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公 司 行 號 代表人 電    話 地址

1 非常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2)2422-6205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52號
2 德意電動車行 李德義 (02)2456-0566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路356號
b1 全方位汽車商行 李生榮 (02)2465-8636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27號

3 北聯綠能有限公司(主-永昌) 林秀玲 0960-535725 臺北市大安區八德路2段16號1樓
4 國生機車行 楊樹江 (02)2658-6257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67號
b2 超壹國際有限公司 張智超 (02)2377-0023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179巷2號1樓
b3 德勝機車行 陳文德 (02)2935-5285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段139號
5 騰輝車業行 江振輝 (02)2826-3851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路2段47號1樓.

6 鑫宏昇國際有限公司 陳漢國 (02)2982-1141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4段158號
7 非常機車有限公司(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2)2974-050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段41號
8 好厝邊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2)2260-9788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25號
b4 富搌企業有限公司 林文啟 0928-223518 新北市中和區枋寮街61號
b5 可愛馬(五股門市} 鄭漢騰 (02)2291-2961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2段50-18號
9 恊力自行車行(主-永昌) 張凱智 0922-822213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4號

10 金石田電車企業社 周揚晉 (02)2641-5375 新北市汐止區福安街17號
11 綠大國際有限公司(原:聯達) 李祈源 (02)2272-286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二段5號
12 銘達電企業有限公司 林銘皇 (02)2953-8365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40巷1號
13 倍特能股份有限公司 陳泰融 (02)29651241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42號
14 連合機車有限公司(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2)2958-0505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89巷7弄15號
15 鉅輪國際有限公司(主-鉅能) 楊茵如 (02)2608-3328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490之1號
16 福源淡水電動車 黃志翔 (02)2620-3809 新北市淡水區原德路43號
17 創能電動車 朱忠寧 (02)2918-1810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15號
18 榮鋒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黃俊凱 (02)8522-2398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360號
19 向銓國際有限公司 陳惠萍 (02)2901-869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27號
20 吉元機車行 楊東成 (02)2201-6959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54巷17號
21 風馳自行車業(主-華南) 盧芸珊 (02)2276-6698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569號
22 熊讚機車有限公司(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2)2901-899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83號
23 阿鳳電動車車業 董旻穎 (02)2202-3292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269巷2號
24 傑瑞電動自行車 王瑞銘 (02)8686-0669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段366號
b6 有利車行 李瑋劼 (02)8686-3848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95號
25 永繹電動車業 鄒易玲 (02)8282-8857 新北市蘆洲區⾧榮路750號
26 尚紳電動車業 李右程 (02)8282-1137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81號
27 幸福車行 郭榮傑 (02)2679-1598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150號

28 勝達綠能車行 陳虹郁 (03)388-8188 桃園市大溪區㇐德里康莊路245號
b7 美家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志強 (03)461-2877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185號1樓

30 新世紀車業行 王國忠 (03)493-6313
0933-781521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三段98號

31 裕國車行 張日昉 (03)455-7129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312號
32 金沙車業行(主-新世紀) 王智賢 (03)467-9470 桃園市中壢區正義里中北路2段364號1樓
33 非常興機車有限公司(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3)263-0088 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276號
34 動立電動車 黃信喆 0973-215855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里中山路46號1樓
b8 寶華實業有限公司 陳紫琳 (03)460-4700 桃園市中壢區平東路㇐段186號
b9 國陞電動輪業行 鄧邦彥 (03)492-9657 桃園市中壢區明德路74號
35 昇晉國際實業社 何哲昇 (03)439-5559 桃園市平鎮區南東路47號
36 申東車車行 湯振紀 (03)467-0348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三段145-1號
37 翔順永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財順 (03)332-5786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436號
38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桃園復興 劉逸君 (03)331-1111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77、179號
39 銓星動車業有限公司(主-向銓) 劉彥伯 (03)355-0005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637號
b10 大安電動車有限公司 徐維龍 (03)488-3567 桃園市楊梅區大模街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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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元速企業社 邱嬿庭 (03)482-2616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282號
b12 東霖企業社 林煜鈞 (03)431-3033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148號
b13 景翔國際車業 康景翔 (03)321-8388 桃園市蘆竹區錦中里南崁路㇐段95號
40 凌明電行車 張煒明 (03)499-2207 桃園市龍潭區龍元路150號
b14 新宏昌機車行 林秀君 (03)483-0910 328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190號
41 勁輪有限公司 魏川閔 (03)327-5299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七路7號

