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總召集人 鄭勝慶： 

 

        全球無人機應用相當廣泛，龐大的市場商機吸引各國大廠紛紛投入。每一個

國家的無人機應用市場都有其特性，無人機可以做為休閒娛樂、科學研究、農業或商

業領域，還有許多巡檢、國土維安的用途。台灣的無人機商業應用主要以公用市場為

優先，包括橋樑巡檢、公共設施巡檢、農作物勘查、安防及警政維安等。 

 

        無人機產業蓬勃發展，最大價值在產業應用。台灣無人機廠商充滿創新應用

的活力，但大部分屬於中小企業類型。無論是曝光度抑或是資源皆難免略顯薄弱，無

人機 SIG為協助無人機廠商整合國內資源並爭取國際市場商機，特別製作「台灣無人

機產業群聚地圖」。廣納國內各應用領域專家高手資訊，希望藉此增加無人機廠商能

見度，讓國內乃至全世界更加認識我國無人機產業現況，建立群聚效應並媒合商機。 

 

         此外，無人機 SIG也將持續扮演政府與業者溝通的橋樑，協助爭取相關資

源，並進一步迅速鏈結上中下游產業友軍，培植相關業者軟硬整合競爭力。後續無人

機 SIG將持續舉辦活動增加曝光度，以及媒合溝通會議增加業者間合作機會，期盼各

方民間高手一同加入，壯大台灣無人機產業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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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立： 

         因應全球無人飛行載具應用市場蓬勃發展，涵蓋領域廣泛且具創新性，本

協會於 2017年 6月 22日成立無人機 SIG，工研院資通所鄭聖慶副所長為現任總召集

人，經過產官學研界多次討論，決議將組織分為法制組、應用推動組及技術整合組，

以分享、交流、結盟、拓銷四大方向為會員服務。。 

        而為加速國內產業彼此瞭解應用需求及可達成之技術整合方案，促使國內產

業凝聚能量，進而累積爭取國際訂單之競爭力，本 SIG也舉辦多次應用需求會議，以

及應用研討會和示範研討會，邀請產觀學研界一同參與，讓大家一同集思廣益、交

流、學習。此外，SIG也積極與日本無人機產業合作，辦理台日無人機應用商機交流

會，協助會員拓銷，爭取國際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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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 

1. 飛行控制與通訊系統 

此項分類內容包含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無線通訊、視訊傳輸與飛行控制等相關軟硬體

之研發設計製造。飛控技術是無人機實現自主飛行的核心技術。飛控系統硬體方面一般

包括控制計算機、傳感器、導航設備、執行機構等設備構成，橫跨電子、計算機、控制

學等多門學科，技術門檻高，設計複雜。 

2.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 

此項分類內容主要針對無人飛行載具之整體研發設計製造。無人機總體技術一般包

括總體設計和總裝集成，需要根據任務需求制定總體方案，包括機型結構、發動機選

型、飛控系統設計以及各分系統之間的指標分配和接口關係，從頂層自上而下決定無人

機整體的性能指標。 

3. 應用與零組件販售 

無人飛行載具在現今社會的應用相當廣泛，在各行各業都能看到無人飛機的蹤影，除

了自行開發設計無人機，也能藉由尋找專業人士的幫助來完成任務。在使用過程中，時

常會有需要加裝或更換零組件等狀況，此時，許多人會選擇到模型店購買相關設備，同

時自行設計無人機的裝備與性能。 

4. 其他相關配件系統與課程 

近年來無人飛機興起，獲取無人機的相關知識也越來越容易，不論是透過閱讀書籍

或是課程參與，都有助於增加對無人機的了解，而在享受無人機樂趣的同時，也必須注

意活動場地的安全性，所以也有廠商推出飛行模擬器，讓玩家能透過模擬器來熟悉操作

技巧。除此之外，為了便於管理無人飛機，許多廠商陸續推出無人機的防禦系統，國家

也制定了相關法令來防止無人機對生活造成危害。 

 

參考資料：https://kknews.cc/military/abbjr2g.html 

 

https://kknews.cc/military/abbjr2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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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飛行控制系統 

廠商名稱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43 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軟體研發 

聯絡窗口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李敏凡 副教授  

個人網頁：http://www.facebook.com/ricky.mf.lee 

電子郵件： rickylee@gapps.ntust.edu.tw 

資訊工程系 戴文凱 教授  

市話：02-27376390 

電子郵件：wktai@mail.ntust.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ww.ntust.edu.tw/home.php 

 

廠商名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主要業務 視訊傳輸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電子工程系 

市話：02-27712171 #2200 

電子郵件：wwwen@ntut.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ww.ntut.edu.tw/ 

 

廠商名稱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187號(內湖科技園區)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軟體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26576666 

公司官網 https://www.mitac.com.tw/index.cfm  

 

廠商名稱 文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崇德街 82號 

主要業務 無線通訊系統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27353055 

公司官網 http://www.wenshing.com.tw/  

 

 

 

 

http://www.facebook.com/ricky.mf.lee
mailto:rickylee@gapps.ntust.edu.tw
https://www.ntust.edu.tw/home.php
mailto:wwwen@ntut.edu.tw
https://www.mitac.com.tw/index.cfm
http://www.wensh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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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嘉矽電子 

廠商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巷 21號 5樓之 3 

主要業務 GPS晶片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87977666 

公司官網 無 

 

廠商名稱 晨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天祥路 59號 3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之訊號舆電源配線 

聯絡窗口 市話：02-25171416 

公司官網 http://www.c-cstar.com.tw/zh-tw/ 

 

