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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共一頁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函）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 段 69-10 號 11 樓 

聯 絡 人：盧柏森 

聯絡電話：（02）2778-8898 傳真：（02）2778-8900 

電子信箱：elecpeorg@gmail.com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7 日 

發文字號：電機技師(全國)字第 10904154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作業受理窗口 

主旨：公告設立台東縣電信審驗處，相關處理後續事宜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 依電機技師(全國)字第 10901017 號函辦理設立申請及

遴選。  

二、 經公告、申請、評鑑遴選等程序，完成台東縣電信審驗

處設立。 

三、 台東縣電信審驗處由黃正義電機技師事務所黃正義擔

任，詳細資訊如附件。 

四、 生效日期：109 年 6 月 1 日。 

五、 相關訊息公告於公會網站。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5/7

代碼 受理窗口名稱
主任技師/

支援技師
執業機構名稱 聯絡人 聯絡地址 電話 傳真 手機

TP2 台北市北區電信審驗處
 邱正義

/鄭建志
宜德電機技師事務所

郭小姐

沈先生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

段21巷31號3樓
02-87922407 02-87922426 0933722036

TP3 台北市南區電信審驗處 張政雄 三正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梁小姐

劉小姐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520-1

號1樓

02-22459610

02-22486716

02-22423625

02-22485347 0928244508

TP4 基隆市電信審驗處 朱國權 日昇電機技師事務所 詹小姐
基隆市仁愛區孝一路56號3

樓

02-24257088

02-24252223
02-24251778 0922705765

TP5 新北市北區電信審驗處 吳國楨 立群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洪小姐

劉小姐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巷14號9樓之14

02-29998755

02-29999087
02-29998756 0932250947

TP6 新北市南區電信審驗處 王萬易 真常電子技師事務所 王先生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65號

10樓之2
02-22473006 02-22433085 0910040485

TY1 桃園市北區電信審驗處
鄭詩哲

/鄭嘉斌
弘電工業聯合技師事務所

彭小姐

李小姐

桃園市桃園區東山里安樂

街57號

03-3346042

03-3325654
03-3329343 0937170390

TY2 桃園市南區電信審驗處

 林俊賢

/林祐賢

 林佳賢

兆豐聯合電機電機事務所
林佳賢

顏小姐

桃園市桃園區忠一路97號1

樓
03-3358236 03-3359399 0921211916

HC1 新竹市電信審驗處 鍾俊業
三力結構水利電機技師事務

所
彭小姐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54巷48

號
03-5352280 03-5352281 0988154179

IL1 宜蘭縣電信收件處 施連舫 連翊電機技師事務所 林先生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二段7

巷1號

03-9658787

03-9656131
03-9652438 0937908258

HL1 花蓮縣電信審驗處 徐錦芳 徐錦芳電機技師事務所 潘小姐 花蓮縣花蓮市仁愛街25-6號 03-8335525 03-8348998 0910520888

TT1 台東縣電信審驗處 黃正義 黃正義電機技師事務所 黃正義
臺東縣臺東市漢陽南路55

號2樓
089-348787 0952125339

ML1 苗栗縣電信審驗處 吳毓明 三明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徐小姐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227號
037-664461

037-680172
037-683260 0935517850

TC1 台中市北區電信審驗處 石明原 宏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陳小姐
台中市北區梅川西路四段

199號

04-22994627

04-22990995
04-22987946 0921327688

TC2 台中市南區電信審驗處 林三奇 三奇電機技師事務所
謝先生

林先生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105-3號
04-22220920 04-22221532 0910383808

TC3 台中市中區電信審驗處 林士煥
綠世界節能電機股份有限公

司
許小姐 台中市東區建成路664號 04-22800266 04-22800266 0911139039

NT1 南投縣電信收件處 許鴻男 鴻順電機技師事務所 許鴻男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南路60

巷48號1F
049-2339198 049-2329648 0922712147

CH2 彰化縣電信收件處 林壽昌 林壽昌 彰化縣芬園鄉嘉中街609號 049-2512862 049-2512862 0933218217

YL1 雲林縣電信收件處 徐齡琨 佾廷電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吳靜琪 雲林縣斗六市廣西路235號
05-5341560

05-5332715
05-5346278 0912351687

CY1 嘉義市電信審驗處 徐伯溫 東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林小姐 嘉義市友信街59號
05-2337413

05-2337415
05-2312686 0932710058

TN1 台南市南區電信審驗處 楊明哲 明哲電機技師事務所 楊明哲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

17F

06-2989000

#66600
06-2983761 0983839697

TN2 台南市北區電信審驗處 陳哲河 三一電機技師事務所 陳先生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69號
06-6370835

06-6358735
06-6331669 0933691481

KH1 高雄市北區電信審驗處 李榮能
立盛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

所
孫小姐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67巷

7號

07-5577708

07-5577712
07-5584872 0953567387

KH2 高雄市南區電信審驗處 林耿芳 正太電機技師事務所 林耿芳 高雄市小港區平誠街13號 07-3319852 07-5361080 0988017897

KH4 高雄市東區電信審驗處 李忠榮 昶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李忠榮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1號 07-3452131 07-3452363 0929609325

PT3 屏東縣電信審驗處 陳榮進 巨門電機技師事務所 陳榮進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67號 07-7150230 07-7236922 0937666670

PT2 屏東縣電信審驗收件處 陳定緯 俞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李小姐
屏東縣屏東市建華三街75

號
08-7550511 08-7530650 0932882323

KM1 金門縣電信審驗收件處 林君志 林君志建築師事務所 戴雅婷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226巷

4弄22號5樓

0823-21621

0823-21093
0823-26918 0910037306

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作業受理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