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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毓明 三明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苗栗縣頭份市 中正路227號 037-664461 037-68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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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德一 國光電機技師事務所 苗栗縣竹南鎮 東平路134號 0932668383 037-622570

石明原 宏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 梅川西路4段199號1樓 04-22994627 04-2298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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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558331 03-5532203

何慶坤 慶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 青島西街2之3號 04-22950275 04-22977725

周進鎰 銘洋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竹縣新豐鄉 康和路160巷16號1樓 03-5574123 03-5574122

柯明宗 正泰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北區 柳川東路4段86號2樓 04-22012771 04-22012843

林士煥 綠世界節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東區 東光園路163巷9號1樓
04-22133382  04-

22800266
04-2213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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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瓊漳 上承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 學府路78號3樓 03-5769081 03-5769082

楊建華 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市 中央路198號8樓 03-5346355 03-5346366

陳裕明 知先後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區 忠孝路121巷1弄14號 04-22806853 04-22806856

廖進聰 金鼎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區 台灣大道2段181號7樓之3 04-23296616 04-23296671

陳坤陽 東陽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區 五權一街16號1樓 04-23763440 04-23763701

盧炳勳 環球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屯區 黎明東街163號2樓之5 04-23814566 04-23816799

黃昌圳 東方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北屯區 北屯路198號1樓 04-22384958 04-22384198

林大榮 榮陞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豐原區 葫蘆墩五街26號1樓 04-25228799 04-2520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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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明雄 永興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苗栗縣苗栗市 金龍街130號 037-354269 037-354270

莫保常 常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區 五權路27之1號10樓 04-24527923 04-22210287

張世智 智展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大容東一街29號1樓 04-23191983 04-23191987



技師 事務所 事務所地區 事務所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龔安井 安井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北區 西大路768號2樓之3 03-5315948 03-5342734

王永裕 永裕電機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溪湖鎮 彰水路4段309號 04-8818888 04-8820409

林章平 大成洲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縣竹北市 勝利二路122號17樓 03-6589895 03-6582777

靳企 喬揚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北區 延平路1段161巷27號1樓 03-5263186 03-5261541

白大川 大捷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東區 惠民街70號1樓 03-5783042 03-5772066

翁慶祥 翁慶祥電機技師事務所 雲林縣虎尾鎮 北平路290巷52之5號 05-6360721 05-6360721

廖顯洲 上嘉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大里區 大里街7巷16弄36號1樓 04-23782022 04-237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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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榮松 松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東區 自由路4段312號7樓 04-22129898 04-22152680

王丕忠 民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 神清路320之9號1樓 04-25631347 04-25631341

簡長明 宇石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九街186號7樓之1 04-23221630 04-23213552

許鴻男 鴻順電機技師事務所 南投縣南投市 光明南路60巷48號1樓 049-2339198 049-2329648

張啟威 威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 文心南五路1段690號 04-23805211 04-23807515

高瑞盟 東林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屯區 大進街490號4樓之1 04-23201700 04-23203400

鍾俊業 三力結構水利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 經國路1段454巷48號 03-5352280 03-5352281

吳清池 國益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 華興一街99號1樓 03-5557676 03-5536263

林詩寬 林詩寬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北區 進化北路238號7樓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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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凱和 凱和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龍井區 中央路3段77巷1號1樓 04-26308020 04-2630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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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齡琨 佾廷電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 廣西路235號 05-5341560 05-5346278

吳永村 歸農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苗栗縣頭份鎮 東民二街29號 02-2755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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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龍璽 鳴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 惟馨街95號3樓之1 03-5551716 03-5530030

楊萬木 萬世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 縣政二路430號1樓 02-89111552 02-89110835

鄭沛昱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 進化北路238號8樓之5 03-3284170#6100 03-3284189

孫孟標 大亞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大雅區 神林南路96巷49號 04-25685567 04-25678368

張家彰 宇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縣竹北市 和平街215巷59號1樓 03-5537356 03-5537355

簡永衡 優得電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 重光路88之1號1樓 05-5261336 05-5266670

