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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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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國欽 (02)2425-2347 雙北 陸正義 (02)2321-5787 

基隆 周逸濱 (02)2515-2105 雙北 許家華 (02)2325-3960 

雙北 陳信至 (02)2755-7366 雙北 林衍鋒 (02)2327-9045 

雙北 許宏宇 (02)2521-9351 雙北 姜俐玲 (02)2371-8810 

雙北 陳佑碁 (02)2763-8000 雙北 劉師婷 (02)2393-2299 

雙北 張珮琦 (02)2391-3333 雙北 高木蘭 (02)2509-3396 

雙北 林煜騰 (02)2228-8922 雙北 陳麗雯 (02)2542-9950 

雙北 李岳洋 (02)2555-1908 雙北 蔡育盛 (02)2700-4777 

雙北 許惠菁 (02)2959-6686 雙北 戴嘉志 (02)2702-0208 

雙北 陳俊溢 (02)8787-2799 雙北 陳家輝 (02)2363-6500 

雙北 林陣蒼 (02)22533249 雙北 方雍仁 (02)2704-0020 

雙北 楊啟宏 (02)2258-1132 雙北 黃世瑋 (02)2706-6566 

雙北 劉安桓 (02)2521-5266 雙北 簡榮宗 (02)2728-3777 

雙北 楊佳陵 (02)2393-6003 雙北 張耕豪 (02)2732-5882 

雙北 江珊如 (02)2712-6151 雙北 許宏迪 (02)2772-0588 

雙北 黃于珊 (02)2397-9991 雙北 蕭家捷 (02)2772-3152 

雙北 黃維倫 (02)2331-4680 雙北 蔚中傑 (02)3322-5516 

雙北 陳志隆 (02)2718-1958 雙北 連世昌 (02)2702-0208 

雙北 王萱雅 (02)2729-5200 雙北 林俊宏 (02)2755-6595 

雙北 洪志青 (02)2755-5555 桃園 陳夏毅 (03)339-2079 

雙北 鄒純忻 (02)8712-3386 桃園 邱陳律 (02)8712-8657 

雙北 邱政勳 (02)8786-9777 新竹 呂雅婷 (02)2715-0270 

雙北 劉懿嫻 (02)2751-9192 新竹 陸詩雅 (02)2532-8056 

雙北 黃士洋 (02)2727-0170 新竹 林承琳 (03)621-0381 

雙北 張祐齊 (02)2579-0791 新竹 范國華 (02)2759-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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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姓名 電話 地區 姓名 電話 

雙北 蕭棋云 (02)2311-0082 新竹 張衞航 (02)2382-2328 

雙北 侯慶辰 (02)2707-3985 新竹 黨苴睿 (03)668-2122 

雙北 高宥翔 (02)2388-5200 苗栗 李路宣 (02)2779-0083 

雙北 鄭瑜凡 (02)2346-2314 苗栗 江楷強 (04)2371-0511 

雙北 黃書瑜 (02)2579-6653 苗栗 陳健 (04)2326-1862 

雙北 陳振瑋 (02)2357-7189 臺中 蔡宜軒 (04)2225-6618 

雙北 李怡貞 (02)2702-0208 臺中 邱奕賢 (04)2301-1980 

雙北 楊宗翰 (02)2702-0208 臺中 林思瑜 (04)2243-0918 

雙北 劉上銘 (02)2700-6120 臺中 潘怡學 (04)2372-8225 

雙北 陳全正 (02)2508-0830 臺中 鄭藝懷 (04)2376-9699 

桃園 呂瑞貞 (03)331-1232 臺中 葉雅婷 (04)2329-0306 

桃園 陳育廷 (03)339-1919 臺中 胡郁伶 (04)2226-5756 

桃園 尚佩瑩 (02)7724-8277 臺中 賴威平 (04)23710511 

桃園 蔡幸紋 (02)2558-9625 臺中 張嘉麟 (04)2203-3303 

桃園 戴家旭 (02)2391-0086 臺中 王翼升 (04)2225-0860 

桃園 鄧湘全 (02)2775-1363 臺中 莊婷聿 (04)2226-8993 

桃園 林裕智 (02)2388-1000 臺中 許富雄 (04)2261-2635 

桃園 戴智權 (03)339-6551 臺中 何志揚 (04)2263-2433 

桃園 陳瑋博 (02)2322-1918 臺中 楊大德 (04)2375-6201 

桃園 陳冠甫 (02)2382-2328 臺中 邱毓嫺 (04)2323-9938 

臺中 梁徽志 (04)2265-9838 臺南 柯宜姍 (02)8712-8338 

臺中 陳琮涼 (04)2371-0511 臺南 林泓帆 (06)260-8592 

臺中 簡嘉瑩 (04)2224-8808 臺南 涂欣成 (06)295-6127 

臺中 王志文 (04)2371-7600 臺南 李耿誠 (06)298-5621 

臺中 梁家豪 (04)2261-3283 臺南 何建宏 (06)298-6599 

彰化 陳怡婷 (04)2372-6102 臺南 陳柏諭 (07)215-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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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林佳怡 (04)2225-0860 臺南 黃韡誠 (07)553-9818 

彰化 林慈政 (04)2265-7256 臺南 黃尚仁 (07)381-2589 

彰化 陳嘉文 (04)2372-1289 高雄 鄭雅云 (07)364-5868 

彰化 鄭宇航 (04)2383-2990 高雄 廖智偉 (07)581-0648 

彰化 田永彬 (04)2220-9765 高雄 黃慧婷 (02)2707-2858 

彰化 陳建三 (04)2203-3303 高雄 陳彥均 (02)2341-5833 

彰化 陳詠琪 (04)2251-0215 高雄 施怡君 (02)8712-5077 

南投 謝文明 (04)2320-5577 高雄 張桐嘉 (07)222-6075 

南投 邱子芸 0911-081100 高雄 胡惟翔 (02)89235700 

南投 吳常銘 (04)9224-0498 高雄 王志中 (07)215-7211 

雲林 余昇峯 (02)2322-3261 高雄 李衣婷 (07)211-5588 

雲林 黃曙展 (02)2771-2678 高雄 顏婌烊 (07)269-5858 

雲林 沈宜禛 (05)228-3313 高雄 郭清寶 (07)281-0909 

嘉義 曾錦源 (05)277-7248 高雄 劉家榮 (07)522-2991 

嘉義 張顥璞 (02)2708-2685 高雄 李榮唐 (07)550-0058 

嘉義 陳國瑞 (05)2782-938 高雄 洪國欽 (07)550-0488 

嘉義 陳澤嘉 (05)277-3088 高雄 蘇唯綸 (07)556-3557 

臺南 王奐淳 (06)599-3695 高雄 黃叙叡 (07)331-8588 

臺南 王秉信 (02)2256-0982 高雄 温大瑋 0921-061-511 

屏東 毛鈺棻 (08)752-5651 花蓮 陳昭文 (03)835-2250 

宜蘭 陳潼彬 (02)2751-9192 臺東 廖頌熙 (08)933-0296 

宜蘭 吳仁堯 (02)2531-1292 金門 傅馨儀 (02)2313-1719 

宜蘭 陳友炘 (02)2175-2299 金門 楊軒廷 (02)2368-9099 

花蓮 洪維廷 (03)823-7903 澎湖 魯惠良 (06)927-4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