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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維楨 和進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 景興路244號2樓 02-23670231

褚明洲 明海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延吉街46巷12之1號 02-25777382 02-25777500

劉奕政 萬泰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正區 廈門街43巷1號2樓 02-23657412 02-2368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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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順添 松興機電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4段135號2樓之3 02-25280608 02-25283579

林照明 明達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4段219號11樓 02-27086926 02-8661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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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德 新台電機聯合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5段59號2樓 02-27457611 02-27457612

許允傑 偉立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4段388之1號3樓 02-87926688 02-87925588

林清河 士林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3段99號4樓 02-270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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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號16樓之6 02-27666916 02-27649695

楊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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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振華 正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2段293之3號4樓之1 02-27322519 02-27356022

陳泰洲 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3段136號12樓 0935-535545

吳熊 日意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安和路2段5號8樓之4 02-27061716 02-27061716

吳森嘉 台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民權東路6段23號7樓之2 02-26097835 02-26097835

李華琛 李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南山街20號之1(2樓) 03-3364677

林寶男 富傑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區 安和路39號 1樓 02-29457589

掌易 易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忠順街1段50號1樓 04-22521131 04-22521131

林金東 棣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4段27巷10號4樓 02-27775448 02-27775028

謝漢東 漢東電機技師事務所 花蓮縣吉安鄉 中央路3段588號 03-8578388 03-8574253

林建隆 三峰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永吉路138號4樓 02-27617162 02-27617162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田慕超 遠東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秀山路91巷15弄3號 03-3327834 03-3315020

劉泰平 達聖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漢生東路313巷2弄48號 02-29541633 02-29541633

陳瑞光 三和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區 光華街6號11樓之1 02-22499256

許銘揚 大銘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復興南路1段34號8樓之1 02-27114789 02-27716938

陳鐘琳 星電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士林區 天母西路50巷17號2樓 02-28736959 02-28737077

李建南 大展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4段3號5樓 02-27937627 02-27937629

郭金龍 漢威電機冷凍空調聯合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3段63號5樓 02-27321666 02-27360437

黃仁春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中山北路6段89號10樓 02-27838250#55234 02-27838232

林進元 恆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4段760號6樓之2 02-27533562 02-27533767

彭繼傳 久大機電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 松山路482巷32號12樓 02-27616286 02-27604298

吳國楨 立群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5段609巷14號9樓之14 02-29998755 02-29998756

簡宗益 益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民權東路3段106巷15弄15號2樓 02-27180425 02-27180425

張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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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2 02-87973167

詹啟詮 漢達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市民大道4段104號3樓 02-27818883 02-27314721

陳至宏 吉興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寶橋路39號1樓 02-86673066 02-86673086

江長樹 宏達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2段1號12樓 02-23951239

林文熙 富盛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士林區 通河東街2段10巷7號4樓 02-28355205 02-28369288

蔡坤河 坤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3段172-1號3樓 02-27934300 02-27934138

邱文祥 精一工業安全電機工程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區 興南路1段93巷6弄5號 02-29435875 02-29451756

李若瑟 昀浩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景興路212號7樓 02-29173879 02-2911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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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彥 俊源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民族東路668巷1弄1號2樓 02-27137025 02-2717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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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修 寶翔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1段206巷85弄5號1樓 02-89651021 02-89651023

王萬全 萬全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同區 敦煌路18號3樓 02-25993588 02-25993613

張政雄 三正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520-1號1樓 02-22423625 02-22485347

黃鵬洛 福泰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 正義里漢口街46號 03-4593745 03-4593742

張曜宗 德義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永和區 成功路1段12號4樓 02-25072450 02-25080563

胡明德 胡明德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北投區 裕民六路100號9樓 02-28281173 02-28281173

郭昌實 正興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2段293-3號11樓之4 02-27336020 02-27335249

曾樹林 天林機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 光輝路104號1樓 02-29484332 02-29456507

林錦聰 世技電機空調聯合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5段626號2樓 02-28236523 02-2823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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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郁明 明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4段135號3樓之3 02-27425015 02-25287002

傅紅貴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112號22樓 02-26961555 02-26962931

游國嵩 松山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健康路7巷4號2樓 02-27177460 02-27193663

歐振遠 振遠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區 新泰路476巷1號4樓 02-29968206 02-22770619

林登發 偉士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士林區 承德路4段244號5樓 02-28801282 02-28833420

簡民濂 尚廉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樹林區 中山路1段189號12樓之3 02-26815869