42 騏宏電動車 温承杰 (03)524-7988 新竹市林森路288號
43 真正好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3)523-3456 新竹市北區北門街270號
44 力輪車業社 范錦燈 (03)551-3598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里中正東路61號.
45 郡馬汽車有限公司 邱姿惠 (03)656-5909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985號
b15 展翔車業 林淑婷 (03)551-5498 新竹縣竹北市竹義里中正東路519號㇐樓
b16 軒安成有限公司 鍾緯正 (03)572-7237 新竹市東區水利路154號
46 賀衆有限公司 彭雲裕 (03)590-5486 新竹縣湖口鄉信義街17巷17號
47 新竹楹楹電動車(主-楹楹科技) 洪品喬 (03)559-0369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600-2號

48 ⾧庚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3)959-0633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段498號
49 源成車行 江溪潭 (03)932-4815 宜蘭市崇聖街55號
50 非常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3)936-2505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302號
b17 宜慶機車業行 林正閔 (03)936-7479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72號
51 富翔車材有限公司 張屾添 (03)988-4088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4段98號
52 品客久久電動車業 洪芳齡 (03)951-0520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89號
53 綠色能源電動車 邱鳴谷 0988-784877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9號
54 全球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3)957-7838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三段318號

b18 順意興車業 彭成智 (03)888-3768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段108-1號
55 勁昇電動車 游智鈞 (03)854-5132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東里㇐街2號1樓
56 東祥車業有限公司(主-東祥綠動) 邱桂香 (03)853-3858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三段55號
b19 尚好電動車有限公司 王聖元 (03)857-3203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中山路三段37號
57 東祥綠動車業 林文賢 (03)836-2828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473之4號
58 冠群租賃車業(主-東祥綠動) 林家聖 (03)835-2025 花蓮縣花蓮市主力里中華路358之2號
59 非常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3)833-1379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1號
b20 鴻怡科技車業 張鴻民 (03)835-2002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中正路87號
b21 福隆電動車專賣店 劉福隆 (03)823-4365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211號

b22 晧客商行 江文正 0911-771528 苗栗縣苗栗市光復路179號
60 凌駕社電動車 龔振輝 (037)676-237 苗栗縣頭份市民族路260號
b23 晶鈺彩光照明工業社 林家銘 (0963-263221 苗栗縣頭份市中央路580號 1 樓
61 真新盛汽車商行 陳鏡民 (037)852-125 苗栗縣通霄鎮五南里中山路46號

62 永協順電動車 李慶豐 (04)2687-7502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段370號
b24 勇偉電動車 黃政偉 (04)2681-6800 台中市大甲區臨江路49-3號
b25 昌宇電動機車行 莊曜宇 (04)2686-6761 台中市大甲區育英路79號
b26 祐鉦綠能企業社 洪子茵 0965-667743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段123巷158弄16號
63 總太綠能有限公司 施培雯 (04)2487-6818 台中市大里區大智路617-3號
64 群盛綠能車業 沈冠州 (04)2483-1958 台中市大里區祥興里大智路617號之5
65 頂堅事業有限公司 魏守正 (04)2481-1919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84號
66 總太綠能有限公司-日新店 張慶雄 (04)2483-1958 台中市大里區日新路237號
67 佳奇電動車行 林益松 (04)2483-1298 台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二段213號
68 宸弘新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黃弘毅 (04)2567-0086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里中清東路160號1樓
69 可充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林易達 (04)2567-2639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110號
b27 聚新綠能科技車業 李修億 (04)2566-1698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4段128號
b28 秉宸機車行 童秉宸 (04)2276-8358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451號1樓
b29 智暉綠能行 留智暉 0979-656719 台中市太平區宜昌路280-3號
70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台中北屯 陳翌軒 (04)3609-5599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二段278號
71 非常電動車有限公司 林政強 (04)3609-5577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段1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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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昌輪電動車行 施珮婷 (04)2203-8412 台中市北區淡溝里育德路190號1樓
73 允昇電動車業行 鄭傑鐸 (04)2237-1912 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173號
b30 鼎昌工業社 鄭駿霖 (04)2241-9199 台中市北屯區松勇里北屯路531號1樓
b31 金冠輪車業有限公司 巫孟軒 (04)2233-9374 台中市北屯區進化北路65號1樓
74 速可達車業有限公司 張凱傑 (04)2708-3448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69-47號
75 河南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4)3609-0388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07號
b32 捷峰電動自行車行 張峯旗 0918-16833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路52號
76 偉億車業 張偉鑫 (04)2577-0776 臺中市東勢區延平里第㇐橫街113號
77 復興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4)3609-0366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段200號
b33 傳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丕欣 (04)2496-8990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十路208號8樓7室
78 永協順電動車-沙鹿店 李靜宜 (04)2665-5858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8段171號1樓
79 景泰電動車行 總店 蘇正傭 (04)2533-8985 臺中市潭子區潭秀里雅潭路㇐段102-1號
b34 智錡實業社 邱佑丞 0979-517938 台中市潭子區民族路二段48巷81號
b35 鼎越電能科技有限公司 卓宜蓁 (04)2536-0976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街二段33號1樓
80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台中豐原 劉明進 (04)2522-0115 台中市豐原區博愛街11號

