@henglong.co.tw
http://www.henglong.com.tw

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冷卻水塔
 F.R.P 桶槽、F.R.P 洗滌塔
 廢水槽、反應槽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 號 12 樓
電話：+886-2-2506-3588
傳真：+886-2-2504-1872
E-mail：sales@liangchi.com.tw
http://www.liang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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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泉溢電機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

萊大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醫用淨水⧸洗腎用純水處理系統
 化工等相關產業軟化⧸純水⧸超純水系統
 中央供水飲水⧸包裝水系統

 泵浦設計、製造、泵浦安裝、維修、租賃
 沉水式電動抽水機、沉水低吸型抽水機
 抽水站新建、代操作維護工程、水處理工程承攬

 工業用液體過濾設備製造
 自動化過濾設備製造
 標準化過濾設備製造

 真空乾燥污泥壓濾機
 膜片式污泥壓濾機
 污泥脫水設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三十二路 63 號
電話：+886-4-2358-0925
傳真：+886-4-2358-0926
E-mail：yeam@ms12.hinet.net
http://www.yeameei.com.tw

地址：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75 號 1 樓
電話：+886-4-2262-7171
傳真：+886-4-2262-1010
E-mail：cp@cpem.com.tw
http://www.cpem.com.tw

地址：台中市龍井區中華路一段 15 號
電話：+886-4-2262-2902
傳真：+886-4-2262-5922
E-mail：service@ﬁlad-ﬁlter.com
http://www.ﬁlad-ﬁlter.com

地址：桃園縣蘆竹鄉富國路二段 533 號之 3
電話：+886-3-313-2846
傳真：+886-3-313-2840
E-mail：laida@passal.com
http://www.passal.com

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琪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逢甲實業有限公司

愛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自動過濾、軟化、逆滲透、離子交換樹脂再生、純水精製、超
純水系統
 無塵衣清洗、無塵布製作、無塵用品銷售
 環保、水利、消防、泳池、噴泉工程

 廢觸媒回收系統及技術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
 油脂截流器
 預鑄 U 型水溝蓋、U 型溝

 生產臭氧機
 提供臭氧水系統
 半導體用水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大正街 50 號
電話：+886-4-2462-1215
傳真：+886-4-2463-3312
E-mail：fg.fg@msa.hinet.net
http://www.fgfg.com.tw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 310 巷 2 弄 5 號 1 樓
電話：+886-2-2693-2663
傳真：+886-2-2694-9475
E-mail：ofﬁce@airtree.com
http://www.airtree.com

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污水下水道系統、海水淡化

 家庭、商業用泵浦系列
 工業用泵浦系列
 空調、揚水泵浦系列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58 巷 50 號 2 樓
電話：+886-2-8797-1123
傳真：+886-2-8797-1127
E-mail：sunraytw@ms35.hinet.net
http://www.sun-ray.com.tw

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FRP 污水處理設備

 SUS 不銹鋼截留槽
 FRP 化學槽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 122 號 4 樓
電話：+886-2-8792-7711
傳真：+886-2-8792-7700
E-mail：sunhome.cl@msa.hinet.net
http://www.fargreen.com.tw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污水、環保廢水泵浦
 各式泵浦生產製造
地址：屏東市屏東加工出口區經建路 33 號
電話：+886-8-756-2345
傳真：+886-8-756-0927
E-mail：sales@hcppump.com.tw
http://www.hcppump.com.tw

信良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污泥脫水技術及設備
 乾燥減量技術及設備
 環保機械設備製造、銷售、代理、租賃及售後服務
地址：桃園市富國路 668 號
電話：+886-3-301-0391
傳真：+886-3-216-0167
E-mail：hl24299156@yahoo.com.tw

12

台灣環保產業發展動態與展望

地址：桃園縣觀音鄉大同一路 1 號
電話：+886-3-483-3788
傳真：+886-3-483-3799
E-mail：sales@mechema.com
http://www.mechema.com/

晃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超純水
 回收水
 廢水處理系統工程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51 號 4 樓之 9
電話：+886-2-2733-3571
傳真：+886-2-2739-1347
E-mail：uyadm@ms75.hinet.net
http://www.uangyih.com.tw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5 號 6 樓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C 棟
電話：+886-2-2655-2666
傳真：+886-2-2655-2556
E-mail：company@futai.com
http://www.futai.com.tw/

