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

電

單

位

承包商技術人員檢定效期期滿待換證名單
(110/10/01 ~ 110/12/31)

檢定卡號

姓

名

檢

定

項

目

印表日期： 110/09/16

合格日期

有效日期

V921007001

陳＊慶

臥式泵浦檢修

092 /11/05

110 /11/04

V921007001

陳＊慶

直立式泵浦檢修

092 /11/05

110 /11/04

發

電

單

位

承包商技術人員檢定效期期滿待換證名單
(110/10/01 ~ 110/12/31)

檢定卡號

姓

名

檢

定

項

目

印表日期： 110/09/16

合格日期

有效日期

R1081002001

邱＊勳

量具檢測

108 /10/25

110 /10/24

R1070809002

盧＊豪

量具檢測

108 /10/25

110 /10/24

R1081002002

莊＊雄

量具檢測

108 /10/25

110 /10/24

X1000104001

張＊宏

量具檢測

108 /10/25

110 /10/24

R1081005001

張＊山

量具檢測

108 /10/25

110 /10/24

R1070706001

陳＊宇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8 /12/24

110 /12/23

R1070809002

盧＊豪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8 /12/23

110 /12/22

V980609004

卓＊宏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8 /12/23

110 /12/22

R990809002

李＊德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8 /12/24

110 /12/23

R1081206001

莊＊棋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8 /12/24

110 /12/23

R1080704002

葉＊駒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8 /12/25

110 /12/24

R1080704003

黃＊敏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8 /12/25

110 /12/24

R1070706001

陳＊宇

電動閥(MOV)機械部分檢修

108 /10/29

110 /10/28

R1081002001

邱＊勳

電動閥(MOV)機械部分檢修

108 /10/29

110 /10/28

R1081002002

莊＊雄

電動閥(MOV)機械部分檢修

108 /10/29

110 /10/28

R1081005001

張＊山

電動閥(MOV)機械部分檢修

108 /10/29

110 /10/28

R1081002001

邱＊勳

電動閥(MOV)機械部分檢修

108 /10/29

110 /10/28

發

電

單

位

承包商技術人員檢定效期期滿待換證名單
(110/10/01 ~ 110/12/31)

檢定卡號

姓

名

檢

定

項

目

印表日期： 110/09/16

合格日期

有效日期

T911001002

詹＊勝

各類儀器管路拆裝配管

098 /11/24

110 /11/23

T1081001001

陳＊豪

各類電子式傳送器調校

108 /10/03

110 /10/02

T911001002

詹＊勝

各式錶類、開關類等調校

098 /11/25

110 /11/24

T911001003

周＊武

各式錶類、開關類等調校

098 /11/23

110 /11/22

發

電

單

位

承包商技術人員檢定效期期滿待換證名單
(110/10/01 ~ 110/12/31)

檢定卡號

姓

名

檢

定

項

目

印表日期： 110/09/16

合格日期

有效日期

U1061013001

李＊興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6

110 /11/15

U1061013002

楊＊杰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6

110 /11/15

U1061013003

李＊宏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6

110 /11/15

U1061013004

吳＊盛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6

110 /11/15

U1061013005

吳＊庭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6

110 /11/15

R1060802001

潘＊瀛

直立式泵浦檢修

108 /11/13

110 /11/12

U1081007001

李＊昌

臥式泵浦檢修

108 /12/31

110 /12/30

發

電

單

位

承包商技術人員檢定效期期滿待換證名單
(110/10/01 ~ 110/12/31)

檢定卡號

姓

名

檢

定

項

目

印表日期： 110/09/16

合格日期

有效日期

W1061003001

林＊富

各類儀器管路拆裝配管

106 /10/25

110 /10/24

W930525001

林＊信

低壓馬達檢修

098 /12/24

110 /12/23

W1060701001

陳＊聰

高壓馬達檢修

108 /10/25

110 /10/24

W1081004001

陳＊杉

高壓馬達檢修

108 /10/25

110 /10/24

Y1030701002

張＊齊

高壓馬達檢修

108 /10/25

110 /10/24

W1081004002

楊＊荃

高壓馬達檢修

108 /10/25

110 /10/24

W1061014001

黃＊輝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4

110 /11/13

W1061014002

張＊瑋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4

110 /11/13

V961204001

張＊茂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4

110 /11/13

V1010513001

張＊旻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4

110 /11/13

V961202002

張＊彬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1/14

110 /11/13

W1061004001

蔡＊祐

各類電子式傳送器調校

106 /10/24

110 /10/23

W1010704001

陳＊豐

各類儀器管路拆裝配管

106 /10/25

110 /10/24

W1061003002

蔡＊瀚

各類儀器管路拆裝配管

106 /10/25

110 /10/24

發

電

單

位

承包商技術人員檢定效期期滿待換證名單
(110/10/01 ~ 110/12/31)

檢定卡號

姓

名

檢

定

項

目

印表日期： 110/09/16

合格日期

有效日期

X920601002

涂＊和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6 /11/07

110 /11/06

X1061010002

呂＊裕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6 /11/07

110 /11/06

發

電

單

位

承包商技術人員檢定效期期滿待換證名單
(110/10/01 ~ 110/12/31)

檢定卡號

姓

名

檢

定

項

目

印表日期： 110/09/16

合格日期

有效日期

Y1050701001

許＊吉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6 /11/10

110 /11/09

Y1061011002

洪＊柱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6 /11/10

110 /11/09

Y1061008001

林＊何

各式錶類、開關類等調校

106 /10/27

110 /10/26

Y950901002

陳＊宇

臥式泵浦檢修

096 /10/16

110 /10/15

Y950901002

陳＊宇

直立式泵浦檢修

096 /10/16

110 /10/15

Y961001003

林＊鴻

臥式泵浦檢修

096 /10/16

110 /10/15

Y961001003

林＊鴻

直立式泵浦檢修

096 /10/16

110 /10/15

Y1061011001

許＊實

氣動控制閥及閥組件檢修

106 /11/10

110 /11/09

Y1061202001

吳＊龍

高壓斷路器維修

106 /12/27

110 /12/26

Y1061202002

吳＊鴻

高壓斷路器維修

106 /12/27

110 /12/26

Y1061012001

徐＊軒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2/06

110 /12/05

Y1061012002

邱＊發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2/06

110 /12/05

Y1061012003

劉＊智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2/06

110 /12/05

Y1061012004

徐＊堘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2/06

110 /12/05

Y1061012005

方＊竣

高壓馬達檢修

106 /12/06

110 /12/05

W1060410002

莊＊豪

量具檢測

108 /11/13

110 /11/12

W1060410001

石＊昌

量具檢測

108 /12/30

110 /12/29

發

電

單

位

承包商技術人員檢定效期期滿待換證名單
(110/10/01 ~ 110/12/31)

檢定卡號

姓

名

檢

定

項

目

印表日期： 110/09/16

合格日期

有效日期

Z960603001

劉＊杰

臥式泵浦檢修

096 /10/16

110 /10/15

Z960603001

劉＊杰

直立式泵浦檢修

096 /10/16

110 /10/15

Z970809001

許＊國

臥式泵浦檢修

098 /12/09

110 /12/08

Z970809001

許＊國

直立式泵浦檢修

098 /12/09

110 /12/08

Z970801001

鍾＊富

各類電子式傳送器調校

106 /12/08

110 /12/07

Z970801003

莊＊錡

各類電子式傳送器調校

106 /12/08

110 /12/07

Z1020811002

蔡＊誌

各類電子式傳送器調校

106 /12/08

110 /12/07

Z1061201003

盧＊達

高壓斷路器維修

106 /12/26

110 /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