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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力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溫淇祐 0985-139902 luxma902@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408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精科中路22號2樓

2 上緯太陽能有限公司 許詞銘 04-24392928 c0123@sunwafer.com.tw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407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一段763-4號

3 久研開發節能有限公司 賴紹鈞 0933-302245 cueyun@yahoo.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330 桃園市楊梅區豐野里民生街65巷41號

4 大同永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張耀尹 0955-490445 AL.chang@tatung.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106 臺北市大安區誠安里復興南路1段160號

5 子晶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邱恩澤

張宏瑋

0910-399766

0963-001282
andychiu77@yahoo.com.tw 彰化縣環保局、桃園市環保局 242

桃園市八德區廣豐路81號、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853之

1號
6 山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廖俊鈞 0963-074029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302 新竹縣竹北市新國里新光街178號

7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 黃正泓 0989-233829 Huang@saswafer.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268 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一路二段1號2樓

8
中租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葉凱潔

02-

87526388#75367
karenyeh@chailease.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彰化縣環保局、新竹市環保局
114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里瑞光路362號8樓

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北區分公司桃園

營運處

余家宏

楊敦量
0919-339995 桃園市環保局 330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89號

10 元晶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光源 0965-301932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231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里北新路3段225號8樓

11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詹前胤

陳彥君
0916-288096 Jeff.chan@auo.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300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力行二路1號

12 天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欣恬 0932-199746 daisykitkat@hot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104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吉林路99號3樓

13 天生能源有限公司
王道生

黃玉秀

0936-958993

0936-958993
ds2012@outlook.com 彰化縣環保局 638 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民權街11號

14 天晶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泳憲 0939-392007 vit0@spvenergy.com 彰化縣環保局 330 桃園市中壢區信義里廣州路14號1樓
15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先生 0978-878686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303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新興路458-9號

16 太平洋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張恩睿 0963-909610 kevin@solargarden.com.tw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苗栗市府前路84號1樓

17 日煬科技有限公司 徐繹傑 0932-920025 hsu@jdauspice.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彰化縣環保局、新竹市環保局、

桃園市環保局

104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288號3樓、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43巷7號2樓之5

18 日商大和房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 奕 0975-272560 m00394172@daiwahouse.jp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號9樓

19 日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洪偉珊 06-2350111#24 rixi062310111@gmail.com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979巷6號

20 王器科技有限公司 蔡方堉 0965-605789 king.c999@msa.hinet.net 彰化縣環保局 407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西安街269號

21 加國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陳致達 0935-553491 eason.chen@canadiansolar.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302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220號3樓

22 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簡正雄 0987-627087 wade.chien@cogen.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114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92號6樓

23 台灣所樂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尚霖 02-77253675 Owen.tsai@solaredge.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110 臺北市信義區興隆里忠孝東路四段560號8樓

24 台灣瑪基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吳嘉原 0903-674377 jeremy.wu@fimer.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彰化縣環保局、新竹市環保局
110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82號11樓

25 弘昌泰股份有限公司 林嘉宏 0982-796535 bbdh06@yahoo.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116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2段176號1樓

26 永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張瑜庭
02-

25047575#1804
iris.chang@new-greenpower.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104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20號13樓

27 禾原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彥廷

林季瑄

0981-354509

0930-925986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236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里中央路4段2號5樓之1

有意願參與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置之業者清冊       (依公司名稱筆劃排序，更新日期：1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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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光能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旻峻 0933-632280 min781026@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408 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東興路一段365號4樓之2

29 全方位綠能開發有限公司
高蕙芬

陳弘富
0921-772143 guava.0921772143@gmail.com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811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北路174號1樓

30 全面性系統整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俊良 0913-692903 jack@csi-tech.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407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25號17樓之6

31 全粒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晃涵
02-89727588

0953798797

richard.chen@allogroove.com

huanghan19@gmail.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51號6樓

32 向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尹萍 05-3795188#234 ping@xysolar.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613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菜埔207號 已有申請案例

