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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柴油批發業者名單
公司名稱

石油種類

公司所在地

聯絡電話

南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屏東縣內埔鄉振豐村新南路14號2樓

(08)7526626

70595150

滿奇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中山路2段310號

(04)8239586

16183912

太隆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0號2樓之5

(02)22966035

89943947

陸地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70號12樓

(02)27529811

84704708

卡通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88612257

84305322

億昇倉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7號4樓之9

(02)27186038

22249504

南壇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嘉義縣新港鄉頂菜園13-6號

(05)2860475

23506467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之34號5樓

(02)29356515#124

16839714

台汽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2671811#222

16998471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317號

(05)5573966

14001199

亨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忠一路46號

(03)3528686

13023006

鏵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86號8樓之1

(02)22420802

97322359

承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屏東縣屏東市廣興里廣興81之2號

(08)7651177

13035241

連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2127608

70618941

金門鴻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1段222號

(08)2372222

16748691

永森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9835438

13092312

宏大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92-1號

(03)4520020

22305667

騰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羅斯福路6段169號1樓

(02)29316525

84133172

興隆油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9314134

13099384

鴻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苗栗縣頭份市民族里民族路75號1樓

(03)7673530

13068024

西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22號1樓

(02)29895230

13055576

車容坊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五股區新五路二段279號

(02)22939662

84283164

大慶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彰化縣鹿港鎮臨海路三段490號

(04)7776758

84255857

北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仁愛路4段25之1號11樓

(02)27415577

16584228

領航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桃園區中成里大興西路3段380巷358之1號1樓 (03)3413737

79959167

元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民生東路4段54號3樓之3

(02)27172222

12132033

群鎧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重慶北路2段196號9樓之5

(02)22575508

96967325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南市生產路68號

(06)6328703

03794905

全國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羅斯福路6段140號4樓

(02)29356500

22958907

久久益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322號1樓

(07)7036976

79980133

恆一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6)2890000

79991687

竹泰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南投縣竹山鎮山崇里南雲路10-9號

(04)92624172

16227094

新瑞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4563232

84447595

大旺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南市歸仁鄉南興村中山路3段596號

(06)2396156

16353818

台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忠孝東路5段412號10樓

(02)27736396

80272550

威特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苗栗縣西湖鄉湖東村8鄰埔頂6-19號

(03)7923456

80247069

長良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中央路3段529號

(03)8578399

84190721

滿豐漁船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新生一路55號

(08)8311108

70707205

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五股鄉中興路1段6號8樓之5

(04)26308826

27231503

中台灣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4)26562455

80046491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99號1樓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2號6樓之3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22號9樓之5

臺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57號9樓之3

臺北市羅斯福路6段173號1樓

臺南市歸仁鄉中正南路1段63號1樓

基隆市七堵區俊賢路73號

臺中市梧棲區仁美街33巷20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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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巿中正區開封街1段105號8樓之2

