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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ESCO專案開發技術教育訓練--及格名單       101.04.16 

 

編號 單位 姓名 編號 單位 姓名 

1 七泰電子(股)公司 陳明芳 32 中興電工機械(股)公司 楊鈞貴 

2 七泰電子(股)公司 謝文程 33 中聯國際機電有限公司 范織河 

3 力菱機電事業(股)公司 洪瑞彰 34 中寶科技(股)公司 鄭瑞鑫 

4 三軍總醫院 魏紀恩 35 井昇(股)公司 周兆華 

5 大仁科技大學 賴文亮 36 井昇(股)公司 陳志豪 

6 大愛綠能科技(股)公司 楊宗烈 37 井昇(股)公司 魏佑龍 

7 大愛綠能科技(股)公司 吳淑蓉 38 元海科技有限公司 朱國棟 

8 大愛綠能科技(股)公司 曹鴻達 39 元福實業(股)公司 高劉銘 

9 大愛綠能科技(股)公司 陳厚吉 40 元福實業(股)公司 陳輝俊 

10 工業技術研究院 林素琴 41 元福實業(股)公司 鄭喬鴻 

11 工業技術研究院 張世平 42 友達光電(股)公司 王相明 

12 中山科學研究院 黃建忠 43 友達光電(股)公司 林志宏 

13 中山科學研究院 鍾國盛 44 友達光電(股)公司 陳炳義 

14 中宇環保工程(股)公司 朱萬卿 45 友達光電(股)公司 陳展添 

15 中宇環保工程(股)公司 邱文政 46 方寧能源服務有限公司 張體民 

16 中租迪和(股)公司 項  政 47 世欣綠能科技(股)公司 林文德 

17 中國鋼鐵(股)公司 沈正杰 48 世新大學法律系 莊柏毅 

18 中國鋼鐵(股)公司 黃大松 49 世輔冷凍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劉清桐 

19 中國鋼鐵(股)公司 蘇福寧 50 台塑網科技(股)公司 孫偉晉 

20 中華電信(股)公司 李順益 51 台塑網科技(股)公司 黃政豪 

21 中華電信(股)公司 湯奕隆 52 台塑網科技(股)公司 賴柏青 

22 中華電信(股)公司 鄭芳榮 53 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 吳俊頡 

23 中興保全(股)公司 李政綸 54 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 呂卓翰 

24 中興保全(股)公司 林彥伶 55 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 黃旭東 

25 中興保全(股)公司 許正德 56 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 黃榆婕 

26 中興保全(股)公司 楊永富 57 台灣上美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唐登友 

27 中興保全(股)公司 詹志偉 58 台灣江森自控科技(股)公司 羅康瑋 

28 中興保全(股)公司 謝吳嘉 59 台灣阿自倍爾(股)公司 王明耀 

29 中興保全(股)公司 簡霈錦 60 台灣阿自倍爾(股)公司 江奕賢 

30 中興電工機械(股)公司 許宏存 61 台灣阿自倍爾(股)公司 吳國州 

31 中興電工機械(股)公司 陳文松 62 台灣阿自倍爾(股)公司 林志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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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台灣阿自倍爾(股)公司 陳秀錚 95 宗陽工程(股)公司 車乃斌 

