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登記回收業者 

行政區 業者名稱 作業地址 電話 回收處理項目 

北區 速潔環保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北區吉羊

路 16號 
(03)5324947 

01廢鐵容器、02廢鋁容器、04廢紙容器(0401廢鋁箔包)、

05廢塑膠容器(0501廢 PET容器、0502廢 PVC容器、0503

廢 PP容器、0504廢 PE容器、0505廢未發泡 PS容器、0506

廢泡 PS容器、0507其他廢塑膠容器)、12廢電子電器、13

廢資訊物品 

北區 聚鑫玻璃有限公司 
新竹市海埔段

526地號 
(03)0960533840 

03廢玻璃容器 

東區 振祥企業社 
新竹市溪埔路 58

號 
(03)5351158 

01廢鐵容器、02廢鋁容器、04廢紙容器(0401廢鋁箔包、0403

其他廢紙容器)、05廢塑膠容器(0503廢 PP容器、0504廢 PE

容器)、14廢照明光源 

東區 統煜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前溪

里公道五路三段

700號 

(03)5341686 

01廢鐵容器、02廢鋁容器、03廢玻璃容器、04廢紙容器(0401

廢鋁箔包、0403其他廢紙容器(含免洗餐具、植物纖維容器)、

05廢塑膠容器(0503廢 PP容器、0504廢 PE容器)、07廢乾

電池(0701廢錳鋅電池) 、11廢鉛蓄電池、12廢電子電器類

(1201廢電視機)、14廢照明光源 

香山區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新竹廠 

新竹市香山區中

華路四段 470號 
(03)5300333 

03廢玻璃容器 

香山區 統立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華路四

段 496號 
(03)5309375 

01廢鐵容器、02廢鋁容器、03廢玻璃容器、04廢紙容器(0401

廢鋁箔包、0402廢氣密或液密包裝紙容器、0403其他廢紙容

器)05廢塑膠容器(0501廢 PET容器、0506廢泡 PS容器)、



07廢乾電池(0701錳鋅電池)、11廢鉛蓄電池、12廢電子電

器(1201廢電視機、1202廢電冰箱、1204廢冷暖氣機、14廢

照明光源 

香山區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牛埔南路

372號 
(03)5389187 

03廢玻璃容器 

香山區 天九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牛埔南路

376巷 17號 
(03)5309111 

03廢玻璃容器 

香山區 順達環保有限公司 
新竹市牛埔路

294號 
(03)2398251 

01廢鐵容器、02廢鋁容器、03廢玻璃容器、04廢紙容器、

05廢塑膠容器(0501廢 PET容器、0502廢 PVC容器、0503

廢 PP容器、0504廢 PE容器、0507其他廢塑膠容器)、07廢

乾電池、11廢鉛蓄電池、12廢電子電器、13廢資訊物品、

14廢照明光源 

香山區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市西濱路六

段 599號 
(03)5182368#203 

13廢資訊物品、14廢照明光源 

香山區 長興企業社 
新竹市海埔路

183巷 206號 
(03)5397999 

08廢機動車輛(0801廢汽車、0802廢機車)、09廢輪胎、1100

廢鉛蓄電池 

香山區 
舒樂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分公司-港南場 

新竹市海埔路

185巷 185號 
(03)5385284 

01廢鐵容器、02廢鋁容器、03廢玻璃容器、04廢紙容器、

05廢塑膠容器(0501廢 PET容器、0502廢 PVC容器、0503

廢 PP容器、0504廢 PE容器、0505廢未發泡 PS容器、0506

廢泡 PS容器、0507其他廢塑膠容器)、07廢乾電池、11廢

鉛蓄電池、12廢電子電器、13廢資訊物品、14廢照明光源 

香山區 春榮福企業有限公司-新 新竹市海埔段 (03)5387800 01廢鐵容器、02廢鋁容器、03廢玻璃容器、04廢紙容器、



竹廠 1283地號 05廢塑膠容器(0501廢 PET容器、0502廢 PVC容器、0503

廢 PP容器、0504廢 PE容器、0505廢未發泡 PS容器、0506

廢泡 PS容器、0507其他廢塑膠容器)、07廢乾電池、11廢

鉛蓄電池、12廢電子電器類、13廢資訊物品類、14廢照明

光源類 

香山區 汯宸有限公司 
新竹市大湖路

173號之 1 
(03)5301566 

01廢鐵容器、02廢鋁容器、05廢塑膠容器類(0501廢 PET

容器、0502廢 PVC容器、0503廢 PP容器、0504廢 PE容器、

0507其他廢塑膠容器)、13廢資訊物品類(1301廢主機、1303

廢可攜帶電腦、1304廢印表機) 

