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縣各鄉鎮市鄉液化石油氣分銷商配合推動簽訂供氣定型化契約業者清冊
場所電話

是否願意配合
推動(是/否)

(05)5324838

是

(05)5322303

是

(05)5322303
(05)5341873

是

(05)5321647

是

斗六分隊 久冠實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保庄里建興路111巷8號1樓 (05)5222695

是

斗六分隊 瑞茂液化煤氣行

雲林縣斗六市林頭里成功路619號

(05)5323040

是

斗六分隊 隆興煤氣行

雲林縣斗六市林頭里南聖路78巷2號1樓

(05)5330809
(05)5343236

是

斗六分隊 梅林煤氣行

雲林縣斗六市鎮東里文化路584之3號

(05)5370317

是

斗六分隊 丸興商行

雲林縣斗六市信義里公正街18號

(05)5323207

是

斗六分隊 鴻全煤氣行

雲林縣斗六市力行街19號1樓

(05)5343888

是

(05)5518109

是

所屬單位

場所名稱

斗六分隊 遠東行
斗六分隊

斗六分隊

雲林縣斗六市萬年路151號1樓

施東興液化煤氣有
雲林縣斗六市忠孝里文化路110號
限公司

斗六分隊 朝江煤氣行
斗六分隊

場所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長平里石林路7之26號2樓

民昇瓦斯股份有限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九如街99號1樓
公司

大明新記企業有限
雲林縣斗六市萬年路336號1樓
公司

斗六分隊 三泰瓦斯行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三段20巷8號1樓

(05)5511111

是

斗六分隊 宏一商行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里育英北街246巷17號 (05)5323707

是

斗六分隊 興昌液化煤氣行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石榴路36-2號

(05)5573172

是

斗六分隊 盛立煤氣行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石榴路62號

(05)5572361

是

斗六分隊 東隴煤氣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虎溪里西平路560號1樓

(05)5519898

是

林內分隊 大昌煤氣行

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光復路43號

(05)5892529

是

林內分隊 正光煤氣行

雲林縣林內鄉林北村增產路60-1號

(05)5892067

是

林內分隊 中山企業行

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中正路268號

(05)5891836

是

林內分隊 嘉麗煤氣行

雲林縣林內鄉重興村重興路126號

(05)5892143

是

莿桐分隊 全民瓦斯行

雲林縣莿桐鄉大美村溪美43之9號

(05)5515390

是

莿桐分隊 三信煤氣行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中正路256號

(05)5842046

是

莿桐分隊 理想瓦斯行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和平路43號

(05)5848005

是

雲林縣各鄉鎮市鄉液化石油氣分銷商配合推動簽訂供氣定型化契約業者清冊
莿桐分隊 全吉廚具煤氣行

雲林縣莿桐鄉甘西村甘西171-1號

(05)5849279

是

莿桐分隊 德隆煤氣店

雲林縣莿桐鄉饒平村饒平西路33號

(05)5842176

是

莿桐分隊 日福煤氣行

雲林縣莿桐鄉大美村大美路3-6號

(05)5840885

是

莿桐分隊 德昇液化煤氣行

雲林縣莿桐鄉興貴村興中42-2號

(05)5848292

是

莿桐分隊 宏富煤氣行

雲林縣莿桐鄉大美村溪美路49之18號

(05)5844953

是

大埤分隊 三峰煤氣廚具行

雲林縣大埤鄉嘉興村嘉興東路80之2號

(05)5910868

是

大埤分隊 東北行

雲林縣大埤鄉南和村民權路35號

(05)5910000

是

大埤分隊 裕源煤氣行

雲林縣大埤鄉南和村中正路130號

(05)5912303

是

大埤分隊 勝興行

雲林縣大埤鄉南和村民生路96號1樓

(05)5912066

是

大埤分隊 宏興煤氣行

雲林縣大埤鄉南和村和平路41號

(05)5912053

是

大埤分隊 信宏煤氣行

雲林縣大埤鄉興安村興安86號

(05)5913607

是

斗南分隊 元山煤氣行

雲林縣斗南鎮東仁里忠孝路168號1樓

(05)5971556

是

斗南分隊 斗南煤氣行

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順安街200號

(05)5978789

是

斗南分隊 千岱瓦斯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明昌里長安路二段185-1號
(05)5966735
1樓

