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名稱：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明中路 10 號
公司電話： (02)2992-1131

公司傳真：(02)2992-1539

營業項目： 各種汽車(含底盤及車身)及其零件進出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鍵發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 25 號之 4
公司電話： (02)2298-9101

公司傳真：(02)2298-9034

營業項目： 日本 NWB、TOKICO、三菱零件、韓國正廠、MANDO、HI-Q、ATW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jft215@seed.net.tw
公司名稱： 源山汽車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25-2 號
公司電話： (02)2299-2272

公司傳真：(02)2298-3950

營業項目： 豐田、日野、國瑞正廠零件、電氣、冷暖氣正廠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隆輝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87 號
公司電話： (02)2555-9268

公司傳真：(02)2556-6391

營業項目： 進出口貿易業務、代理國內外廠商產品、投標、報價及經銷業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裕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158 號
公司電話： (03)462-6588

公司傳真：(03)451-3223

營業項目： 汽車及輪胎、汽車材料之買賣及代理、汽車潤滑油
公司網址： www.truck-bus.com.tw
公司信箱： yycpt@syc.com.tw
公司名稱： 培林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 25 號
公司電話： (02)2571-5221

公司傳真：(02)2523-9558

營業項目： 總代理日本 Koyo 軸承、油封銷售
公司網址： www.peilinbrg.com
公司信箱： service@peilinbrg.com
公司名稱： 全泰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51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04-3727

公司傳真：(02)2509-0869

營業項目： NGK 火星塞、汽機車、船舶、農業、工業、火力電廠專用型火星塞代理銷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n1514771@gmail.com
公司名稱： 弘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78 巷 3 弄 8 號
公司電話： (02)2556-2664

公司傳真：(02)2558-1918

營業項目： TP 活塞環、EIKO 預熱塞、NOK、KOYO、TKK 油封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裕灃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新生北路一段 160 號 2 樓
公司電話： (02)2541-8191

公司傳真：(02)2541-1072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精品百貨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泰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 37 巷 1 號
公司電話： (02)2531-9402

公司傳真：(02)2562-4215

營業項目： 進出口代理銷售世界一流品質之汽車零配件
公司網址： www.tiger-autoparts.com
公司信箱： sales@tstiger.com
公司名稱： 通發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172 巷 3 弄 12 號
公司電話： (02)2558-0330

公司傳真：(02)2555-6798

營業項目： 離合器片壓板碟式來令片汽缸床水幫浦考耳電動泵韓國車系正廠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tf.t580181@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同益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195 號(營業所)
公司電話： (02)8200-0388
營業項目： 汽機車零件、百貨、音響、輪胎等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8200-0390

公司名稱： 三進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林森北路 107 巷 90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51-9251

公司傳真：(02)2563-8083

營業項目： 汽車電裝品、發動機啟動、汽油幫浦、綜合開關、升降機馬達、開關斷電
器、感應器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25519251s@gmail.com
公司名稱： 泰東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119 號
公司電話： (02)2555-5237

公司傳真：(02)2559-2376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進口批發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taitong.taiwan@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勝玉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赤峰街 71 巷 30 號
公司電話： (02)2555-8026

公司傳真：(02)2555-8071

營業項目： 歐日美車系、客貨卡車、零件銷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新合成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39 號
公司電話： (02)2368-3855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及五金工具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368-4497

公司名稱：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29 號 13 樓
公司電話： (02)2719-3488

公司傳真：(02)2719-3545

營業項目： 車身、交通運輸及零配件之相關保養修理代理
公司網址： www.mercedes-Benz.com.tw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和建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172 巷 5 弄 10 號
公司電話： (02)2559-8605

公司傳真：(02)2558-5282

營業項目： 飛鹿牌濾清器總經銷 各種大小車之濾清器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東洋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赤峰街 6 號
公司電話： (02)2555-7405