 

  



舊貨商 

行政區 業者名稱 作業地址 電話 回收處理項目 

北區 達鑫企業社 
新竹市介壽路 26

巷 12號 
03-5772859 

廢紙、廢鐵、廢鋁、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

主機板、廢監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

鍵盤)、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

暖氣機扇) 

北區 淞茂企業社 
新竹市中正路

558-1號 
03-5421355 

廢紙、廢鐵、廢鋁、塑膠類(PTE、PVC、PP、PE)、廢乾電

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

機扇) 

北區 倫成企業社 
新竹市公道五前

溪段 192號 
0935-591181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

主機、廢監視器、廢印表機、、廢鍵盤)、廢乾電池、廢鉛蓄

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

氣機、廢電風扇) 

北區 
金順益環保科技有限公

司-天府 

新竹市天府路一

段 24號旁 
03-5365124 

廢紙、廢鐵、廢鋁、廢塑膠容器(PTE、PVC、PP、PE、其他

塑膠)、廢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

廢主機、廢監視器、廢印表機、廢鍵盤)、廢乾電池、廢鉛蓄

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

氣機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 

北區 冠鑫實業社 
新竹市天府路一

段 429號旁 
03-5364146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PE、其他塑膠)、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

機板、廢監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

盤)、廢乾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



箱、廢冷暖氣機 

北區 南寮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天府路彭

家祠巷口 
03-5368773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PE、其他塑膠)、廢照明光源(直管、燈管)、廢乾電池、廢鉛

蓄電池、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主機、廢監視器、廢

印表機、廢鍵盤)、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

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北區 東鍟企業社 
新竹市東大路二

段 407號 
03-5319432 

廢紙、廢鐵、廢鋁、紙盒包、廢塑膠容器(PET、PVC、PE、

PP、其他塑膠)、廢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筆

記型電腦、廢主機板、廢監視器、廢印表機、廢鍵盤)、廢乾

電池、廢鉛蓄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

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北區 泉益資源回收企業社 
新竹市公道五路

四段 525號 
03-5342408 

廢紙、廢鐵、廢鋁、紙盒包、廢紙餐具、廢塑膠容器(PTE、

PVC、PP、PE)、廢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

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

鍵盤)、廢乾電池、廢鉛蓄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

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北區 金鍊舊貨行 
新竹市城北街 76

號 
03-5220115 

廢紙、廢鐵、廢鋁、廢塑膠容器(PET、PE)、輪胎、廢照明

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

主機板、廢監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

鍵盤)、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

暖氣機) 

北區 利鑫事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鐵道路與 03-5424335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中正路口 PE、其他塑膠)、廢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筆

記型電腦、廢主機板、廢監視器、廢印表機、廢鍵盤)、廢乾

電池、廢鉛蓄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

冰箱、廢冷暖氣機) 

東區 鑫鑫商行 
新竹市公道五路

二段 312巷 2號 
03-5722445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PE)、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監

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乾電

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

機、廢電風扇) 

東區 東源企業社 
新竹市光復路一

段 108巷 5-5號 
03-5777107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PE)、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監

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電子

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

扇) 

東區 和益企業社 
新竹市光復路二

段 1014號 
03-5224875 

廢紙、廢鐵、廢鋁、廢塑膠容器(PET、PVC、PE、PP)、廢

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廢

電風扇) 

東區 順竹企業行 
新竹市明湖路

980-7號 
03-5209663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PE)、、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

監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電

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

風扇) 