是

斗南分隊 千億煤氣行

雲林縣斗南鎮將軍里中正別莊2號

(05)5973358

是

斗南分隊 嘉喜煤氣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新南里南勢路34號1樓

(05)5970539

是

斗南分隊 義勇煤氣行

雲林縣斗南鎮埤麻里14鄰埤麻12-2號

(05)5955090

是

斗南分隊 神馬瓦斯行

雲林縣斗南鎮新崙里新崙南路7號

(05)5950618

是

斗南分隊 台富煤氣行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世榮路36巷7號

(05)5978348

是

斗南分隊 森昌煤氣行

雲林縣斗南鎮新光里文安路4-2號

(05)5961859

是

斗南分隊 全利瓦斯廚具行

雲林縣斗南鎮明昌里武昌街52之1號

(05)5978678

是

斗南分隊 偉立瓦斯器具行

雲林縣斗南鎮明昌里長安路二段196號1
(05)5970604
樓

是

斗南分隊 惠光企業行

雲林縣斗南鎮明昌里武昌街36號

(05)5972057

是

古坑分隊 元一煤氣行

雲林縣古坑鄉西平村中山路371號

(05)582194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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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坑分隊 日發煤氣行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光華路119號

(05)5824567

是

古坑分隊 永光煤氣行

雲林縣古坑鄉永昌村光昌路204號

(05)5821045

是

古坑分隊 好好煤氣行

雲林縣古坑鄉東和村廣濟路79號1樓

(05)5261616

是

古坑分隊 東和煤氣行

雲林縣古坑鄉東和村文化路139-66號1樓 (05)5262802

是

古坑分隊 棋盤煤氣行

雲林縣古坑鄉棋盤村興園5號

(05)5261025

是

古坑分隊 新隆興煤氣行

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中山路88號

(05)5821072

是

古坑分隊 龍柱煤氣行

雲林縣古坑鄉東和村廣濟路88-5號

(05)5261633

是

古坑分隊 德和瓦斯行

雲林縣古坑鄉新庄村新庄100-1號1樓

(05)5260320

是

二崙分隊 立昌瓦斯行

雲林縣二崙鄉港後村港後路133號

(05)5989928

是

二崙分隊 巨富瓦斯行

雲林縣二崙鄉崙西村民權路68之19號

(05)5991477

是

(05)5987251

是

二崙分隊

良興煤氣行(煤氣有
雲林縣二崙鄉永定村永定路88號1樓
限公司)

二崙分隊 新榮記瓦斯行

雲林縣二崙鄉定安村定安66號一樓

(05)5863863

是

二崙分隊 宏隆液化煤氣行

雲林縣二崙鄉大庄村大庄路57-1號1樓

(05)5985996

是

二崙分隊 嘉仁煤氣行

雲林縣二崙鄉崙西村中山路248號

(05)5989889

是

(05)5991678

是

二崙分隊

大能液態油氣有限
雲林縣二崙鄉來惠村新店路20號
公司

二崙分隊 永益煤氣行

雲林縣二崙鄉大同村大同路36號

(05)5989286

是

褒忠分隊 褒忠煤氣行

雲林縣褒忠鄉埔姜村三民路147巷35之2
(05)6972064
號1樓

是

褒忠分隊 日順瓦斯行

雲林縣褒忠鄉龍岩村龍岩路26-3號1樓

(05)6972620

是

褒忠分隊 良益煤氣行

雲林縣褒忠鄉馬鳴村22-4號

(05)6973312

是

虎尾分隊 森茂石油氣行

雲林縣虎尾鎮穎川里8鄰頂南518號

(05)6322155

是

虎尾分隊 台安煤氣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里大屯路257-5號1樓 (05)6651234

是

虎尾分隊 大隆燃料行

雲林縣虎尾鎮穎川里頂南路7-6號一樓

(05)6322730

是

虎尾分隊 惠來瓦斯行

雲林縣虎尾鎮惠來里惠來八六之二號

(05)6222149

是

虎尾分隊 永興煤氣行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里興中209之1號1樓

(05)632258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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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分隊 志文實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林森路一段155號