(02)23818122

05096362

東吉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港埠路二段165號1樓

(04)26562518

80216761

協益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八德路2段374號9樓之1

(02)27315202

80296835

聰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福興路883號

(03)5543756

84572657

安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一街324號1樓

(03)3257276

80085085

文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211號

(07)2370151

83407841

御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基隆市安樂區內寮里基金三路46巷13號8樓

(02)24244577

79995023

宜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宜蘭縣冬山鄉安平村大安路451號

(03)9591536

42032010

雄菱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211號

(07)5588838

86382956

璟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嘉義市西區新厝里新厝街17號1樓

(05)2359115

80014961

正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42巷3弄2號

(02)82000060

16989327

宏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4)7696132

80327160

有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孝德路15巷11號

(04)7554819

80141426

成發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5420001

70493013

油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中市梧棲鎮頂寮里四維路71巷2號4樓之2

(04)26301262

22974580

發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82952759

80200389

源欣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三重區捷運路37巷8號13樓

(02)22728479

80440450

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7061306

11366005

整樹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屏東縣內埔鄉振豐村新南路14號1樓

(08)7528806

81155355

和興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46巷29之1號

(02)27772049

13113225

新裕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中市烏日區溪壩村溪南路1段187號1樓

(04)7770565

80556825

德盛源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宜蘭縣員山鄉中華村員山三段42號

(03)9232237

13032151

震漢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桃園區國豐三街51號8樓

(03)3789985

80704868

飛達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4556133

97020495

尚祐星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宜蘭縣宜蘭市北津里鎮平一路418號1樓

(03)9284069

27270054

統盟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南市佳里鎮民安里同安寮1之9號

(06)7212261

80226634

詠大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中和區景德街84號

(02)29487700

27348052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37號

(02)22596969

23218091

明淵油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8920228

27448524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1-2號1樓

(02)29599611

33983853

和宣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87號2樓

(07)8062277

27215692

龍昇一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中壢區普慶里普光二街112號1樓

(03)2133666

27600576

金夏裝卸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27號

(08)2337888

80028655

金佑昌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大同路172巷2弄11號

(03)3346541

27658106

長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龜山區楓樹里風尾街699巷12號

(02)25025290

27728118

中鴻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4)26562455

27806774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67號

(06)2011681#225

86379116

棋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71號10樓之1

(03)3260729#14

80072461

秀和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8)7526626

80549965

訊榮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大園區南港村南和路185之9號3樓

(03)3867406

30927219

彰化縣秀水鄉金陵村安南巷71號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361巷29號3樓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5號13樓之5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12樓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52號1樓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3段543巷62號1樓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中興路128巷174號1樓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角宿路7巷41弄11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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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龜山區大岡里新興街一街31巷1弄37號

(03)3282752

27857203

聯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村員山路1段12號

(03)9232001

16272843

統一油品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3)3413456

27306095

大同潤滑油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195巷1弄8號3樓

(02)27912795

28173312

智庫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6917998

80437309

洽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中市沙鹿區向上路七段28號

(04)26317139

12996516

智豐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6917998

28004436

榮泰油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中山區中原街160號1樓

(02)23363070

07509683

同峰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30巷50號1樓

(07)7478139

13160417

海曼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雲林縣斗南鎮林子里1鄰林子207-1號

(05)5954109

27397449

金發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竹縣竹東鎮頭重里中興路4段651巷20號

(03)5836543

89842820

振宏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宜蘭縣五結鄉上四村中正路二段265號1樓

(03)9651093

28722324

豐利行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7)7152622

13182236

永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509號

(03)3384411

28717899

東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96號10樓之1

(03)3607822

28823250

富懋油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中山路3段2巷43號

(04)8537368

16901955

興達勝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411號1樓

(07)3229883

28606036

尤佳多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58號1樓A棟

(02)29995499

80434470

正騏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南市東區泉南里樹林街一段123號

(06)2749861

29126289

鼎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南市麻豆區東角里興中路251巷15號

(06)6793679

24208629

宏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桃園區桃三街5巷1之2號3樓

(03)3607822

27883048

鑫油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中市沙鹿區三鹿里向上路七段28號

(04)26311799

28018797

泳紀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1之1號12樓

(02)25025290

27311647

亞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雲林縣莿桐鄉六合村新興路74號

(05)5515565

80098146

華億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新生路255號

(07)8063110

29016305

指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99號1樓

(02)28826780

27359183

川田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96號10樓之2

(03)2170111

16576698

油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96號10樓之1

(02)22551615

24468552

京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雲林縣斗南鎮福德街62號

(05)5978658

28753986

員椿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彰化縣和美鎮山犁里愛聞路97巷20號

(04)7996632

25082274

鵬翔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雲林縣莿桐鄉大美村溪底路1號

(07)2258277#312

25164465

金益發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雲林縣土庫鎮南平里忠孝街12號

(04)8247858

24235175

豫章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新屋區新生村三民路455號

(03)4870082

70685981

元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4)8656818

25037736

中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15號2樓

(07)7919226

24510094

江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4)22639019

23545898

金獅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屏東縣東港鎮南平路272號

(07)2258277

53072039

中龍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4)26328588

25005137

笙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龜山區楓樹里風尾街699巷12號

(02)25025290

28759166

永有全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桃園區南豐二街168巷35號2樓

(02)25016616

56643075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里龍安街179號2樓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一段123巷20號之3(4樓)