b36 愛竹山電動企業社 胡博揚 (049)265-8133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大明路169號1樓
81 南投電動車 李坤義 (049)2240359 南投市復興路518號
82 勝鴻綠能有限公司 傅勝鴻 (04)9242-3997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163-1號
83 力翔電動車 李峻丞 (049)231-0027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2段59號

84 汰凰車業有限公司 陳茂港 (04)895-4897 彰化縣二林鎮北平里仁愛路385號
b37 昇輝機車行 莊啟輝 (04)888-2928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段295號
85 立寶富流行電動車 何俊達 (04)822-1936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二段221號
86 益瑞企業有限公司 柯金泉 (04)799-2878 彰化縣伸港鄉定興村中興路三段698號
87 智輪創意有限公司 楊朝淵 (04)757-5299 彰化縣和美鎮忠孝路61號
88 普吉電動車 謝秀蘋 (04)872-1088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段210號
89 辰和電動車-花壇店 許硯智 0907-706-699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236號
90 綠野電動車 蔡宏南 (04)839-5175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莒光路521號
91 辰和電動車 侯景軒 (04)831-6691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5號
92 總太綠能有限公司-員林店 趙怡意 (04)838-0839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2段521號
93 和旺車業有限公司 吳揚程 (04)834-5158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2段111號
b38 捷美電動車 張道嵩 (04)838-4631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段99號
94 湧金企業社 張福傳 (04)829-4505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中正路1段312號.
b39 旭展電動車 劉鈞晟 (04)777-5065 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225號
b40 東亞電動自行車行 施麗君 0982-356388 彰化縣鹿港鎮鹿西路70號
95 祥鴻電動車行 江文祥 (04)882-5760 彰化縣溪湖鎮忠覺里崙仔腳路123號
96 奕源實業有限公司 羅芳春 (04)881-6593 彰化縣溪湖鎮忠溪路376號之1
97 健騰商行 洪堯仁 (04)728-0376 彰化市中山路2段305號
98 基業電行車業 戴明興 (04)735-7313 彰化縣彰化市茄苳路㇐段109號
99 千雅商行 石世宜 (04)723-0903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段77號之8號

100 非常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4)727-1166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980號

101 大展電動車 張為忠 (05)534-2751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46號
102 宏毅電動車 丁雅萍 (05)537-7766 雲林縣斗六市三平里上海路138號1樓
103 永帝電動車 陳維濬 (05)537-3868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段8之1號
b41 六合電動車行 鄭依婷 (05)533-5118 雲林縣斗六市六合街17之1號
b42 東鑫企業有限公司 鄭日東 (05)532-0066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262號
104 啟為電動車 吳博勝 (05)596-6889 雲林縣斗南鎮北銘里延平路二段145-1號
b43 光華車業廣場 劉淑敏 (05)596-6599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45號
105 啟發電動車業 鄭啟發 (05)782-2709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224號
106 愛騏電動車 鐘志偉 (05)632-4998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光復路234號1樓
b44 東芳傳播有限公司 方林貴 (05)633-2350 雲林縣虎尾鎮新興里信義路2號1樓
b45 佳峯電器行 黃聖佑 (05)584-2086 雲林縣莿桐鄉中正路67號

