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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8 年中小企業榮譽律師名錄 

地區 姓名 電話 地區 姓名 電話 

基隆 周逸濱 （02）2515-2105 臺北 陳麗雯 （02）2542-9950 

基隆 簡旭成 （02）2314-5858 臺北 蔡育盛 （02）2700-4777 

臺北 王聰智 （02）2321-3727 臺北 戴嘉志 （02）2702-0208 

臺北 陸正義 （02）2321-5787 臺北 陳家輝 （02）2363-6500 

臺北 蘇家宏 （02）2322-3588 臺北 方雍仁 （02）2704-0020 

臺北 許家華 （02）2325-3960 臺北 黃世瑋 （02）2706-6566 

臺北 林衍鋒 （02）2327-9045 臺北 郭詠晴 （02）2707-8007 

臺北 余政勳 （02）2362-3020 臺北 李耀馨 （02）2712-0006 

臺北 姜俐玲 （02）2371-8810 臺北 江皇樺 （02）2712-0006 

臺北 吳筱涵 （02）23771858 #8516 臺北 簡榮宗 （02）2728-3777 

臺北 曹志仁 （02）2381-0237 臺北 張耕豪 （02）2732-5882 

臺北 楊正評 （02）2388-1656 臺北 許宏迪 （02）2772-0588 

臺北 劉師婷 （02）2393-2299 臺北 蕭家捷 （02）2772-3152 

臺北 黃繼儂 （02）2313-1818 臺北 蔚中傑 （02）3322-5516 

臺北 吳孟玲 （02）2395-6599 臺北 胡大中 （02）3343-3959 

臺北 高木蘭 （02）2509-3396 臺北 羅子武 （02）8369-3335 

臺北 連世昌 （02）2702-0208 臺北 李怡貞 （02）2356-7303 

臺北 林俊宏 （02）2755-6595 #233 臺北 廖美惠 （02）2718-8686 

臺北 鄧思文 （02）7745-3271 臺北 楊宗翰 （02）2702-0208 

臺北 洪志青 （02）2755-5555 臺北 劉上銘 （02）2700-6120 

臺北 鄒純忻 （02）8712-3386 臺北 陳全正 （02）2508-0830 

臺北 邱政勳 （02）8786-9777 桃園 陳韻如 （03）358-5100 

臺北 劉懿嫻 （02）2751-9192 桃園 杜俊謙 （03）471-8681 

臺北 黃士洋 （02）2727-0170 桃園 戴家旭 （02）2391-0086 

臺北 張祐齊 （02）2955-2262 桃園 廖德澆 （02）2511-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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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蕭棋云 （02）2311-0082 桃園 鄧湘全 （02）2775-1363 

臺北 侯慶辰 （02）2707-3985 桃園 林裕智 （02）2388-1000 #225 

臺北 高國峯 （02）2503-5320 桃園 戴智權 （03）339-6551 

臺北 蔡嘉恩 （02）2622-0611 桃園 陳瑋博 （02）2322-1918 

臺北 鍾亦琳 （02）2395-6566 桃園 陳冠甫 （02）2382-2328 

臺北 鄭瑜凡 （02）2346-2314 桃園 陳夏毅 （03）339-0378 

臺北 黃書瑜 （02）2579-6653 桃園 顏碧志 （03）451-9838 

臺北 陳振瑋 （02）2357-7189 桃園 邱陳律 （02）2515-2105 

新竹 孫志堅 （03）427-9596 臺中 石秋玲 （04）2329-0613 

新竹 戴雯琪 （03）668-2348 臺中 楊大德 （04）2375-6201 

新竹 張衞航 （02）2382-2328 臺中 邱毓嫺 （04）2323-9938 #13 

新竹 葉鈞 （03）526-9261 臺中 林欣屏 （04）2226-0505 

新竹 楊惠琪 （03）658-6682 臺中 梁徽志 （04）2265-9838 

新竹 黨苴睿 （03）668-2122 臺中 陳琮涼 （04）2371-0511 

苗栗 江楷強 （04）2371-0511 臺中 簡嘉瑩 （04）2224-8808 

苗栗 陳健 （04）2301-4928 臺中 王志文 （04）2371-7600 

苗栗 游雅鈴 （04）2226-0505 臺中 熊賢祺 （04）2226-2700 

臺中 溫令行 （02）2368-8858 臺中 張詠善 （04）2220-2676 

臺中 張嘉麟 （04）2203-3303 臺中 梁家豪 （04）2261-3283 

臺中 蔡其龍 （04）2225-0530 臺中 莊婷聿 （04）2226-8993 

臺中 王翼升 （04）2225-0860 臺中 許富雄 （04）2261-2635 

臺中 林琦勝 （04）2225-1008 臺中 何志揚 （04）2263-2433 

彰化 練家雄 （02）2341-5833 彰化 陳忠儀 （04）833-7969 

彰化 蔡琇媛 （04）2225-9576 彰化 陳詠琪 （04）832-6280 

彰化 張伶榕 （04）838-0500 臺南 謝育錚 （07）607-6882 

彰化 林民凱 （04）756-8737 臺南 陳柏諭 （07）215-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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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 謝文明 （04）2320-5577 臺南 呂昀叡 （07）216-0729 

南投 邱子芸 0911-081100 臺南 黃韡誠 （07）553-9818 

南投 吳常銘 （04）9224-0498 臺南 黃尚仁 （07）381-2589 

雲林 鄭中睿 （04）2225-0409 高雄 王志中 （07）215-7211 

雲林 沈宜禛 （05）228-3313 高雄 李衣婷 （07）211-5588 

嘉義 陳振榮 （05）222-4556 高雄 周振宇 （07）222-0509 

嘉義 陳國瑞 （06）298-1631 高雄 顏婌烊 （07）269-5858 

嘉義 陳澤嘉 （05）277-3088 高雄 郭清寶 （07）281-0909 

嘉義 李嘉苓 （07）231-0696 高雄 蔡豐徽 （07）333-8080 

臺南 池美佳 （06）224-0691 高雄 劉家榮 （07）522-2991 

臺南 宋錦武 （06）260-7660 高雄 李榮唐 （07）550-0058 

臺南 林泓帆 （06）260-8592 高雄 洪國欽 （07）550-0488 

臺南 涂欣成 （06）295-6127 高雄 蘇唯綸 （07）556-3557 

臺南 李耿誠 （06）298-5621 高雄 許惟智 （04）2376-8080 

臺南 何建宏 （06）298-6599 宜蘭 陳璧秋 （02）2776-0995 

高雄 黃叙叡 （07）331-8588 花蓮 洪維廷 （03）823-7903 

高雄 蘇淑華 （07）359-5153 花蓮 陳昭文 （03）835-2250 

高雄 林小燕 （07）216-0729 臺東 廖頌熙 （07）215-6272 

高雄 蘇琬婷 （07）269-1078 金門 傅馨儀 （02）2313-1719 #15 

高雄 温大瑋 0921-061-511 金門 楊軒廷 （02）2356-9088 

彰化 呂旺積 （04）2371-0511 宜蘭 陳友炘 （02）2175-2299 

宜蘭 林易徵 （02）2331-8101 澎湖 魯惠良 （06）927-4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