林宏偉 巨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松德路25巷48號5樓之1 02-2726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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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龍生 龍生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9號11樓 02-89728698 02-28916611

李文耀 康橋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漢生東路7號5樓 02-22597404 02-22597405

邱正義 宜德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民權東路5段7之1號4樓 02-87922407#12 02-87922426

洪再崑 正宜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2段293-3號11樓之4 02-27355589 02-2732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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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裕明 春源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樹林區 中山路1段374號1樓 02-26836027 02-26836028

游明達 光明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大新街5巷13弄4號 02-29160822 02-29177291

劉禮鐘 傑祥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萬華區 西寧南路36號2樓之93 02-23064374 02-23087895

吳建德 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3段136號12樓 02-27840988 02-2703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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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周雄
英商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北分公

司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2段65號3樓 02-77438600 02-77438700

陳炳輝 聯興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三重區 正義北路252號 02-29837374

黃宗仁 精誠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中山北路1段152號702室 02-27930566#100 02-27937667

劉銘椿 永立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萬華區 東園街66巷53弄53號4樓 02-23397026 02-23093371

陳顯榮 正典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2段293-3號11樓之4 02-25173123 02-25173121

紀金順 信閎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5段626號2樓 02-28236523 02-28236545

于尚禮 于尚禮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2段308號10樓 02-81619999 02-81619997

羅吉林 廣達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 新生路446巷76號 03-4526025 03-4621637

陳清河 龍驤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民權東路1段72號6樓之2 02-25635379

李淵全 淵全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松山路287巷3弄33號1樓 02-26535812 02-26535713

林礽俊 正緯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信義路6段76巷2弄4號1樓 02-27274369

黃仁章 大新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基隆路1段12號1樓 02-27485761 02-2748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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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國陽 天美時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4段285號10樓 0921363349

張宗寶 亟泰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興德路86號11樓 02-85123488 02-85123723

王連強 寶翔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1段206巷85弄5號1樓 02-89651021 02-896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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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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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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東陽 弘越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興隆路1段183號3樓 02-29317658 02-86631472

鄭鉉 星曄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480號12樓 02-87982899 02-2658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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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燕芳 長城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楊梅區 青年路2段126號 03-4964931 03-4642794

林孝信 弘業聯合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板新路17號2樓 02-29560882 02-29560862

蔡秦興 全興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中正三街18號 03-3329013

陳家賢 基亞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 西藏路299號1樓 02-23365656 02-23368833

朱國權 日昇電機技師事務所 基隆市仁愛區 孝一路56號3樓 02-24256588 02-24251778

王從良 銘竟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1段376號9樓之3 02-27551700 02-27553966

吳伯瑜 聯揚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二十張路25巷12號3樓 02-29100219 02-29111032

金哲生 元泓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新光路1段95巷22號5樓 02-29385206

吳建興 吳建興電機空調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長安街174號 02-29517193 02-29522823

施教鋆 立達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汐止區 龍安路28巷12號2樓之1 02-23673060

陳志宏 瀚瀅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建國北路2段147號12樓之6 02-27722561 02-2772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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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超 大慶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2段480號2樓 02-23140163 02-23753928

王岳華 興元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安康路2段99號7樓之1 02-86665956 02-22111661

施正雄 正誼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正義北路302巷28號4樓 02-29761898 02-29776590

方嘉和 高森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4段666號6樓 02-27836606 02-27839785

林進財 鎧鉅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385巷9弄40號2樓 02-82421833 02-82421822

紀賢順 台正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中央七街48號5樓 02-22114655 02-22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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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方興 新寔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忠孝東路5段429號3樓 02-27699641 02-27659725

黃元隆 健維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大湖山莊街202巷6號 02-27282925 02-27271280

謝振中 龍泉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蘆洲區 光華路132巷13號 02-22522229 02-2252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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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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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973526

吳峯日 維安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1段91巷67號1樓 02-25639033 02-25639023

陳建興 原電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辛亥路7段23號 02-22361991 02-22361923

李政憲 弘業聯合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板新路17號2樓 02-29560882 02-29560862

王木聰 吉茂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民生路1段28之1號9樓 02-29636870 02-23688194

顏志祥 大豐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中興路3段200號4樓 02-29103466 02-29159210

簡靖峰 百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 延平北路1段47號2樓之6 02-25552633 02-25583833

黃文雄 翰鼎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 衡陽街1號3樓 03-4584530

郭天送 岡宏宝新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4段39號4樓之3 02-89855186 02-89855185