公司傳真：(02)2555-6964

營業項目： 汽 機車及工業上用之各種濾清器訂製、製造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toyoauyo@ms13.hinet.net
公司名稱： 明真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赤峰街 41 巷 11 號
公司電話： (02)2559-8870

公司傳真：(02)2556-9760

營業項目： 引擎大修包、汽缸床墊各種墊片、油封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永發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合江街 78 號
公司電話： (02)2505-1360

公司傳真：(02)2516-4362

營業項目： UNITTA、BANDO 皮帶、豐田 LEXUS 正廠機油、煞車皮、雨刷、燈泡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cars938@ymail.com
公司名稱： 名泰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198 號
公司電話： (02)2751-6671

公司傳真：(02)2740-8382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五金、機械、建築材料等買賣、有關前各項進出口貿易業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main.tide@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福興綜合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78 巷 3 弄 8 之 1 號
公司電話： (02)2558-4665

公司傳真：(02)2559-3993

營業項目： 專營汽車水箱風扇製造內外銷、友善耕作、自然栽培及天然農產品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fushing.fan@gmail.com
公司名稱： 町夆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172 巷 5 弄 13 號
公司電話： (02)2559-9599

公司傳真：(02)2559-9499

營業項目： 專修引擎大修零件、引擎波司、活塞環、活塞環鏈、代理日本大豐
NPR,TP,RIK,MAHLK-IZUMI ART
公司網址： www.machimine.com
公司信箱： japanparts@machimine.com

公司名稱： 王冠交通器材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華陰街 99 號
公司電話： (02)2555-6789

公司傳真：(02)2555-6776

營業項目： 歐美日引擎大修料、底盤零件、重機堆高機零件、油壓齒輪泵浦
公司網址： www.kingcrownbest.com
公司信箱： lawson60@ms32.hinet.net
公司名稱： 源泰交通器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78 巷 3 弄 4 號
公司電話： (02)2555-4527

公司傳真：(02)2556-6171

營業項目： 代理銷售歐美日建設機械零件、歐美日濾清器總匯、導線製造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合榮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松江路 26 巷 13 號
公司電話： (02)2523-9941

公司傳真：(02)2562-4934

營業項目： 美國車系正廠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東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產業園區五工五路 7 之 1 號
公司電話： (02)2298-2821

公司傳真：(02)2298-2840

營業項目： 飛利浦、AC 德料、DAYCO、BENDIX、特等
理。 LED 照明燈飾燈具光源進出口
公司網址： www.tcc168.com.tw
公司信箱： tc@tcc168.com.tw

歐皮特等品牌汽機車零配件總代

公司名稱： 勝貿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雙連街 48 號
公司電話： (02)2557-9555

公司傳真：(02)2557-7880

營業項目： 歐日托車鐵道及軍工車輛零件代理進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樺統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復興北路 514 巷 19 號
公司電話： (02)2502-1210

公司傳真：(02)2502-3890

營業項目： YAZAKI、矢崎、VDO 行車紀錄器/安裝/維修/定期檢測、酒測器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武特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79 巷 17 號
公司電話： (02)2555-3697

公司傳真：(02)2556-1454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進出口批發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光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133 巷 20 號
公司電話： (02)2559-5145

公司傳真：(02)2559-5149

營業項目： 總代理 RIKEN 活塞環、LLE 引擎波司、鋼板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kuang.lyen.tw168@gmail.com

公司名稱： 滿好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 36 號
公司電話： (02)2299-1917

公司傳真：(02)2299-0067

營業項目： 汽車相關零配件之進出口貿易及經銷、代理、買賣業務
公司網址： www.manhow.com.tw
公司信箱： riva@manhow.com.tw
公司名稱： 元野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79 巷 22、24 號
公司電話： (02)2555-7182

公司傳真：(02)2558-9577

營業項目： 代理日本 TBK 零件及進口、各種汽車材料批發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喬政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六路 26 號
公司電話： (02)2298-1855