高識能股份有限公司

華啟企業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高效綠能水解設備
 螢光檢測
 除藻設備，3D 綠色植物分析

 水處理工程業
 廢棄物清理設備安裝工程
 空氣污染防制工程業

地址：新竹市牛埔路 251 號
電話：+886-3-538-4063
傳真：+886-3-538-9467
E-mail：wisdom@hviglobal.com
http://www.hviglobal.com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9 號 3 樓之 5
電話：+886-2-2388-9868
傳真：+886-2-2388-9867
E-mail：hwachii@ms31.hinet.net
http://www.hwachii.com.tw

健鑫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廢水處理工程
 水處理工程
 資源回收工

營業項目
 中央系統吸塵、集塵設備
 廢水及純水等水處理設備
 焚化爐設備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354 號 8 樓
電話：+886-2-2276-9961
傳真：+886-2-2276-9962
E-mail：hplusr@ms15.hinet.net
http://www.hulusr.com.tw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191 號 8 樓之 3
電話：+886-2-2321-8536
傳真：+886-2-2371-2769
E-mail：sinho@ms24.hinet.net
http://www.ryosei.com.tw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永春街 20 號
電話：+886-7-871-7895
傳真：+886-7-871-6779
E-mail：Ever.gush@msa.hinet.net
http://www.evergushpump.com.tw

榮盛興水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家庭廢水處理系統
 建築廢水處理系統
 游泳池，水族館，園藝中的應用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 657 號 9 樓
電話：+886-2-8970-6036
傳真：+886-2-8970-6026
E-mail：erica@everglory-water.com
http://www.everglory-water.com

福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製造、銷售
 現場構築式污水處理設備製造、銷售
 中水系統設計、規劃、建置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府會二街 169 號 5 樓之 1
電話：+886-4-2251-2222
傳真：+886-4-2251-3000
E-mail：mail@frp.com.tw
http://www.fr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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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園實業有限公司

聯邦機電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雨水回收過濾器系列
 自來水淨水器系列
 噴灌過濾器系列

 純水機淨水機飲水機之設備
 淨水設備系統
 超純水設備系統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崁頂 57-16 號
電話：+886-2-2620-6670
傳真：+886-2-2620-5810
E-mail：sand.ﬁlter@msa.hinet.net
http://www.sand-ﬁlter.com.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 68 號 1 樓
電話：+886-2-8227-3853
傳真：+886-2-8227-3805
E-mail：weihua@lianbang.tw
http://lianbang.tw

樂泰工業（股）公司

鴻富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廢水處理系統設計規劃
 汽機車塗裝材料研發生產
地址：台中市烏日區太明路 137 號
電話：+886-4-2334-5668
傳真：+886-4-2334-5608
E-mail：jautai@ms75.hinet.net
http://www.evercolorful.com.tw

環成工程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非金屬鏈條矩形刮泥機
 金屬鏈條矩形刮泥機
 曝氣盤
地址：桃園縣蘆竹鄉龍壽街一段 10 號
電話：+886-3-379-5138
傳真：+886-3-396-2138
E-mail：hfeptech@gmail.com
http://www.hfeptech.com

鑫揚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空氣污染防制
力揮企業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集塵機零件附件、器材
 集塵閥、電磁閥
 過濾袋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128 巷 174 號
電話：+886-2-2283-5588
傳真：+886-2-2282-8942
E-mail：bag1212@ms46.hinet.net
http:// www.li-hui.com.tw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靜電式集塵設備
 袋濾式集塵機
 活性碳吸附塔
地址：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50 之 2 號
電話：+886-4-2681-1321
傳真：+886-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污（廢）水處理工程
 污（廢）水處理設施代操作、維護

營業項目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濾心式過濾器、袋式過濾器

營業項目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 30 號 3 樓之 7
電話：+886-2-8252-9156
傳真：+886-2-8252-9146
E-mail：huan.chen6@msa.hinet.net

地址：台中市大肚區船頭巷 216 號
電話：+886-4-2693-2277
傳真：+886-4-2693-6768
E-mail：sys@sysﬁlter.com.tw
http://www.sysﬁlter.com.tw

