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 111~112年法律扶助顧問名單與顧問專長 

（聘期：111年 1月 1日~112年 12月 31日） 

序號 姓名 專長 

1 王通顯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 

親子保護 

2 邢建緯 刑事、稅務財經、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3 徐明珠 民事、刑事、商事、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4 蔡奉典 民事、刑事、商事、稅務財經、勞資爭議 

5 許儱淳 民事、刑事、商事、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婦女親子保護 

6 康春田 
民事、刑事、商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智慧 

財產(商標、專利)、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7 武燕琳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8 吳榮昌 民事、刑事、商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勞資爭議 

9 何志揚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行政訴訟、仲裁、國家賠償 

10 江來盛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11 李淑女 
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國 

家賠償 

12 吳紹貴 民事、商事、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13 黃秀蘭 
民事、刑事、商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環保法規、消費者 

保護、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14 沈鈺銘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婦女親子保護 

15 陳呈雲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環保法規、智慧財產權(商標、 

專利)、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行政法令 

16 王世勳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 

親子保護 

17 許名宗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 



18 吳中和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勞資爭議 

19 呂秀梅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20 謝勝隆 
民事、刑事、商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環保法規、婦女親 

子保護、工程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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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趙建興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 
22 楊益松 民事、刑事、商事、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23 徐曉萍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婦女親子保護 

24 林玲珠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 

25 王俊凱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26 黃淑真 民事、刑事、商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27 鄭志明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勞 

資爭議 

28 林益輝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 

親子保護、大陸法令 
29 陳怡成 民事、商事、土地法令 
30 蔡嘉容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31 熊治璿 
民事、刑事、商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環保法規、消費者 

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32 涂朝興 民、刑法行政訴訟法 

33 謝英吉 
民事、刑事、商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 

爭議 
34 陳育仁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35 楊銷樺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婦女親子保護 

36 邱寶弘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建築工程 

37 蘇慶良 民事、刑事、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 

38 陳葳菕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婦女親子保護 

39 張志新 民事、刑事 

40 黃仕勳 
民事、刑事、智慧財權(商標、專利)、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強制執行 

41 何崇民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 

42 黃呈利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智慧財產權(商標、

專利)、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訟 

43 侯志翔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訴願、行政訴訟、票據、文教法令、政府採購法 

44 洪塗生 
民事、商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 

45 謝錫深 民事、刑事、商事、土地法令、婦女親子保護 

2



46 袁烈輝 刑事、勞資爭議 

47 陳惠伶 
民事、刑事、商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環保法規、消費者

保護、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48 蕭文濱 民事、刑事 

49 許宏達 民事、刑事、商事 

50 陳銘釗 民事、土地法令 

51 常照倫 民事、刑事、商事、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 

52 梁宵良 民事、刑事、商事 

53 黃逸仁 民事、商事、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54 羅宗賢 民事、刑事 

55 黃雅琴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 

56 邱毓嫺 
民事、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婦女親子保護、政府採購法、

訴願、建築工程、 

57 徐承蔭 民事、刑事、婦女親子保護 

58 陳世川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

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59 蕭佩芬 
民事、刑事、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建

築工程 

60 張庭禎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

償、訴願、建築工程、個人資料保護法 

61 王耀賢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訴願、票據、強制執行、仲 

裁 

62 張智翔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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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洪明立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商事、國家賠償、建築工程 

64 何孟育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65 張志隆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商事、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66 曾琬鈴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 

制執行、仲裁、個人資料保護法 

67 林伸全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商事、票據、文教法令、

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68 林家進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69 許智捷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

採購法、、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70 黃柏霖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票據 

71 林助信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訴願、票據、建 

築工程、強制執行 

72 楊大德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73 黃國偉 民事、刑事、商事、強制執行 

74 張麗琴 
民事、刑事、智慧財產權、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

償 

75 張弘明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婦女親子保護、強制執行 

76 蘇顯讀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國家賠償、文教法令、強制執行 

77 陳佩吟 民事、刑事、婦女親子保護 

78 李玲瑩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商事、國家賠償、環保法規、訴願、票據、文教法令、建

築工程 

79 韓銘峰 民事、刑事、婦女親子保護、商事、票據、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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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張啟富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稅務財經、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

女親子保護、商事、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81 張詠善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訴願、強

制執行 

82 黃曉薇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

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

採購法、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仲裁 

83 林琦勝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訴

願、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仲裁 

84 張珮瑩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85 楊博任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票據、建築工程、強制 

執行 

86 張嘉麟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商事、國家

賠償、票據、建築工程 

87 蔡宜軒 民事、刑事、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大陸法令、訴願 

88 王志文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 

89 梁徽志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 

90 李婉華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 

91 陳韻如 民事、刑事、婦女親子保護、票據、強制執行 

92 黃建閔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國家賠償、

政府採購法、票據、強制執行 

93 謝文明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 

94 陳健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商事 

95 何立斌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國家賠償、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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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張欽昌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環保法規、訴願、票據、強