公司傳真：(02)2298-1858

營業項目： 汽車軸承、油封
公司網址： www.tccgroup.com.tw
公司信箱： service@tccgroup.com.tw
公司名稱： 王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 170 巷 16 號 2 樓
公司電話： (02)2555-8800
營業項目： 消防救災車輛、器材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wei052123@hotmail.com

公司傳真：(02)2558-3322

公司名稱： 天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89 號 6 樓
公司電話： (02)2713-1216

公司傳真：(02)2713-1693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進口代理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丁新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林森北路 107 巷 87 號
公司電話： (02)2542-1616

公司傳真：(02)2563-9795

營業項目： 歐美日重機引擎大修零件
公司網址： www.adingparts.com
公司信箱： dinsn.h7288@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華峰交通器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雙連街 11 巷 28 號
公司電話： (02)2553-8118

公司傳真：(02)2553-8124

營業項目： 代理 Gates 大車皮帶、大車工程機械、水邦浦、油水分離器、風扇離合器
公司網址： www.nek.com.tw
公司信箱： nek@nek.com.tw
公司名稱： 本成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 40 號
公司電話： (02)2299-4041
營業項目： 汽車零配件、國際貿易及國內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299-4019

公司名稱： 上合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45 號(通訊處)
公司電話： (02)2907-6906

公司傳真：(02)2907-6918

營業項目： 代理銷售歐、美、日品牌各種濾清器& HADREX 牌化工系列產品
公司網址： www.goodka.com.tw
公司信箱： trading@goodka.com.tw
公司名稱： 川棋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175 巷 12 號
公司電話： (02)2559-3011

公司傳真：(02)2556-7261

營業項目： 豐田、日野、國瑞汽車、正廠零件、進口經銷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亞力全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桃園市大業路一段 368 號 7 樓(通訊處)
公司電話： (03)357-0875

公司傳真：(03)357-0912

營業項目： CMC 國瑞卡車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茂旺建設機械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75 巷 25 號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三段 81 號(工廠)
公司電話： (02)2559-3888
(02)8991-7746

公司傳真：(02)2558-6393

(02)2998-1209
營業項目： 怪手、堆高機、鏟裝機、垃圾車、小山貓吊車、油壓缸、齒輪、重機械零件

製造修復
公司網址： www.goldenmyway.com.tw
公司信箱： gmw@goldenmyway.com.tw

公司名稱： 諸昇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53 巷 24 號
公司電話： (02)2555-5972

公司傳真：(02)2559-1959

營業項目： 專營日本中小型汽車材料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正友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赤峰街 17 巷 15 號
公司電話： (02)2555-3123

公司傳真：(02)2555-4532

營業項目： 汽車引擎大修零件、經銷正興活塞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伍中交通汽車材料行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79 巷 19 號
公司電話： (02)2559-8989

公司傳真：(02)2559-8999

營業項目： 鑽石牌汽缸套、北區經銷專營大修零件、來令片、離合器片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誠元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承德路一段 69 巷 28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56-1203

公司傳真：(02)2555-5641

營業項目： 鋼板、騎馬螺絲、鋼板肖子、中心螺絲、避震器、ＪＢＲ系列、電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advance1203@yahoo.com.tw

公司名稱： 河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紹興北街 8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322-1829

公司傳真：(02)2322-1920

營業項目： 進口汽車、機車皮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houkin@ms46.hinet.net
公司名稱： 達陽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133 巷 4 號
公司電話： (02)2556-9388

公司傳真：(02)2558-0510

營業項目： 專營 HONDA、鈴木、大發及速霸陸正副廠零件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固鈦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97 巷 37 號
公司電話： (02)2555-5808

公司傳真：(02)2558-5823

營業項目： 底盤、引擎、中、小型汽車材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亞特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六路 26 號 3 樓
公司電話： (02)2299-9168
營業項目： SWF 雨刷、MAHLE 濾芯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service@tccgroup.com.tw

公司傳真：(02)2299-0448

公司名稱： 永昌離合器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哈密街 45 巷 11 號
公司電話： (02)2595-2440

