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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尹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黃煌輝 黃煌輝
(104)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39號3樓

尹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2)2533-5681

0928-250756

2 世和測量有限公司 邱麗珠 王政淦
(330)桃園市桃園區館後一街2號1樓

世和測量有限公司

(03)335-2465

0910-284499

王啟鋒

陳俊德

4 厚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王文燦 王文燦
(325)桃園市龍潭區建國路16巷1號1樓                   厚

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3)479-8899

0933-009599

5 鴻運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王奕荃 王奕荃
(205)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530巷122-2號3樓

鴻運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02)2457-1217

0937-019014

6 自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賴澄漂 賴澄漂
(235)新北市中和區新民街112號5樓

自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2)2225-2200

0936-222780

7 大時代測量顧問有限公司 孔繁榮 余振樂
(300)新竹市金竹里金竹路152號1、2樓                   大

時代測量顧問有限公司

(03)533-9877

0926-001629

8 永璋測繪有限公司 蘇振吉 蘇振吉
(114)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355巷7弄5號1樓

永璋測繪有限公司

(02)2793-3817

0932-029449

9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沈明佑 沈明佑
(406)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130號17樓之2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4)2230-3659

0917-826990

10 環宇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黃文孝 黃文孝
(236)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74號3樓

環宇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2)2266-0540

0936-076250

11 新陸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高治喜 高治喜 (433)台中市沙鹿區福田南街20號
(04)2615-2695

0932-645935

12 東英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周渙文 周渙文
(403)台中市西區博館三街82號3樓

東英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4)2326-7627

0932-518139

13 永承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鄭子正 康宗銘
(807)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72號

永承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7)311-6718

0932-760337

14 永達測量有限公司 陳文達 陳文達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322號7樓

永達測量有限公司

(02)8985-5295

0937-892546

余致義

張瑞隆

謝佳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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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王啟鋒
(221)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59號5樓之1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02)2643-9699

  0937-886777

  0918-798175
3

(06)335-1068

0989-712328

0936-142480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羅正方
(701)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三段253號12樓                   經

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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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泰一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沈榮泰 沈榮泰
(414)台中市烏日區三榮路1段491號

泰一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4)2338-2576

0921-259745

17 興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林正萬 林正萬
(11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12號9樓之1

興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722-3283

0953-123943

鄭宏逵

林耀宗

陳振文

19 三禾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李振男 李永欽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12巷37號4樓

三禾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2)2242-0152

0933-217483

20 全威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許麗蘭 吳政育
(905)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華貴路72號1樓

全威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8)736-4773

0939-333260

21 北極星測繪科技有限公司 謝建仲 謝建仲
(208)基隆市暖暖區暖碇路169號9樓

北極星測繪科技有限公司

(02)2458-5699

0938-028377

22 昱展測繪股份有限公司 杜仲楹 許世煜
(330)桃園市桃園區同安街183巷2弄10號3樓

昱展測繪股份有限公司

(03)3573537

0955-120161

23 統正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張正典 張正典
(900)屏東市廣東路1310號1樓                         統正

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8)734-3526

24 正興測繪工程有限公司 陳俊山 陳俊山
(801)高雄市前金區鼎盛街80號

正興測繪工程有限公司

(07)261-4009

0988-515358

25 研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劉育儒 劉育儒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202巷16號

研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2)22473595

0912-576458

26 健安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林群峰 林群峰
(26866)宜蘭縣五結鄉福興村福和二路12號

健安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03)960-2933

0935-924925

27 方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高全能 高全能
(238)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347巷3弄3號

方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2)8684-3323

0932-250514

28 九福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國紋 黃國紋
(103)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48號2樓

九福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555-1238

0932-648870

29 良佳正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鍾煥昌 鍾德劭
(800)高雄市新興區新興路31號

良佳正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7)211-5628

0937-470925

30 榮勝顧問有限公司 丘捷文 丘捷文
(202)基隆市義二路75號4樓

榮勝顧問有限公司

(02)2429-2290

0928-260950

31 宏如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王天南 王天南
(640)雲林縣斗六市三平里北平路51之2號1樓

宏如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5)536-1755

0910-430458

32 大壹測量有限公司 卓訓培 卓訓培
(251)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2段72號13樓

大壹測量有限公司

(02)2805-1487

0912-809310

18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中
(114)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23號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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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蕭志書 蕭志書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33之2號4F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2)24226789

