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分局轄區屠宰場名單
111 年 3 月 21 日更新

臺中市核定或指定屠宰場名單
編號

屠宰場名稱

0047 台中市大安區肉品市場

屠宰種類

場址

豬、羊

0080 良茂食品有限公司

豬、羊

0086 臺中市豐原區肉品處理場
0113 聯合莊農產品有限公司附
設聯合屠宰場

豬、羊

雞

04-26932099 臺中市大肚區營埔里營埔一街 2 號
04-22770868 臺中市太平區光隆里十一鄰光德路
523 號
04-24079168 臺中市大里區夏田里八鄰國中路十股
巷 109 號

04-25263483 臺中市潭子區仁愛路一段48號
雞、鴨、鵝 04-25560399 臺中市外埔區土城里1鄰土城東路6號
雞

04-25581536 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安眉路85之31號

0147 台安禽品有限公司

雞、鴨、鵝 04-26714131 臺中市大安區中庄里8鄰中海路102號

0148 國產畜產有限公司
0154 陸水班冷凍肉品有限公司

雞、鴨、鵝 04-26715566 臺中市大安區中庄里8鄰中海路136號
雞、鴨、鵝 04-26303309 臺中市梧棲區永寧里20鄰永興路1段
402巷179號
雞、鴨、鵝 04-26357922 臺中市龍井區田中里11鄰舊車路北1
巷338號
雞、鴨、鵝 04-25684465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里17鄰信和路3號

0173 勤農屠宰場
0187 台鵝食品企業有限公司附
設屠宰場
0190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03 國立中興大學家禽屠宰場
0204 財進源屠宰場

備註

豬、羊、牛 04-26710477 臺中市大安區龜殼里大安港路 541 號

0054 耀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075 御隆食品有限公司

0134 正源畜產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

雞
雞
雞

04-26391021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10鄰自立一街
183號
04-22840395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506巷360號
04-25575953 臺中市后里區墩南里12鄰堤防路216
號

彰化縣核定或指定屠宰場名單
編號
屠宰場名稱
0004 彰化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
公司

屠宰種類

0010 興中台股份有限公司
0023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埤
頭廠
0088 鴻群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0099 元太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雞

0110 國興冷凍肉品股份有限公
司附設屠宰場
0125 芳苑肉品有限公司附設屠
宰場
0129 台灣鵝業有限公司屠宰場
0139 東杭畜產有限公司屠宰場

豬、羊

電話
場址
04-8856161 彰化縣溪湖鎮河東里濱河街76號

豬、羊

04-8927806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村中央路89 之 10 號
04-8929939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東路 525 號

鴨、鵝

04-8945919 彰化縣大城鄉東港村福建路 75 號

豬、羊

04-8331780 彰化縣員林鎮崙雅里3鄰員集路2段
386巷380號
04-8941999 彰化縣大城鄉西港村5鄰中央路1-6號

雞、鴨

雞、鴨、鵝 04-8933769 彰化縣芳苑鄉五俊村民權路62號
雞、鴨、鵝 04-8805658 彰化縣溪洲鄉西畔村9鄰西斗路620號
04-8926016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村12鄰中央路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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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0140 運至屠宰場

雞

241-9號
04-8797006 彰化縣二水鄉惠民村山腳路1段121巷
187號

0150 王城屠宰場

雞

04-8946777 彰化縣大城鄉上山村魚寮路23-27號

0152 和興屠宰場

雞、鴨、鵝 04-7638568 彰化縣秀水鄉義興村6鄰義雅巷236號

0160 友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屠宰場
0184 龍騰食品有限公司附設屠
宰場

雞、鴨、鵝 04-8991379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村14鄰漢崙路16號

0191 有信心家禽屠宰場

雞、鴨、鵝

雞、鴨、鵝 04-8945199 彰化縣大城鄉西城村1鄰南平路533號
04-8981126 彰化縣大城鄉豐美村1鄰過湖路256號

南投縣核定或指定屠宰場名單
編號
屠宰場名稱
0003 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
0020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南投肉品加工廠
0085 全宏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屠宰種類
豬、羊

電話
場址
049-2734305 南投縣名間鄉仁和村彰南路256號

雞、鴨

049-2255337 南投市南崗工業區工業東路 17 號

備註

雞、鴨、鵝 049-2912493 南投縣埔里鎮南村里7鄰中山路4段
206之3號

0106 紳豐畜產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雞、鴨、鵝 049-2636575 南投縣竹山鎮鯉南路118之35號
0196 永固電宰廠有限公司

