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建築物昇降設備暨機械停車設備抽驗表(期程:108.04)
序號
1

建築物名稱

地

址

翰林苑

新竹縣湖口鄉山葉路17號

設備許可證號

檢查日

保養廠商

原檢查人

040-197137

10/1 (二) 09:00

百朝股份

林章銘

出派委員機構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2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北路16號

040-172208

10/1 (二) 10:00

百朝股份

林永坤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3

科治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北路12之2號

040-173636

10/1 (二) 11:00

明陽機電

謝文梁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4

台灣資生堂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北路60號

040-185671

10/1 (二) 13:30

明陽機電

謝文梁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5

台灣資生堂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北路60號

040-185672

10/1 (二) 14:30

明陽機電

謝文梁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6

台灣資生堂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北路60號

040-185673

10/1 (二) 15:30

明陽機電

謝文梁

7

欣銓科技(股)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仁義路9號

036B022095

10/1 (二) 09:00

森崑股份

童永全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8

欣銓科技(股)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仁義路9號

036B015743

10/1 (二) 10:00

森崑股份

童永全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9

欣銓科技(股)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仁義路9號

036B015744

10/1 (二) 11:00

森崑股份

童永全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10

鳳山寺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波羅汶44-35號
(湖口鄉新興路838巷122弄1號)

045-050138

10/1 (二) 13:00

振欣機電

何鴻達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11

成家立業G棟

新竹縣湖口鄉松江二街101號

M36-000002

10/1 (二) 14:30

立明電機工業

吳豐霖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12

成家立業E棟

新竹縣湖口鄉松江二街105號

M36-000001

10/1 (二) 15:00

立明電機工業

吳豐霖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13

冠玨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1280號

036B019829

10/1 (二) 09:00

新力電梯

蘇文中

14

成功圓明園社區

新竹縣湖口鄉三明街8號

036B029079

10/1 (二) 10:00

宸弘電梯

沈宏家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15

成功圓明園社區

新竹縣湖口鄉國光街35巷1~10號

036B029081

10/1 (二) 11:00

宸弘電梯

沈宏家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16

成功圓明園社區

新竹縣湖口鄉國光街35巷1~10號

036B029082

10/1 (二) 13:00

宸弘電梯

沈宏家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17

成功圓明園社區

新竹縣湖口鄉國光街35巷1~10號

036B029083

10/1 (二) 14:00

宸弘電梯

沈宏家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18

宗達商業大樓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三街27號

036B025218

10/1 (二) 15:30

宸弘電梯

沈宏家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19

旭家名園NO.1

新竹縣竹東鎮五豐里永康街79號

040-033981

10/2 (三) 09: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20

旭家名園NO.1

新竹縣竹東鎮五豐里永康街107號

040-033982

10/2 (三) 10: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21

盛昌碧富邑

新竹縣竹東鎮五豐一路35號

040-025425

10/2 (三) 11: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22

盛昌碧富邑

新竹縣竹東鎮五豐一路29號

040-025426

10/2 (三) 13: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23

新竹縣政府竹仁大樓

新竹縣竹北市文化街142號

040-073819

10/2 (三) 14:3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24

新竹縣政府竹仁大樓

新竹縣竹北市文化街138號

040-073820

10/2 (三) 15:3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25

聯瑩工藝企業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三段225號

036B013201

10/2 (三) 09:00

三洋電梯

鄭敦雄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26

聯瑩工藝企業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三段225號

036B013202

10/2 (三) 10:00

三洋電梯

鄭敦雄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27

聯瑩工藝企業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三段225號

036B013203

10/2 (三) 11:00

三洋電梯

鄭敦雄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28

新竹喜來登大飯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265號

040-147217

10/2 (三) 13:00

富士達

陳錦順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29

新竹喜來登大飯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265號

040-147218

10/2 (三) 14:00

富士達

陳錦順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30

新竹喜來登大飯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265號

040-147942

10/2 (三) 15:00

富士達

陳錦順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31

新竹喜來登大飯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265號

040-147943

10/2 (三) 16:00

富士達

陳錦順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32

西區成家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民和街30號

(現036B014100)

10/2 (三) 09:00

協立機電

潘來旺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33

展宇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區光復北路24號

(現036B043278)

10/2 (三) 10:30

協立機電

潘來旺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34

旭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工業區光復北路32號

036B023388

10/2 (三) 13:00

太友實業

郭錦堂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35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458號

036B021296

10/2 (三) 14:30

太友實業

郭錦堂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36

竹北市隘口社區活動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2鄰隘口七街19號

036B022503

10/2 (三) 16:00

太友實業

郭錦堂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37

未來之翼-陛廈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五路二段131號

040-139141

10/3 (四) 09: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原045-050392
原045-05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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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檢查日

保養廠商

原檢查人

040-139142

10/3 (四) 10: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地

未來之翼-陛廈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五路二段135號

39

聖堡登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七街245號

040-110926

10/3 (四) 11: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40

台元科技園區第一期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26號

040-098923

10/3 (四) 13: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38

址

設備許可證號

建築物名稱

出派委員機構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41

台元科技園區第一期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26號

040-098924

10/3 (四) 14: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42

台元科技園區第一期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30號

040-098939

10/3 (四) 15: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43

台元科技園區第一期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30號

040-098941

10/3 (四) 16:00

崇友實業

邱垂康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

44

寶山國中

新竹縣寶山鄉三峰路2段600號

040-147290

10/3 (四) 09:00

永大機電

黃達雄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45

仁發香榭

新竹縣竹北市聯發街9號

040-178930

10/3 (四) 10:30

永大機電

范博文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46

仁發香榭

新竹縣竹北市聯發街9號

040-178931

10/3 (四) 11:30

永大機電

范博文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47

仁發香榭

新竹縣竹北市聯發街9號

040-180892

10/3 (四) 13:30

永大機電

范博文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10/3 (四) 15:00

永大機電

范博文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10/3 (四) 16:00

永大機電

范博文

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

48

曼哈頓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街6號

040-128367

49

曼哈頓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街6號

040-128368

50

陽光小品

新竹縣湖口鄉仁興路2-1號

039-013397

10/3 (四) 09:00

錡異機電

陳明宗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51

東元電機(股)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中華路15號

039-019895

10/3 (四) 10:30

禾揚電梯

馮勝賜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52

幸福臨門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竹縣湖口鄉鐵騎路186巷7弄16-1號2樓

M36-005423

10/3 (四) 13:00

巴克科技

蔡德翰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53

愛因斯坦國際科技經貿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8號

M37-819868

10/3 (四) 14:00

高陞停車場設備

謝裕隆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16號

M37-719866

10/3 (四) 15:00

高陞停車場設備

謝裕隆

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54
新竹縣警察局竹北博愛街分局
更新日期：10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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