蔣志明 宏觀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建國北路1段96號5樓之1 02-87730382 02-87730383

莊天慶 吉祥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基隆路1段12號1樓 02-22325876 02-32332408

林于翔 于翔電機技師事務所 基隆市中山區 中和路168巷6弄29號2樓 02-87916881 02-87912980

謝曉麟 瑞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中山路2段296號12樓之4 02-23679785 02-23679785

陳煌宗 尚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3段217巷6弄14號1樓 02-27402868 02-27529198

陳憲雄 大明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松信路163號6樓之1 02-27666385

蔡奇生 廣智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5段609巷14號9樓之14 02-27954351 02-26575702

王志琦 宏禧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長春路78號8樓之6 02-25626261 02-25626261

許年喜 新策劃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2段77號3樓 02-87321728 02-27371451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陳威儒 尚揚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平鎮區 開封街211巷2號 03-4398981

李文中 謹文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蘆竹區 長春路69號8樓 03-3219814 03-3111453

張景陽 東南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區 捷運路8之1號9樓 02-29492756

莊東貴 東緯工業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正區 信義路2段15號2樓 02-23930555 02-23930955

許耀文 耀文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復興南路1段34號8樓之1 0920178887 02-23955510

呂理雄 凱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新湖三路130號6樓 02-87914458 02-87914459

徐方策 宏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 學勤路516號5樓 02-89703069

蕭文達 大陸設備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3段28號2樓H室 02-27075286#10 02-27075951

黃有智 寶進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 成章二街435號1樓 03-4513366 03-4635711

陳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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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 02-87973526

王來福 技嘉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五股區 五福路32巷32號 02-82925574 02-82923635

蕭裕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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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698388#11143 02-87611593

杜國良 明良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民生東路3段57號2樓之1 02-77297023 02-27847877

陳維三 育展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萬華區 貴陽街2段82巷8之1號 02-23060923 02-2336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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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天南
美商科進栢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縣民大道2段68號21樓 02-80719128

王昭雄 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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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樓 02-29160061#508 02-29160001

高旭銘 銘華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北新路2段121巷4號3樓 02-29152266 02-29152266

吳寶成 偉勃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2段91號12樓 02-27356685 02-27355582

林啟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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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 02-87973526

崔雲清 築宏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樹林區 學林路66號1樓 02-89701543 02-897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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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游鐵男 中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3段136號12樓 02-27840988 02-27071430

黃有志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6段89號 02-28339999#82225 02-28357692

黃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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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 02-87973167

劉韶恒 長立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化成路579巷13號3樓 02-22992830 02-22992850

陳岳憲 冠昇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文德路66巷14弄22號5樓 02-26271287

吳軍教 立昕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文中路419號5樓 03-3703298 03-370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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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4 02-87973526

蕭見清 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2段333號14樓 08-8893470#3324 08-8894817

劉火炎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77號21樓之1 02-26980638 02-26980388

許慶賢 日安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正區 齊東街66號 02-23974302 02-23974302

林三奇 三奇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深坑區 文化街39巷35號5樓 04-22220920 04-22221532

魏震宇 青正工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4段325號12樓 02-27752598 02-27752596

許建興 建興電機工程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2段378號5樓 02-26271629

張連吉 創價心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 隆德街190巷5號1樓 03-3070882 03-3076811

蕭名男 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 三重路19之5號6樓 02-26552688#1295 02-26552556

黃英傑 夏普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淡水區 淡海路42巷5號2樓 02-86673066 02-8667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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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銘 信福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2段50之2號4樓 02-29578575 02-29578385

劉有富 日商東電設計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 市民大道1段209號10樓 02-21811688 02-25582511

張文通 天美時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4段285號10樓 02-86658182 02-86658180

王新寶 傑拓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區 萬安街159號4樓 02-22016137 02-22070731

鄭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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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洪登科 世電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藝文一街86之6號6樓 03-3178766 03-3179766

林根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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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698388#21300 02-87611580

鄭建志 廣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三和路4段103號4樓 02-22865696 02-82876988

黃金岳 鵬達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1段339號4樓 02-27077798 02-27079598

吳常熙 漢闕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林口區 忠孝路383號10樓之3 02-26088031 02-26088031

蘇金龍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6段89號10樓 02-26625858#58573 02-26625706

黃信雄 光兆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4段678號7樓之5 02-24255886 02-24226176

鄧文斌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信義路1段21之3號 04-23443530 04-23443966