公司傳真：(02)2585-4713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feiming1227@yahoo.com.tw
公司名稱： 上全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錦州街 175 巷 25 號
公司電話： (02)2561-5438

公司傳真：(02)2557-7880

營業項目： 專營 BENZ、BMW 全車系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li.hsiong@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全州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雙連街 53 巷 6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57-9555

公司傳真：(02)2567-3806

營業項目： 歐、美、日拖車和軍工零件及進口批發零件銷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竣成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敦煌路 26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86-3155

公司傳真：(02)2586-2672

營業項目： JURID 來令片、消音器、剎車底盤、零件進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立興汽車材料行
公司地址： 台北市濱江街 320 號
公司電話： (02)2502-3930

公司傳真：(02)2711-0137

營業項目： 歐美汽車底盤、各式零件、自動變速箱、汽車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安立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新生街 85 號
公司電話： (02)2971-4015

公司傳真：(02)2971-4766

營業項目： 歐美巴士零件及 GM 引擎配件買賣等業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皇遠汽車材料行
公司地址： 台北市西藏路 340 號
公司電話： (02)2304-1337

公司傳真：(02)2336-9112

營業項目： 專營中小型汽車零件及歐美日各種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金順汽車材料行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19 巷 22 弄 3 號
公司電話： (02)2563-3104
營業項目： 剎車來令片、離合器片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542-4913

公司名稱： 元鐿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53 巷 32 號
公司電話： (02)2555-2005

公司傳真：(02)2552-1393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之買賣批發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橋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權二路 22 號 5 樓之 10
公司電話： (02)2299-2995

公司傳真：(02)2298-8748

營業項目： 歐洲重車零件、車窗升降機、汽缸床墊片、ZF、WABCO 零件經銷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chochico@ms26.hinet.net
公司名稱： 開普利達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萬全街 76 號
公司電話： (02)2552-0686

公司傳真：(02)2552-0607

營業項目： 日本汽車零件進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KPLDBROTHER@gmail.com
公司名稱： 厚德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115 巷 16 號
公司電話： (02)2558-6696

公司傳真：(02)2559-4962

營業項目： 歐美日重機、汽車零件進出口、引擎零件批發及進出口
公司網址： www.fuliauto.com.tw
公司信箱： admin@fuliauto.com.tw

公司名稱： 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115 巷 21 號
公司電話： (02)2558-1180

公司傳真：(02)2555-0401

營業項目： 汽機車零配件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盈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 304 巷 29 之 1 號
公司電話： (03)396-0561

公司傳真：(03)396-0772

營業項目： 汽、機車電池、零件配件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華泰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175 巷 5 號
公司電話： (02)2550-1251

公司傳真：(02)2550-1295

營業項目： AC.Delco 水泵浦、汽車泵浦、日本製晶片點火線圈、OPEL 正廠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大陸運搬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 335 巷 5 號
公司電話： (02)8282-3150
營業項目： 堆高機零配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mlh@twmlh.com

公司傳真：(02)8285-7020

公司名稱： 勤益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97 巷 10 號
公司電話： (02)2555-1729

公司傳真：(02)2556-6404

營業項目： 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汽車材料五金及機械買賣業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吉喆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德惠街 161 號
公司電話： (02)2585-6155

公司傳真：(02)2586-0909

營業項目： 剎車來令片、剎車盤、引擎腳、火星塞、時規皮帶、ＰＫ皮帶、考耳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trifor@ms71.hinet.net
公司名稱： 禾久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 648 號
公司電話： (02)2608-3266

公司傳真：(02)2608-3667

營業項目： 汽車零配件、汽車化學保養用品、皮帶、機油
公司網址： www.nogihisa.com.tw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昇群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六路 26 號 4 樓
公司電話： (02)2299-7779
營業項目： 賓士專業正副廠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group8@ms43.hinet.net

公司傳真：(02)2298-9232

公司名稱： 力強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 136 巷 7 號
公司電話： (02)2596-2078

