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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Jing Siang Air Conditioning CO.,LTD 

【工程技術顧問業．甲等冷凍空調承裝業】 
406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95-6 號  TEL：04-22451036   FAX：04-22451038  E-MAIL：lin.air@msa.hinet.net 

公司相關資格 
 

1. 甲等冷凍空調工程【E602011】 

2.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I101061】 

3.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同業公會甲等承裝業會員 

4. 臺中縣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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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Jing Siang Air Conditioning CO.,LTD 

【工程技術顧問業．甲等冷凍空調承裝業】 
406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95-6 號  TEL：04-22451036   FAX：04-22451038  E-MAIL：lin.air@msa.hinet.net 

負責人相關資格及經歷 

 

負責人：王培堂  Pei-Tang Wang 

            

現職 
 

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負責人 

    臺中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 

 

會員 

    臺中縣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 

    中國生產力中心 

 

兼任講師 

   技術士技能檢定『冷凍空調』職類 

 

術科測試監評人員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研究所熱流能源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科冷凍空調組 

省立嘉義高工 

 

冷凍空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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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Jing Siang Air Conditioning CO.,LTD 

【工程技術顧問業．甲等冷凍空調承裝業】 
406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95-6 號  TEL：04-22451036   FAX：04-22451038  E-MAIL：lin.air@msa.hinet.net 

負責人相關資格及經歷 

 
專業證照 

高考冷凍空調技師及格證書  
 
考試院 104 專高技字第 000517 號 

冷凍空調工程技師證書  
 
工程會技證字第 011990 號 

冷凍空調工程技師執業執照 
 
工程會技執字第 008170 號 

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 
 
內政部登記號碼：B34241 

 

甲級冷凍空調裝修技術士 
 
93 年技術士證號：001-000511 

乙級冷凍空調裝修技術士 
 
87 年技術士證號：001-003057 

丙級冷凍空調裝修技術士 
 
82 年技術士證號：001-006586 

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監評人員資格證書 100.10 取得資格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 
 
證書編號第 EE960903 號 

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安福丙業主管字第 13302 號 

勞動部發展署雙軌制【種子人員訓練課程合格證書】 103.04.取得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員 16HR 訓練班 
 
103.12.14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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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Jing Siang Air Conditioning CO.,LTD 

【工程技術顧問業．甲等冷凍空調承裝業】 
406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95-6 號  TEL：04-22451036   FAX：04-22451038  E-MAIL：lin.air@msa.hinet.net 

負責人相關資格及學經歷 
經歷 

105.09~迄今 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負責人 

101.07~迄今 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94.03~迄今 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股東 

91.07~101.07 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經理 

88.11~91.07 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副理 

87.04~88.11 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主任 

84.06~87.04 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工程師 

82.08~84.07 憲兵 203 指揮部 調查士 

81.07~81.08 福麥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工讀生 

80.06~80.08 福麥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工讀生 

79.07~79.08 三興冷凍空調器材有限公司 工讀生 

 
 

獲獎表揚及論文發表記錄 

 
◆78學年度臺灣區高級職業學校工科學生創作研究發表會  工藝組佳作 

◆79學年度臺灣區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電器冷凍修護工職種第二名 

◆89年度台中松竹扶輪社 五一勞動節優良員工 

◆王培堂與沈君洋(94/11)，"圓管內部連續突出環節對水流與管壁間之熱傳增強"， 

機械工程學會第二十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編號: A8-022 

◆104 年 12 月台灣血液基金會台中捐血中心 捐血達 90次感謝狀  

◆104 年 10 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武狀元獎狀乙面  

◆105 年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5週年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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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Jing Siang Air Conditioning CO.,LTD 

【工程技術顧問業．甲等冷凍空調承裝業】 
406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95-6 號  TEL：04-22451036   FAX：04-22451038  E-MAIL：lin.air@msa.hinet.net 

負責人相關資格及學經歷 
工程經驗~1 

★台電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中區施工處辦公大樓空調設備更換工程工地負責人         

★台電台中自由變電站-S / S 主變壓器冷卻改善工程專案負責人         

★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經世館、力行館空調主機設備汰換工程工地負責人   

★國立勤益科大-青永館 6F 展覽廳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技擊館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豐原高中-學生餐廳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國立崇實高工-冷凍空調乙級設備採購工程工地負責人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充實教學行政設備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區職訓中心-材鑄股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汰換預冷空調箱工地負責人 

★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節能熱交換系統工程工地負責人 

★台中醫院-社區醫學暨健康部、12F 資訊室-R410 氣冷箱型冷氣新增專案負責人 

★經濟部潭子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女子宿舍冰水送風機汰換專案負責人 

★財團法人鞋技中心-研發大樓三樓及多功能國際會議廳空調設備採購專案負責人 

★國立美術館-15 、16 號空調箱汰換工程專案負責人 

★農委會家畜試所動藥分所-行政大樓冰水主機汰換工程專案負責人 

★苗栗縣政府地政局-辦公室冷氣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台中縣議會-新增辦公廳 VRF 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清水鎮公所-第一市場通風改善工程專案負責人 