新北市汐止區工建路366號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建民路1號15樓之2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中正三路10號

臺中市南區福順里忠明南路789號12樓

臺中市龍井區向上路6段6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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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南投縣名間鄉松山村名松路2段35號

(049)2580388

89360999

信一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中街232巷5號8樓

(07)7427856

53250505

指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99號1樓

(02)28826780#352

27043501

九洲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村六合三街93號

(03)4906787

53489508

匯欣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樹林區三龍街12巷13號

(02)22720837

53459645

中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屏東縣屏東市義勇里廣東南路92號3樓之2

(08)7238293

53165753

全國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花蓮縣花蓮市美工路19號

(03)8235843

79969067

中森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宜蘭縣宜蘭市茭白里中山路五段501號

(03)9280728

28880723

星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3)4774136

53972427

高登油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華崗路113號1樓

(07)6283021

97267285

峻峰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五股區五福路23巷8號5樓

(02)22932525

25097810

林建勝油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3)9605666

42052872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62號5樓

(02)87526388

22424994

金華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3)5332275

80118987

威勝加油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屏東縣新園鄉興龍村臥龍路569號

(08)8320708

80614402

加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252號

(04)92731106

22803904

宗辰展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中市東區大振街93號1樓

(04)22818850

52601412

永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63號

(07)6161580

54195538

永興昌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3363070

54724848

揚竣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31之21號9樓

(02)23363070

54727303

華豐油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86號8樓之1

(02)25025290

54683733

惠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3)7377358

54815967

新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小港區德仁路60號15樓

(07)2271771

27771867

企油節能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127號11樓之3

(02)29917858

54715361

高奇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8號

(07)7666643

80643650

金民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伯玉路2段161號

(08)2372757

70823865

善榮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南市新營區忠政里中正路39巷78號1樓

(06)2780370

53848835

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士林區後港里11鄰中正路499號1樓

(02)28826780

18598304

八八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臨海路二段100號

(08)7228650

53965559

萬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屏東縣萬丹鄉南北路一段357號

(08)7366036#19

70428251

青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44之27號

(02)29913921

24398466

唯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屏東縣九如鄉九清村九如路二段26號

(08)7390237

22937397

士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451巷57號3樓之1

(02)27948080

53762365

五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嘉義市東區荖藤里忠孝北街157號1樓

(05)2206958

42579030

俊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60號1樓

(02)221788922

28920675

佳賢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7)6912503

42791618

旭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526號13樓之1

(02)25025290

42713424

棋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610巷141號

(03)4906787

27497019

全德油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竹市東區仙水里光復路1段411號

(03)5213247#309

45108701

正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2)23363070

30422506

桃園市新屋區九斗里中山東路1段739巷5號1樓

宜蘭縣蘇澳鎮龍德里德興一路7號

新竹市北區水田里經國路二段60巷3號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169號1樓

苗栗縣後龍鎮豐富里新港七路18巷46號1樓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1250巷42號1樓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52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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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310號5樓