 各式高、低壓抽送風機設計製造
 集塵機設計、製造、按裝、檢測
 油煙霧廢氣洗滌淨化處理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茶專一街 78 號
電話：+886-3-350-0183
傳真：+886-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產業用焚化爐
 廢水處理工程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新北產業園區 )
電話：+886-2-2299-0620
傳真：+886-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www.diamondtech.com.tw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高溫排煙脫酸集塵系統
 RTO 蓄熱燃燒式有機廢氣處理設備

台灣靜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靜電集塵器及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等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俊英街 172 巷 17 之 3 號
電話：+886-2-2684-6655
傳真：+886-2-2684-3377
E-mail：service@taiwan-ep.com.tw
http://www.taiwan-ep.com.tw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專案處理污染防治設備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7 樓之 9
電話：+886-2-2999-5763
傳真：+886-2-2999-5764
E-mail：easton99@ms21.hinet.net
http://www.easton-eng.com.tw

安風機械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二段式粉塵集塵機
 高、低壓抽送風機
 濾布集塵機
地址：台中市大里區永隆里東榮路 606 號
電話：+886-4-2406-3888
傳真：+886-4-2407-2855
E-mail：an.fan@msa.hinet.net
http://www.anfong.com.tw

育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氣體偵測器
 氣體分析儀
 氣體監測儀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 巷 7 號 9 樓
電話：+886-2-2664-9697
傳真：+886-2-2664-9695
E-mail：info@gastech.com.tw
http://www.gastech.com.tw

貝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專用零件備品
地址：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 19 號
電話：+886-5-221-8737
傳真：+886-5-221-0465
E-mail：badger@ms18.hinet.net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電話：+886-2-8227-1299
傳真：+886-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http://www.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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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環保廠商名錄

主要環保廠商名錄 5

金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陸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國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臺禹科機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送排風機（透浦式、多翼式、離心式、軸流式）
 污染防治設備
 碎紙輸送設備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空氣污染防制工程業

 各式焚化爐規劃、設計、製造及銷售
 相關產品之進 . 出口貿易業務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 23 鄰九座寮 43 之 19 號
電話：+886-3-499-0369
傳真：+886-3-499-0010
E-mail：linda224@ms52.hinet.net

地址：桃園縣八德市廣福路 901 號
電話：+886-3-363-3135
傳真：+886-3-363-3215
E-mail：newface@ms19.hinet.net
http://www.nface.com.tw

 半導體工業廢氣處理設備
 真空設備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

地址：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197 巷 57 號
電話：+886-4-2335-2009
傳真：+886-4-2335-3298
E-mail：kingfoon@ms37.hinet.net
http://king-foon.com.tw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機械，蒸汽加熱系統工程及配件
 給水幫浦系統工程及配件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電話：+886-7-822-2918
傳真：+886-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康捷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汽機車觸媒轉化器
 VOC TO/CO/RTO/RCO 系統工程
 SCR/SNCR De-NOx 脫硝工程
地址：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六鄰中洲仔 1 號
電話：+886-37-615-816
傳真：+886-37-615-502
E-mail：kjentech@ms17.hinet.net
http://www.kj-tech.com.tw

清三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傑智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揮發性有機氣體系統
 廢氣的焚化爐系統
 廢氣的再回收處理系統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 13 鄰中豐路高平段 8 號
電話：+886-3-471-6588
傳真：+886-3-471-0668
E-mail：jack@jgok.net
http://www.jgok.net

喬英電機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污染排煙淨化器
 觸媒轉化器
 黑煙消除器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 198 號
電話：+886-2-8511-0967
傳真：+886-2-8511-0970
E-mail：lkkok@web66.com.tw
http://www.lkkok.com.tw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中山路三段 91 巷 2 號
電話：+886-2-2906-3338
傳真：+886-2-2901-5338
E-mail：tiger.go@msa.hinet.net
http://www.lcset.com.tw

地址：高雄市仁武區澄仁西街 99 號
電話：+886-7-373-0278
傳真：+886-7-375-8109
E-mail：yao@yao-chuan.com.tw
http://www.yao-chuan.com.tw