(05)6323166

是

虎尾分隊 全栓企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里安溪38號1樓

(05)6322669

是

虎尾分隊 永吉煤氣行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里自強街123號1樓

(05)6322187

是

虎尾分隊 國盛液化煤氣行

雲林縣虎尾鎮頂溪里頂溪71-3號1樓

(05)6224083

是

虎尾分隊 明松煤氣行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里安興街87號

(05)6322202

是

土庫分隊 大振煤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中興路365巷7號

(05)6622233

是

土庫分隊 宏崙煤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崙內里崙內路111號

(05)6655551

是

土庫分隊 健富液化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順天里中正路31號

(05)6626269

是

土庫分隊 伸安煤氣有限公司 雲林縣土庫鎮東平里新生街27-7號1樓

(05)6622573

是

土庫分隊 太榮煤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越港里大同路18號1樓

(05)6625732

是

土庫分隊 永勝瓦斯行

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復興路37號

(05)6627307

是

土庫分隊 福美煤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北平里馬光路102號

(05)6652345

是

土庫分隊 台豐煤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里新庒38號

(05)6654963

是

土庫分隊 欣欣瓦斯行

雲林縣土庫鎮東平里忠孝街50-4號

(05)6655886

是

土庫分隊 大文林煤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後埔里雙人厝71之16號

(05)6623611

是

土庫分隊 順源煤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順天里中正路31號

(05)6626730

是

土庫分隊 東山煤氣行

雲林縣土庫鎮順天里中正路31號

(05)6626292

是

元長分隊 永生煤氣行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中山路3-10號

(05)7884051

是

元長分隊 永誠煤氣行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順天街6之13號1樓 (05)7882077

是

元長分隊 永盛煤氣行

雲林縣元長鄉長北村中山路116號

(05)7882143

是

元長分隊 正一煤氣行

雲林縣元長鄉下寮村東庄路261號1樓

(05)7862020

是

元長分隊 順發煤氣行

雲林縣元長鄉頂寮村振興路5號

(05)7882126

是

元長分隊 國良煤氣行

雲林縣元長鄉瓦磘村南安路19-3號1樓

(05)7983085

是

元長分隊 東宜煤氣行

雲林縣元長鄉長北村中山路173之1號一
(05)7862777
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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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長分隊 來成煤氣行

雲林縣元長鄉長北村中山路173之1號1樓 (05)7882177

是

崙背分隊 永隆煤氣行

雲林縣崙背鄉崙前村崙前路25-20號1樓 (05)6963250

是

崙背分隊 新民煤氣行

雲林縣崙背鄉南陽村中山路142號1樓

(05)6962872

是

崙背分隊 明晃煤氣行

雲林縣崙背鄉西榮村和平路建農巷11號
(05)6962134
一樓

是

崙背分隊 双隆煤氣行

雲林縣崙背鄉東明村民生路26號

(05)6962171

是

崙背分隊 崙背煤氣行

雲林縣崙背鄉南陽村成功路4號一樓

(05)6962015

是

崙背分隊 森輝煤氣廚具行

雲林縣崙背鄉阿勸村鹽園10號

(05)6961349

是

西螺分隊 明信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吳厝里吳厝125-1號

(05)5862135

是

西螺分隊 豐昌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河南里埔心路169號

(05)5860397

是

西螺分隊 廣興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廣興里廣興路56號

(05)5866617

是

西螺分隊 益利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漢光里中正路328號

(05)5865365

是

西螺分隊 新益源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163號

(05)5862145

是

西螺分隊 永裕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公正路74號

(05)5862421

是

西螺分隊 成功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平和南路25之1號

(05)5988961

是

西螺分隊 隆順煤氣廚具行

雲林縣西螺鎮福興路185巷29號一樓

(05)5880111

是

西螺分隊 新社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新社281-4號1F

(05)5876046

是

西螺分隊 三益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紹安32-6號

(05)5872666

是

西螺分隊

龍寶貝能源有限公
雲林縣西螺鎮九隆里大和6-12號2樓
司

是

西螺分隊 慶順煤氣行

雲林縣西螺鎮九隆里大和6-12號

(05)5519898

是

北港分隊 復光煤氣行

雲林縣北港鎮義民路139號1樓

(05)7832594

是

北港分隊 振順煤氣行

雲林縣北港鎮光復里大同路231號

(05)7832547

是

北港分隊 永茂煤氣行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里華勝路118號1樓

(05)6322155

是

北港分隊 添順煤氣行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368號1樓

(05)7832484

是

北港分隊 泉利液化煤氣行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太平路18巷27弄15
號
(05)7832361