廠商名稱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 69號 

主要業務 視覺傳遞硬體開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66266788 

公司官網 http://www.chicony.com.tw/chicony/tw  

 

廠商名稱 廣營電子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125號 

主要業務 無線通訊系統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77081530 

電子郵件：taipei@gws.com.tw 

公司官網 https://gwsus.com/gws_com_tw_www/chinese/chinese.htm  

 

廠商名稱 茂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250號 7樓 

主要業務 無線通訊系統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26626074 

公司官網 http://eng.crete.com.tw/control7.htm 

 

 

 

 

 

http://www.chicony.com.tw/chicony/tw
mailto:taipei@gws.com.tw
https://gwsus.com/gws_com_tw_www/chinese/chine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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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萬旭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五工六路 72號 3-5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內部配線加工 

聯絡窗口 
市話：02-22988066 

電子郵件：sales@wanshih.com.tw 

公司官網 https://www.wanshih.com.tw/ 

 

廠商名稱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號 4F-13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天線設計 

聯絡窗口 市話：02-26989999 

公司官網 https://www.sinbon.com/tw/ 

 

廠商名稱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桂山市華亞一路 66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3279999 

電子郵件：info@chromaate.com 

公司官網 http://www.chromaate.com/  

 

廠商名稱 鼎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 188號 4樓 188號 

主要業務 GPS晶片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3-3960001 

公司官網 http://tw.royaltek.com/ 

 

廠商名稱 全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村渴望路 185號 2樓之 1  

主要業務 無線通訊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4072360 

公司官網 http://www.kbest.com.tw/default.htm  

 

 

 

 

https://www.wanshih.com.tw/
https://www.sinbon.com/tw/
mailto:info@chromaate.com?cc=jenny.liu@chroma.com.tw
http://www.chromaate.com/
http://tw.royaltek.com/
http://www.kbest.com.tw/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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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太盟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 1492號 1F 

主要業務 無線通訊系統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3-3576889 # 632 

電子郵件：sales@cirocomm.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cirocomm.com/zh-TW/home/index  

 

廠商名稱 矽立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 18號 5樓之 1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硬體研發 

聯絡窗口 公司官網提供客服 

公司官網 https://mcubemems.com/  

 

廠商名稱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研新二路 3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硬體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5631999 

公司官網 https://www.holtek.com.tw/home  

 

廠商名稱 豪威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縣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 101號 12樓之 1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硬體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5716601 

公司官網 https://www.ovt.com/  

 

廠商名稱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研新三路四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硬體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5770066 

公司官網 https://www.nuvoton.com/hq/index.html?__locale=zh_TW  

 

 

 

 

 

http://www.cirocomm.com/zh-TW/home/index
https://mcubemems.com/
https://www.holtek.com.tw/hom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FYlaXbfCMcGXr7wPloyc6AY&q=%E5%8F%B0%E7%81%A3%E8%B1%AA%E5%A8%81%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oq=%E5%8F%B0%E7%81%A3%E8%B1%AA%E5%A8%81%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gs_l=psy-ab.3..0l2j0i30l4.274406.274406..274738...0.0..0.63.63.1......0....2j1..gws-wiz.GHdUM5qb2Zo&ved=0ahUKEwj3oISy647kAhXBy4sBHRYGB20Q4dUDCAo&uact=5
https://www.ovt.com/
https://www.nuvoton.com/hq/index.html?__locale=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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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篤行一路 1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硬體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5670766 

公司官網 https://www.mediatek.tw/  

 

廠商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廠商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軟體研發 

聯絡窗口 

總機：03-5820100 

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林育如 小姐  

市話：03-5914467  

電子郵件： catherleen@itri.org.tw 

公司官網 https://www.itri.org.tw/chi/index.aspx  

 

廠商名稱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力行二路 3號 

主要業務 飛控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5782258  

電子郵件： foundry@umc.com 

公司官網 http://www.umc.com/chinese/  

 

廠商名稱 創發科技集團 

廠商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二街 1號 5樓之 1 

主要業務 視訊傳輸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6008566 

公司官網 http://www.econet-inc.com/tw/1_company.html （有問題） 

 

 

廠商名稱 亞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市科學園區新安路 8號 5樓 

主要業務 GPS晶片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3-5733340 

公司官網 無 

 

 

https://www.mediatek.tw/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7006547111066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essagess/catherleen@itri.org.tw
https://www.itri.org.tw/chi/index.aspx
mailto:foundry@umc.com
http://www.umc.com/chinese/
http://www.econet-inc.com/tw/1_compan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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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長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寶山鄉研發一路 5號 1樓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研發一路七號二樓 

主要業務 GPS晶片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3-5642062 

公司官網 http://www.emt.com.tw/ （無效網址） 

 

廠商名稱 長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縣科學工業園區創新一路 1-1號 

主要業務 GPS晶片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3-6687000 

公司官網 http://www.holux.com.tw/home1  

 

廠商名稱 寰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公園大道二路 58號 3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天線設計 

聯絡窗口 市話：03-5783002 

公司官網 http://www.smartant.com/index.htm 

 

廠商名稱 智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科學園區新安路 8號 5樓 

主要業務 工業無人機無線系統方案 

聯絡窗口 市話：03-5777364 

公司官網 https://www.zcom.com.tw/ 

 

 

 

 

 

 

 

http://www.emt.com.tw/
http://www.holux.com.tw/home1
http://www.smartant.com/index.htm
https://www.zcom.com.tw/


13 
 

北部－無人飛行載具研發 

廠商名稱 中華民國國防部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09號 

主要業務 軍用無人機研發 

聯絡窗口 
軍備局 

市話： 02-23116117 

公司官網 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cnid=29  

 