逢開有限公司

華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地址：桃園縣八德市白鷺里公厝 1 鄰 2 之 3 號
電話：+886-3-375-7748
傳真：+886-3-375-7754
E-mail：lstp@pie.com.tw
http://www.els16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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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塵設備規劃、設計、安裝、製造
 CFE 濾袋集塵機規劃、設計、安裝、製造
 耐高溫（900℃）陶瓷濾袋集塵機，兼除戴奧辛
地址：桃園縣蘆竹鄉五福一路 50 巷 32 號
電話：+886-3-352-8511
傳真：+886-3-352-2833
E-mail：mass.winner@msa.hinet.net
http://www.dacheng.com.tw

漢威開發工程有限公司

銓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旋風分離式吸塵器
 噴氣式濾袋集塵機
 空氣輸送分離系統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1266 巷 11 號
電話：+886-4-2389-2832
傳真：+886-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www.chuanfeng.com.tw

營業項目

銪信工程有限公司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通風排氣工程
 PP PVC 風管工程

營業項目
 商業餐廚專用管式靜電除油煙機
 管式靜電油煙廢氣處理

地址：桃園縣楊梅市梅獅路一段 96 號
電話：+886-3-481-1320
傳真：+886-3-481-1312
E-mail：hanweild@ms75.hinet.net
http://www.hanweild.com.tw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37 巷 26 號
電話：+886-2-2268-1288
傳真：+886-2-2268-1287
E-mail：sales@yeouhsin.com.tw
http://www.yeouhsin.com.tw

營業項目

 靜電除油煙防治設備

 RTO 廢氣燃燒機
 廢氣燃燒循環系統
 高效率節源綠能環保設備

營業項目

堯銓實業有限公司
 冷媒回收機
 汽車冷氣系統檢修機
 特殊冷媒回收設備

營業項目

達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竹市中華路四段 411 巷 13 弄 8 號
電話：+886-3-530-7268
傳真：+886-3-530-0758
E-mail：joanna@ipi-tbc.com.tw
http://www.ipi-tbc.com.tw

 VOC 氣體處理
 焚化系統
 吸附冷凝、吸附淨化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山路 88 號 17 樓
電話：+886-3-427-2889
傳真：+886-3-427-2726
E-mail：dtech@dtech.com.tw
http://www.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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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環保廠商名錄

廢棄物處理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都市、鄉鎮焚化爐
 事業廢棄物焚化爐
 廢氣處理工程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電話：+886-2-2228-8196
傳真：+886-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廢棄物污染場址清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固化處理
 資源回收利用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 號 22 樓
電話：+886-7-336-8377
傳真：+886-7-336-8433
E-mail：avo@chc.com.tw
http://www.chc.com.tw

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
地址：彰化縣伸港鄉彰濱工業區線工北一路 36 號
電話：+886-4-758-6136
傳真：+886-4-758-6135
E-mail：tsutw@ms38.hinet.net

巨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都市生廢棄物處理系統
 有機污泥及有機固體廢棄物處理系統
 工業污泥減量處理系統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235 號之 12，14 樓之 1
電話：+886-2-8295-2137
傳真：+886-2-2292-0621
E-mail：spk.taiwan@msa.hinet.net
http://www.spk.com.tw

永興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建樓廢棄物公害處理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東順街 90 巷 6 號
電話：+886-2-8686-9503
傳真：+886-2-8685-0543
E-mail：y686@ms25.hinet.net

18

台灣環保產業發展動態與展望

主要環保廠商名錄 5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麥瑋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銢盛機械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薄膜濺鍍蒸鍍靶材
 貴金屬材料回收

 廢棄物資源回收業
 廢（污）水處理業

 保利龍廢料回收機
 CD 光碟回收機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工業 3 路 1 號
電話：+886-6-511-0123
傳真：+886-6-600-0568
E-mail：biz.green@solartech.com.tw
http://www.solartech.com.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 68 號 1 樓
電話：+886-2-2586-7820
傳真：+886-2-2586-7860
E-mail：mi_way286@yahoo.com.tw
http://www.mi-way.com.tw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仁愛路 72 號
電話：+886-2-8630-3257
傳真：+886-2-2610-6285
E-mail：yughsien@yunghsien.com.tw
http://www.yunghsien.com.tw