(02)86303781

16761933

久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6)3130000

16216982

台塑博科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27號4樓之9

(02)25919551

89439243

明泉油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泰山區新明里中央路1巷1號1樓

(02)25029982

35878384

詠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八德區大成里大成街6號1樓

(03)3667848

54539203

高正礦油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五股區五福路23巷8號5樓

(02)22081833

15285010

邑樺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中和區民樂路42之1號5樓

(02)27113247

66383210

豫壯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100巷9弄23號2樓

(02)29201400

80737158

統合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新莊區中誠街157-1號

(02)29922335

53698097

全鋒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70號15樓

(02)87726767

22899886

弘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五股區五福路23巷8號5樓

(02)22932525

19039624

元聚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三段150巷8之1號

(03)4839321

69614377

煌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新店區柴程里光華街20巷1號4樓之1

(02)22127608

89506066

宏大國際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92-2號

(03)4520020

13013751

明宥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18巷46號4樓

(02)29827122

24720774

兆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60號11樓之6

(02)23363070

66612918

全港通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八里區商港路123號3樓

(02)26108380

42709054

昇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65號

(02)24281251

56931505

鑫隆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蘆竹區南平街1號13樓之2

(02)23519575

69703912

泰永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1-12號

(06)9262191

80072357

德瑞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4)8380186

53054686

文澳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179-71號

(06)9216188

89220175

好運到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三重區河邊北街162號

(02)23363070

25058226

三豐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高雄市岡山區忠誠街118號1樓

(07)6171206

53064050

永加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蘆竹區坑口里海山路628號

(03)3544586

84705024

朝井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7)6259997

53039378

雨鑫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里自強一路52號3樓

(03)4531888

70649249

群鑫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186號17樓之9

(04)24634923

63363606

智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17號

(02)26418832

42964316

建碩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信義區松信路67號6樓

(02)22951576

24338881

寶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楊梅區高上里高獅路813巷12號

(02)23363070

23975685

金昌興油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66號10樓

(02)23363070

04765891

興南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南市永康區五王里中山東路266號2樓

(06)2034637

69005000

日祥行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彰化縣和美鎮中圍里彰新路三段632巷60弄110號

(04)7226526

42970149

浩光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南市永康區五王里中山東路266號1樓

(06)2034637

68670271

新豐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31號

(02)23363070

75665605

大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臨港路3段451號

(04)23582258#182

50834203

振榮行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竹市東區水源里千甲路2之1號

(03)5719694

46350401

慶永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145號3樓

(02)29928408

29084844

源生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中山路63號3樓

(03)4672188

28541631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069號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里香山五路13號1樓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64之9號2樓

第 5 頁，共 6 頁

統一編號

更新日期：2022/8/31

汽柴油批發業者名單
公司名稱

石油種類

公司所在地

聯絡電話

永聖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路338號1樓

(07)6211512

54611099

和志昇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桃園區樹林四街121號一樓

(03)3221268

50909288

信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210巷5弄14號

(03)3384411

97184139

佐成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69之12號1樓

(07)3713177

13073286

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桃園區中興里中山北路238號1樓

(03)2207767

86198136

台灣環球燃料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7號8樓

(02)27153300#2274

55857458

民基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中市清水區海濱里臨港路六段38號

(04)26260700

97486015

海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東街85號三樓之6

(07)6983169

59199604

旺鴻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里同德六街208號11樓

(03)3528686

28036958

金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金門縣金寧縣桃園路368號

(08)2324849

54372800

義宗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新莊區海山里中正路377巷8號13樓

(02)23363070

85066045

杰思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金門縣金湖鎮后園68號

(08)2337888

80351007

智人部落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08號4樓

(02)28945227

84519274

益州海岸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71號8樓

(02)25110155

27797418

佳鑫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土城區永寧路9巷1號5樓

(02)22671628

83488082

見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路59號之72四樓

(02)22060290

85125071

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46之1號

(07)7878585

53572674

釺順股份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高雄市岡山區金興街68號1樓

(07)6269233

83737358

順明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509號1樓

(03)2132777

00305609

宏林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里福壽街42之3號

(03)3812647

53504780

興南煤油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桃園市蘆竹區錦中里南崁路一段83號17樓之2

(02)25413579

11960595

紋震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新北市八里區仁愛路39號10樓

(02)82620746

83686597

長頡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8)8681107

83061045

燁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汽油 高雄市仁武區新庄路215巷13弄9號1樓

0935234201

83049991

大潤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臨港路三段451號2樓

(04)26595158

83395893

速駁利臺灣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89號16樓

(02)77188752

83051546

米特交通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03號10樓

(02)77519222

35877364

旺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07)8134781

86455471

鉅泰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81巷6號4樓

(02)27989996

42993157

明宗興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91巷42號1樓

(02)89255057

90465438

玉坤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70號12樓

(02)27529811

07691612

龍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73號5樓

(02)23780687

69410824

泰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20號8樓

(02)27812106

11586900

新崙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1巷100號

(03)5551136

47240184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興安路250巷2-1號1樓

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臨水南路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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