廠商名稱 智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70號 12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及系統整合 

聯絡窗口 市話：02-27197277 

公司官網 http://www.taiwan-uav.com/  

 

 

廠商名稱 銀通無人機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 102號 14樓之 6 

主要業務 植保無人機開發及應用 

聯絡窗口 
手機： 0978833219 

電子郵件： wei@yintonguav.com 

公司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YintongUAV/  

 

廠商名稱 淡江大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設計與製作 

聯絡窗口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工學大樓 E788） 

市話：02-26215656分機 2617 

電子郵件： tenx@oa.tku.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ww.tku.edu.tw/  

 

 

 

 

 

 

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cnid=29
http://www.taiwan-uav.com/
https://www.facebook.com/YintongUAV/
http://www.aero.tku.edu.tw/tenx@oa.tku.edu.tw
https://www.tku.edu.tw/


14 
 

廠商名稱 泰世科技模型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八里區仁愛路 118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86305567 

電子郵件：gaui@gaui.com.tw 

公司官網 http://zh.gaui.com.tw/ 

 

廠商名稱 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 164號 11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外型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82281900  

電子郵件： info@3dprinting.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3dprinting.com.tw/  

 

廠商名稱 剛鈺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266號 21樓-4 

主要業務 旋翼式空中無人載具研發與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26000809 

公司官網 http://www.ai-rider.com/index.php/zh/  

 

 

廠商名稱 翔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巷(湯城園區)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設計製造與系統開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29997877 

公司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Aeroprobing/  

 

廠商名稱 蜂鳥飛行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市東區水源街 93號 8樓-2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及相關零組件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 03-5729726 

電子郵件： service@hfv-ltd.com 

公司官網 http://www.hfv-ltd.com/  

 

 

 

mailto:info@3dprinting.com.tw
http://www.3dprinting.com.tw/
http://www.ai-rider.com/index.php/zh/
https://www.facebook.com/Aeroprobing/
https://www.tadte.com.tw/zh_TW/exh/info.html?showArea=%E7%84%A1%E4%BA%BA%E9%A3%9B%E8%A1%8C%E8%BC%89%E5%85%B7%E5%8F%8A%E6%87%89%E7%94%A8%E5%B1%95%E5%8D%80&comENamePrefix=&comBrand=&comCountry=&searchType=showArea&id=C09E4616C7B28451D0636733C6861689&currentRow=7&totalCount=16
https://goo.gl/maps/CGhA7TL6K5dgi1Ry8
tel:03-572-9726
mailto:service@hfv-ltd.com
http://www.hfv-l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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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大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大興高級中等學校 

廠商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永興路 142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設計製作 

聯絡窗口 市話：03-3862330 

公司官網 http://www.dxhs.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0/ 

 

廠商名稱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廠商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佳安村 6鄰中正路佳安段 481號 

主要業務 軍用無人機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26739638 

公司官網 http://www.ncsist.org.tw/csistdup/main/Default.aspx  

 

廠商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廠商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號 

聯絡窗口 

總機：03-5820100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智慧機電系統 董月嬌 經理  

市話： 03-5915914  

電子郵件： JoyceDong@itri.org.tw 

主要業務 商用無人機研發 

公司官網 https://www.itri.org.tw/chi/index.aspx  

 

廠商名稱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力行路 11號 

主要業務 智能無人機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3-5772000 

公司官網 https://www.coretronic.com/  

 

 

 

 

 

 

http://www.ncsist.org.tw/csistdup/main/Default.aspx
mailto:JoyceDong@itri.org.tw
https://www.itri.org.tw/chi/index.aspx
tel:+886-3-5772000
https://www.coretr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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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應用與零組件販售 

廠商名稱 橙森國際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基隆市信義區教忠街 160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零組件販售 

聯絡窗口 市話：02-2465-2111 

公司官網 https://dronesvision.net/  

 

廠商名稱 先創國際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66巷 25號 1樓 

主要業務 無人機及其相關設備販售 

聯絡窗口 市話：02-87928855 

公司官網 https://www.esentra.com.tw/ 

 

廠商名稱 飛隼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219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及其相關設備販售 

聯絡窗口 市話：02-87920001 

公司官網 https://www.fsttaiwan.com/  

 

廠商名稱 羽渡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 4段 320號 2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軟體開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77118828 （葉小姐） 

電子郵件：sales@everduit.com 

公司官網 https://everduit.com/  

 

廠商名稱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21之 3號 

主要業務 空中基地台 

聯絡窗口 市話：02-23446789 

公司官網 https://www.cht.com.tw/home/consumer  

 

 

 

 

https://dronesvision.net/
tel:0287928855
https://www.fsttaiwan.com/
mailto:sales@everduit.com
https://everduit.c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D%A3%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8%B7%AF_(%E5%8F%B0%E5%8C%97%E5%B8%82)
https://www.cht.com.tw/home/consumer


17 
 

 

 

廠商名稱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號 

主要業務 物聯網 

聯絡窗口 市話：02-4495888 

公司官網 https://www.fetnet.net/home/  

 

廠商名稱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號 12樓 

主要業務 物聯網 

聯絡窗口 市話：02-66062999 

公司官網 https://www.twmsolution.com/index.html  

 

廠商名稱 翔隆航太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32號 8樓之 2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應用整合 

聯絡窗口 市話： 02-27183421 

公司官網 https://www.dragonflyuas.com.tw/  

 

廠商名稱 台灣儀器行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72號 4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販售及相關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27723333 