佳龍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欽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環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廢資訊品清運及處理
 資源再生品之銷售

 廢棄物處理業
 廢 ( 污 ) 水處理業
 配管工程業

 焚化爐設備靜電集塵設備
 袋式集塵設備之製造、買賣業務
 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
業務

地址：桃園縣觀音工業區榮工南路 12 號
電話：+886-3-438-9099
傳真：+886-3-438-9090
E-mail：service@sdti.com.tw
http://www.sdti.com.tw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信路 11 號
電話：+886-2-8787-8763
傳真：+886-2-8787-8651
E-mail：cceng.inc@msa.hinet.net

地址：台中市西區柳川東二段 100 號 5 樓
電話：+886-4-2371-1778
傳真：+886-4-2371-2720
E-mail：sales@howwell.com.tw
http://www. howwell.com.tw

營業項目
 含銅廢液、含銅污泥等數十種回收再利用之技術
地址：桃園縣蘆竹鄉湖海北路 295 號
電話：+886-3-354-1009
傳真：+886-3-354-1146
E-mail：sale@persee.com.tw
http://www.persee.com.tw/

虹京環保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廢觸媒、廢水及空污之回收處理
地址：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永翔路 19 號
電話：+886-8-866-0068
傳真：+886-8-866-0018
E-mail：hjec@hjec.com.tw
http://www.hjec.com.tw/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
 廢水處理
 污染整治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270 巷 16 號 5 樓
電話：+886-2-2662-5858
傳真：+886-2-2662-2814
E-mail：mail@eandc.com.tw
http://www.eandc.com.tw/

台灣環保產業發展動態與展望

19

5

主要環保廠商名錄

檢測服務
九連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廢棄物檢測
 飲用水、地下水及水質檢測
 噪音監測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工五路 90 巷 49 號
電話：+886-3-499-0016
傳真：+886-3-499-0017
http://kyulien.com.tw/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噪音及振動測定
 污水、水質檢驗
 廢棄物檢測
 環境影響評估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6 路 41 號
電話：+886-4-2358-2525
傳真：+886-4-2358-2020
E-mail：sundream@sundream.com.tw
http://www.sundream.com.tw/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飲用水水質、土壤、廢棄物、空氣、噪音振動及環境生物等
環境品質監測
 溫泉檢測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8 號 8F
電話：+886-7-815-2248
傳真：+886-7-815-2250
E-mail：ctc@cenprotech.com
http://www.cenprotech.com/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水質、廢棄物、噪音之檢測服務及技術諮詢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6
電話：+886-2-2299-0212
傳真：+886-2-2299-0050
E-mail：taet.taet@msa.hinet.net
http://www.taet.com.tw/

主要環保廠商名錄 5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環境污染及防治規劃及設計
 環境污染調查
 飲用水、地下水、水質監測與分析
 環境監測
 廢棄物、噪音監測

綜合及其他
大來重工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掃街車
 清溝車
 垃圾車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 39 巷 8 號
電話：+886-7-392-8088
傳真：+886-7-392-7054
E-mail：asiaservice@aetc.com.tw
http://www.aetc.com.tw/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177 巷 1 號
電話：+886-2-2601-2706
傳真：+886-2-2601-2684
E-mail：michael@seco-truck.com.tw
http://www.seco-truck.com.tw

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水質、土壤、噪音振動、廢棄物等環境檢測
 食品採樣檢驗
 超微量成分分析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中和街 55 號
電話：+886-3-554-5022~7
傳真：+886-3-554-5028
E-mail：lucy-tseng@tsing-hua.com.tw
http://www.tsing-hua.com.tw/

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飲用水、地下水、水質監測與分析
 空氣污染檢測
 廢棄物、土壤檢測
 噪音監測
 環境影響評估及污染防治規劃
 環保工程服務、規劃與設計
地址：台中市北區青島一街 33-5 號 6F
電話：+886-4-2297-2731
傳真：+886-4-2297-2996
http://www.kuen-ting.com.tw/index.php/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空氣、土壤、水及廢棄物等環境檢測
 產品檢測服務
 稽核及認證服務
地址：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路 134 號
電話：+886-2-2299-3279
傳真：+886-2-2299-3259
http://www.sgs.com.tw/