64 台灣阿自倍爾(股)公司 陳敏慧 96 宗陽工程(股)公司 蔡紹君 

65 台灣阿自倍爾(股)公司 陳億倫 97 宗源能源服務技術有限公司 姜揮亞 

66 台灣阿自倍爾(股)公司 楊英義 98 承研能源科技(股)公司 蔡仁義 

67 台灣茂矽電子(股)公司 白尉廷 99 承研能源科技(股)公司 張景春 

68 台灣飛利浦(股)公司 高乾原 100 承研能源科技(股)公司 黃文峰 

69 台灣國際航電(股)公司 游金龍 101 承研能源科技(股)公司 黃承淦 

70 台灣得意樓宇自控科技(股)公司 沈家瑩 102 承研能源科技(股)公司 鄭百翔 

71 台灣得意樓宇自控科技(股)公司 詹舜博 103 承研能源科技(股)公司 鍾裕揚 

72 台灣富世達節能科技(股)公司 李東儒 104 明倫國民小學 林祐駿 

73 台灣費斯科技有限公司 黃秀禎 105 明道大學光電暨能源工程學系 徐力行 

74 台灣節電(股)公司 江英男 106 東南科技大學 王俊程 

75 台灣節電(股)公司 吳宥霖 107 金風節能科技(股)公司 蔡憲忠 

76 台灣節電(股)公司 吳清圳 108 長友城節能(股)公司 侯克文 

77 台灣節電(股)公司 翁肇志 109 長友城節能(股)公司 湯佩琪 

78 台灣節電(股)公司 莊德雄 110 長友城節能(股)公司 顏素華 

79 台灣鉅邁(股)公司 莊洪鵬 111 冠揚精機(股)公司 李俊仁 

80 正心奕(股)公司 李德康 112 威電綠能(股)公司 黃正昆 

81 正弦工程(股)公司 張永從 113 威電綠能(股)公司 虞梓樑 

82 立達電機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李進步 114 威電綠能(股)公司 羅文成 

83 合豐聯合光電(股)公司 于明奎 115 威鐘企業有限公司 丁健忠 

84 合豐聯合光電(股)公司 陳勝利 116 威鐘企業有限公司 林永焄 

85 合豐聯合光電(股)公司 廖偲珊 117 威鐘企業有限公司 邱倉明 

86 合豐聯合光電(股)公司 劉俊麟 118 威鐘企業有限公司 陳明和 

87 百總工程(股)公司 任德龍 119 威鐘企業有限公司 黃茂興 

88 西門子(股)公司 周志興 120 威鐘企業有限公司 鄭世忠 

89 西門子(股)公司 連宏偉 121 建程科技(股)公司 劉震宇 

90 私立紀算文理補習班 欒紀宗 122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嘉凌 

91 夆安科技(股)公司 林捷官 123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楊識軒 

92 亞翔工程(股)公司 郭金農 124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鐘文舜 

93 和車(股)公司 許育仁 125 施耐得電機(股)公司 林克頓 

94 宗亞機電工程(股)公司 鮑  宜 126 施耐德電機(股)公司 林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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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施耐德電機(股)公司 張敬嚴 159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李仁祥 

128 星威(股)公司 郭軒志 160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李明美 

129 星威(股)公司 黃智信 161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李博倫 

130 星威(股)公司 謝承哲 162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李龍堯 

131 泉成機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張復華 163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林奇璋 

132 洧華工程有限公司 楊秀華 164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林金美 

133 皇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段  威 165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林琦翔 

134 皇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陳薪裕 166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洪玠育 

135 盈源工程有限公司 王仲賢 167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張玉霞 

136 科勝科技(股)公司 何明達 168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張育誠 

137 科勝科技(股)公司 倪志賢 169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張啟達 

138 致鑫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楊振忠 170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許智凱 

139 英建工程(股)公司 王文漢 171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連奕婷 

140 英國標準協會 呂昱志 172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陳鼎昌 

141 飛斯妥(股)公司 邱鴻楨 173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陳榮樂 

142 香港商柏誠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林恭平 174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黃建誠 

143 香港商柏誠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陳正明 175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黃駿杰 

144 凌艾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曹志成 176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楊超朋 

145 朗德華信(北京)自控技術有限公司 肖  晟 177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廖弓普 

146 桃園國際航空站 柏斯成 178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蔣德中 

147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李思賢 179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蔡詩珊 

148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侯雅壹 180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盧俊澄 

149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紀宏穎 181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蕭獻卿 

150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詹士德 182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戴邦文 

151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王子綱 183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簡鈺人 

152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王仁忠 184 馬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陳觀彬 

153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王天毅 185 高手網電子商業(股)公司 李欣倫 

154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王登楷 186 高手網電子商業(股)公司 陳品翰 

155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何信志 187 高手網電子商業(股)公司 楓景旭 

156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何皇智 188 高手網電子商業(股)公司 葉昭雄 

157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何詰恆 189 高苑科技大學綠色能源科技系 魏大同 

158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吳建德 190 高陸行企業有限公司 陳麗娟 

 



 4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ESCO專案開發技術教育訓練--及格名單       101.04.16 

 

編號 單位 姓名 編號 單位 姓名 

191 晟明科技有限公司 溫智民 223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公司 趙宏耀 

192 健康休閒學院/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宏洲 224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公司 謝永川 

193 健康休閒學院/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泰安 225 匯能科技(股)公司 何佳興 

194 健康休閒學院/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謝政廷 226 匯能科技(股)公司 余逸民 