是

雲林縣各鄉鎮市鄉液化石油氣分銷商配合推動簽訂供氣定型化契約業者清冊
北港分隊 福華液化煤氣行

雲林縣北港鎮文星路32號

(05)7830518

是

北港分隊 隆豐煤氣行

雲林縣北港鎮文仁路147號1樓

(05)7835666

是

北港分隊 裕榮煤氣瓦斯行

雲林縣北港鎮北辰路59號

(05)7832272

是

北港分隊

統一液化煤氣供應
雲林縣北港鎮草湖里3鄰東湖53-80號
中心

(05)7838101

是

北港分隊 熱源行

雲林縣北港鎮西湖路110號

(05)7832966

是

北港分隊 元農煤氣行

雲林縣北港鎮後溝里灣內2號

(05)7922184

是

北港分隊 永祥行

雲林縣北港鎮番溝里74-9號

(05)7921696

是

水林分隊 大生煤氣行

雲林縣水林鄉海埔村 海埔32之10號1樓 (05)7851718

是

水林分隊 裕發煤氣行

雲林縣水林鄉水南村東陽街12號一樓

(05)7852675

是

水林分隊 台灣煤氣行

雲林縣水林鄉水林路455巷2號

(05)7852628

是

水林分隊 和億煤氣行

雲林縣水林鄉松中村蔦松路152號

(05)7841018

是

水林分隊 大山煤氣行

雲林縣水林鄉松中村蔦松路152號

(05)7841019

是

口湖分隊 口湖煤氣行

雲林縣口湖鄉口湖路222號

(05)7892017

是

口湖分隊 石岩煤氣行

雲林縣口湖鄉代安街2號

(05)7892083

是

口湖分隊 新源豐煤氣行

雲林縣口湖鄉梧北村光明路2-22號1樓

(05)7907047

是

(05)7907359

是

口湖分隊

永來豐煤氣有限公
雲林縣口湖鄉梧北村復興路105-22號
司

口湖分隊 東洋煤氣行

雲林縣口湖鄉梧南村光明路168號

(05)7905255

是

口湖分隊 椬梧煤氣行

雲林縣口湖鄉梧北村復興路147號

(05)7907833

是

口湖分隊 下崙煤氣行

雲林縣口湖鄉崙東村民生路97-12號

(05)7991902

是

口湖分隊 名人煤氣行

雲林縣口湖鄉崙中村福安路75之1號一樓 (05)7991082

是

東勢分隊 嘉隆興煤氣行

雲林縣東勢鄉東南村康安路51號一樓

(05)6991172

是

東勢分隊 金龍行

雲林縣東勢鄉自強路13號之1

(05)6993126

是

東勢分隊 振裕煤氣行

雲林縣東勢鄉程海村程海路1號2樓

(05)6991258

是

東勢分隊 五吉煤氣行

雲林縣東勢鄉同安村同安路247號

(05)6992297

是

雲林縣各鄉鎮市鄉液化石油氣分銷商配合推動簽訂供氣定型化契約業者清冊
東勢分隊 萬光行

雲林縣東勢鄉同安村同安路90之1號

(05)6993627

是

東勢分隊 雲林液化煤氣行

雲林縣東勢鄉程海村程海路一號

(05)6991258

是

東勢分隊 申鑫企業社

雲林縣東勢鄉程海村程海路一號

(05)6322271

是

(05)6982349

是

台西分隊 新發煤氣行

雲林縣台西鄉台西村中山路427-14號1樓 (05)6982258

是

台西分隊 茂春煤氣行

雲林縣台西鄉海南村民生路63號1樓

(05)6982058

是

台西分隊 順昌煤氣行

雲林縣台西鄉台西村民權路36號

(05)6986670

是

台西分隊 信用煤氣行

雲林縣台西鄉永豐村崙豐路57-2號一樓 (05)6984180

是

麥寮分隊 明華煤氣行

雲林縣麥寮鄉新興路28號

(05)6933160

是

麥寮分隊 昌記煤氣有限公司 雲林縣麥寮鄉中華路83號

(05)6934776

是

麥寮分隊 祥發瓦斯行

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中正路140號

(05)6933335

是

麥寮分隊 旺生煤氣行

雲林縣麥寮鄉麥豐村中正路189號

(05)6932171

是

麥寮分隊 義明煤氣店

雲林縣麥寮鄉興華村 興華62號1樓

(05)6911687

是

北五分隊 純良煤氣店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村仁德路259號

(05)6912231

是

北五分隊 隆輝廚具煤氣行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村仁德路三０五號

(05)6912355

是

北五分隊 申吉庄瓦斯行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村文化路23號

(05)6911706

是

北五分隊 宜和煤氣行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村文化路107號

(05)6915352

是

四湖分隊 協豐煤氣行

雲林縣四湖鄉林東村桂林路75巷81號

(05)7721456

是

四湖分隊 永大煤氣行

雲林縣四湖鄉湖西村中正路50號

(05)7872329

是

四湖分隊 玉山煤氣行

雲林縣四湖鄉湖西村中正路80號

(05)7872062

是

四湖分隊 萬安企業行

雲林縣四湖鄉湖西村關聖路61號

(05)7872346

是

四湖分隊 北港煤氣行

雲林縣四湖鄉崙南村延平南路57號

(05)7721042

是

台西分隊 富民液化瓦斯企業 雲林縣台西鄉光華村光華路99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