營業項目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及工程施工、操作維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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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項目
 集塵機
 廢水處理設備
 表面處理設備、噴砂機械
 鑄造機械與設備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415 號
電話：+886-2-8521-5837
傳真：+886-2-8522-1774
E-mail：sinto@ms26.hinet.net
http://www.twsinto.com.tw

炘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靜電除油煙
 除異味設備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137 號 12 樓之 4
電話：+886-2-2553-6015
傳真：+886-2-2557-6553
E-mail：cgg@ms22.hinet.net
http://www.pollution.com.tw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 415 號 2 樓 A 室
電話：+886-2-2676-1186
傳真：+886-2-2676-3135
E-mail：frank@shiningtech.com.tw
http://www.shiningtech.com.tw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噪音防治、水處理、廢棄物清除等環境工程及規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 號
電話：+886-7-333-6138
傳真：+886-7-336-3030
E-mail：guest@ecotek.com.tw
http://www.ecotek.com.tw

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生物科技冷凍乾燥設備
 冷凍乾燥機械系列
 鞋頭定型專業鞋機
地址：台中市大里區東興路 511 號
電話：+886-4-2406-3368
傳真：+886-4-2406-9077
E-mail：trueten@ms14.hinet.net
http://www.trueten.com.tw

台灣吳羽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不織布汽車地毯
 環保等相關產品
 室內地毯裝潢材料
地址：台南市鹽水區水秀里土庫 2-23 號
電話：+886-6-652-9543
傳真：+886-6-653-4028
E-mail：kureha@shinih.com.tw
http://www.kureh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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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廢棄排放控制、廢水處理、廢棄物處理等工程規劃及設計
 減廢及污染防治改善工程
 環境監測工程規劃、設計及執行作業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 3 樓
電話：+886-2-2712-2211
傳真：+886-2-2717-8533
E-mail：nanya@npc.com.tw
http://www.npc.com.tw

相同企業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接觸石材 ABS、PVC、HDPE
 傾斜管 ABS
 曝氣盤
地址：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506 巷 485 號
電話：+886-4-2335-2827
傳真：+886-4-2335-2659
E-mail：same66@ms16.hinet.net
http://www.similar.com.tw

泰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石化製程及觸媒
 石油石化產品及瀝表
 工業設備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20 號 8 樓
電話：+886-2-2781-2106
傳真：+886-2-2771-0322
E-mail：mary.yu@taifung.com.tw
http://www.taifung.com.tw/tw/index.php

台灣環保產業發展動態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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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環保廠商名錄

Memo

耿快股份有限公司

鋼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營業項目

 各種不同形式過濾 . 乾燥 . 輸送 . 篩選 . 離型 . 耐溫 . 抗粘之網材

 金屬製品製造業

地址：台中市工業區工業三十一路 11 號
電話：+886-4-2359-5868
傳真：+886-4-2359-5878
E-mail：tic@trustwell.com.tw
http://www.filter-mesh.com.tw

地址：雲林縣斗南鎮明昌里興華街 10 號 1 樓
電話：+886-5-597-2251
傳真：+886-5-596-8991
E-mail：liyuan.recycle@msa.hinet.net

捷流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蝶閥
 控制閥
 逆止閥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工業區中山路 9 號
電話：+886-2-2269-8000
傳真：+886-2-2268-6600
E-mail：sales@valuevalves.com.tw
http://www.valuevalves.com.tw

廣隆昌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風門、閥
 驅動器
 電磁閥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112 巷 5 號 5 樓
電話：+886-2-8791-0906
傳真：+886-2-8791-1549
E-mail：sales@glc-controls.com
http://www.glc-controls.com

✽本手冊廠商名錄仍待進一步擴充，意者請洽工業局永續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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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見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
地址：桃園縣平鎮市東龍街 1191 巷 118 號
電話：+886-3-450-1335
傳真：+886-3-450-1305
E-mail：sales@tsurumipump.com.tw
http://www.tsurumipump.com.tw

Memo

*Image(s) licensed by Shutterstock.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www.moeaidb.gov.tw

執行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www.sinotech.com.tw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www.cier.edu.tw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RARCH

合作單位：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www.tem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