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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 年中小企業榮譽律師名錄 

序 事務所地區 律師姓名 任職事務所 電話 

1 雙北 王至德 金擘聯合法律事務所 (02)2341-5833 

2 雙北 史崇瑜 天策法律事務所 (02)2712-0220 

3 雙北 吳佳潓 永衡法律事務所 (02)2751-5156 

4 雙北 林鴻文 鴻毅法律事務所 (02)2375-5666 

5 雙北 邱琇偵 達盛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392-6855 

6 雙北 高函岑 立言法律事務所 (02)3322-4999#22 

7 雙北 高啟霈 高啟霈律師事務所 (02)2752-6976 

8 雙北 張凱婷 日新聯合法律事務所 (02)2351-6037 

9 雙北 曹志仁 曹志仁律師事務所 (02)2381-0237 

10 雙北 陳建州 博全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700-8857 

11 雙北 陳德弘 育稔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377-0417#1303 

12 雙北 彭韻婷 匯信英倫法律事務所 (02)2751-0882 

13 雙北 黃冠嘉 立揚法律事務所 (02)2322-1918 

14 雙北 楊哲瑋 律生活法律事務所 (02)7709-7077 

15 雙北 楊敏玲 揚志國際律師事務所 (07)553-2966 

16 雙北 楊貴智 拳能法律事務所 (02)7709-9022 

17 雙北 葉玟妤 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 (02)2702-0208#149 

18 雙北 詹勳華 詹勳華律師事務所 無 

19 雙北 廖威智 威法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361-0616#204 

20 雙北 劉家豪 劉家豪律師事務所 (02)2515-5235 

21 雙北 蔡湘蓁 蔡湘蓁律師事務所 (02)2550-5590 

22 雙北 賴泱樺 信賴法律事務所 (02)2375-1234 

23 雙北 謝政恩 協恆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396-6080 

24 雙北 謝富凱 智呈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731-3281 

25 雙北 方雍仁 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704-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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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事務所地區 律師姓名 任職事務所 電話 

26 雙北 王秉信 云誠法律事務所 (02)2256-0982 

27 雙北 王萱雅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02)2729-5200#23921 

28 雙北 吳仁堯 廉準法律事務所 (02)2531-1292#807 

29 雙北 呂雅婷 宏鑑法律事務所 (02)2715-0270#249 

30 雙北 李路宣 陸懿聯合法律事務所 (02)2779-0083 

31 雙北 周逸濱 威律法律事務所 (02)2515-2105 

32 雙北 林俊宏 環宇法律事務所 (02)2755-6595 #233 

33 雙北 林陣蒼 安德信國際財稅法律事務所 (02)2707-2000 

34 雙北 林煜騰 圓矩法律事務所 (02)2369-3066 

35 雙北 邱政勳 詮縈國際法律事務所 (02)8786-9777 

36 雙北 柯宜姍 立凱法律事務所 (02)8712-8338 

37 雙北 胡惟翔 煦川法律事務所 (02)8923-5700 

38 雙北 范國華 眾律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759-5585 

39 雙北 高木蘭 高木蘭海事商務法律事務所 (02)2509-3396 

40 雙北 張珮琦 廣華律師事務所 (02)2391-3333 

41 雙北 許宏宇 承義法律事務所 (02)2521-9351 

42 雙北 許宏迪 理旭法律事務所 (02)2772-0588 

43 雙北 許惠菁 知言法律事務所 (02)2959-6686 

44 雙北 陳友炘 大灣法律事務所 (02)2175-2299 

45 雙北 陳全正 眾勤法律事務所 (02)2508-0830 

46 雙北 陳佑碁 無 無 

47 雙北 陳俊溢 貝斯特國際律師事務所 (02)8787-2799#57 

48 雙北 陳信至 萬國法律事務所 (02)2755-7366 #283 

49 雙北 陳彥均 律生活法律事務所 (07)272-2588 

50 雙北 陳家輝 謙眾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363-6500#121 

51 雙北 陳瑋博 達合法律事務所 (02)232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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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雙北 陳麗雯 泓廷商務法律事務所 (02)2542-9950 

53 雙北 陸正義 巨曜法律事務所 (02)2321-5787 

54 雙北 傅馨儀 傅馨儀律師事務所 (02)2313-1719 #15 

55 雙北 黃士洋 棟宇法律事務所 (02)2727-0170 

56 雙北 黃世瑋 智晟國際智權法律事務所 (02)2706-6566 

57 雙北 黃書瑜 得合法律事務所 (02)2579-6653 

58 雙北 黃維倫 雋倫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02)2331-4680 

59 雙北 劉上銘 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700-6120 

60 雙北 劉安桓 安成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521-5266 

61 雙北 劉懿嫻 匯信英倫法律事務所 (02)2751-9192 

62 雙北 蔚中傑 創建國際法律事務所 (02)3322-5516#13 

63 雙北 蔡幸紋 勵謹律師事務所 (02)2558-9625 

64 雙北 鄧湘全 陽昇法律事務所 (02)2775-1363 

65 雙北 鄭瑜凡 法郡法律事務所 (02)2346-2314 

66 雙北 蕭家捷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02)2772-3152 

67 雙北 蕭棋云 昪正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311-0082 

68 雙北 戴嘉志 大成臺灣律師事務所 (02)2702-0208 

69 桃園 石麗卿 律師 (03)355-5734 

70 桃園 吳紀賢 吳紀賢律師事務所 (03)355-3386 

71 桃園 李茂禎 律心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03)222-9779 

72 桃園 李珮瑄 理威法律事務所 (03)302-4567 

73 桃園 賴郁樺 逵遠法律事務所 (03)3359-211 

74 桃園 顏碧志 志業法律事務所 (03)369-7853 

75 桃園 呂瑞貞 恩典律師事務所 (03)331-1232 

76 桃園 尚佩瑩 品和法律事務所 (02)7724-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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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桃園 戴智權 鵬耀法律事務所 (03)339-6551 