公司官網 http://www.ticgroup.com.tw/  

 

廠商名稱 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敦化北路 170號 6樓 B室 

主要業務 鋰電池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800-003770 

電子郵件：eservice@chinaelectric.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chinaelectric.com.tw/index.php （有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6%B9%9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89%E8%B7%AF
https://www.fetnet.net/hom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www.twmsolution.com/index.html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hplaXYHAA5-Mr7wPsMm62Ak&q=%E7%BF%94%E9%9A%86%E8%88%AA%E5%A4%AA&oq=%E7%BF%94%E9%9A%86%E8%88%AA%E5%A4%AA&gs_l=psy-ab.3..0.4660.9656..11309...0.0..0.79.454.10......0....1..gws-wiz.......35i39j0i13j0i67.faxFY0PQXI0&ved=0ahUKEwiBm9eI-47kAhUfxosBHbCkDpsQ4dUDCAo&uact=5
https://www.dragonflyuas.com.tw/
http://www.ticgroup.com.tw/
http://www.chinaelectric.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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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智航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100號 3樓之 6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設備販售及應用 

聯絡窗口 
手機：0905 123 868 

傳真：02-27219757 

公司官網 https://www.smartnavi.com.tw/%E9%A6%96%E9%A0%81 

 

廠商名稱 能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13-2號 

主要業務 鋰電池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25673500 

公司官網 http://www.molicel.com/ 

 

廠商名稱 廣營電子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125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電子零組件研發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77081530 

電子郵件：taipei@gws.com.tw 

公司官網 https://gwsus.com/gws_com_tw_www/chinese/chinese.htm  

 

廠商名稱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8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相關零組件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82269088 ext: 8565 （楊幸瑜 副總經理） 

電子郵件：IR@wtmec.com 

公司官網 http://www.wtmec.com/WT/ 

 

廠商名稱 宏遠儀器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5巷 6弄 4號 4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29189850 #0 

電子郵件：assist114@gmail.com 

公司官網 http://www.control-signal.com.tw/ 

 

 

https://www.smartnavi.com.tw/%E9%A6%96%E9%A0%81
http://www.molicel.com/
mailto:taipei@gws.com.tw
https://gwsus.com/gws_com_tw_www/chinese/chinese.htm
mailto:IR@wtm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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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 69號 30F 

主要業務 鋰電池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66260678 

公司官網 https://www.chiconypower.com/zh-tw/home/index  

 

廠商名稱 Ida drone 意念無人機 

廠商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 657號 4樓 

主要業務 無人機及其相關設備販售 

聯絡窗口 市話：02-82261567 

公司官網 https://www.idagoods.com/  

 

廠商名稱 赫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 85之 35號 1樓 

主要業務 無人機動力電池製造與銷售 

聯絡窗口 市話：02-86663889 

公司官網 無 

 

廠商名稱 尚志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里 247-1號 

主要業務 鋰電池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 03-4830321轉 235 

公司官網 http://www.twtfc.com/index.php  

 

廠商名稱 航見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永能路 3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系統研發及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03-2873576 

電子郵件：service@arklab.tw 

公司官網 https://www.hjuav.io/  

 

 

 

 

 

https://www.chiconypower.com/zh-tw/home/index
https://www.idagoods.com/
http://www.twtfc.com/index.php
https://www.hju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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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99號 9樓 

主要業務 無人機動力系統零組件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3-3220022 

公司官網 https://www.chenfull.com.tw/index0.php  

 

廠商名稱 大數聚物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明德路 60號 5樓 B室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聯網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22542131 

公司官網 https://www.bigdataiot.com.tw/ 

 

廠商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 

廠商地址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03-5734762 

公司官網 https://www.nthu.edu.tw/  

 

廠商名稱 飛岳影像創作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 339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零組件販售及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 0988248655 

電子郵件：yueh1208@gmail.com 

公司官網 https://www.dronetw.com/  

 

廠商名稱 極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隘口一街 151號 4樓之 2 

主要業務 空拍數據之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03-6578062 

公司官網 https://earthbook.xyz/ 

 

 

 

 

 

https://www.chenfull.com.tw/index0.php
https://www.bigdataiot.com.tw/
https://www.nthu.edu.tw/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9%A3%9B%E5%B2%B3&oq=%E9%A3%9B%E5%B2%B3&aqs=chrome..69i57j69i61j0l4.4684j0j4&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dronetw.com/
https://earthbook.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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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其他相關配件系統與課程 

廠商名稱 維波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一段 22號 5樓之 10 

主要業務 無人機防禦系統 

聯絡窗口 
市話：02-23019763 

電子郵件： info@wavefidelity.com 

公司官網 http://www.wavefidelity.com/  

 

 

廠商名稱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 245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研發中心 

聯絡窗口 市話：02-2782-1862~4 

公司官網 http://www.cust.edu.tw/www/index.html  

 

廠商名稱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廠商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340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相關法令制定 

聯絡窗口 市話：02-23496280 

公司官網 https://www.caa.gov.tw/ 

 

廠商名稱 博客來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 768巷 1弄 18號 B1之 1 

主要業務 無人機相關書籍販售 

聯絡窗口 市話：02-26535588 

公司官網 https://www.books.com.tw/  

 

廠商名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反制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電子工程系 

市話：02-27712171 #2200 

電子郵件：wwwen@ntut.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ww.ntut.edu.tw/ 

 

http://www.wavefidelity.com/
http://www.cust.edu.tw/www/index.html
https://www.books.com.tw/
mailto:wwwen@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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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駿安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紹興南街 12號 

