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王○安 大家房屋興業加盟店

2 王○靜 群芳不動產

3 王○濬 文瑞地政士事務所

4 王○弘 仁宏印刷實業社

5 王○升

6 江○穎

7 江○琴 陶淵明建設

8 何○霖 何俊寬地政士事務所

9 何○倫

10 吳○億 富提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11 呂○津

12 李○智 弘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

13 李○仁 正一地政士事務所

14 李○宜 百揚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15 李○華

16 李○春 健裕營造廠

17 沈○儀 嘉義市政府

18 沈○勇 湧豐土木包工業

19 肖○娟 自由

20 林○澤 伍邑建設

21 林○仁 資証房屋企業社

22 林○蓁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3 林○祿 禾灃不動產有限公司

24 林○吟 林代書事務所

25 林○志 中信房屋嘉義福德加盟店

26 林○延 大家房屋嘉義興業加盟店

27 林○以 中信房屋興嘉店

28 林○強 承展土木包工業工程行

29 林○芯 中信房屋福德店

30 林○ 長鴻房屋企業社

31 邱○宏 邱明宏地政士事務所

32 邱○萱 邱瓊萱建築師事務所

33 侯○惠 六腳清潔隊

34 凃○霞 中信房屋福德店

35 施○山 中信房屋興嘉加盟店

36 柯○雯 蔡明宏建築師事務所

37 柳○桂 柳玉桂地政士事務所

38 唐○超 唐亨營造有限公司

39 袁○達 國楨建設有限公司

40 高○傑 蔡明宏建築師事務所

41 張○杰 威磊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42 張○燕 大家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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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張○ 商鼎建設有限公司

44 張○如 富提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45 莊○真 正和地政士事務所

46 許○藝 正信地政事務所

47 許○蓉 不動產營業員 都更培訓

48 許○如 許靜如地政士事務所

49 郭○雀

50 郭○眞 郭秀眞地政士事務所

51 郭○卿 中信房屋福德加盟店

52 郭○君 中信房屋興嘉店

53 郭○祐 國立嘉義高工

54 郭○江 致程房地產有限公司

55 陳○羣 玉山置產有限公司

56 陳○郁 長鴻房屋企業社

57 陳○琪 陳佳琪地政士事務所

58 陳○賢 達和環保公司

59 陳○樺 中信房屋興嘉店

60 陳○源 大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61 陳○瑛 中信房屋福德加盟店

62 陳○誠 松田建設有限公司

63 陳○玲 正和地政士事務所

64 陳○鈴 長鴻房屋企業社

65 陳○麗

66 陳○發 冠軍房屋經紀有限公司

67 陳○龍 陳慶龍土地代書

68 曾○珠 正大地政士事務所

69 游○平 國楨建設有限公司

70 湯○桃 中信房屋興嘉店

71 童○樺 擇誠

72 馮○薇

73 黃○豪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74 黃○儀 長鴻房屋

75 黃○欽 源泰股份有限公司

76 黃○宏

77 黃○芸 黃家芸地政士事務所

78 黃○俊 彭玉龍建築師事務所

79 黃○釧 和倉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0 黃○哲 德利商號工程管理顧問

81 黃○華 黃淑華地政士事務所

82 黃○凱 和倉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3 黃○倫

84 黃○玟 中信房屋福德店

85 楊○瑾

86 楊○喜 大瀚地政士事務所

87 楊○月

88 葉○君 理得建設有限公司

89 葉○君 理得建設有限公司



90 廖○伶 陶淵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91 趙○安 幸福家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92 劉○琴 永安地政士事務所

93 劉○梅

94 劉○禎 老楊食品

95 劉○珍 中信房屋福德店

96 劉○全

97 潘○均 彭玉龍建築師事務所

98 蔡○ 蔡秀地政士事務所

99 蔡○芳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00 蔡○臻

101 蔡○成 中信房屋興嘉店

102 蔡○仁

103 蔡○蟬 蔡梅蟬地政士事務所

104 蔡○涵 宏邸建設有限公司

105 蔡○玲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06 蔡○宇 築遠建築

107 蔡○健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08 蔡○家 中信房屋嘉義福德加盟店

109 鄧○宏 健裕營造廠

110 鄭○倢 群芳不動產

111 盧○均 正和地政士事務所

112 蕭○秀

113 賴○年 九芊房屋

114 謝○翰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15 顏○騫 中信房屋興嘉加盟店

116 羅○麟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7 羅○溱 長鴻房屋企業社

118 蘇○秋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19 蘇○楚 住商不動產

120 蘇○娟 明德地政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