公司傳真：(02)2597-7282

營業項目： 進出口 VW、AUDI、T5 及 T6 汽車零件之買賣業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vwadt4.parts@gmail.com
公司名稱： 忠本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 2 段 23-15 號
公司電話： (02)8292-1199

公司傳真：(02)8292-1888

營業項目： SKF 及日本品牌汽車軸承經銷、TJB 廠牌汽車軸承生產內/外銷
公司網址： www.tjb-bearings.com.tw
公司信箱： tjbbrg@ms35.hinet.net
公司名稱： 金麟企業社
公司地址： 台北市赤峰街 12 巷 5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59-2677
0930-045356

公司傳真：(02)2559-6309

營業項目： 堆高機零件之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kl-wen@hotmail.com
公司名稱： 奕達汽車材料行
公司地址：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53 巷 23 號
公司電話： (02)2555-4755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555-1923

公司名稱： 宜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 36 號
公司電話： (02)2299-1917

公司傳真：(02)2299-0067

營業項目： 汽車相關零配件之進出口貿易及經銷、代理、買賣業務
公司網址： www.manhow.com.tw
公司信箱： riva@manhow.com.tw
公司名稱： 克拉子軸承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興城街 39 號
公司電話： (02)2557-3173

公司傳真：(02)2553-5405

營業項目： 汽車軸承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勝偉交通汽車材料行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133 巷 6 號
公司電話： (02)2558-3208

公司傳真：(02)2559-8461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底盤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金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南港路三段 50 巷 1 號 5 樓
公司電話： (02)2788-1122

公司傳真：(02)2788-1480

營業項目： 進出口貿易業務、總代理 NOK 油封及墊片材料
公司網址： www.edccorp.com.tw
公司信箱： edc@edccp.com

公司名稱： 蘴第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蘭州街 48 號
公司電話： (02)2585-2256

公司傳真：(02)2595-9985

營業項目： 純正日製煞車風龜、氣邦、總邦;離合器氣邦、總邦、分邦，TSK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fengdi.go@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統輪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雙連街 39 巷 4 號
公司電話： (02)2553-1585

公司傳真：(02)2557-6186

營業項目： 汽車工具、精品百貨、配件改裝、化工材料、油品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盛暉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赤峰街 71 巷 24 號
公司電話： (02)2556-6643

公司傳真：(02)2559-0294

營業項目： 汽機車零件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鏵豐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寧夏路 76 號
公司電話： (02)2552-0091
營業項目： 歐系商用重車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553-0710

公司名稱： 今喜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合江街 58 巷 11 號
公司電話： (02)2506-0520

公司傳真：(02)2502-1853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發煇汽車材料行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79 巷 12 號
公司電話： (02)2556-9328

公司傳真：(02)2558-1064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吸引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路一段 350 號之 1
公司電話： (02)2646-8855

公司傳真：(02)2646-8585

營業項目： 汽車百貨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衡昌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民族東路 62 號
公司電話： (02)2599-1100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及其零件等買賣業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am-automall@hotmail.com

公司傳真：(02)2598-2400

公司名稱： 富星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 272 巷 22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53-6806

公司傳真：(02)2549-1883

營業項目： 專製雨刷系列
公司網址： www.fsw.com.tw
公司信箱： fswebox@yahoo.com
公司名稱： 吉明美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121 號
公司電話： (02)2556-5835

公司傳真：(02)2556-5106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買賣
公司網址： taiwan-gmb.com
公司信箱： taiwan.gmb@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萬歆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延平北路六段 460 號
公司電話： (02)2816-6215

公司傳真：(02)2816-6218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旭森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115 巷 19 號
公司電話： (02)2556-7360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買賣（避震器，皮帶…）
公司網址： www.monroe.com.tw
公司信箱： wecare@monroe.com.tw

公司傳真：(02)2556-7363

公司名稱： 全鑫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民族西路 225 巷 26 號
公司電話： (02)2585-5650