主要業務 手持攜帶型空拍機攔截器 

聯絡窗口 市話：02-23965600 

公司官網 http://www.jiunan.com.tw/tw/index.html  

 

廠商名稱 酷設工坊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388號 6樓之一 

主要業務 無人機操作用之智慧型頭戴裝置 

聯絡窗口 市話：02-26278787 

公司官網 https://www.jarvish.shop/ 

備註 此業務為未來展望 

 

廠商名稱 鈺立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5巷 22號 2樓 

主要業務 三維影像擷取攝影機單晶片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87513803 

公司官網 http://www.eys3d.com/ 

 

廠商名稱 雙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五股工業區五權三路六號三樓 

主要業務 散熱模組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2-89901653 

電子郵件： bryan_lin@auras.com.tw 

公司官網 https://www.auras.com.tw/  

 

廠商名稱 強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46號 9樓之 6 

主要業務 紅外線熱顯像儀 

聯絡窗口 
市話：02-29998878 

電子郵件： business@ir.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ir.com.tw/index.php  

 

 

 

http://www.jiunan.com.tw/tw/index.html
https://www.jarvish.shop/
http://www.eys3d.com/
mailto:bryan_lin@auras.com.tw
https://www.auras.com.tw/
mailto:business@ir.com.tw
http://www.ir.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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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廣營電子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125號 

主要業務 飛行模擬軟體開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77081530 

電子郵件：taipei@gws.com.tw 

公司官網 https://gwsus.com/gws_com_tw_www/chinese/chinese.htm  

 

廠商名稱 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 

廠商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22號 19F 

主要業務 推廣無人機之技術與應用 

聯絡窗口 
手機：0965390023 

電子郵件： taiwanuas@gmail.com 

公司官網 http://www.twuas.org.tw/  

 

廠商名稱 國立空中大學 

廠商地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172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與空拍攝影入門課程 

聯絡窗口 
管理與資訊學系 

市話：02-22829355 #7655 

公司官網 https://www.nou.edu.tw/ 

 

廠商名稱 東南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科普教育基地－證照培訓 

聯絡窗口 市話：02- 86625900 

公司官網 http://www.tnu.edu.tw/ 

 

廠商名稱 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 

廠商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一段 50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特色班 

聯絡窗口 市話：03-4796345 

公司官網 http://www.fsvs.tyc.edu.tw/home  

 

 

 

mailto:taipei@gws.com.tw
https://gwsus.com/gws_com_tw_www/chinese/chinese.htm
http://www.twuas.org.tw/
http://www.fsvs.tyc.edu.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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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中原大學 

廠商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 OO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檢測技術研發  

聯絡窗口 
機械工程系 

市話：03-2654301 

公司官網 http://www1.cycu.edu.tw/ 

 

廠商名稱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廠商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佳安村 6鄰中正路佳安段 481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防禦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2-26739638 

公司官網 http://www.ncsist.org.tw/csistdup/main/Default.aspx  

 

廠商名稱 永亮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 224號 7樓  

主要業務 無人機偵查反制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4222155 

電子郵件：office@brightfuture.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brightfuture.com.tw/  

 

廠商名稱 創宇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市科學園區科技園＃5號 5F-TP 

主要業務 無人機影像後處理軟體開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6687775 

公司官網 http://www.tridpacific.com/ 

 

廠商名稱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科學園區創新一路 13 號 2 樓 

主要業務 無人機影像處理產品 

聯絡窗口 市話：03-5670889 

公司官網 http://www.novatek.com.tw/zh-TW/Home/Index 

 

 

 

 

http://www1.cycu.edu.tw/
http://www.ncsist.org.tw/csistdup/main/Default.aspx
mailto:office@brightfuture.com.tw
http://www.brightfuture.com.tw/
http://www.tridpacific.com/
http://www.novatek.com.tw/zh-TW/Ho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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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國立宜蘭大學 

廠商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實驗飛行場 

聯絡窗口 市話：03-9357400 

公司官網 https://www.niu.edu.tw/bin/home.php  

 

 

 

 

 

 

 

 

 

 

 

 

 

 

 

 

 

 

 

https://www.ni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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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飛行控制系統 

廠商名稱 佳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 11鄰科義街 11號 

主要業務 無線通訊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7585555 

電子郵件：info@inpaq.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inpaq.com.tw/  

 

廠商名稱 田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太平區精美路 148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軟體開發及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04-22758878 

電子郵件：service@avix-tech.com 

公司官網 https://www.avix-tech.com/  

 

廠商名稱 合盈科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大雅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科雅路 18號 

主要業務 視訊傳輸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4-2565-9188 

公司官網 http://www.hpbint.com/index.php  

 

廠商名稱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11號 

主要業務 視覺傳遞硬體開發 

聯絡窗口 
市話：04-36002345 

電子郵件：precision@largan.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largan.com.tw/  

 

廠商名稱 台灣日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二段 182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4-8613883 

電子郵件：sales@akr.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akr.com.tw/index.html  

 

mailto:info@inpaq.com.tw
http://www.inpaq.com.tw/
tel:886422758878
mailto:service@avix-tech.com
https://www.avix-tech.com/
http://www.hpbint.com/index.php
mailto:precision@largan.com.tw
http://www.largan.com.tw/
http://www.akr.com.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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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無人飛行載具研發 

廠商名稱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漢翔路 1號 

主要業務 軍用無人機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4-27020001 

公司官網 https://www.aidc.com.tw/tw/  

 

廠商名稱 緯華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 3段 120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 

聯絡窗口 

趙小姐 

市話：04-36062653  

電子郵件：info@lasi.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lasi.com.tw/lasi/index.php/zh-tw/  

