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縣市地區 水車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水車數(台) 備註
1 新北市 富民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16-1號23樓 施勝利先生0930-763901(abc01@fumi.twmail.net) 100台(規格有25噸+32噸) 全國皆可提供服務
2 台南市 保潔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新市區光明街33號B09室 陳重里先生0905-068351；0903-103984 5台25噸 全國皆可提供服務
3 屏東縣 高山行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18號 鄭先生0910-788388 2台35噸、2台25噸、2台20噸、4台10噸 全國皆可提供服務
4 台中市 松盟礦泉水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永隆路249號 賴景元先生0932-505131 北(5台40噸)、中(6台40噸)、南(7台40噸) 全國皆可提供服務，採拖車載水
5 新北市 群引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219巷6號2樓 周先生02-26741096；0935-160036 4台17噸、5台11噸、7台5噸
6 新北市 泉泰蒸餾水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東興街49號 02-8686-5406 1台2噸
7 新北市 金城蒸餾水行 新北市板橋區和平路安樂巷44弄38號 02-2954-9668 1台2噸
8 新北市 原皇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533號 張馨方小姐02-26092035 8台30噸
9 新北市 佳湧環境企業社 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二段209巷7號10樓之3 02-8921-6138 1台12噸

10 新北市 振越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32巷57弄17號 02-22836727、0910-139981 1台15噸
11 新北市 大安汽車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三段113號1樓 02-86767133 2台8.8噸 灑水車
12 新北市 赫德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永豐路195巷27弄34號 02-22626000 1台2.5噸
13 新北市 嘉里環境企業社 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2段209巷7號10樓之3 0933-863146 1台12噸
14 台北市 加利工程行  02-28224731 5台3.5噸
15 台北市 許進枝水車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7段393巷107號 許先生0937-023900 5台(10~15噸)
16 台北市 題宏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華齡街2巷27號2樓之1          06-5997676、0975-157919 6台25噸
17 台北市 高豐環境工程行(馳輝環保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68巷49弄41號 02-23096756 5台5噸、1台10噸
18 台北市 太豐農牧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青島東路7號2樓之4 02-23939299 1台20噸、1台15噸、1台15噸、1台3.49噸
19 桃園市 大中環保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復華街201巷9號1樓、台中市東區樂業路383號 賴先生03-4614466 2台10噸
20 桃園市 速通環保工程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富崗里1鄰4號 03-2821899 1台10噸
21 桃園市 翔喻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一段56巷17弄7號 溫小姐0980-521346 1台35噸、1台30噸、20台20噸、3台10噸、3台5噸
22 桃園市 景山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高榮路316號 盧小姐03-4906360#110；0931-041956 與固定廠商簽約
23 新竹市 威明貨運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高峰路178-2號 03-5616169 2台30噸 提供純水車
24 新竹縣 鋅芑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埔鎮新關路577號 葉先生03-5883838；0938-092266 1台8噸
25 苗栗縣 輝宇運通公司 苗栗市水源路1~3號 037-220435 有水車業務，無法提供台數
26 苗栗縣 福春通運 羅小姐037-338089 與固定廠商簽約(一年一約)
27 苗栗縣 栗德通運公司 苗栗縣公館鄉大東路47號 0910-450232 4台25噸
28 苗栗縣 長欣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苗栗市新東街452巷11號 03-7322010 2台35噸、 1台43噸
29 台中市 弘冠通運有限公司 台中市梧棲區四維中路337號9樓之3號 04-26576031 與固定廠商簽約
30 台中市 埔里聯合泉水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東興路201號 呂老闆娘0910-411739 5台(25~28噸)
31 台中市 大將水車工程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港尾里清武巷5之8號 楊小姐0923-090990 與固定廠商簽約 1台5噸、1台8噸、1台25噸
32 彰化縣 來助環境清潔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州鄉西畔村下庄巷14-1號 04-8805769；0912-359779 1台5噸
33 彰化縣 國美景觀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彰濱5路2段214巷2號 04-7777841 2台(無法提供噸數)
34 彰化縣 連豐通運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湖鎮頂庄里崙子腳路5-9號 04-8853728 與固定廠商簽約 20台25噸
35 彰化縣 英綮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永社路62-3號 蔡和憲先生04-8239411 5台(10~15噸)
36 嘉義縣 見日企業社 嘉義縣民雄鄉富義新村 311 號 蔡先生0937-363438 1台5噸
37 嘉義縣 見日企業社 嘉義縣民雄鄉富義新村311號 0937-363438 1台5噸
38 台南市 一弘企業行 台南市新市區信義街37號 黃小姐06-5997688；0932-876629 10台(25~30噸)
39 台南市 泰正交通公司 台南市善化區嘉南里324-9號 06-5850851,0912-728196 1台35噸
40 台南市 逢翼交通公司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432號 盧先生06-2907167；0921-276316 1台(20~30噸)
41 台南市 題宏實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新化區信義路37號 06-5997666,0932-876429 3台25噸
42 台南市 蓁潔RO高級淨水公司 台南市下營區開化里159號 李錫麟先生06-6982596 1台3噸
43 台南市 群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南區安明路四段100號 06-2575589 2台20噸
44 高雄市 競督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597 號 17 樓之四 07-3121912 與固定廠商簽約
45 高雄市 汎仕通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6號3909282 07-3909282 2台25噸、4台12噸、1台8噸、2台7噸、1台5噸
46 高雄市 昇珀運輸有限公司 高雄市橋頭區德松里鐵路北路38號1樓 陳先生0937-646002 20台(24~30噸)
47 高雄市 茂泉企業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南街2-5號 蘇先生0989-785696 與固定廠商簽約 5台30噸
48 高雄市 偉正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鳳明路91-1號 郭先生07-7874245 4台40噸
49 高雄市 新華航汽車貨運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仁孝路91號 錢先生07-3712451、0927-789216 5台25噸
50 高雄市 福井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裕昌街314之4 號 07-3511585 2台20噸、2台15噸、3台10噸、3台5噸
51 高雄市 光勳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宣化街62號 0938-088538 6台25噸
52 高雄市 中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四為三路80號11樓之2 洪主任03-7372233#111 與固定廠商簽約 7台10噸；3台5噸(灑水車)
53 屏東縣 東洲交通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西段 197 號 0935-366069 提早申請，皆可配合需求供應 提前一周要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