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公司或商號 公司（商號）地址 電話 營業項目

1 源博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容西街201號1樓 04-23202248

2 勤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光復里臺灣大道一段299巷8號1、2

樓
04-26363056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3 得安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建國北路三段20號1樓 04-23768628

4 中徽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424號16樓4室 04-22019590

5 景昱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河南路二段262號4樓-8 04-22503060

6 鈺民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福中街11號 04-22601689

7 茂興行 臺中市南屯區大光街170-3號4F

8 洪氏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工業25路27號 04-23590007

9 泰和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高工二街101號 04-27064963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0 宇力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大圳路391號1樓 04-25578089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1 博學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進德北路136號1樓 04-23601156

12 開鉅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2街377號3樓 04-22582925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3 信逢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業北路22號7樓 04-23275375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4 崴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隆路20號10樓之7 04-23270919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5 保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1290號3樓 04-22809398

16 奕昌營養技術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興路三段160號7樓之2 04-23206285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臺中市飼料販賣登記名冊



17 強農興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成都路137號 04-23522044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8 江森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崇文路22號1樓 04-24228697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9 仁德興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杏林路11巷5號1樓 04-2381077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20 禾宇生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大明路1號1樓 04-2381077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

21 豪士盈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南斗路418號 04-26367842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22 谷鑫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三民西路216巷10號 04-22601689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23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45號 04-263621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24 海藻王生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路41號 04-2515151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25 洽發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街33號 04-263621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

26 洽裕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街33號 04-263621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

27 順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58號28樓B室 04-2260296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飼料添加物

28 汶騏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里南斗路12巷43號 04-2635159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

29 宥旭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益里向上北路284巷7號1樓 04-23011212 植物性飼料

30 東陽穀物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3段720樓 04-233813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

31 碩禾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二路562-1號3樓之1〈307

室〉
0972-370589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32 尚騰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綠山巷159弄19號 0928-408833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33 力鈞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50巷58-6號 04-24360027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34 佑牧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3段245巷68-8號1樓 04-26981919 配合飼料

35 緁容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益里向上北路284巷7號1樓 04-23011212 動物性飼料

36 新時代生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溪南路一段152號1樓 04-23369932
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助飼料、飼料

添加物

37 元凱企業社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988巷386弄102號 04-23353399 動物性飼料

38 鼎陞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西勢四街52號1樓 04-25295202 動物性飼料

39 緯長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2段782號1樓 0926-619695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補助飼料、飼

料添加物

40 震鑫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永康路213巷35號1樓 04-25295202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41 銳可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大智路341號13樓之2號 0931-369952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42 清源材料有限公司2 臺中市烏日區太明路155巷119號 04-23358990 飼料添加物

43 丹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街18-3號 04-266221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44 傳世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13路393號1樓 04-2435086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45 酪多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國中一路25巷2號1樓 04-24062607 飼料添加物

47 崧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2 臺中市北區長青里漢口路3段189號7樓
05-6310510

0978-685477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48 高青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67號2樓 04-24516387 動物性飼料

49 鼎泰豐企業社 臺中市霧峰區北岸路54巷9號1樓 0932-501748 動物性飼料



50 允佶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228號 04-23304050 植物性飼料

51 漢忠商行 臺中市新社區崑南街崑崙巷2號 04-25813221 動物性飼料

52 綋奇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朴子里朴子街395巷5號1樓 04-25231266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53 智凱企業有限公司2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三段230巷1號1樓 04-22758916 動物性飼料

54 源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軍榮三街31號1樓 0930-868439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55 知旺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663號1樓 04-26222274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56 綠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3段104號 04-23387529 飼料添加物

57 德鉅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一段680號14樓之1 04-2320406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58 長營生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館里三民路一段39巷3弄2號1樓 04-22870599 飼料添加物

59 季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中華路201號4樓 04-23386974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0 澄柏國際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64號9樓之8 04-23269266 飼料添加物

61 聯宇生物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櫻城二街18號 04-2252231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2 上發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西一街21巷40號1樓 04-2473387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3 合晟興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社皮路71號1樓 0933-73395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4 東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中央路2段244號1樓 04-266221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5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路65號 04-266221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6 瑞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68號6樓之3        臺中

