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師 事務所 執業機構地區 執業機構地址 電話 傳真

鄭詩哲 弘電工業聯合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安樂街57號 03-3325654 03-3329343

蔡再發 一達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浦城街13巷10號之ㄧ,2樓 02-23628652 02-23628882

王廷興 技聯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辛亥路1段25巷6號6樓 02-23671137 02-23680170

李平章 聯立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二路171號8樓之1 07-7114061 07-7227577

胡崇頃 崇榮工業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彰化市 南瑤里天祥路78,80號 04-7282368 04-7282369

謝富椿 富椿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5段69巷1弄8號2樓 02-27666916 02-27649695

方耀邦 技群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屯區 惠德街139號 04-24612071 04-24611973

張春田 三福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府後街1巷2之2號1樓 02-29607444 02-29653040

林昭明 欣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區 新泰路401巷12號2樓 02-29964790 02-29978813

林光謙 泰瑞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2段82號4樓 02-23217324

戴義隆 東煌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縣竹北市 中正西路187號2樓 03-5555182 03-5532203

潘克難 克勤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興隆路2段217巷2弄7號 02-89310037 02-89310040

簡明春 揚名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屯區 永春東七路692號 04-23751881#15 04-23800378

莊恩智 德記機電技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中正路716號4樓之8 02-82278100 02-82278101

羅震飛 飛盈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 三光路317號12樓 03-4924604 03-4932308

洪鑫章 元大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士林區 重慶北路4段237號2樓 02-28113061 02-28161002

施連舫 連翊電機技師事務所 宜蘭縣五結鄉 中正西路89巷65之5號 03-9658787 03-9652438

陳炎燦 大承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華夏路709號 07-3495426 07-3495410

陳友吉 永吉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彰化市 芳草街146號 04-7616646 04-7635627

施教鋆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南京東路5段171號14樓 02-87611528 02-87611557

吳清章 展延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3段166號 02-27089330 02-27540793

莫保常 常昇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區 五權路27之1號10樓 04-22210296 04-22210287

紀賢順 台正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龍江路415巷21號3樓 02-25013886 02-25042901

黃鎮平 鎮世電機技師事務所 花蓮縣花蓮市 公正街2號3樓 03-8230900 03-8230900

張建忠 冠能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東區 十甲東二街6號 04-22121132 04-22120038

謝曉麟 瑞麟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景後街129號4樓 02-29331672 02-23679785

林詩寬 林詩寬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屯區 中工二路190號9樓 04-23585488 04-23586647

賴文新 同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大雅區 建興路79之8號 04-25683665 04-25683638

莊東貴 東緯工業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2段365號5樓之1 02-23930555 02-23930955

林國和 富國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區 三民路1段149號8樓 04-23755586 04-23786681

蔡家駿 鉅鎧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後昌路589號 07-3621012 07-3662465

劉廣榮 榮華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中正路274號3樓 02-22723000 02-29660570

徐錦芳 徐錦芳電機技師事務所 花蓮縣花蓮市 仁愛街25之6號 03-8335525 03-8348998

陳智淵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陽光街323號 02-87973567#2261 02-87973765

陳建丰 信崴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東區 文化路73號1樓 06-2693128 06-2893128

王冀翥 祥安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新光路38號33樓之4 07-33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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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永鍇 永盛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蘆洲區 長安街172巷10號1樓 02-82826565 02-82826564

洪登科 順建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楊梅區 新榮路223巷71號1樓 03-4906398 03-4905285

徐助夫 富民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區 興大路46號6樓之3 04-22858851 04-22858851

林俊賢 兆豐聯合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忠一路97號1樓 03-3358236 03-3359399

陳冠宏 明德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光復南路1號6樓 02-27480899 02-27480901

林祐賢 兆豐聯合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忠一路97號1樓 03-3358236 03-3359399

李健盟 盟碩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永康街73號3樓 07-3452740 07-3502463

鄒春旺 捷明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楠梓區 大學十八街18號 07-5912885

楊士杰 萬世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中興路2段188號3樓 02-89111552 02-89110835

林耿芳 正太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小港區 平誠街13號 07-3319852 07-5361080

彭雲將 台灣海澤節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 中華路5段420巷146號 03-5304177 03-5162929

廖朱永 剛健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東區 樂業路340號1樓 04-22133052 04-23393376

王萬易 真常電子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區 復興路65號10樓之2 02-22473006 02-22433085

莊斐能 圓能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北區 北大路307號7樓之3 02-29641077 02-29648525

林政樑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81號9樓之1 02-26980638 02-26980388

黃文祿 五洲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正區 汀州路1段95號1樓 02-23059585 02-23059585

王崑雄 崑雄電機技師事務所 花蓮縣花蓮市 中山路723號 03-8565788 03-8571588

許紀文 美商栢誠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北平西路3號4樓 02-23889911

張逢意 法拉第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光復街205號1樓 02-22262333 02-22267272

施坤原 原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北投區 溫泉路73巷6號10樓 之3 02-28920690

李明亮 李明亮電機技師事務所 宜蘭縣宜蘭市 進士路2段455巷8弄10號 03-9327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