公司傳真：(02)2598-0016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隆泉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萬全街 41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49-0022

公司傳真：(02)2549-0021

營業項目： 日系中大型車離合器片與壓版及ＴＳＫ鋼索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福晟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 137 巷 31 號
公司電話： (02)2553-7032

公司傳真：(02)2553-4892

營業項目： 中華全車系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福豐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 137 巷 40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95-6724
營業項目： 拖．卡．巴士零件進口代理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593-6743

公司名稱： 啟全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永吉路 30 巷 12 弄 25 號
公司電話： (02)2766-2101

公司傳真：(02)2761-2694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材料進口批發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tser.jang@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僑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24 巷 15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57-1600

公司傳真：(02)2557-1811

營業項目： 各廠渦輪增壓器．變速箱
公司網址： http://turbocharger.com.tw
公司信箱： sales@turbocharger.com.tw
公司名稱： 山月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133 巷 35 號
公司電話： (02)2552-1434

公司傳真：(02)2550-3476

營業項目： 歐日美車拖車及板台正副廠零件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mount.moon@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映齊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227 巷 3 弄 36 號
公司電話： (02)2501-5150
營業項目： 汽車電裝、底盤、引擎、零件販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yingqiautopart@yahoo.com.tw

公司傳真：(02)2501-5070

公司名稱： 開哲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八德路 3 段 12 巷 16 弄 5 號
公司電話： (02)2577-0706

公司傳真：(02)2579-6022

營業項目： 汽車零配件出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永保街 188 號
公司電話： (02)8792-1818

公司傳真：(02)8792-2878

營業項目： 汽車及零配件、車輛潤滑油批發買賣(五十鈴台灣總代理)
公司網址： http://www.isuzu.com.tw/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皇麟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南港里長發路 312 號
公司電話： (03)385-3939

公司傳真：(03)385-2929

營業項目： 汽機車、船舶、機械、農機等相關零件之製造、買賣、進出口貿易
公司網址： www.hlgasket.com.tw
公司信箱： hlgasket@ms32.hinet.net
公司名稱： 東臣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83 巷 69 號
公司電話： (02)2991-2627
營業項目： 水箱、渦輪稱壓散熱器、水箱蓋
公司網址： www.tomsun-radiator.com.tw
公司信箱： tomsun1@ms61.hinet.net

公司傳真：(02)2276-4974

公司名稱： 柯華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復興北路 35 號 6 樓之 1
公司電話： (02)2752-3247

公司傳真：(02)2752-3634

營業項目： 歐美日韓汽卡車、船機及其他重型柴油機零件
公司網址： www.engineparts.com.tw
公司信箱： kosfaco@engineparts.com.tw
公司名稱： 穎冠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光復北路 60 巷 34 號
公司電話： (02)2577-6603

公司傳真：(02)2578-5811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鑫旻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承德路 2 段 75 巷 22 號
公司電話： (02)2559-1200

公司傳真：(02)2550-6486

營業項目： 汽車材料批發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鈺興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重慶北路 3 段 137 巷 50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85-9662

公司傳真：(02)2585-9762

營業項目： VOLVO 大卡車、KHD、Perkins、BPW 正廠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嘉洲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 77 巷 6 號
公司電話： (02)2586-5858

公司傳真：(02)2586-5850

營業項目： 裕隆、日產正廠零件、各廠牌零件全車系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石立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129 巷 4 號
公司電話： (02)2586-6128

公司傳真：(02)2595-3378

營業項目： 歐、美、日剎車來令、剎車盤、鼓及底盤零件、剎車總泵、分泵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mbrake@ms59.hinet.net
公司名稱： 欣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龍街 215 巷 1 號
公司電話： (02)2591-0312

公司傳真：(02)2592-5211

營業項目： (IAC)(NWB)(HKT)555(FEW)(KYB)(TAMA)(AKEBONO)(AISIN)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樂峰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民生西路 362 巷 18 號
公司電話： (02)2552-5603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材料買賣批發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lofeng.bearing@msa.hinet.net