東區 金佳億企業社 
新竹市福樹街

181之 1號 
0917-987856 

廢紙、廢鐵、廢鋁、廢塑膠容器(PET、PVC、PE、PP、其他

塑膠)、廢照明光源(直管、燈管)、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

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硬式磁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乾

電池、廢鉛蓄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

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東區 興順資源回收企業社 
新竹市埔頂路

352號斜對面 
03-6669829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PE)、廢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

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監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

電源器、廢鍵盤)、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

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東區 勤盛五金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高峰路

496號旁 
03-5615884 (廢鋁)鋁門窗廢料、廢鐵 

東區 國光企業社 
新竹市興中街 35

號 
03-5224468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PE)、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監

視器、廢硬式磁碟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電

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扇、廢

電風扇) 

東區 全明企業社 
新竹市光復路一

段 268巷 85號 
03-5777716 

廢紙、廢鐵、廢鋁、廢塑膠容器(PTE、PVC、PP、PE)、廢

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監視器、廢

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乾電池、廢鉛

蓄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

氣機扇) 



東區 達鑫資源回收商行 
新竹市竹文街

124-5號 
03-5346163 

廢紙、廢鐵、廢鋁、紙盒包、廢塑膠容器(PET、PVC、PE)、

乾電池、廢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

腦、廢機殼)、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

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香山區 勝發商行 
新竹市中華路五

段 91-1號旁 
03-5384775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ET、PVC、PE、

PP)、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硬

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電子電器(廢電

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 

香山區 
翰威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華站 

新竹市中華路五

段 222號 
03-5401416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ET、PVC、PE、

PP)、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硬

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乾電池、廢鉛蓄

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

氣機) 

香山區 三永企業社 
新竹市育英路 37

號 
03-5269617 

廢紙、廢鐵、廢鋁、廢塑膠容器(PTE、PVC、PP、PE)、廢

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

廢主機板、廢監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

廢鍵盤)、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

冷暖氣機) 

香山區 酉基企業社 中隘段 770-2號 03-5374949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ET、PVC、PE、

PP)、乾電池、廢鉛蓄電池、廢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

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監視器、廢硬

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電子電器(廢電



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香山區 鑫豐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公道五路

三段 673號 
03-5359268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紙盒包、廢塑膠容器(PTE、PVC、

PP、PE)、廢照明光源(直管、燈泡)、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

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監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

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乾電池、廢鉛蓄電池、廢電子電

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香山區 
翰威環保有限公司-港南

站 

新竹市海埔路

142巷 25號 
03-5301147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ET、PVC、PE、

PP)、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硬

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乾電池、廢鉛蓄

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

氣機) 

香山區 集益企業社 
新竹市中華路四

段 403號 
0930-972081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塑膠容器(PTE、PVC、PP、

PE)、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機殼、廢主機板、廢監

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源器、廢鍵盤)、廢電子

電器(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

扇) 

香山區 均益環保企業社 
新竹市長興街 1

巷 19弄 2號 
03-5378847 廢資訊物品 

香山區 春榮福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海埔路

210巷 115號 
03-5387800 廢鐵、廢鋁 

東區 苗栗資源回收有限公司 
新竹市公園路

216巷 12-6號 
03-5618382 

廢紙、廢鐵、廢鋁、廢玻璃、廢資訊物品(廢筆記型電腦、廢

機殼、廢主機板、廢監視器、廢硬式磁碟、廢印表機、廢電



源器、廢鍵盤)、廢乾電池、廢鉛蓄電池廢電子電器(廢電視

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廢冷暖氣機、廢電風扇) 

東區 新技資訊有限公司 
新竹市勝利路

132號 
03-5219016 碳粉匣 

 

  



處理業 

行政區 業者名稱 作業地址 電話 回收處理項目 

香山區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新竹廠 

新竹市中華路四

段 470號 

(03)5300333 廢玻璃容器 

香山區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牛埔南路

372號 

(03)5389187 廢玻璃容器 

香山區 台寶玻璃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新竹市延平路二

段 97號 

(03)5402851 廢玻璃容器 

香山區 華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牛埔南路

93巷 49號 

(03)5385185 廢玻璃容器 

 

 

 

 

登記回收商 18家 

登記處理業 4家 

舊貨商 31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