廖恭德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信義路1段21之3號 04-23445805 04-23443966

蘇仁格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信義路1段21之3號 02-23443450#400 02-23432017

柯春吉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信義路1段21之3號 02-28863408 02-2832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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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德濃 昇業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鶯歌區 中正一路379號2樓 02-86780608 02-86780608

唐勝 新台電機聯合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5段59號2樓 02-27457611 02-27457612

陳雲武 天美時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4段285號10樓 02-86658182 02-86658180

李定遠 天美時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4段285號10樓 02-86658182 02-86658180

楊添福 天美時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4段285號10樓 02-29335605 02-29335605

龔榮林 聯榮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麗山街328巷44號2樓 02-27973988 02-27973088

魏傳宗 元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長春路380號7樓之1 02-27166686 02-27166687

林毓凡 大耀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承德路4段6巷33號1樓 02-28856145 02-28859059

陳博修 宇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光復南路346巷24號2樓 02-27315765 02-27752680

鄭子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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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702700#1201 02-87973190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王文慶 五福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大園區 三民路2段621號1樓 03-3251079 03-3560511

林永青 昇瑒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和平西路1段74號5樓 02-23685383 02-23688194

陳正宗 德州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浦城街16巷10號4樓 02-23621117 02-23632291

簡子傑 民富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2段151號4樓 02-27360120 02-27360279

蔡樹仁 新台電機聯合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5段59號2樓 02-27457611 02-27457612

鄭全宏 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1段141號3樓之1 02-27482225#201 02-27482221

廖紹丞 瑞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中山路2段296號12樓之4 02-22219968 02-25018092

李順興 保沃亞通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92號20樓 02-26963200#8592 02-26963460

王長春 長弘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3段106號6樓 02-27322183 02-27322183

簡盛崧 邦盛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永安路303巷24之1號 03-3338846 03-3331436

鄭人瑋 律緯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同區 寧夏路79號4樓之3 0975547623

林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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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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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慶祥 正欣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1段308號8樓 02-87526166 02-87526070

許成之 德鉅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4段30巷28弄27號5樓 02-27945818 02-27945817

丁肇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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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782615#13 08-8784041

陳澤芳 陳澤芳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1段10號7樓之1 02-23651228

林克穎 新穎電機空調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區 連勝街9之11號 02-25773933 02-25788338

吳國樹 悍瑞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信義路5段150巷315弄2號1樓 02-27493555 02-27232133

鄭浤康 家齊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南京東路5段222之1號6樓 02-87868839 02-33229736

黃維智 黃維智電子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富貴街8巷1號2樓 0921993214

陳聰賢 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2段333號14樓 02-23768194 02-23782000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劉家滿 力興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 榮民路36之1號2樓 03-4531349 03-4610301

蔡江鴻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112號22樓 02-26961555#1503 02-26962932

曾國鴻 以諾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 園區街3號10樓之2 02-27606670 02-27607077

李介民 豐祺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區 銘德街138號 02-26069853 02-26069873

廖振資 振興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林口區 仁愛路2段311號5樓 0937852160

薛忠豪 美佳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八德區 公園路150號12樓 03-3588710

彭雲將 新山龍節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自忠街242號 03-4590816 03-4590816

余遠泉 福泉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513巷26號4樓之1 02-27993688 02-27993663

賴建宏 勳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1段1號13樓之26 02-26621353 02-22627031

陳加上 上全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2號10樓之6 02-25628956 02-25628905

阮人壽 鼎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 中央北路4段491號1樓 02-28093266 02-2809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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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永明 永明電機工程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2段189號10樓之7 02-23568219

賴威宏 輝煌機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 天祥街102巷50號11樓 03-3755060

黃文祿 天林機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 光輝路104號1樓 02-86617331 02-86617331

劉德政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6段89號 07-3151011#72068 07-3133108

許文興 廣知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三和路4段103號4樓 02-22865696 02-8287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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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依恬 慎昌電機技師事務所 基隆市七堵區 明德一路98之4號1樓 02-24568665 02-24568442

郭家維 佳譽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 春日路634號10樓之2 03-3260098 03-3260078

陳奕志 銳思科技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板南路663號8樓 02-29309575 02-29309576

許紀文
美商科進栢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縣民大道2段68號21樓 02-80719128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黃新王 物聯王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汐止區 汐萬路1段199號12樓 02-26434026

黎煥霖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112號22樓 02-26961555 02-26962931