107 昱旺車業 張俊禧 (05)265-3520 嘉義縣大林鎮中興路272之2號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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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6 銘興車業行 黃麒銘 (05)238-2233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二段13號
b47 順億電動車連盟 蔡億信 (05)362-8562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三路85號
108 回嘉企業社 方子豪 (02)230-6266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大義路208號1樓
109 益昌車店 何嘉哲 (05)226-2619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西安路2號
110 巨鳴開發有限公司 曾嘉偉 (05)221-2553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覆鼎金31-2號
111 明電電動車 劉恩道 (05)379-4574 嘉義縣朴子市新興路11號
112 圓匯科技有限公司 蕭博仁 (05)238-6608 嘉義市下埤里保福路122巷28號(鳥岫仔21號)
113 全弘電動車行 林子祐 (05)233-0306 嘉義市西區重興里友忠路772之2號1樓
114 翰螢電動車 李清彰 0933-023067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261號
b48 常嘉有限公司 陳慶全 (05)223-8257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17號1樓
115 康騏電動車業有限公司-嘉騏店 陳世昌 (05)227-4536 嘉義市東區興南里吳鳳南路129號
116 優利電動車行 張馨尹 (05)223-6956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252號
b49 惠眾電動車業行 曾文津 (05)377-1715 嘉義縣新港鄉月眉村6鄰月眉潭5號之1

117 非常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6)213-5040 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段2號
b50 大進智能電車實業社 林思延 (06)221-6848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1段75號
118 康騏電動車業有限公司 陳世昌 (06)249-2222 台南市仁德區太子路86巷42號
119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台南仁德 劉順豪 (06)266-1919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段157號
120 康騏電動車業有限公司-仁德店 陳世昌 (06)279-6110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290號
121 毅興門窗行 沈龍毅 (06)698-6559 台南市六甲區中正路290號
122 金湖電動車業 郭麗翡 (06)250-0566 台南市北區雙安里成功路600巷2號
123 真好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6)236-9388 臺南市北區開元路208號
b51 揚德電動車企業社 蔡耀德 (06)2313-889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837號
b52 鈺騏電動車業有限公司 吳詮彬 (06)207-3957 臺南市永康區富強路1段225號1樓
b53 瑞發車行 黃俊榮 (06)685-4527 台南市白河區永安里中山路63號
b54 永安電動車行 曾毓瑄 (06)685-3270 台南市白河區國泰路143號
124 安南電動車業 汪豐富 (06)255-0097 台南市安南區北安路2段363之22號
125 優達企業社(主-永帝) 陳毅軒 (06)246-0880 臺南市安南區本田路3段740號
126 康騏電動車業有限公司-後甲店 郭為晟 (06)222-2401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335號
127 新源行 謝政儒 (06)723-1233 台南市佳里區忠仁里中山路236號1樓,
b55 法拉企業社 陳奇震 (06)723-0876 臺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77之24號
128 康騏電動車業有限公司-成功店 郭為晟 (06)260-0106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23號
129 康騏電動車業有限公司-崇德店 劉鎮樟 (06)267-1993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84號
130 新發讚車業 陳姿雅 (06)680-5688 台南市東山區青葉路二段1號
b56 新達動能有限公司 李慧芬 (06)200-2282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1段188號1樓
b57 金茂電動車行 吳佳立 (06)235-6269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192巷24弄16之2號
131 東允電動車業行 吳秀美 (06)263-3939 台南市南區大成路二段238之2號
132 守赫企業社 蘇柏文 (06)262-4666 臺南市南區同安里明興路1310之1號
133 協立電動車 王志雄 (06)572-2931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29號1樓
134 力達旺電動車專賣店 蘇建中 (06)572-2345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177-5號
b58 好吉祥電動車 王俊淵 0972-753308 台南市善化區興農路463號
b59 尚昇電動車 郭建良 (06)581-2168 台南市善化區光復路30號
135 翔星電動車 邱連發 (06)597-1087 臺南市新化區太平里中正路841號1樓,
136 康騏電動車業有限公司-新化店 陳世昌 (06)590-6500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500號1樓
137 晶旺電動車業 張雅如 (06)6567289 台南市新營區⾧榮路2段1123號 
b60 新傳實業有限公司 賴冠宏 (06)783-2329 台南市學甲區華宗路343號
b61 大明腳踏車店 謝雨良 (06)783-3007 台南市學甲區濟生路179號
138 永泰電動車行(康騏歸仁店) 鄭保佑 (06)230-1715 台南市歸仁區新厝里中正南路㇐段81號1樓
b62 和聖電動車業行 吳錦麗 (06)653-0186 台南市鹽水區津城里後厝121號