 

廠商名稱 逢甲大學  

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總機：04-24517250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陳啟川 助理教授 

分機號碼：3978 

電子郵件：chicchen@fcu.edu.tw 

公司官網 http://www.fcu.edu.tw/wSite/mp?mp=1  

 

廠商名稱 亞拓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 345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4-25279117 

公司官網 http://www.align.com.tw/  

 

廠商名稱 雷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六路 7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4-23591616 

公司官網 https://www.thundertiger.com/index.php  

https://www.aidc.com.tw/tw/
https://www.tadte.com.tw/zh_TW/exh/info.html?showArea=%E7%84%A1%E4%BA%BA%E9%A3%9B%E8%A1%8C%E8%BC%89%E5%85%B7%E5%8F%8A%E6%87%89%E7%94%A8%E5%B1%95%E5%8D%80&comENamePrefix=&comBrand=&comCountry=&searchType=showArea&id=3BD300CBC63BA32CD0636733C6861689&currentRow=9&totalCount=16
http://www.lasi.com.tw/lasi/index.php/zh-tw/
http://www.fcu.edu.tw/wSite/mp?mp=1
http://www.align.com.tw/
https://www.thundertiger.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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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捷普集團_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大雅區員林里神林路一段 266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外型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4-25666123 

公司官網 https://www.jabil.com/  

 

廠商名稱 尚皇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大里區草堤路 158巷 7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4 24952130 

公司官網 https://tw.tech-sov.com/  

 

廠商名稱 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 30號 3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設計製造與系統開發 

聯絡窗口 
市話：04-25658558 

電子郵件：info@uaver.com 

公司官網 http://www.uaver.com/  

 

廠商名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設計製造與系統整合 

聯絡窗口 

總機：05- 6315000 

自動化工程系 李孟澤 助理教授（自動化無人載具系統） 

分機號碼：5388 電子郵件：mtlee@nfu.edu.tw 

飛機工程系 林中彥副教授（無人飛行載具設計與製造） 

分機號碼：5531、5025 電子郵件：Frank.Lin@nfu.edu.tw 

飛機工程系 林煥榮 教授（嵌入式系統與自主飛行實驗室） 

分機號碼：5542、5550 電子郵件：hjlin@nfu.edu.tw 

飛機工程系 鄒杰烔 教授（航空機電系統整合實驗室） 

分機號碼：5556 電子郵件：scott@nfu.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ww.nfu.edu.tw/zh/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8D%B7%E6%99%AE%E9%9B%86%E5%9C%98_%E7%B6%A0%E9%BB%9E%E9%AB%98%E6%96%B0%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oq=%E6%8D%B7%E6%99%AE%E9%9B%86%E5%9C%98_%E7%B6%A0%E9%BB%9E%E9%AB%98%E6%96%B0%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aqs=chrome..69i57j69i61j0l4.504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jabil.com/
https://www.tadte.com.tw/zh_TW/exh/info.html?showArea=%E7%84%A1%E4%BA%BA%E9%A3%9B%E8%A1%8C%E8%BC%89%E5%85%B7%E5%8F%8A%E6%87%89%E7%94%A8%E5%B1%95%E5%8D%80&comENamePrefix=&comBrand=&comCountry=&searchType=showArea&id=D47E952062F6CDC8D0636733C6861689&currentRow=12&totalCount=16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0%9A%E7%9A%87%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oq=%E5%B0%9A%E7%9A%87%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aqs=chrome..69i57j69i61j0.369j0j4&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tw.tech-sov.com/
http://www.uaver.com/
mailto:mtlee@nfu.edu.tw
mailto:Frank.Lin@nfu.edu.tw
http://nfuae.nfu.edu.tw/files/11-1039-4362.php
mailto:hjlin@nfu.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fumulticopter/
mailto:scott@n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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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蒼穹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雲林縣古坑鄉崁腳村南昌 6-26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設計開發 

聯絡窗口 手機號碼：0932-730747 

電子郵件：atangoo@gmail.com  

公司官網 https://arklab.com.tw/  

 

 

 

 

 

 

 

 

 

 

 

 

 

 

 

 

 

 

 

 

 

 

 

 

 

 

 

 

 

https://www.tadte.com.tw/zh_TW/exh/info.html?showArea=%E7%84%A1%E4%BA%BA%E9%A3%9B%E8%A1%8C%E8%BC%89%E5%85%B7%E5%8F%8A%E6%87%89%E7%94%A8%E5%B1%95%E5%8D%80&comENamePrefix=&comBrand=&comCountry=&searchType=showArea&id=A1541353F3A0069FD0636733C6861689&currentRow=16&totalCount=16
mailto:E-mail%EF%BC%9Aatangoo@gmail.com
https://arkla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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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應用與零組件販售 

廠商名稱 無界空拍攝影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苗栗縣竹南鎮科專六路 139巷 10號 

主要業務 空拍機販售及應用 

聯絡窗口 

臣先生 

市話： 037-580787 

手機：0917560879   

電子郵件： skyseetw@gmail.com 

公司官網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kyseetw/shou-ye1  

 

廠商名稱 科翰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南投縣草屯鎮自由街 92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零組件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49-2338531 

公司官網 無 

 

廠商名稱 易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620巷 18弄 11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4-24630816 

公司官網 http://www.easymap.tw/ 

 

廠商名稱 森泰儀器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105號 12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4-23011000  

電子郵件 ：sales@sokkia.com.tw 

公司官網 http://www.sokkia.com.tw/  

 