市北區育德路100號13樓之3
04-24630965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7 綠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大德街158巷3號2樓 04-22038867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8 昇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富仁里富榮街56號1樓 0929-130177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69 華峯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1288巷16弄11號1樓 04-22805077 動物性飼料、補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70 亞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二段476巷67號 0981-112134 飼料添加物

71 農盈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華園巷7號 04-23145825~6 補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72 牧豐行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路109-17號 04-26885112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73 達錩化工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176號8樓之2 04-23124085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74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二路6號 04-2359008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

75 淯同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東四街71巷1之2號之2 04-22374221 補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76 立欣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三路251號 04-2382327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77 台灣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大容西街157號1樓 04-2328355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78 長振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25號5F-5 04-23582985 配合飼料、飼料添加物

79 滬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太原北路198之2號 0911-693652 飼料添加物

80 澄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64號9樓之8         臺 04-23269266 飼料添加物

81 大茂瑩科技飼料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3段245巷85號 04-23353399 動物性飼料

82 庭榆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永定二街77-3號 0928-06026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83 麗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金城里金街276號 04-23366218 飼料添加物



84 誼楷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ㄧ街90號1樓 04-2738317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

85 蒂興企業廠 臺中市外埔區月眉西路500巷1號 04-26832632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86 聯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甘河路91號2樓 04-26172992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87 菳鋐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自強路766號1樓 04-26356276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88 王牌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三段503巷85弄28號1樓 0975-09339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89 永擎生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93號5樓 04-2225788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90 瑞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68號6樓之3 04-24630965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91 生源傳世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市太平區光明路60-2號  04-2435086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92 薪意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福順里忠明南路803號8樓之3 04-2265237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飼

料添加物

93 楷貿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朝馬七街32號7樓之1 0919-812555 飼料添加物

94 中金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光明路162巷125號 04-23369891 飼料添加物

95 洽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中清路八段715號 04-26224161 植物性飼料

97 永聖飼料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三港路水裡港巷49-5號 04-2639805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98 寰宇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和順巷122之1號1樓 0933-536021 動物性飼料

99 陸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館前路55號8樓之1 04-23218679 配合飼料



100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福山里沙田路1段453號

04-2693362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01 狀元醬油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1段388巷35之9號 04-26930306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02 嘉松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路36號12樓之5 04-247319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補助飼料、飼

料添加物

103 捷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58號11樓 04-22669023 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助飼料

104
馬來西亞商源和農業產品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14樓之1 0984-21472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05 洲紀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402號16樓之5 04-22520568 植物性飼料、補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06
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飼

料廠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三段245巷60號 04-26990016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07
漢將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臺中市南區福德街100號 04-22602788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08 双吉畜產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新庄里新興北路81號 04-25627584 配合飼料

109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頂店里中山路一段1191號 04-26875100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10 和永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6巷12號2樓 04-7628093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11 法式曼亞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大富路20巷45-1號1樓 04-25204568 植物性飼料、配合飼料

112 安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隆路20號10樓之7 04-23270919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13 永芬芳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成功路301巷23號1樓 04-23325274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14 明欣飼料行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里上石南二巷2之1號1樓 0910-562361 動物性飼料

115 宏興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福山里沙田路一段369號 04-26933519 植物性飼料



116 國興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福山里沙田路一段373號 04-26933519 植物性飼料

117 台灣大和化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緯一路2號 04-26595311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18 綠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5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3號5樓 04-23599839 植物性飼料

119 實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8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華園巷17號 04-23165456 動物性飼料、補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20 艾普水產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工業區二十四路32-2號2樓 04-23554888 飼料添加物

121 應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9號1樓 04-22067290
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助飼料、飼料

添加物

122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北堤路1之8號 04-26571112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23 豐益大宗物資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高鐵一路299號 04-23386623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24 為登生物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中平七街27巷21號6樓

臺中市太平區中平七街27巷21號6樓
04-22764285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飼料添加物

125 綠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43號5樓 04-23599839
植物性飼料、動物性飼料、配合飼料、補

助飼料

126 品冠豬肉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林厝里安林路50之2號2樓 04-24626828 配合飼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