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名       稱 負責人 電話 地                 址
地院

編號
備          考

1 冠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王俊雄 04-22611523 臺中市南區大慶街三段6-16巷86號 141
合作金庫銀行-南臺中分行

107-717-807318

冠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王俊雄

2 駿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邱仕皇 04-23720338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771巷1號5樓

之3
148

國泰世華013-南屯分行

240-03-500764-5

駿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邱仕

皇

3 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楊秀鳳 04-23931931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路3段42巷13號 117
土地銀行005太平分行

07-200-1053575

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4 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吳英德 04-23931931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路3段42巷13號 118
合作金庫006精武分行

2044-717-141355

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5 協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蔡肇原 04-23911536
臺中市東區東光園路450巷32號1樓

通訊地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12號3樓
127

華南商銀008南臺中分行

422-10-009647-4

協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6 恆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程家倫 04-23911581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46巷53弄19號 128
華南商銀008太平分行

430-10-001179-5

恆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程家倫

7 昊詮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陳沅玠 04-23938303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路18號2樓之1 159
華南銀行008太平分行

430-10-000649-9

昊詮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陳沅玠

8 大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江東融 04-24722311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二街241號1樓 124
臺中銀行053-西臺中分行

015-22-1163247

大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江東融

9 陳松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陳松造 04-23785919 臺中市西屯區上明三街20號5樓之3 96
合作金庫006-南勢角分行

0720-717-125285

陳松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鑑定人名冊

估價師部分（112年1月至1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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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院

編號
備          考

10 佳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張慧珍 04-22411188 臺中市南區南屯路1段269號8樓之2 142
合作金庫006-昌平分行

2033-717-125374

佳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11 鼎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黃義宏 0800-240999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0樓

之3
104

合作金庫銀行006-文心分行

2055-717-126871

鼎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2 睿城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羅文克
0800-091760

04-24511695
臺中市西屯區逢明街66號 120

渣打銀行-建國分行

052-0672  06853000018065

霽軒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13 鼎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蔡連春 0800-240999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0樓

之3
152

合作金庫銀行006-文心分行

2055-717-126871

鼎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4 晨鈺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曾永順 0800-000986 臺中市西屯區逢明街66號1樓之1 125
元大銀行806-中港分行

20952000027199

晨鈺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15 悠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林姜文婷 04-23938792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路3段42巷13號2樓 115

合作金庫006精武分行

2044717142904

悠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16 懷育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陳順傑 04-24722320 臺中市西區大全街58巷12號2樓 16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017中臺中分行

204-09-80484-0

 懷育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17 竣吉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張朝倫 04-23766333
臺中市北屯區景賢南二路333號13樓

之1
180

二信146中興分社

00960031103861

張朝倫

18 松彬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廖家顯 04-23766333 臺中市南區南平路296號5樓之2 179

台灣中小050民權分行

491-12-082491

松彬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19新 雋宸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邱盟文 04-23808417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三街72-1號 182

合作金庫銀行006-埔里分行

0700-717-117966

雋宸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負責人邱盟文



編號 名       稱 負責人 電話 地                 址
地院

編號
備          考

20新 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黃昭閔 04-24621122 臺中市西屯區福林路452號 95

新光銀行 013 永安分行

0949-10-001185-0

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黃昭

閔

21新 廣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湯佳雯 04-22290267 臺中市西區建國路31巷7號 135

合作金庫006苗栗分行

0180-717-669-094

廣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22新 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洪振剛 04-22290312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222號9樓之1 130

合作金庫006臺中分行

0220-717-242971

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一、本表之選任順序依送件時間及一建築師一估價師方式排定，並依編號依序選任，最後一號選任後重新輪選。

二、各鑑定人聯絡資料如有異動，應以書面通知本分署更正，以免影響被選任之權益。



編號 名       稱 負責人 電話 地                 址
地院

編號

1 陳啟峰建築師事務所 陳啟峰 04-26560669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街31巷60號 83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國泰世華-沙鹿分行

256-03-500966-8

陳啟峰建築師事務所

2 趙文弘建築師事務所 趙文弘 04-23271028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49-5號2樓之2 22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臺灣銀行004-臺中分行

010-004-54561-3

趙文弘

3 葉宗衡建築師事務所 葉宗衡 04-23723858 臺中市西區樂群街125號 8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三信商銀147-林森分行

08-3-0406762

葉宗衡

4 大渡城鄉建築師事務所 林暉博 04-23014058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59巷28號 52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玉山銀行-大墩分行

0288-940-003127

大渡城鄉建築師事務所林暉博

5 黃太平建築師事務所 黃太平 0937-587941
臺中市豐原區西安里西勢路22巷3弄3

號1樓
14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三信商業銀行147臺中分行

14-2-0019403

黃太平建築師事務所黃太平

6 李澤昌建築師事務所 李澤昌 04-22967708 臺中市北區華美街二段262號3樓之3 12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臺中商銀053-北臺中分行