謝文藩 聯創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大智街25巷18號1樓 02-29603979 02-29607269

張逢意 法拉第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同區 延平北路1段104號5樓 02-26510186

翁世雄 佑承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 虎林街200號1樓 02-27281570 02-27281571

劉裕銘 誠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57號10樓之1 04-23250050 04-23250185

何國成 國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區 中和路322號12樓之2 02-89212846 02-89212846

鄧錦山 喬氏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敬業一路135號6樓 02-85023639 02-85020813

彭逸寧 昌禾電機技師事務所 花蓮縣吉安鄉 南山二街17號 03-8420225 03-84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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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重山 世技電機空調聯合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5段626號2樓 02-28236523 02-28236545

鄭仰恩 世霈電機空調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吳鳳路9號1樓 02-82588288 02-22515334

萬文光 光群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土城區 明德路2段127號7樓之3 02-22664565

郭國隆 興隆工業電機技師事務所 花蓮縣花蓮市 成功街268號 03-8311634

張英彬 紘業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 板新路17號2樓 02-29560882 02-29560862

王昱堯 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2段333號14樓 02-23768012 02-27382000

馮武雄 長安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永安街109巷19號1樓 02-23630647 02-23637525

張嘉德 嘉德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4段39號4樓之3 02-26035393 02-26035393

陳俊吉 俊吉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三重區 重陽路3段5巷23號5樓 02-29810309

李朝宗 宗洲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區 公園路14號2樓 02-22777255

陳鴻儒 鴻儒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同區 迪化街1段72巷8弄3號3樓 02-25586345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陳建呈 啟新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民權西路48號7樓之1 02-86673066 02-86673086

張繼中 雙贏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八里區 商港路48號13樓 02-22522962

許瑞原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6段89號10樓 02-27838250 02-27838232

張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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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698388 02-27634555

邱東明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77號21樓之1 0910757587

林志杰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信義路1段21之3號 06-2442600 06-2442690

江昀叡 宇風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中山北路2段162號10樓 0922052700

李清課 景安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永和區 永寧街135巷1號2樓 02-29290501 02-29290501

楊博宇 百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 延平北路1段47號2樓之6 02-25552633 02-25583833

籃宏偉 藍昱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寶中路45號18樓之1 02-29140638 02-29140638

張綠昌 東耀電機技師事務所 花蓮縣鳳林鎮 大榮三路35號1樓 03-8536566 03-8523601

尹耀慶 泰鼎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林森北路416巷1號4樓之1 02-25068367 02-25068433

蕭弘清 蕭弘清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龍潭區 中豐路327號1樓 03-4894533

卓文財 銓威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1段127號8樓 0905-228001 02-22123577

曾世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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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698388#20764 02-87611587

張慶南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112號22樓 02-86925013 02-26962932

陳建霖 昱冠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區 中華路2段268號4樓 02-89912796

陳宗盟 宗霖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區 中榮街152巷29號3樓 02-29925780

金力鵬 鵬展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和平東路3段271號12樓 02-27338188 02-27338127

喬文華 和進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和平西路2段160之2號 02-89313616 02-29335297

張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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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973568

王東揚 秉丞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 北新路2段266號6樓 02-291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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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偉韋 韜略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八德區 建國路894號2樓 03-3620811

江旌逢 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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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樓 02-29160061 02-29160001

曾子騰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6段89號 02-28339999#28100 02-28357692

廖睿杰 廖睿杰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龍潭區 百年路75號1樓 03-4807279 03-4807279

梁俊偉 星緯電機技師事務所 桃園市平鎮區 新光路4段45巷98弄18號 03-4393315

謝冠群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1段77號21樓之1 02-26980638 02-26980388

郭廷偉 森宇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林口區 文化北路1段36號2樓 02-26089350 02-26089351

黃昭凱
美商科進栢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縣民大道2段68號21樓 02-80719128

江天佑 秀麗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樹林區 忠孝街101巷2弄5號 02-86863132

林新龍 新龍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區 思源路593巷5弄29號 02-85121095

許介竑
美商科進栢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縣民大道2段68號21樓 02-80719128

葉進益 興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 和平路31號 03-3383088 03-3686278

黃信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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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698388 02-27634555

林文翌 大謙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花蓮縣花蓮市 海濱街127之1號 03-8328276

李志仁 安華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北市蘆洲區 永安北街2段76巷10弄3號6樓 09305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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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昌軒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6段89號 02-28339999#28165 02-28357692

陳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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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698388#11169 02-27634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