33 立達大展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林承潔 0906-626304 chenchieh.lin@leaderenergy.com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27號8樓

34 安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許致瑋 0982-268297 桃園市環保局 408 臺中市南屯區龍富15路25號2樓

35 旭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王奕升

田偉樂

0977-765567

0981-637375
heraldenergy@gmail.com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704 臺南市北區北門路3段56號 已有申請案例

36 旭盈能源有限公司 許朝家 04-8224609 ag.bangszhou@gmail.com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522 彰化縣田尾鄉打簾村004鄰張厝巷287號2樓

37 百瀚有限公司 戴吳賜 0960-123568 diw86@yahoo.com.tw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112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46號3樓

38 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廖振輝

周協義

0975-193066

0905-023117

chliao@aintec.com.tw

miao@aintec.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516 彰化縣埔鹽鄉角樹村員鹿路一段133-3號

39 利德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薛文浩

黃慧華
04-22030388

LT77@leadertech-global.com

LT88@leadertech-global.com
彰化縣環保局 404 臺中市北區尚德街121號1樓

40 君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林俊德 04-22211690
kimiyo@hibox.hinet.net

mikelin818@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400 臺中市中區大誠里仁愛街25號

41 育渲投資有限公司** 杜念軒 06-2088890 sean0922486@yahoo.com 彰化縣環保局 701 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256號8樓之2 已有申請案例

42 迅捷光電有限公司 謝孟哲 07-2888997 xjsolar@gmail.com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813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民族一路960巷25弄23號1樓

43 京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邱富民

許恩典

0920-294848

0989-974216
桃園市環保局 104 臺北市中山區江山里民生東路3段51號14樓

44 怡和國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簡俊玄 0926-440330 彰化縣環保局 800 高雄市新興區德望里中正三路55號26樓之2

45 承品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琮陽 04-7883383 apollo20181109@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03 彰化縣花壇鄉花南路88-1號 已有申請案例

46 東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耀祥

卓佳禾

0939-913995

0958-365250

tech05@sungreentech.com.tw

melt2756@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桃園市環保局 330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一段286號

47 金華成金屬工程有限公司 黃彥翔 0932-769586 solar-c@mail.jhcsolar.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717 臺南市仁德區新田里新田一街231號

48 金陽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林建文 0960-705639 Kevin@goldsunny.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802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171號11樓之1

49 阜宣科技有限公司 林瑞祥 0909-337837 richlin7837@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408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精科六路1號1樓

50 南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林秀美
02-

27122211#5918
estherlin@fpg.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105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之27號2樓

51 恆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謝欣穎 0921-921510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111 臺北市士林區蘭興里德行西路37號7樓

52 昱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鍾順興

杜奕民

0976-782890

0936-310719

Hana142183@gmail.com

aa00661122@gmail.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701 臺南市東區崇文里崇德二十街42號

53 昱鼎能源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蘇琬婷 0988-725206 wanting.su@ecove.com 彰化縣環保局 807 高雄市三民區安和里博愛一路366號1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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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昶新能源有限公司
張雅惠

蕭若涵
04-8332763#71 s27403343@hot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10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山腳路2段233號

55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郭佑淳

洪尚德

06-5050789 #

0455

0928-980629

zeke_kuo@motech.com.tw

alex_hong@motech.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22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48號6樓

56 茂鴻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劉濬瑞 0911-391142 walterliu@maohong.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704 臺南市北區文元里和緯路3段214號5樓

57 珪寶綠能有限公司 許明安 0905-371205 jasonma.hsu18@yahoo.com.tw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30號

58 真利行有限公司 陳信宏 0937-800699 bc24662367@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00 彰化縣彰化市忠權里010鄰裕民街101號1樓 已有申請案例

59 祝福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陳志成 0932-063862 sugogio1108@hot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100 臺北市中正區廈安里中華路2段141號

60
高權開發顧問實業有限公司**

高權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吳恬瑛 0975-912831 kc7787770@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06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青雲路141號 已有申請案例