制執行 

97 石秋玲 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 

98 詹閔智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婦女親子保護、票據 

99 李麗花 民事、刑事、婦女親子保護、票據、強制執行 

100 韓忞璁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訴願 

101 紀育泓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國家賠償、

政府採購法、訴願 

102 季佩芃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大陸法令、票據、強制執行 

103 廖怡婷 民事、刑事、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104 楊宇倢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商事、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訴願、強制執行 

105 李國豪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商事、環保法規、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個人資料 

保護法 

106 林苡茹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商事、環保法規、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個人資料 

保護法 

107 林麗芬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稅務財經、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

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票據、強制執行、

個人資料保護法 

108 王育琦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票據、強制執行 

109 陳立婕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訴 

願、票據、文教法令、強制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110 王逸青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商事、國家賠償、訴願、票據、強制執行、個人資料保護 

法 

111 余岳勳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票

據、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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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慶啓羣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強

制執行、保險 

113 周孟儀 民事、刑事、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強制執行 

114 邱子芸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

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環 

保法規、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文教法令、建築工程、強

制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115 賴威平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大陸法令、強制執行 

116 廖偉辰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

商事、訴願、票據、強制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117 陳玉芬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 

建築工程、強制執行、家事、消債 

118 歐陽徵 民事、刑事、勞資爭議、建築工程 

119 王晨瀚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建築工 

程 

120 蘇靜雅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 

制執行 

121 林少羿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

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訴願、票據、 

建築工程、強制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122 杜逸新 民事、刑事、智慧財產權、勞資爭議、商事、強制執行 

123 陳怡婷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商事、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124 賴柔樺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勞資爭議、商事、國家賠償、政府採

購法、大陸法令、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仲裁、 

個人資料保護法 

125 石志堅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消費者保護、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

償、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126 陳思辰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訴願、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127 林佳怡 民事、消費者保護、婦女親子保護、票據、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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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陳才加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票據、強制

執行 

129 戴孟婷 
民事、刑事、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

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強制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130 鄭宇航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強制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131 劉明璋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醫療糾紛 

132 鄭謙瀚 民事、刑事、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建築工程 

133 張洛洋 刑事 

134 李瑞仁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環保法規、政府 

採購法、訴願、票據、文教法令、建築工程、強制執行、個人資

料保護法 

135 黃意婷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商事、強制執行、醫療糾紛 

136 許文鐘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

護、商事、訴願、票據、強制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137 李昊沅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婦女親子保護、入出國移民

法 

138 林柏劭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

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環 

保法規、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個人

資料保護法 

139 蔡宜宏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

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訴願,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140 邱奕賢 

民事,刑事,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

親子保護,商事,票據,文教法案,建築工程,仲裁 

141 許富雄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

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

文教法案,強制執行,仲裁 



142 李易璋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稅務財經,土地法令,勞資爭議,國家賠

償,訴願,建築工程 

143 侯珮琪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婦女親子保護,訴

願,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144 高馨航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

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環保法規,政府

採購法,訴願,票據,文教法案,建築工程,強制執行,仲裁 

145 林修弘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商事,國家賠償,

政府採購法,訴願,建築工程,仲裁 

146 陳柏涵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國家賠償,環保法

規,政府採購法,訴願,強制執行 

147 林富豪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稅務財經,土地法令,國家賠償,訴願,票

據,強制執行,仲裁 

148 周家年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

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訴願,票據,建

築工程,強制執行,仲裁 

149 謝博戎 

民事,刑事,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

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票據,強制執行 

150 郭沛諭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

償,票據,強制執行 



151 林元浩 

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環保法

規,政府採購法,訴願,建築工程 

152 楊孝文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

親子保護,國家賠償,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153 林群哲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商事,環保法規,

票據,強制執行 

154 張百勛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

子保護,商事,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仲裁 

155 林思瑜 

民事,刑事,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

爭議,商事,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仲裁 

156 陳照先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訴願,票據,文

教法案,強制執行,仲裁 

157 洪嘉威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票據,強制執行 

158 邱泓運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

事,國家賠償,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159 陳慧芬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婦女親子保護 



160 田永彬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商

事,國家賠償,環保法規 

161 詹家杰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訴

願,票據,強制執行 

162 凃國慶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

事,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163 葉雅婷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政府採購法,訴願,文教法案 

164 劉亭均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

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165 黃敦彥 

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消費者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

採購法,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仲裁 

166 

謙理法
律陳宏
毅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票據 

167 林漢青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婦女

親子保護,環保法規,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168 林淑琴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建

築工程,強制執行 



169 何宛屏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國家賠償 

170 鄭聿珊 

民事,刑事,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

子保護,大陸法令 

171 朱奕縈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

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環保法規,訴

願,票據,文教法案,強制執行 

172 許世昌 民事,刑事,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票據 

173 林香均 民事,刑事,智慧財產權,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強制執行 

174 王寶明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

議,婦女親子保護,訴願,票據,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175 

政國律
師陳宏
毅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

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大陸法令,訴願,票據,建築

工程,強制執行 

176 柯秉志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

議,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政府採購法,訴願,票據,建

築工程,強制執行,仲裁 

177 葉憲森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

子保護,國家賠償,訴願,票據,強制執行 



178 葉東龍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消費者保護,勞資爭議,婦女親子保護,商

事,訴願,票據,文教法案,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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