139 好馬電能有限公司 黃國棟 (07)395-6171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路59號
b63 賓達電動機車有限公司 李培怡 (07)385-577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路186之2號
140 英輪電動車 李智文 0925-088178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15號1樓
141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高雄三民 邱幼享 (07)385-1880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25-1號
142 高聯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7)382-061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路515號
143 祥運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7)310-2262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路876號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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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楹楹企業行(主-楹楹科技) 王文賢 (07)313-1288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路35號1樓
145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高雄大社 方弘廷 (07)352-1698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38-2號
b64 鼎新車業 鄭智元 (07)651-8374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117-1號
146 上陞電動車有限公司 張秀梅 (07)373-4092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453號
147 輕鬆騎電動車 吳順發 (07)585-6891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4之8號
148 光南車業行 張朝淯 (07)622-6325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386號
149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 林建明 (07)623-1119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98號
b65 錡明電動車岡山店 謝濬鈞 (07)625-1953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71號
b66 動傑有限公司 林皇成 (07)641-6067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302號
150 三多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7)338-2020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號
151 高鑫機車行(主-承鑫) 黃琨明 (07)713-2072 高雄市前鎮區籬仔內路166號
152 百葉機車材料行 葉鎭維 (07)681-2349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段156號
b67 百里電動車業行 楊璇蓓 (07)699-5280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2段83號1樓
153 億鑫電動車 鄭方陣 (07)361-0803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231號
154 台利電動車 鄭叡駿 (07)366-0211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88號
155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高雄楠梓 劉榮輝 (07)363-9898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343號
b68 竹輪電動車(股)公司-高雄路竹 孫漢農 (07)696-6133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844 、846號
b69 凱歌企業行 鄭榮科 (07)696-0083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305號
156 信田機車行 林慶田 (07)666-4181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二路85-2號
157 英宏電動車有限公司 李慧慶 (07)790-5831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82號
158 承鑫機車行 丁麗珍 (07)765-2885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36號
159 非常機車行(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7)823-0707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60號
b70 天馬車業有限公司 陳柏樫 (07)746-4439 高雄市鳳山區復興街4號
b71 吉軒電動車專賣店 葉永吉 (07)612-7999 高雄市橋頭區橋頭路5號1樓
b72 明政車業行 鄭琨璟 (07)616-4725 高雄市燕巢區中北路203號

160 林晟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梁展榞 (08)778-8588 屏東縣內埔鄉學人路687號
161 三大內埔電動車行(主-東允) 吳佩彌 (08)737-5555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南寧路6號
b73 來克車業有限公司 周志源 (08)771-1918 屏東縣竹田鄉竹南村新興路1巷16-10號
162 賓友電動機車有限公司 王子權 (08)832-9993 屏東縣東港鎮沿海路181-1號
163 三大電動車業行(主-東允) 吳佩彌 (08)833-2211 屏東縣東港鎮頂新里中正路273號
164 林晟電動車枋寮店 陳信嘉 (08)871-0138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中山路二段291號1樓
165 東允電動車業 吳佩彌 (08)737-5555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478號
166 ⾧久電動車 陳建維 (08)755-1575 屏東縣屏東市厚生里建華㇐街242號
167 千禧機車有限公司(主-非常電動車) 林政強 (08)723-0303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211號
168 楹楹科技有限公司 王文賢 (08)753-6287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241號
b74 全興電池 林登元 (08)735-1449 屏東市信義路254號
169 黃隆企業社 黃寶壽 (08)889-1165 屏東縣恆春鎮城西里復興路30號1樓
170 興盛商行 曾誠崴 (08)796-5663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南興路58-21號
171 上正有限公司 陳羿霖 (08)7764126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二段195號
172 文哥電動車商行 李㇐昌 (08)789-8817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230號
173 鈺明企業社 陳勇志 (08)789-6069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介壽路85號1樓.
174 三大潮州電動車業行(主-東允) 吳佩彌 (08)789-0222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192號

175 南華車業行 洪秋桂 (089)325721 台東縣台東市傳廣路179號
176 立健企業社 陳俊生 (089)339-887 台東縣台東市自強里正氣北路242之1號1樓
177 世協企業社(主-華南) 洪偉智 (08)932-8599 台東縣台東市中心里更生路529號

178 金亞立綠能有限公司 楊肅黨 (082)322-355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湖下11之1
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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