61 國寶循環經濟有限公司** 彰化縣環保局 100 臺北市中正區詔安街26巷21號4樓

62 崇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蔡育仁 06-2211161 chris97323558@gmail.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704 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五段208號 已有申請案例

63 翊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孫晨祐 0919-368764 simonapol99@gmail.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300 新竹市北區福林里境福街52號1樓

64 凱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李紀瑩

梁芳宜
0937-525112

tina.lee@jet-energy.com.tw

vera.liang@jet-energy.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114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里陽光街300號7樓之2

65 創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劉先生 04-23892180#45 彰化縣環保局 408 臺中市南屯區永定里龍富十五路25號2樓之1、2樓之2

66 巽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宸宏
05-6312839

0952-185505
wwectw01@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632 雲林縣虎尾鎮公安路75巷16號

67 晶紘能源有限公司

鄭文彰

游義輝

陳佳瑩

0928-660578

0963-970639

06-3970639

ryan.cheng@fusionenergy.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709 臺南市安南區東和里館前二路57號1樓

68 翔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許家榆 0932-604114 a604114@gmai.com 彰化縣環保局 630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218號

69 進金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張恩睿 0963909610 davidchang@acmepointes.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407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號14F-3

70 陽光花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亞庭 0910-895928 austin@solargarden.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桃園市環保局
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三段428巷168號

71 陽欣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琮陽 04-7868284 aoj7630@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03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花南路臨88號 已有申請案例

72 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洪佩汶

古佩鑫

游子萱

0911-157948 桃園市環保局 114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里基湖路1號4樓之1 已有申請案例

73 順長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羅偉倫

羅憲堂
0912-802978 snap@msa.hinet.net 彰化縣環保局 220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27巷16號

74 新士佶工程有限公司 葉國華 0933-429429 s000093@gmail.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510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六段188號

75 新加坡商艾比伏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李政哲 0955-965538 桃園市環保局 105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87號2樓

76 新加坡商韋能能源有限公司 傅俊偉 0976-552940 william.fu@venaenergy.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彰化縣環保局、新竹市環保局
110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68號2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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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zeke_kuo@motech.com.tw
mailto:walterliu@maohong.com.tw
mailto:kc778777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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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溱陽能源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孫麗敏

蘇坤明
0932-972664 Judith.sun@pocs.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68號

78 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鄭學文 0958-611509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300 新竹市香山區頂福里中山路640巷556號

79 瑞光能源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楊森豪

張哲瑜

張呈瑞

劉子宸

04-7987679

0920-551519

04-7571866

0933-313212

rui.light@msa.hinet.net

chengrugy@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08 彰化縣和美鎮頭前里008鄰北庭路59號1樓

80 瑞陽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欣玓 04-7868284 aoj7630@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03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花南路臨88號

81 群創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得凱 0935-706815 dkliao@cirsolar.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114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里成功路4段188號11樓之18

82 群揚國際有限公司 周佳慧 楊宣宸0935-067225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300 新竹市東區新光里高峰路110巷7-3號1樓 已有申請案例

83 誠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郭曜誠 0975-515112 luckyday1987@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407 臺中市西屯區大福里長安路2段207-2號

84 鉅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環保局 220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69巷11號7樓

85 鼎日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孟凱

蔡子翔
0910-180441 mio.wang@dsegom.com 彰化縣環保局 104 臺北市中山區江寧里民權東路3段58號8樓之1 已有申請案例

86 嘉毅達光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玉珍 0939-857096 li@ledaplus.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407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市政北一路77號15樓之7

87 碩明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魏聖武 0936-225132 eddywei@gigastorage.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303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3號

88 碩燿有限公司 李慧君 0937-363904 aoj7630@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00 彰化縣彰化市東芳里永芳路368巷7號

89 綠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賴明弘 0921-630214 daniel@greenrock.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302 新竹縣竹北市鹿場里文興路263號11樓

90 聚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志杰

郭惠玉
0929-007800

jack_huang@hengs.com

ally@hengs.com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710 臺南市永康區王行里永科環路168號