032-22-1095729

李澤昌建築師事務所

7 劉柯成建築師事務所 劉柯成
04-2254-
7373#18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1號5樓 92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永豐銀行-南臺中分行

038-001-5200007-7

劉柯成建築師事務所

8 八樂建築師事務所 何昆芳 04-23022336 臺中市西屯區大進街718-2號 90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華南銀行-五權分行

427-10-005801-2

八樂建築師事務所

9 趙永順建築師事務所 趙永順 04-26529893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街112號2樓 89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三信商業銀行147-西屯分行

05-3-0553126

趙永順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鑑定人名冊

建築師部分（112年1月至112年12月）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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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院

編號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鑑定人名冊

建築師部分（112年1月至112年12月）

備          考

10 賴春成建築師事務所 賴春成 04-26565322 臺中市梧棲區中和街119號 93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國泰世華銀行013-沙鹿分行

256-03-500885-8

賴春成建築師事務所賴春成

11 林綠香建築師事務所 林綠香 04-27051962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6巷6號13

樓之1
7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三信商業銀行147-西屯分行

05-2-0093924

林綠香建築師事務所

12 豐國建築師事務所 黃豐國 04-27051962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6巷6號13

樓之1
13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三信商業銀行147-西屯分行

05-2-009088-2

豐國建築師事務所黃豐國

13 大傳建築師事務所 胡博智 04-22210808 臺中市中區三民路二段46號8樓2A 28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玉山銀行-大墩分行

0288-940-057267

大傳建築師事務所胡博智

14 林全偉建築師事務所 林全偉 04-22068357 臺中市西區福龍街7號3F 20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臺新銀行0540-南屯分行

2054-01-0002729-6

林全偉建築師事務所

15 劉國隆建築師事務所 劉國隆
04-

23608700#15
臺中市北區進化路372-6號 3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三信商業銀行147-北屯分行

132-006-3430

劉國隆建築師事務所

16新 吳雅萍建築師事務所 吳雅萍 04-24351880 臺中市北屯區建和路二段219巷13號 50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臺灣銀行 004  黎明分行

079-004-30745-4

吳雅萍

17新 洪錫宏建築師事務所 洪錫宏
04-26237532
0928-516900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461號 72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安泰銀行 816 臺中分行

0072-500-004-5100

洪錫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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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鑑定人名冊

建築師部分（112年1月至112年12月）

備          考

18新 鼎承建築師事務所 蔡韋丞 04-22556963 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213號8樓之10 54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臺中商銀053北臺中分行

032-22-1116581

鼎承建築師事務所蔡韋丞

19新 趙文蔚建築師事務所 趙文蔚 04-22388703
臺中市西區平民里9鄰自治街21巷2號

2樓
53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臺灣銀行004-臺中分行

010-001-173-161

趙文蔚建築師事務所

20新 陳煜勳建築師事務所 陳煜勳 04-23958549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260巷4號 85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臺新銀行812民權分行

066-10-120-147-700

陳煜勳

21新 郭釗文建築師事務所 郭釗文 04-25202347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1巷8號3樓之1 26 如僅委託鑑定土地，

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臺中銀行-豐原分行

041-20-1000951

郭釗文

一、本表之選任順序依送件時間及一建築師一估價師方式排定，並依編號依序選任，最後一號選任後重新輪選。

二、各鑑定人聯絡資料如有異動，應以書面通知本分署更正，以免影響被選任之權益。

三、如僅委託鑑定土地，不得由建築師鑑價。



編號 名       稱 負責人 電話 地                 址
地院

編號
備   考(專長)

1 佳萬資產鑑定有限公司 張瀞文 04-22612286 臺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6之16巷86號 動-4
聯邦銀行興中分行 803

064-10-0203772

佳萬資產鑑定有限公司

2 駿豐資產評價有限公司 邱仕皇 04-23720312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771巷1號3樓之

3
動-10 機械設備、無形資產

3 鼎言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張琬華 04-22233771 臺中市西區康樂街6-3號1樓 動-17

4 正中資產鑑定有限公司 江允 04-24722311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二街241號1樓 動-09

5 上威鑑價有限公司 林倩如 04-23804916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六街27號11樓之5 動-13
動產、機械設備、專利、

股權、出資額及商標

6 華聲企業發展鑑定顧問有限公司 陳碧玉 04-2229-0266 臺中市西區建國路21號2樓之2 動-06

7 鴻慶資產鑑定有限公司 鄭旭智 04-2535-1388 臺中市潭子區大德二路40號1樓 動-14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鑑定人名冊

動產部分（112年1月至112年12月）

一、各鑑定人聯絡資料如有異動，應以書面通知本分署更正，以免影響被選任之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