0922-770220

34 富楓測量有限公司 徐素英 何奇錩
(300)新竹市中華路二段723號4樓之1

富楓測量有限公司

(03)521-8463

0938-514068

35 泰陽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陳生泰 陳生泰
(840)高雄市大樹區水安里中山路3巷429號

泰陽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7)652-5249

0932-895479

36 詠翔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許茂坤 許茂坤
(651)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1-20號

詠翔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5)633-9601

0932-624375

37 邦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許君薇 王子昂
(302)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166號

邦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3)551-7408

0912-232458

38 至盛國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楊志強 楊志強
(807)高雄市三民區民孝路71號

至盛國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7)385-0669

0912-983720

39 達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進金 徐偉城
(302)竹北市高鐡二路32號13樓之3

達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658-9495

0933-030646

40 岳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顏怡和 顏怡和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高路74號2樓

岳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918-0592

廖向芃

宋耀光

42 銓日儀企業有限公司 章乃文 章乃文
(800)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12樓之4               詮

日儀企業有限公司
(07)227-2887

43 綠環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洪偉嘉 洪偉嘉
(300)新竹市東區新莊里關東路151號11樓之3

綠環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0922-212-000

44 和富測繪有限公司 陳錦貴 陳錦貴
(330)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677巷8號7樓

和富測繪有限公司
(03)316-3055

45 峰騰測繪股份有限公司 黃昌源 高煥欽
(813)高雄市左營區站前路88號

峰騰測繪股份有限公司

(07)588-1525

0919-330823

46 亞新國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明鎰 徐明鎰
(40848)台中市南屯區惠文路722號

亞新國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22583387

0936-293362

47 承聖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高銘君 高銘君
(635)雲林縣東勢鄉安南村安南路3-21號1樓

承聖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911-167466

48 亞興測量有限公司 江俊泓 江俊泓
(40354)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2段101號13樓

亞興測量有限公司
04-23012552

49 得盈開發有限公司 羅威士 羅威士
(40848)台中市南屯區大墩17街137號10樓

得盈開發有限公司
04-23299989

50 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曾啟書 曾啟書
(411)台中市太平區育德路284號

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4-23911715

0931-682393

41 (07)733-5158乙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宋耀光
(833)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興農巷113-1號J棟

乙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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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群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柏勲 楊進雄
(104)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28號9樓之4

群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27078899

52 鴻富測量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葉文凱 葉文凱
(110)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275號1樓

鴻富測量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2-27272787

0939-240032

53 日陞空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游勳喬 游勳喬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122號8樓之4

通訊住址:710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11樓之2

日陞空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2-22424798

54 國際海洋船舶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蔡明格 蔡明格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18號7樓

國際海洋船舶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02-22228936

0922-367671謝s

55 瑞有測繪工程有限公司 張育瑋 張育瑋
(403)台中市西區居仁街10號3樓

瑞有測繪工程有限公司

04-22208509

0926-732808   張進興先生

56 子午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李聖堂 李聖堂
(97062)花蓮市中美十二街23號

子午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3-8228165

0935-751753

57 懷恩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郭騏肇 郭騏肇
(407)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85號2樓

懷恩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4-22521721

0982-030222

58 育祥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陳雍讓 陳雍讓
(542)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981巷3弄9號1樓

育祥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049-2338887

0928-342799

59 崧騰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林志清 林志清
(437)臺中市大甲區通天路149巷1號

崧騰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4-26818676

0910531765

60 鴻昇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廖吉雄 廖吉雄
428臺中市大雅區昌平路三段596巷21號

鴻昇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04-25313266

61 天中天工程有限公司 蔡進中 蔡進中
(103)臺北市大同區天水路49號8樓

天中天工程有限公司
02-25502252

62 旭豐測繪有限公司 謝清龍 謝清龍
(110)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02號16樓

旭豐測繪有限公司

02-2753-3495

0932-021882

63 永勤測繪科技有限公司 張寶堂 張寶堂
(330)桃園市桃園區龍祥街112巷1號7樓

永勤測繪科技有限公司

03-3350981

0935-317987

64 祥鈜工程有限公司 蔡忠家 蔡忠家
(814)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325巷38號1樓

祥鈜工程有限公司
0911-318280

65 鉅識測繪科技有限公司 李志宏 李志宏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里永平街39號 06-2029595

黃晟中

葉瑾玲

彭正偉

67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柯應鴻 (1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100號3樓 02-23635445

http://datagovtw.com/company.php?id=2518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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