謝聖平 豐宏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北屯區 中清路2段415巷110號 04-24521643 04-2452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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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一峻 聖心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市政北二路238號22樓之1 03-4021898 03-4021898

陳皇龍 皇龍電機技師事務所 南投縣埔里鎮 東峰路12號1樓 049-2930309 049-2930506

楊啟宗 廣茂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北區 太原路2段213之1號2樓 04-22362785 04-22362790

王永成 五車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東區 建功一路70巷5號1樓 03-5717117 03-5717117

江世猛 鴻基電機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竹塘鄉 竹五路頂庄巷15之6號1樓 02-24567548 02-24567548

陳尚義 祥義電機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彰化市 中正路1段32巷34號 04-24372091 04-24372391

簡仲偉 優得電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 重光路88之1號1樓 05-5261336 05-5266670

盧光泓 毅佳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北區 民富街288號1樓 03-5231359 03-5236997

鄭仕偉 久源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區 美村路1段81號 04-23263673 04-23228958

楊士杰 萬世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 縣政二路430號1樓 02-89111552 02-89110835

廖朱永 剛健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東區 樂業路340號1樓 04-22137898 04-22137838

黃健淳 元太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東區 忠孝路27巷2號6樓 03-5737966

蕭哲明 蕭哲明電機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彰化市 平和七街11號1樓 04-751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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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462249 02-2246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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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振福 聖澤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屯區 臺灣大道3段72號9樓之2 04-24350802 04-24350978

林仲璋 翰承電機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北斗鎮 光中路150巷41號1樓 04-8880985 04-8242623

尚梅洲 梅洲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市東區 慈雲路133號20樓之3 03-5775699

陳振弘 東弘電機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彰化市 建國東路210巷6弄17號1樓 04-23260238 04-23260338

翁進良 進良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東區 旱溪東路1段349號1樓 04-22126195 04-22126196

林啟民 泰赫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潭子區 仁愛路2段179號1樓 04-25364507 04-25364503

王宏魯 瑞宜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 永東街8號 04-22602058 04-22569900

張仁豪 豪紳水利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19街110號1樓 04-23109622 04-23108168

魏慶德 魏星電機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 莊敬南路60號8樓 03-6581062

吳秉豪 萬世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 縣政二路430號1樓 03-5518816 03-5552908

鄭民暉 民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 神清路320之9號1樓 02-23216628 02-23216928

洪崇瑋 怡陽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屯區 文心路3段129巷8號6樓之13 04-23176271

蔡有龍 凱鈺電機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彰化市 南郭路1段47巷3之1號2樓 04-7620279 04-7620256

林坤成 宇進電機技師事務所 雲林縣斗六市 明德北路3段72號1樓 05-5513059 05-5517709

曾宏毅 海天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屯區 大墩路463號12樓之7 04-23202509

李清雲 清雲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大里區 青松街119號1樓 04-24067637 04-24061015

林幼秀 地寶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 仁和一街92號3樓 04-22296789 04-22292238

褚家灃 興宏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大雅區 雅環路2段113巷13號1樓之2 04-25601572

劉人豪 劉人豪電機技師事務所 彰化縣秀水鄉 秀中街82巷67弄2號1樓 04-7696085 04-7629769

王中山 元勝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縣竹北市 博愛街535之7號9樓 03-5518981

蘇啟仁 睿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寶山鄉 館前路8號3樓 03-6686901 03-6686601

黃順章 百佳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北區 青島路1段2號12樓之5 05-2641227 05-2641227

林育泰 安培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神岡區 昌平路5段109巷30弄35號1樓 04-25617630 04-2561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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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騰 萊峰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區 福田路132巷8號1樓 04-22625499

沈岱範 大智光電機技師事務所 雲林縣斗六市 棒球二街8號1樓 05-5519218

石建愉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 大墩十七街137號3樓 04-23208051 04-23208025

鄒萬杰 萬軒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區 復興北路801巷66號10樓之7 04-22511961

張峻榮 峻榮電機技師事務所 新竹縣竹北市 嘉仁街139巷3號2樓 0972959098

李彥忠 李彥忠電機技師事務所 苗栗縣銅鑼鄉 銅鑼村新興路2之17號 037-985345 037-9854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