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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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乃鏌 陳乃鏌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建國一路120巷3弄5號5樓之2 07-7221756 07-7221756

鄞弘明 華泰工業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大寮區 鳳林三路247巷116號 07-3705600

夏自強 夏自強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新興區 民享街49號4樓 07-2416658

馬鈴聲 維鴻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中西區 臨安路1段156號1樓 06-2209912 06-2217007

陳雅容 高英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中正一路306號5樓之2 07-7614622 07-7152607

蘇新富 蘇新富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新營區 文化街27號 02-27386643 02-27386643

陳國光 頂鼎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永康區 大灣路942巷112弄7號 06-3126184

包偉和 偉盟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中西區 永華一街44巷17號 06-2974212 06-2974209

張夢麟 翰麟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前鎮區 保泰路355號4樓之3 07-7511233 07-7511287

沈瑋生 日騰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鳳山區 凱旋路317巷20號 07-7632529 07-7632536

謝飛虎 飛利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中正二路173號8F-1 07-2223232 07-2223204

李榮能 立盛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裕誠路267巷7號 07-5577712 07-5584872

涂永信 信田電機技師事務所 嘉義市東區 崇文街205巷4號 05-2239717 05-5965265

高銘林 安立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南區 金華路1段235號 06-2641800 06-2641793

徐伯溫 東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嘉義市西區 友孝路29號 05-2337413 05-2312826

楊裕明 亞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民族一路80號9樓之1 07-3859843 07-392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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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文湶 南台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中西區 西賢一街258巷42號 06-2598599 06-2504629

呂信用 巨鼎聯合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建國一路11之9號1樓 07-7472626 07-7470746

陳照榮 陳照榮工業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凱旋三路505巷3弄1號2樓 07-7257472 07-7114119

劉添賢 竑賢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岡山區 劉厝路120巷8號 07-6251532 07-6254876

廖世傑 華邦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安平區 建平十四街99號1樓 06-2978012 06-297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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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成 陳春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重立路582號7樓 07-3479597 07-3479507

邱炎松 鎧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南市北區 成功路50號8樓之2 06-2284725 06-2220731

陳立仁 立翔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文萊路398號 07-3504618 07-3419757

許力方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 興工路5號 07-3151011#72064 07-3236391

劉明芳 明積電機技師事務所 嘉義市西區 杭州六街6鄰7號 05-2352721 05-2360082

邱逸民 育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岡山區 岡燕路31巷3弄29號 07-3737713 07-3739852

陳哲河 三一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新營區 民權路69號 06-6370835 06-6331669

黃國維 龍安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四維三路80號8樓之3 07-3364036 07-3358204

劉順財 昕揚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美濃區 泰安路494巷7號 07-6818981

郭文祈 天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南區 健康路1段113巷65弄38號 06-2156818 06-2157896

張簡禎祿 駿騰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鳳山區 武營路84巷40號 07-7164890 07-7220542

王育相 明○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曾子路531號13樓之1 07-3491541 07-3491542

吳慶雄 吳慶雄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鳳山區 武營路291號1樓 07-7234273 07-723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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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緯邦 連昇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 一心二路119號9樓之2 02-29525180 02-29514655

楊明哲 明哲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安平區 慶平路571號16樓 06-2989000 06-2983761

楊進財 富葳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博愛一路372號7樓 07-3119660 07-3119661

李福泰 東立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大寮區 鳳林4路70巷15號 07-3958862 07-3958810

賴溪銘 盈宏電機技師事務所 嘉義市西區 撫順三街25號1樓 02-29262988 02-8923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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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cc-kh2.blogspot.com

陳榮進 巨門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前鎮區 保泰路67號1樓 07-7659990 07-7672239

游新羽 郁暉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鳥松區 鳥松路32號 07-7338280

https://ncc-kh2.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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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山 永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南市中西區 美麗街28號 06-2582396 06-3584627

張一宏 妙有電機工程技師事務所 屏東縣屏東市 大連路13巷4弄11號 08-7369552

吳泰州 聯升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鹽水區 福得里後厝51號之46 06-6536082 06-6530604

洪永哲 信煒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鼓山區 明華路10號4樓 07-5529688 07-5522592