★新竹區監理所-苗栗監理站辦公大廳空調設備改善乙案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科院一所空調系統等二項工程專案負責人 

★台糖崇德大樓冰水主機新增工程工地負責人 

★台糖江南渡假村-宴會廳及桂華園空調改善工地負責人 

★中華電信鹿港客戶中心冷氣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中華電信台中市忠明局冷氣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彰化大竹局冷氣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台北東四 10F 機房冷氣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中華電信彰化中華長通機房冷氣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中華電信桃園富國機房冷氣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中華電信彰化員林中二機房冰水機汰換工程工地負責人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清水中社等九處行通基地台空調設備安裝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苗栗崇佛等行通基地台空調設備安裝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虎尾博愛等行通基地台空調設備安裝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鹿港鹿鳴等九處行通基地台空調設備安裝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竹南信和等 14 處行通基地台空調設備安裝工程專案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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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Jing Siang Air Conditioning CO.,LTD 

【工程技術顧問業．甲等冷凍空調承裝業】 
406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95-6 號  TEL：04-22451036   FAX：04-22451038  E-MAIL：lin.air@msa.hinet.net 

負責人相關資格及學經歷 
工程經驗~2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華興等九處行通基地台空調設備安裝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嘉義朴子德家等機房冷氣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桃園長庚機房冷氣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新竹香山機房冷氣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汰換竹南頭份局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台中文心大樓九樓空調設備安裝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汰裝員林永靖局空調設備發包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汰裝彰化和美局空調設備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華電信三重長通機房冷氣空調工程工地負責人 

★聯邦銀行桃園內壢分行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聯邦銀行台中中港分行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聯邦銀行中壢健行分行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聯邦銀行新竹分行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金鼎證券潭子分公司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大將作工業彰濱廠區辦公室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大將作工業彰濱廠區辦公室空調主機汰換專案負責人 

◆建成鋼鐵沙鹿廠辦公室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碧茂科技廠房水冷式中央空調新設工程專案負責人 

◆詠基工業新廠房辦公室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統一廚具新廠房辦公室暨住家冷氣工程專案負責人   

◆台灣薄膜廠房空調(恆溫恆濕正壓)改善工程專案負責人 

◆三晃公司廠房回收水新增配管工程專案負責人 

◆華潔洗滌蘆竹空調主機壓縮機汰換工程專案負責人 

◆糖村辦公區與廠房空調暨冷藏(部份環境：20 ℃DB、55%RH)  設備工程專案負責人   

◆永豐餘清水廠抽六生產線空調規畫設計案專案負責人 

◆大元懷石有限公司西區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大和屋國際美食館崇德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和億餐飲有限公司崇德店 2F 整修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和億餐飲有限公司崇德店 3F 整修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大億餐飲有限公司大里店空調整修工程專案負責人 

◆大億餐飲有限公司大里店冷卻水塔汰換工程規畫設計監造專案負責人 

◆大福飲食有限公司文心店 1F 整修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大福飲食有限公司文心店 2F 整修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大和屋國際美食館中央廚房整修冷氣工程專案負責人 

◆大和招待所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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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祥空調有限公司 
Jing Siang Air Conditioning CO.,LTD 

【工程技術顧問業．甲等冷凍空調承裝業】 
406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95-6 號  TEL：04-22451036   FAX：04-22451038  E-MAIL：lin.air@msa.hinet.net 

負責人相關資格及學經歷 
工程經驗~3                                                                

◆和園鐵板燒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金華屋婚宴會館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元氣十足養生館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台中市茗媛診所空調整修工程專案負責人 

◆崇德整骨冷氣及排氣工程專案負責人   

◆晶華傢俱文心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晶華傢俱環中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晶華傢俱公益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晶華傢俱松竹店空調整修工程專案負責人    

◆三采傢俱崇德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彰化京典傢俱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金鋒傢俱中清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金鋒傢俱文心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全國電子大雅店冷氣工程專案負責人 

◆瓏軒電腦書局英才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諾貝爾圖書城台中市旗艦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成功書店台南市 2F 新增冷氣工程專案負責人 

◆成功書店台中店冷氣工程專案負責人 

◆藍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旗艦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墊腳石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士林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藍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許昌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墊腳石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員林店 2F 空調改善工程專案負責人 

◆墊晟石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重南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藍淵圖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生活館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藍義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南西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藍和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店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新幹線花園酒店飯店及餐廳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科大飯店 3F 及 4F 空調工程專案負責人   

◆中科后豐會館日立一對多變頻冷氣專案負責人 

◆台中市遼陽五街許公館日立一對多變頻冷氣專案負責人 

◆台中市太平區林公館日立一對多變頻冷氣專案負責人 

◆台中市惠中路陳公館日立一對多變頻冷氣專案負責人 

◆台中市七期李公館大金一對多變頻冷氣工程專案負責人 

◆台中市十期蔡公館日立一對多變頻冷暖氣工程規畫設計監造專案負責人 

◆台中市十期游公館日立一對多定頻冷氣工程規畫設計監造專案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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