195 唯和投資(股)公司 張顧獻 227 匯能科技(股)公司 游文政 

196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湯喆宇 228 匯能科技(股)公司 楊正浩 

197 崇越科技(股)公司 宋炎明 229 新能淨綠科技有限公司 劉潔如 

198 崇越科技(股)公司 姜易成 230 新鼎系統(股)公司 巫佳易 

199 崇越科技(股)公司 羅世祥 231 新鼎系統(股)公司 汪俊杰 

200 康全工程(股)公司 陳契霖 232 新鼎系統(股)公司 林瑾余 

201 盛翔工程有限公司 邱明雄 233 新鼎系統(股)公司 康世信 

202 盛翔工程有限公司 孫水長 234 新鼎系統(股)公司 陳盈秀 

203 盛翔工程有限公司 翁昆湖 235 新鼎系統(股)公司 黃基田 

204 盛翔工程有限公司 康定甫 236 新鼎系統(股)公司 葉承軒 

205 盛翔工程有限公司 陳彥霖 237 新鼎系統(股)公司 蔡孟谷 

206 傑能系統工程(股)公司 李柏年 238 新鼎系統(股)公司 戴開志 

207 傑能系統工程(股)公司 黃嘉彬 239 萬全電機技師事務所 王毓愷 

208 傑能系統工程(股)公司 賴志遠 240 聖暉工程科技(股)公司 王泰盛 

209 勝方光電科技(股)公司 田茂穎 241 聖暉工程科技(股)公司 林紹忠 

210 勝方光電科技(股)公司 袁秉琦 242 聖暉工程科技(股)公司 康茂展 

211 堤西交通工業(股)公司 楊岳勳 243 聖暉工程科技(股)公司 董三基 

212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公司 黃昭銘 244 誠開(股)公司 徐錦鋒 

213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公司 蔡宗祐 245 誠開(股)公司 陳有達 

214 富宏科技(股)公司 王詩婷 246 詮宏空調系統服務(股)公司 許倍郡 

215 晶亮電工(股)公司 劉俊賢 247 資訊工業策進會 莊棨椉 

216 晶亮電工(股)公司 羅堡燦 248 達晰實業有限公司 林靖財 

217 晶晶工業有限公司 王子琦 249 福達工程有限公司 黃宣宜 

218 善騰太陽能(股)公司 李家誠 250 臺田環工(股)公司 吳信儒 

219 善騰太陽能(股)公司 陳晉鴻 251 臺田環工(股)公司 鄭世裕 

220 進金生實業(股)公司 林建樺 252 輔仁大學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李賢致 

221 進金生實業(股)公司 葉進祥 253 銓茂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許秋成 

222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公司 陳柏任 254 廣知工程科技(股)公司 宋廷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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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廣知工程科技(股)公司 林紀暘 274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林奕文 

256 廣知工程科技(股)公司 許育菁 275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姚宗銘 

257 廣知工程科技(股)公司 黃沇鍚 276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張天祥 

258 廣知工程科技(股)公司 蔡武奇 277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張志誠 

259 廣知工程科技(股)公司 蘇肇邦 278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黃忠勛 

260 德州電機技師事務所 陳志維 279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黃耿章 

261 德州電機技師事務所 謝美玉 280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楊哲宇 

262 標捷節能服務(股)公司 洪國維 281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楊學飛 

263 靚明科技有限公司 王世達 282 聯華食品工業(股)公司 譚海新 

264 寰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莊志偉 283 鴻太工程有限公司 陳國富 

265 縈邦技研(股)公司 杞明勇 284 鴻茂工業(股)公司 王志翔 

266 縈邦技研(股)公司 黃琮嵃 285 鴻茂工業(股)公司 林威宇 

267 縈邦技研(股)公司 魏汶惠 286 鴻勝科技公司 陳俊溢 

268 縈邦技研(股)公司 羅震華 287 寶迅科技(股)公司 李振源 

269 縈邦技術(股)公司 賴邦煇 288 寶迅科技(股)公司 林榮昌 

270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建昌 289 寶迅科技(股)公司 蘇添城 

271 環球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劉建慧 290 鑫源盛科技(股)公司 李祖彝 

272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吳世卿 291 堃霖冷凍機械(股)公司 李信蔚 

273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林杏怡    

 

截至 101年 04月 16日，共 291位受訓及格 

(7場 ESCO專案開發技術教育訓練與 1場能源技術服務業種子師資培訓班) 

 

其中編號：5、82、104、105、134、184、189、192~194、217、252、264、270~281 

         為能源技術服務業種子師資培訓班共 25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