公司傳真：(02)2559-5775

公司名稱： 顥勤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 199 巷 10-9 號
公司電話： (02)2689-7715

公司傳真：(02)2689-7723

營業項目： 柴油引擎零件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寶聖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97 巷 21 號
公司電話： (02)2555-3561

公司傳真：(02)2555-2390

營業項目： S.H 三角架台灣區代理、底盤材料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東風日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 97 巷 9 號
公司電話： (02)8663-3388

公司傳真：(02)8663-1155

營業項目： 裕隆日產汽車零配件批發零售及貿易
公司網址： www.df-nissan.com
公司信箱： cfi_nissan@yahoo.com.tw
公司名稱： 銘崙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三芝區興華里田心子 10 之 1 號
公司電話： (02)2637-2525

公司傳真：(02)2637-2323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配件批發、零售、製造、輪轂軸承、皮帶張緊器與惰輪
公司網址： www.miinluen3.com
公司信箱： htang.mlco@msa.hinet.net

公司名稱： 安車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 405 巷 33 號 2 樓
公司電話： (02)2828-9237

公司傳真：(02)2828-9257

營業項目： 汽車零配件進出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恆久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48 號 11 樓之 1
公司電話： (02)8771-5115

公司傳真：(02)8771-4884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奇輪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 300 號 4 樓之 2
公司電話： (02)2827-6720

公司傳真：(02)2827-6925

營業項目： 交通器材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嘉贊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新生北路一段 51 號 2 樓
公司電話： (02)2521-2233
營業項目： 汽車零配件進出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QQQEDEN@MS14.HINET.NET

公司傳真：(0202562-5601

公司名稱： 車洋行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5 號 4G24 室
公司電話： (02)2723-0155

公司傳真：(02)2729-1150

營業項目： 國際貿易、仲介服務
公司網址： www.kelai.com.tw
公司信箱： dl@kelai.com.tw
公司名稱： 籐崎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吉林路 393 巷 16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96-2651

公司傳真：(02)2596-2630

營業項目： 汽車電裝品製造、批發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伸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四路 42 號
公司電話： (02)2601-1358

公司傳真：(02)2601-0428

營業項目： 汽車零配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蘆洲機械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九路 7 號
公司電話： (02)2602-0085
營業項目： 汽車搖臂、汽門搖臂軸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602-2102

公司名稱： 浩拓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大安街 56 巷 7 弄 16 號
公司電話： (02)8648-5771

公司傳真：(02)8648-5776

營業項目： 汽車燈加工、裝配製造及汽車零配件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凱聖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二段 358-2 號
公司電話： (02)2292-7615

公司傳真：(02)2291-1947

營業項目： 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銷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鼎佶實業社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保安街 80 巷 5 號
公司電話： (02)2913-6890

公司傳真：(02)2913-2495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豪記汽材行
公司地址： 台北市長安西路 78 巷 3 弄 6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59-6880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558-0451

公司名稱： 萬霖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二段 18 號
公司電話： (02)8983-0592

公司傳真：

營業項目： 來令片、傳動軸 製造批發零售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裕振工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蘆洲區和平路 114 巷 11 號 4 樓
公司電話： (02)8282-5702

公司傳真：(02)8281-3051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製造加工買賣業務、汽車零件有關產品進出口貿易業務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ru0011@yujarn.com.tw
公司名稱： 鼎昱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 772 巷 3 號
公司電話： (03)363-0979

公司傳真：(03)363-0982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製造業
公司網址： www.timingkit.com.tw
公司信箱： sdingyub@gmail.com
公司名稱： 利寅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工五路 7 號
公司電話： (02)2601-0623
營業項目： CNC 複合加工機、汽車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liyincorp@gmail.com

公司傳真：(02)2601-0295

公司名稱： 溢升機械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560 巷 13 號
公司電話： (02)2988-5790