廠商名稱 原資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 50-6巷 2弄 27-2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及應用整合 

聯絡窗口 市話：04-24220045 

公司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rdatasystem/  

 

mailto:skyseetw@gmail.com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kyseetw/shou-ye1
javascript:exhInfo('8C03253AF35F16C8D0636733C6861689','4')
http://www.sokkia.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rdata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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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僑光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噴藥除蟲害 

聯絡窗口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市話：04-27016855#2302 

電子郵件：mgd@ocu.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ww.ocu.edu.tw/ 

 

廠商名稱 磁震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梧棲區中港加工出口區經一路 21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外型及相關零組件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4-26595211 ext.122 & ext.611 

電子郵件： sales@cotechinc.com 

公司官網 https://www.cotechinc.com/  

 

廠商名稱 長園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CAEC） 

廠商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科雅東路 9號 

主要業務 鋰電池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4-25658768 

公司官網 http://www.caec.com.tw/tw/index.php  

 

廠商名稱 速創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 9段 466巷 92號 

主要業務 農用無人飛行載具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04-22540511 

電子信箱：ag@fast-create.com 

公司官網 https://agag.fast-create.com/ 

 

廠商名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段 123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無人機保鑣 

聯絡窗口 市話：05-5342601 

公司官網 https://www.yuntech.edu.tw/ 

 

 

mailto:mgd@ocu.edu.tw
https://www.ocu.edu.tw/
https://www.cotechinc.com/
http://www.caec.com.tw/tw/index.php
https://agag.fast-cre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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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動控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 42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零組件販售及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05-6361875 

手機：0927788268 

電子郵件： infodyncmodel@gmail.com 

公司官網 http://www.dyncmodel.com/index.php?route=common/home  

 

 

 

 

 

 

 

 

 

 

 

 

 

 

 

 

 

 

 

 

 

 

 

 

 

 

 

 

http://www.dyncmodel.com/index.php?route=commo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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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其他相關配件系統與課程 

廠商名稱 國立聯合大學 

廠商地址 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聯大 2號/2 

主要業務 無人機教育訓練課程 

聯絡窗口 市話：037-381000 

公司官網 https://www.nuu.edu.tw/index.php  

 

廠商名稱 先發電光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苗栗縣竹南鎮科東三路 6號 2樓 

主要業務 VCSEL及紅外光磊晶片之生產及研發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37-580980 

公司官網 http://www.fvlepi.com/ 

 

廠商名稱 大華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 1號 

主要業務 舉辦無人機相關營隊 

聯絡窗口 市話：03- 5927700 

公司官網 http://www.tust.edu.tw/bin/home.php  

 

廠商名稱 弘光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號 

主要業務 無人載具之環安應用實務課程 

聯絡窗口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市話：04-2631-8652 ext.4002~4004 

電子郵件：she@web.hk.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ww.hk.edu.tw/main.php 

 

廠商名稱 綠冠能源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北區博館路 88號 11樓之一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檢測與視覺辨識智能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4-22031959 

公司官網 https://www.firstenergytw.com/ 

 

 

 

https://www.nuu.edu.tw/index.php
http://www.fvlepi.com/
http://www.tust.edu.tw/bin/home.php
mailto:she@web.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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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86號 16樓之 7 

主要業務 無人機校園認證中心 

聯絡窗口 市話：04-22583355 

公司官網 https://www.so-easy.com.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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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飛行控制系統 

廠商名稱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南市新市區台南科學園區大順七路 90號 

主要業務 無線通訊系統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6-5051601 

公司官網 http://www.transcominc.com.tw/Chinese/index.php  

 

廠商名稱 旭成資訊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 51巷 6號 

主要業務 飛行控制軟體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7-3516223 

公司官網 https://www.aciti.net/home  

 

廠商名稱 實踐大學 高雄校區 

廠商地址 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 200號 

主要業務 室內定位群飛系統 

聯絡窗口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市話：07-6678888#4331 

公司官網 https://www.kh.usc.edu.tw/bin/home.php  

 

 

 

 

 

 

 

 

 

 

 

 

 

 

 

 

http://www.transcominc.com.tw/Chinese/index.php
https://www.aciti.net/home
https://www.kh.usc.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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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無人飛行載具研發 

廠商名稱 天空飛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南市安定區蘇林里 112-33號 

主要業務 大型無人飛行載具總體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6-5924000 

公司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4%A9%E7%A9%BA%E9%A3%

9B%E8%A1%8C%E7%A7%91%E6%8A%80%E5%85%AC%E5%8F%B8/

188652824923062  

 

廠商名稱 國立成功大學 

廠商地址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市話： 06-2757575 ext. 63600 

電子郵件：em63600@mail.ncku.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eb.ncku.edu.tw/  

 

廠商名稱 南台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整合及應用 

聯絡窗口 

總機：06-2533131 

電子工程系 李志清 助理教授 

分機號碼：3156 

電子郵件：aliasli@stust.edu.tw 

公司官網 http://w3.eecs.stust.edu.tw/index.php  

 

廠商名稱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三段 253號 12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及系統整合 

聯絡窗口 市話：06-3351068 

公司官網 https://www.geosat.com.tw/TW/index.aspx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4%A9%E7%A9%BA%E9%A3%9B%E8%A1%8C%E7%A7%91%E6%8A%80%E5%85%AC%E5%8F%B8/188652824923062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4%A9%E7%A9%BA%E9%A3%9B%E8%A1%8C%E7%A7%91%E6%8A%80%E5%85%AC%E5%8F%B8/188652824923062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4%A9%E7%A9%BA%E9%A3%9B%E8%A1%8C%E7%A7%91%E6%8A%80%E5%85%AC%E5%8F%B8/188652824923062
mailto:em63600@mail.ncku.edu.tw
https://web.ncku.edu.tw/
mailto:aliasli@stust.edu.tw
http://w3.eecs.stust.edu.tw/index.php
http://goo.gl/maps/1WLIU
https://www.geosat.com.tw/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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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征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187號 3樓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7-3987132 

