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行政區域

1 立協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吳○婉 07-3118290 三民區

2 合鑫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林○華 07-2859191 三民區

3 和鑫不動產 蔡○都 07-3964415 三民區

4 傑友興業有限公司 鄭○志 07-3425633 三民區

5 立一聯和會計師事務所 江○鴛 07-3843366#12 三民區

6 芳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蔡○怡
07-7026809

0986100866
三民區

7 芳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紀○君 0933991769 三民區

8 高雄市建築學會 邱○瑩 0980907771 三民區

9 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陳○坤 0928753055 三民區

10 利亞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陳○傑 0910444163 三民區

11 逢源消防有限公司 賴○賢 0984095266 三民區

12 高雄市大高雄地政士公會 吳○玫 0985606944 三民區

13 蓮花地政士代書事務所 許○筑 0982969556 三民區

14 楊祐地政士事務所 楊○琪 0975820748 三民區

15 莊鳳儀地政士事務所 莊○儀 0937626709 三民區

16 鴻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許○銘 0972029255 三民區

17 向日光太陽能有限公司 鄭○綸 0927701299 三民區

18 坤易地產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陳○堂 0936977888 三民區

高雄市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



項次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行政區域

高雄市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

19 凱璿不動產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玲 0921429399 三民區

20 瑝佳建設有限公司 王○珊 0938695733 三民區

21 瑝佳建設有限公司 黃○瑜 0925491186 三民區

22 合作聯合稅務記帳士事務所 盧○嫺 0956010252 三民區

23 稟秝工程有限公司 張○瑄 0905031912 大社區

24 維宸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胡○娥 0971226958 大社區

25 維宸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胡○宸 0913038357 大社區

26 合鑫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蔡○聰 0926-853300 湖內區

27 地政士 何○蓉 0937333351 大寮區

28 世一地政士事務所 鄭○月 0928572409 大寮區

29 十一地政士事務所 陳○吟 0937647350 大寮區

30 玉昇機電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王○章 0935818191 大寮區

31 高雄縣鐵工業職業工會 陳○忠 0929377977 大寮區

32 消防設備師工會 鄭○華 0960323518 大寮區

33 合鑫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張○煌 07-2859191 大寮區

34 裕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楊○偉 0977172428 大樹區

35 許美惠地政士事務所 許○惠 0932891349 大樹區

36 華珍梅地政士事務所 華○珍 0935818533 大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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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芳鄰地政士事務所 高○彥 0981-520998 小港區

38 高雄市議會 李○進 07-8061119 小港區

39 雄暘開發 廖○雄 0929933159 小港區

40 揚順記帳士事務所 康○亨 0929082618 小港區

41 揚順會計師事務所 蔡○智 0939460654 小港區

42 安佃專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呂○珊 0988-991700 仁武區

43 羿洋企業限公司 張○鈞 07-3747356 仁武區

44 至昱消防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李○震 07-3710160 仁武區

45 吉利科技消防工程行 王○祿 0934007525 仁武區

46 金威銓消防有限公司 張○宸 0985656607 仁武區

47 高雄市消防設備士公會 吳○豪 0900147950 仁武區

48 安佃專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方○棋 0984301101 仁武區

49 蔡斌碩地政士事務所 蔡○碩 0980264822 仁武區

50 宏源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吳○勳 0953168619 仁武區

51 一天地政士事務所 張○豪 0922006100 仁武區

52 至昱消防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陳○賢 07-3710159 仁武區

53 億地旺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黃○仁 0914159349 仁武區

54 億地旺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翁○吟 0914159349 仁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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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億地旺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沈○黛 0914159349 仁武區