公司傳真：(02)2986-2552

營業項目： 表面處理業、機械設備業、模具製造業、模具批發業及機械批發業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鼎臻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95 巷 22 弄 13 號
公司電話： (02)2288-9557

公司傳真：(02)2282-0172

營業項目： 鋁擠型、鋁管及鋁條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金千記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03 巷 5 弄 45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719-6975

公司傳真：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買賣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同新貿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吉林路 393 巷 39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95-2757

公司傳真：(02)2595-2734

營業項目： 汽車自動變速箱零配件、修理包及濾網等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tong_sing_car@yahoo.com.tw

公司名稱： 營標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 480-2 號
公司電話： (02)2812-4515

公司傳真：(02)2813-3016

營業項目： 補胎片、補胎膠水、補胎條及補胎工具、自動補胎劑、CO2 補胎組、輪胎修
補材料
公司網址： www.yingpaio.com
公司信箱： yp-19@yingpaio.com.tw
公司名稱： 祥嘉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中直路 3-11 號-1
公司電話： (02)2294-1012

公司傳真：(02)2291-7123

營業項目： 自動變速箱整理包修、底盤板金等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嘉幫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雙連街 39 巷 9 號
公司電話： (02)2552-9933

公司傳真：(02)2550-5353

營業項目： 汽車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a25507173@yahoo.com.tw
公司名稱： 長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1 巷 14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550-3182
營業項目： 大型車剎車室及剎車調整器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cangfacar@gmail.com

公司傳真：(02)2550-8871

公司名稱： 上鼎國際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 89 之 1 號
公司電話： (02)2649-8292

公司傳真：(02)2649-8291

營業項目： 引擎、底盤、小鈑金、水冷扇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智好欣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雙連街 11 巷 28 號
公司電話： (02)2553-8118

公司傳真：(02)2553-8124

營業項目： 代理日本 AKEBONO 來令片、555 底盤件、水泵浦、汽油泵浦及風扇離合器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derek@nek.com.tw
公司名稱： 立勝軸承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 49 巷 9 號
公司電話： (02)2556-5439

公司傳真：(02)2550-7473

營業項目： 汽車. 機車.重機.堆高機之鍊條軸承. 油封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大溏汽車零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 252 巷 2 號
公司電話： (02)2595-6007
營業項目： 韓國車系列汽車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595-6700

公司名稱： 燦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 3 段 83 巷 10 號
公司電話： (02)2599-4028

公司傳真：(02)2599-4039

營業項目： 三菱中華汽車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名稱： 展麒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仁華街 76 號 1 樓
公司電話： (02)2857-0998

公司傳真：(02)2857-9727

營業項目： 方向燈繼電器, 繼電器
公司網址： www.touch-relay.com.tw
公司信箱： touch@touch-relay.com.tw
公司名稱： 台灣凱迪爾汽車零件工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 106 巷 1 號 4 樓(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204 巷 1 號 2 樓(通訊)
公司電話： (02)8295-9958

公司傳真：(02)2619-1578

營業項目： 汽車及其零件、工業用塑膠製品及模具等製造業、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crowninnerfender@gmail.com
公司名稱： 勝大汽車材料行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 53 巷 18 號
台北市內湖區潭美街 600 號
公司電話： (02)2556-4280

公司傳真：(02)2794-9097

營業項目： 中小型汽車引擎、底盤零件及再生零件
公司網址：

公司名稱： 台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17 號 9 樓之二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 648 號
公司電話： (02)2608-3266

公司傳真：(02)2608-3667

營業項目： 冷媒回收及充填設備、冷媒測漏及鑑定設備、空調維修相關產品、冷凍油等
相關產品
公司網址： www.nogihisa.com.tw
公司信箱： service-ec@nogihisa.com.tw
公司名稱： 正銘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97 巷 35 號
公司電話： (02)2555-4550
營業項目： 代理正興活塞
公司網址：
公司信箱：

公司傳真：(02)2555-4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