劉彥宏 宏銘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歸仁區 文化街3段548號1樓 06-2302856 06-2302856

林先澤 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 中山一路279號4樓之1、4樓之2 07-2882288

李忠榮 昶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 孟子路11號4樓 07-3452131 07-3452363

徐嘉祥 永南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永康區 永華路32巷29號1樓 06-2919133 06-2650234

李皇忠 新泰光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新營區 東光街40巷2號 06-6352027 06-6371785

李健盟 盟碩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前鎮區 一心一路239號11樓之1 07-3452740 07-3502463

黃正義 黃正義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東縣台東市 漢陽南路55號2樓 089-34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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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912885

簡鼎立 冠威電機技師事務所 嘉義縣太保市 麻寮里合德新村21巷17號1樓 05-2858567 05-2838567

何政達 凱達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德威街106號 07-5571755 07-5572055

徐偉洋 東城電機技師事務所 嘉義市西區 友信街59號1樓 05-2337413 05-2312686

林哲勝 林哲勝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小港區 德仁路9號 07-8221823 07-8120516

林耿芳 正太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小港區 平誠街13號 07-8119446 07-5361080

王朝玄 正宇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新興區 忠孝一路9號1樓 07-3316077 07-3316078

蔡學璿 捷泰電機技師事務所 嘉義縣布袋鎮 新厝仔383之14號 05-3475677 05-3471451

周鈺棠 偉鈺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北區 育賢街27巷20號2樓 06-2511211 06-2511233

王誠巖 東誥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岡山區 文化一街43號 07-6225335 07-6225335

李家居 竣恩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春陽街149巷14弄2號1樓 07-3909320 07-3909320

汪俊達 鴻元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 埤頂街128號2樓 07-7031992 07-703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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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軒仁 雨軒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東縣台東市 新生路486號1樓 089-323355

周世崇 南耶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新光路126號3樓之10 07-2161068

黃金樹 三友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安南區 北安路3段396巷50弄97號1樓 06-7881021 06-2472508

呂宸有 巨鼎聯合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建國一路11之9號1樓 07-7472626 07-7470746

顏才華 台灣綠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 一心一路243號10樓之2 07-3316378

李國榮 國通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義和路29號1樓 07-3958377 07-3958377

盧天利 怡和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歸仁區 文化二十街105號2樓 0936-196167 06-2399889

林明權 富林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永康區 大橋一街109號之1, 4樓 06-2334931 06-2334931

侯廷霖 晶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 和平二路87號 0912816731

曾國瑋 曾國瑋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懷安街120號1樓 07-3231525

陳基峯 鴻元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 埤頂街128號2樓 07-7031992 07-7031960

梁治國 安禾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北區 東豐路451巷1弄1號2樓 06-2753069

楊勝印 勝通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新興區 民生一路56號16樓之2 07-5541552 07-5541537

陳弘斌 聯碁電機技術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 新富路276號2樓 07-7671582 07-7671572

余秋玲 雄立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鳳山區 興隆街13巷26號1樓 07-7662200 07-7669025

陳致豪 群能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 明誠二路491號3樓 07-5561103 07-5561193

王俊超 乙億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大寮區 長春街33號1樓 07-7031992 07-7031960

盧建吾 祥悅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關廟區 大富街57號1樓 06-5961919

陳宇宏 立朋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四維四路199號12樓 07-3743802 07-7409977

張家豪 威德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永康區 龍埔街471號1樓 0966-626766

林豪毅 揚達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楠梓區 創新路671號1樓 07-7439185

黃怡仁 怡仁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永康區 小東路689號之92 06-3120017 06-3120897

鄭英傑 喆森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小港區 平順街55號1樓 07-81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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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毅瑋 晉成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仁德區 保生路63巷9號
04-23801571，0932-

866862

陳朝順 瑋德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大社區 大吉路503號1樓 0988309753

賴宥杰 永森電機技師事務所 高雄市鳥松區 嘉興街26號1樓 07-3702139

詹子毅 成泉冷凍空調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中西區 頂美二街72巷62號 06-3588591 06-3589056

林志育 華庭電機技師事務所 台南市善化區 大智路7號1樓 06-5894681 06-5894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