56 佳益工業有限公司 莊○素女 0932-891659 仁武區

57 乙貫有限公司 孫○生 0932-892067 仁武區

58 榮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蕭○卉 0932-812000 仁武區

59 介慶企業(股) 吳○明 0905-991199 仁武區

60 協治企業(股)公司 劉○蓉 07-3753830 仁武區

61 日麗建設有限公司 邢○恒 07-8620505 左營區

62 朱僖貞地政士事務所 朱○貞 0919-884949 左營區

63 順成地政士事務所 宋○紋 0978-113803 左營區

64 滿慶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郝○娟 07-8620505 左營區

65
立人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張○仁 0932-890850 左營區

66 長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 周○成 07-3603637 左營區

67 勤實佳聯和會計師事務所 李○成 07-5582168 左營區

68 優防本家消防有限公司 張○昇 0932853853 左營區

69 住商自由店 邱○舜 0905236587 左營區

70 高得實力企業有限公司 陳○騰 0981071070 左營區

71 高得實力企業有限公司 張○祥 0917311567 左營區

72 高得實力企業有限公司 黃○信 0980036280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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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 陳○隆 0938380566 左營區

74 元鴻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廖○仁 0952037168 左營區

75 元鴻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陳○緁 0973622126 左營區

76 元鴻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沈○章 0900575999 左營區

77 慶澤工程公司 涂○彰 0916870077 左營區

78 荃禾管理顧問社 王○箏 0921178127 左營區

79 元鴻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蘇○蓉 0930202960 左營區

80 沛宸會計師事務所 李○柱 07-6219639 岡山區

81 國統會計 張○榮吉 0932-736991 岡山區

82 啟泰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李○瑤 0930755875 岡山區

83 啟泰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李○哲 0916239475 岡山區

84 遠城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楊○達 0978-230793 岡山區

85 雄介開發有限公司 莊○薰 0985-201031 岡山區

86 雄介開發有限公司 陳○如 07-6296578 岡山區

87 崇誠記帳士事務所 張○堤 07-6233636 岡山區

88 林陳絲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林○斌 07-6263378 岡山區

89 允誠企業管理顧問社 陳○雰 07-6212374 岡山區

90 允誠企業管理顧問社 林○香 07-6212374 岡山區



項次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行政區域

高雄市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

91 福億營造有限公司 陳○仍 0963071809 岡山區

92 朝友工業(股) 佘○珠 0952-655199 岡山區

93 益帆地政士事務所 黃○櫳 0932763249 林園區

94 周○慧 0960666216 林園區

95 記帳士 李○芳 0931-377359 林園區

96 趙宥麗地政士事務所 陳○昆 07-6311991 阿蓮區

97 高雄市工業會 蕭○育 07-2418017 前金區

98 地政士 謝○成 072415758 前金區

99 正大顧問 石○波 0917670782 前金區

100 保德信國際地政士事務所 温○閔 0910978967 前金區

101 上毅財富管理有限公司 謝○蕙 0932865273 前金區

102 保德信國際地政士事務所 莊○寓 0938866456 前金區

103 謝秉錡律師事務所 謝○銘 0933782370 前金區

104 億陽記帳士事務所 郭○娥 0919568087 前金區

105 中華人工智慧教育發展協會 樓○光 0932881319 前金區

106 理想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方○璇 0919-774119 前鎮區

107 南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李○翰 07-7221170 前鎮區

108 吳奇哲地政士事務所 吳○哲
07-3323669

0937321099
前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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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芳春發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黃○發 0933294976 前鎮區

110 張獻仁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張○仁 0932857577 前鎮區

111 南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李○靜 0919121610 前鎮區

112 南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陳○娟 0977629982 前鎮區

113 富田商用不動產 陳○蒼 0932858458 前鎮區

114 鉉弘科技有限公司 王○民 0937681118 前鎮區

115 政和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林○丁 0963139787 前鎮區

116 翼翔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曾○平 0989558837 前鎮區

117 一五三不動產有限公司 何○賢 0937375783 前鎮區

118 楊○如 0931995246 前鎮區

119 張曜南地政士事務所 張○南 0970352778 美濃區

120 地政士 黃○雯 0952397751 美濃區

121
人合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凌○廷 07-5372134 苓雅區

122 維德地政事務所 陳○鉉 0933-376033 苓雅區

123 漢陽稅務記帳士事務所 林○敏
07-7496152

0937643322
苓雅區

124 英賢會計事務所 梁○英 07-7613116 苓雅區

125 建東地政士事務所 陳○泰
07-7266608

0932840470
苓雅區

126
1.昌大地政士事務所

2.博誠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謝○昌 0983201381 苓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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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南大電訊科技有限公司 許○成 0973117789 苓雅區