公司官網 http://www.mini-zenith.com/  

 

廠商名稱 高苑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821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電子工程系 航空電子組 楊勝婓助理教授 

電子郵件： tf0133@cc.kyu.edu.tw 

市話：07-6077002 （系辦公室） 

公司官網 http://www.kyu.edu.tw/kyunew4/allkyu.html  

 

 

 

 

 

 

 

 

 

 

 

 

 

 

 

 

 

 

 

 

 

 

https://www.tadte.com.tw/zh_TW/exh/info.html?showArea=%E7%84%A1%E4%BA%BA%E9%A3%9B%E8%A1%8C%E8%BC%89%E5%85%B7%E5%8F%8A%E6%87%89%E7%94%A8%E5%B1%95%E5%8D%80&comENamePrefix=&comBrand=&comCountry=&searchType=showArea&id=930DB8FB03EDA476D0636733C6861689&currentRow=8&totalCount=16
http://www.mini-zenith.com/
mailto:tf0133@cc.kyu.edu.tw
http://www.kyu.edu.tw/kyunew4/allky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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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應用與零組件販售 

廠商名稱 國立嘉義大學 

廠商地址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號 

主要業務 農用無人機應用 

聯絡窗口 

黃文祿 主任 

市話：05-2717974 

手機 : 0935-884316 

公司官網 http://www.ncyu.edu.tw/NewSite/  

 

廠商名稱 翔大模型 

廠商地址 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三段 27巷 9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零組件販售 

聯絡窗口 

市話：06-2810536 

手機：0918-169709 

LINE：@sdmodel 

公司官網 http://www.sdmodel.com.tw/index.php  

 

廠商名稱 藏識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 262號 6樓 602室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相關應用整合 

聯絡窗口 市話：07-5548288 

公司官網 https://www.pilotgaea.com.tw/  

 

廠商名稱 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號 25樓 

主要業務 鋰電池研發設計製造 

聯絡窗口 市話：07-3383515 

公司官網 http://www.cscc.com.tw/index.htm  

 

廠商名稱 高雄攝影 Amedee Photography 

廠商地址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二路 13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 

聯絡窗口 手機：0921-660909 

公司官網 https://www.amedeephotography.com/  

 

http://www.ncyu.edu.tw/NewSite/
http://www.sdmodel.com.tw/index.php
https://www.pilotgaea.com.tw/
http://www.cscc.com.tw/index.htm
https://www.amedeephotograph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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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拍達事業傳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重平路 17號 4樓之 2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07-3488931 

公司官網 http://paidar-video.com.tw/ 

 

廠商名稱 超級環景 Super720 

廠商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 168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 

聯絡窗口 手機：0985-156000 

公司官網 http://super720.com/ 

 

廠商名稱 丹尼爾空中攝影 

廠商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 2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 

聯絡窗口 市話：07-5360182 

公司官網 http://www.photook.tw/ 

 

廠商名稱 昇典影像 

廠商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一路 57巷 12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 

聯絡窗口 

葉 先生 

手機：0925-439479 

市話：07-3493983 

公司官網 http://www.dantw.com/  

 

廠商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號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科技整合 

聯絡窗口 市話：08-7703202 

公司官網 http://mportal.npust.edu.tw/bin/home.php  

 

 

http://paidar-video.com.tw/
http://super720.com/
http://www.photook.tw/
http://www.dantw.com/
http://mportal.npust.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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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其他相關配件系統與課程 

廠商名稱 長榮大學 

廠商地址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一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應用學程 

聯絡窗口 

無人機中心 

市話：06-2785123 #6011~6012 

• 電子郵件：uav-adrc@mail.cjcu.edu.tw 

公司官網 https://www.cjcu.edu.tw/  

 

廠商名稱 實踐大學 高雄校區 

廠商地址 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 200號 

主要業務 定翼無人機跑道考場 

聯絡窗口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市話：07-6678888#4331 

公司官網 https://www.kh.usc.edu.tw/bin/home.php  

 

廠商名稱 高雄醫學大學 

廠商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實務課程 

聯絡窗口 市話：07-3121101 

公司官網 https://www.kmu.edu.tw/  

 

 

 

 

 

 

 

 

 

 

 

 

 

 

https://www.cjcu.edu.tw/
https://www.kh.usc.edu.tw/bin/home.php
https://www.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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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應用與零組件販售 

廠商名稱 雪巴空拍影像工作室 

廠商地址 無 

主要業務 無人飛行載具應用 

聯絡窗口 電子郵件：Taroko@gmail.com 

公司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hlairview/ 

東部－其他相關配件系統與課程 

廠商名稱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廠商地址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應用課程 

聯絡窗口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市話：03-8572158 #2488 

公司官網 http://www.tcust.edu.tw/bin/home.php  

 

廠商名稱 國立東華大學 

廠商地址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主要業務 無人機相關系統研發 

聯絡窗口 市話：03-8903000 

公司官網 https://www.ndhu.edu.tw/bin/home.php 

 

 

 

 

 

 

 

 

https://www.facebook.com/hlairview/
http://www.tcust.edu.tw/bin/home.php
https://www.ndhu.edu.tw/bin/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