雞

049-2562739 南投縣草屯鎮中原里 1 鄰玉屏路 22-22 號

雲林縣核定或指定屠宰場名單
編號
屠宰場名稱
0019 雲林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
公司

屠宰種類

電話
場址
豬、羊、牛 05-6622763 雲林縣虎尾鎮延平里下湳 100 號

0053 東峰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廠

雞

05-5570757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復興路 28 號

0061 凱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雞

05-5347888 雲林縣斗六市引善路 196 號

0062 台億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豬

05-7862886 雲林縣元長鄉下寮村經建街 10 號

0072 和榮意食品有限公司

豬、羊

05-7983801 雲林縣元長鄉鹿北村同安 48 號

0118 褒忠鄉農會附設家禽屠宰場 雞、鴨、鵝 05-6972610 雲林縣褒忠鄉中勝村中正路650-1號
0116 慶豐冷凍實業有限公司
0122 義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屠宰場

05-7889966 雲林縣元長鄉西庄村西庄109-17號
雞、鴨、鵝 05-6653832 雲林縣土庫鎮東平里新光路36之12號

0130 恒量屠宰場
0143 澄豐屠宰場

雞、鴨、鵝 05-7874861 雲林縣四湖鄉溪尾村東溪尾39-6號
雞、鴨、鵝 05-6936848 雲林縣麥寮鄉崙後村5鄰沙崙後105號
之72

0145 玉茂勝有限公司

雞

豬

05-6629387 雲林縣土庫鎮奮起里11鄰綺湖路61-2號

0146 一品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157 立瑞畜產有限公司附設屠
宰場

雞、鴨、鵝 05-6996289 雲林縣東勢鄉龍潭村和平路77-11號
05-6656910 雲林縣土庫鎮後埔里19鄰雙人厝123號
雞

0159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雞、鴨、鵝 05-7883803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2鄰龍岩20-105號

0162 湯禮仲屠宰場

雞

05-7982542 雲林縣元長鄉瓦磘村20鄰北安路76號
2

備註

0175 昇樺食品有限公司
0176 佳誠屠宰場
0177 台野畜產有限公司
0185 陞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186 保證責任雲林縣崙背家禽
生產合作社附設屠宰場
0193 晉達食品有限公司
0194 保證責任雲林縣四湖家禽
生產合作社附設屠宰場
0205 生達屠宰場

雞

05-5967766 雲林縣斗南鎮將軍里1鄰將軍 3-12號

雞、鴨、鵝 05-7992936 雲林縣口湖鄉青蚶120-30號
雞、鴨、鵝 05-5972519 雲林縣大埤鄉豐田村11鄰延平路三段
72巷60號
豬、羊

05-5970507 雲林縣斗南鎮新崙里新崙路87-16號
雞、鴨、鵝 05-6551855 雲林縣崙背鄉草湖村2鄰草湖3-41號
雞、鴨、鵝 05-7882173 雲林縣元長鄉山內村 11 鄰安務 75 號
05-7889218
雞、鴨、鵝 05-7724645 雲林縣四湖鄉崙北村 13 鄰海清路 152 號
雞

05-5222237 雲林縣斗六市久安里久安路 103 號

嘉義縣核定或指定屠宰場名單
編號

屠宰場名稱

屠宰種類

電話

場址

0077 嘉義縣肉品市場

豬、羊、牛 05-3693105 嘉義縣朴子市竹村里鴨母寮 1 之 8 號

0119 羅記屠宰場
0133 民雄屠宰場有限公司

雞、鴨、鵝 05-2698639 嘉義縣溪口鄉溪東村溪民路102號
05-2208000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5鄰正大路二段
雞
1807號

0153 淞品生技有限公司

雞

備註

05-2698855 嘉義縣溪口鄉美北村1鄰崙尾1號之17

嘉義市核定或指定屠宰場名單
編號
屠宰場名稱
0008 嘉義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
公司
0201 上佳屠宰場

屠宰種類

電話
場址
豬、羊、牛 05-2310157 嘉義市西區北新里1鄰文化路1091號
雞

備註

05-2867569 嘉義市西區頭港里4鄰育人路381巷51號

澎湖縣核定或指定屠宰場名單
編號
屠宰場名稱
0070 澎湖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
公司

屠宰種類

電話
場址
豬、羊、牛 06-9214498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 97 之 14 號

3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