128 大安消防安全設備有限公司 蕭○鈴 07-7265555 苓雅區

129 羿洋企業限公司 莫○ 0900332012 苓雅區

130 大安消防安全設備有限公司 郭○吟 07-7265555 苓雅區

131 龔碧蓮地政士事務所 龔○蓮 0952498927 苓雅區

132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蔡○樺 0928797350 苓雅區

133 永慶不動產凱璿總圖加盟店 陳○伶 0978879589 苓雅區

134 謝清河地政士事務所 謝○河 0986805950 苓雅區

135 華成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黃○炫 0961063537 苓雅區

136 安岱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黃○蓮 0938074007 苓雅區

137 弘育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侯○彬 0937310857 苓雅區

138 稼馨律師事務所 黃○瑩 0973252905 苓雅區

139 弘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侯○佑 0956899929 苓雅區

140 成達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黃○婷 928928310 苓雅區

141 成達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蘇○達 0919690693 苓雅區

142 成達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陳○鑫 0925950310 苓雅區

143 成達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張○穎 0933632380 苓雅區

144 元華企業有限公司 廖○亨 0988189823 苓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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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晟宇稅務記帳士事務所 朱○宜 0939225428 苓雅區

146 明一聯合記帳士事務所 呂○雯 0911591152 苓雅區

147 吳文珠記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吳○珠 0953-408337 苓雅區

148 杰昇實業有限公司 姜○郎
07-7320606

0937371018
鳥松區

149 台慶不動產 許○琳 0989-062089 鳥松區

150 高雄市土地利用學會 廖○琨 0966-731768 鳥松區

151 滿慶地產有限公司 楊○瀠 0903-577853 鳥松區

152 高雄市土地利用學會 林○琳 0988867036 鳥松區

153 趙宥麗地政士事務所 黃○瑢 0952803143 湖內區

154 達群稅務記帳士事務所 李○翰 0933-636921 新興區

155 高雄市總工業會 葉○呈 07-2253711 新興區

156
穩贊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總工業會)
牛○宇 07-2253711 新興區

157 雙慶不動產有限公司 王○堯 07-2387878 新興區

158 自立會計師事務所 李○霖 07-2366015 新興區

159 台灣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張○禎 0937-690418 新興區

160 艾普西國際資產管理顧問公司 林○震 07-2815838 新興區

161 德璋記帳士事務所 陳○綸 07-2816579 新興區

162 暄端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李○得 0910728568 新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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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暄端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李○書 0930585098 新興區

164 誠邑技研顧問有限公司 余○明 07-3655765 楠梓區

165 長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 曹○嘉 07-3603637 楠梓區

166 鴻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孫○堅 0932540526 楠梓區

167 高雄市都更危老重建推動協會 范○翎 0905319361 楠梓區

168 高雄市都更危老重建推動協會 江○儒 0928048125 楠梓區

169 大高雄記帳士公會 林○婷 0987-997930 路竹區

170 新高雄記帳報稅代理人公會 蔡○仁 0933-366789 路竹區

171 怡德工商顧問有限公司 蔡○哲 0972-692727 路竹區

172 怡德工商顧問有限公司 蔡○融 0911-563232 路竹區

173 大高雄記帳士公會 楊○璁 07-6967369 路竹區

174 信奕記帳士事務所 林○雄 07-6229402 路竹區

175 高雄土木技師公會 蘇○修 0935-052828 路竹區

176 洪振輝地政士事務所 洪○翔 07-6962126 路竹區

177 高雄市土地利用學會 呂○玉 0978-319587 路竹區

178 詠勝昌股份有限公司 郭○碩 06-2702277#121 路竹區

179 協治企業(股)公司 劉○峯 0926-260822 路竹區

179 方舟消防工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連○吉 0958567386 鳯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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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智盛聯合消防設備師事務所 魏○勳 0985733167 鳯山區