91 聚眾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張光宇 04-7616610 taixing.ins@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500 彰化縣彰化市西勢里金馬路3段439號10-3樓

92 鳳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張庄翰

呂奕羚

0933-821003

0924-117823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302 新竹縣竹北市福德里竹仁街23號1樓 已有申請案例

93 慧能智聯股份有限公司 宋婉甄 0918720105 sophiasung@wncc.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110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9號15樓

94 歐固富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林清瑞 935180709 bensonlin85@gmail.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814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94號

95 潤鈦鑫有限公司

張樹畏

賴宗文

吳海棠

鄭岳青

張寒冰

0980-639765

0927-335196

04-25681005

0933-411499

0978-781512

yltk1131@gmail.com

jyc0724@yahoo.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428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民生路四段21號1樓

96 磐軒股份有限公司
蔡明呈

王則堯

0933-894206

0919-527594

kp5319@gmail.com

harry0716@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407 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中清路三段97號

97 餘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蔡鴻文

徐麗雯

0936-241739

0917-632350
nina.hsu@surpluxinc.com

彰化縣環保局、

桃園市環保局
330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里青峰路1段35號7樓

98 璟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佳穎 02-89912796#203 land@jdauspice.com 彰化縣環保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溪福里金門街369巷11號7樓

mailto:Judith.sun@pocs.com.tw
mailto:luckyday198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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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諾亞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威亞 0963-049561 hill@us-royalalliance.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237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278號19樓之2 已有申請案例

100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戴昌隆 0928-222812 tailu@ritek.com.tw
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新竹市環保局
303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光復北路42號

101 鴻元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玉秤

周鈞美

0988-897073

07-7031992#2308

0975-226017

963366jessica@gmail.com

hydesign@sungolds.com.tw
彰化縣環保局 830 高雄市鳳山區埤頂里埤頂街128號2樓

102 鴻晶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鴻凱

劉亭嫣

翁筱媖

0983-572935

0963-300080

0926-810666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302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十一路一段100號4樓之1

103 曜昇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林益正 0906-111588 歷次太陽光電業者說明會 523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華泰二街136號1樓

104 寶島陽光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鄒孟妤

陳共幻

朱鈺棋

0921-819006

0935-859869

(02)772-

96700#103

rebecca.tsou@formosasolar.com.tw

cynthia.chu@formosasolar.com.tw

彰化縣環保局、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

區
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仁愛路3段136號11樓

105 騰立科技有限公司 林瑞祥 0909-337837 richlin7837@gmail.com 彰化縣環保局 402 臺中市南區樹德里復興北路769號10樓之3

106 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鄭學文 0958-611509 shawncheng77@gmail.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300 新竹市中山路640巷556號

107 長生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黃忠溪 03-4629988#5101 kenhuang@eepv.com.tw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56號

108 富陽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張芝涵 04-8928157 richpowerco@gmail.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523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409號

109 昶紘科技有限公司 楊紘珉 0908-363820 hungmin@changhungtech.com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412 台中市大里區東興里國光路二段706之7號

110 創羿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宋涵暉 0911-395777 irene.sung@creativitycapital.tw 光電資訊平台業者登錄專區 106 台北市松江路206號4樓之一

111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鄭逸偉

謝宗翰

劉修宏

0911-273733

0970-389989

0972238662

Datong0515@gmail.com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300 新竹市科學園區力行三路6號

112 亨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余緯全 0908-687919 solar4@innovare.com.tw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114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9之1號6樓

113 嵐暘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楊浩 0912-635260 yanghao1302@gmail.com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2號6樓

114 聚眾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汪家諾 0981-541488 solar7616610@gmail.com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500 彰化市金馬路三段439號10樓之3

115 環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賈代偉 04-2693-2651#39 chiataiwei@hwantaisolar.com 111年12月媒合會議 432 台中市大肚區王田里沙田路一段320巷50號

116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https://www.tpvia.org.tw

117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https://www.pvgsaroc.org.tw

備註：上表標註**表示已與環保局申請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之光電業者

mailto:Datong05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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