78 新竹 邱懷祖 明典法律事務所 (03)656-8800 

79 新竹 陳湘如 弘準國際法律事務所 (03)550-8110 

80 新竹 陳新佳 明典法律事務所 (03)656-8800 

81 新竹 蔡采薇 蔡采薇律師事務所 無 

82 新竹 黨苴睿 青磊法律事務所 (03)658-5141 

83 臺中 王晨瀚 謙理法律地政聯合事務所 (04)2372-6102 

84 臺中 林孟毅 群策法律事務所 (04)2310-8999 

85 臺中 林羿帆 匯澤法律事務所 (04)2260-0225#14 

86 臺中 林淑琴 悅成法律事務所 (04)2233-3045 

87 臺中 林富豪 德承法律事務所 (04)2201-1780 

88 臺中 林群哲 德鑫聯合法律事務所 (04)2261-3226 

89 臺中 林漢青 東律法律事務所 (04)2322-0506 

90 臺中 胡書瑜 司馬仲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04)2305-0281 

91 臺中 胡陞豪 勝綸法律事務所 (04)2221-1610 

92 臺中 張均溢 正誠法律事務所 (04)2221-6555 

93 臺中 許世昌 明睿法律事務所 (04)2221-0360 

94 臺中 曾翔 靜海法律事務所 (04)2321-2719 

95 臺中 黃柏璋 德承法律事務所 (04)2201-1780 

96 臺中 楊沛錦 方陣智藝商務法律事務所 (04)2261-3283 

97 臺中 葉子超 鑑縝律師事務所 (04)2241-2052 

98 臺中 劉芳茵 石策聯合法律事務所 (04)2223-0220 

99 臺中 劉鈞豪 劉鈞豪律師事務所 (04)2229-0050 

100 臺中 鄭聿珊 巨量合署律師事務所 (04)2378-2572 

101 臺中 鄭志明 鼎立法律事務所 (04)2372-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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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臺中 賴婷婷 建業法律事務所 (04) 2251-1973 

103 臺中 王翼升 竑德法律事務所 (04)2225-0860 

104 臺中 江楷強 玉鼎法律事務所 (04)2371-0511 

105 臺中 林思瑜 理齊國際法律事務所 (04)2221-1985 

106 臺中 林慈政 德霖謙煦法律事務所 (04)2265-7256 

107 臺中 邱奕賢 博群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04)3602-2825 

108 臺中 邱毓嫺 邱毓嫺律師事務所 (04)2323-9938 #13 

109 臺中 莊婷聿 莊婷聿律師事務所 (04)2222-1686 

110 臺中 陳怡婷 方輿國際法律事務所 (04)2372-6102 

111 臺中 鄭藝懷 懷安法律事務所 (04)2376-9699 

112 臺中 謝文明 彗聖律師事務所 (04)2320-5577 

113 彰化 林彥谷 允豪聯合法律事務所 (04)839-9705 

114 嘉義 陳柏諭 廣信律師事務所 (05)286-9969 

115 嘉義 鄧羽秢 智端法律事務所 (05)227-2575 

116 嘉義 沈宜禛 東宜法律事務所 (05)228-3313 

117 嘉義 陳澤嘉 陳澤嘉律師事務所 (05)277-3088 

118 南投 洪主雯 律安法律地政聯合事務所 (049)233-0505 

119 臺南 江鎬佑 祥業法律事務所 (06)222-2069 

120 臺南 何珮璇 運鞍法律事務所 (06)297-7899 

121 臺南 楊淳涵 平果法律事務所 (06)250-5905 

122 臺南 葉進祥 金律律師事務所 (06)293-5668 

123 臺南 鄭婷婷 運鞍法律事務所 (06)2977-899 

124 臺南 鄭勤蓉 鄭勤蓉商務法律事務所 (06)234-6899 

125 臺南 王奐淳 御群法律事務所 (06)599-3695 

126 高雄 王芊智 宇豐法律事務所 (07)272-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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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高雄 王婷儀 曜煦法律事務所 (07)322-5582 

128 高雄 林瑋庭 众昌月法律事務所 (07)363-2859 

129 高雄 高維志 高維志律師事務所 (07)336-0106#31 

130 高雄 張思國 金石國際法律事務所 (07)722-8999 

131 高雄 陳韋樵 陳韋樵律師事務所 (07)8122-007 

132 高雄 曾邑倫 五洲法律事務所 (07)713-6119 

133 高雄 鄭翊秀 鄭翊秀律師事務所 無 

134 高雄 龐永昌 天正國際法律事務所 (07)229-5099 

135 高雄 蘇小雅 曜煦法律事務所 (07)322-5582 

136 高雄 李衣婷 睿益法律事務所 (07)211-5588 

137 高雄 郭清寶 理維國際法律事務所 (07)281-0909 

138 高雄 陳柏諭 柏誠法律事務所 (07)522-8962 

139 高雄 黃韡誠 誠品聯合法律事務所 (07)553-9818 

140 高雄 廖智偉 台灣仲達法律事務所 (02)2649-0435 

141 高雄 蘇唯綸 唯綸法律事務所 (07)556-3557 

142 宜蘭 吳錫銘 詮和律師事務所 (03)9557-966 

143 花蓮 洪維廷 鴻達法律事務所 (03)823-7903 

144 花蓮 陳昭文 東金法律事務所 (03)835-2250 

145 澎湖 魯惠良 芃福法律事務所 (06)927-4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