181 東龍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侯○壯 0910233880 鳯山區

182 佑安消防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洪○生 0928667019 鳯山區

183 高雄市議會 林○中 0956017869 鳯山區

184 宇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張○陽 0937390233 鳯山區

185 大高雄記帳士公會 黃○民 0910-794095 鳯山區

186 新高雄記帳報稅代理人公會 李○員 0919-558777 鳯山區

187 佳安會計稅務事務所 駱○青 0922-907666 鳯山區

188 川禾工程有限公司 陳○陵 0956678100 鳯山區

189 建德消防技師事務所 王○傑 0927949695 鳯山區

190 川禾工程有限公司 陳○纓 0913772156 鳯山區

191 陳震東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陳○東 07-7632223 鳯山區

192 高雄市議會 李○靜 07-7996856 鳯山區

193 高雄土木技師公會 侯○寧 0932740850 鳯山區

194 尚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陳○吟 0972333899 鳯山區

195 地政士 林○福 0910753192 鳯山區

196 國譽顧問有限公司 王○雯 0931707377 鳯山區

197 記帳士 鍾○岳 0979181760 鳯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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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鍾秋蓮記帳士事務所 鍾○蓮 0932990309 鳯山區

199 自由業 李○玲 0915293885 鳯山區

200 正大地政士事務所 黃○文 0919591652 鳯山區

201 住誠地政士事物所 周○騏 0938887058 鳯山區

202 翔禾企業有限公司 沈○江 0930865290 鳯山區

203 邑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融 0932386921 鳯山區

204 高雄市議會 莊○強 0933636464 鳯山區

205 上毅財富管理有限公司 白○焜 0933327833 鳯山區

206 廣鋐石材有限公司 張○晃 0958654070 鳯山區

207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 林○山 0912155106 鳯山區

208 奎興地政士事務所 楊○文 0987343423 鳯山區

209 鴻承企業有限公司 周○彬 0929-369883 鳯山區

209 德勝顧問 劉○純 0922-193261 鼓山區

210 啟昌地政士事務所 孫○志 0929-052338 鼓山區

211 崇誠會計師事務所 黃○博 0932-887306 鼓山區

212 尤文泰地政士事務所 尤○泰 0928751522 鼓山區

213 清鑫地政士事務所 林○炤 0922477020 鼓山區

214 麥仁華建築師事務所 王○鈞 0929-876699 鼓山區



項次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行政區域

高雄市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

215 代書事務所 黃○源 0915163680 鼓山區

216 洪清己地政士事務所 洪○己 0932739183 旗山區

217
高雄市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
陳○誥 07-3605758 橋頭區

218 卉盈有限公司 柯○ 07-6112127 橋頭區

219 廣鋐石材有限公司 張○碩 0983092209 燕巢區

220 福億營造有限公司 黃○宗 932737852 燕巢區

221 福億營造有限公司 楊○速 0933330261 燕巢區

222 福億營造有限公司 顧○喻 0928755897 燕巢區

223 福億營造有限公司 黃○娟 0929025913 燕巢區

224 欣建工程(股) 丁○儀 07-6168111 燕巢區

224 高雄市都更危老重建推動協會 李○珍 0911167976 彌陀區

225 辰翰實業(股) 王○森 0921296459 彌陀區

226 裕憲地政士事務所 楊○憲 0987850803 鹽埕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