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公司名稱
1 尤○宏 謙福建設有限公司
2 王○淇 幸福家
3 王○安 安南地政事務所
4 王○立
5 王○晴 大豐富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6 王○益 維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 王○清 豐家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8 朱○君 謙福建設有限公司
9 吳○明
10 吳○鴻 幸福家不動產安平加盟店
11 吳○仕 估價師事務所
12 吳○鋊 鴻運多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13 呂○珍 長榮中學
14 呂○宏 估價師事務所
15 呂○恩 富吉通企業有限公司
16 李○明 長榮大學土環中心
17 李○偉 仲發冷凍股份有限公司
18 李○玲 豐家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9 杜○良 杜瑞良建築師事務所
20 阮○銘 富吉通企業有限公司
21 卓○蓉
22 周○晴 長榮大學土環中心
23 周○仰 宏威地政士事務所
24 林○頎 仁德區公所
25 林○瑾 祥恩醫院
26 林○均 估價師事務所
27 林○賢 台南市政府都發局都設科
28 柯○諭 幸福家不動產
29 洪○真 品蓁地政士事務所
30 洪○成 萬久大樓管委會
31 范○瑜 范芳瑜地政士事務所
32 徐○富 徐郁富建築師事務所
33 徐○斯 徐敏斯建築師事務所
34 高○鴻 高溓鴻建築師事務所
35 張○謦 長榮大學土環中心
36 張○靜 巨信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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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張○玲 徐郁富建築師事務所
38 曹○慈 長榮大學土環中心
39 莊○雄
40 莊○圩 台南市仁德區公所
41 許○齡 台南市政府都發局
42 郭○鑾 郭鴻鑾建築師事務所
43 陳○廷 陳怡廷建築師事務所
44 陳○蓓 陳怡蓓地政士事務所
45 陳○融 南碁營造
46 陳○年 台南市政府都發局
47 陳○亨 先鋒保全有限公司(物業管理)
48 陳○宏 陳柏宏建築師事務所
49 陳○萍 陳蔋萍地政士事務所
50 黃○雄
51 黃○升 萌之邑有限公司
52 黃○全 謙福建設有限公司
53 黃○傭 關廟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54 黃○盛 樸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55 黃○興 上銀科技
56 楊○昌 信源地政士事務所
57 楊○茹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科
58 楊○照 楊煦照建築師事務所
59 葉○玄 葉士玄建築師事務所
60 葉○嬌 臺南市政府
61 解○婷 仁德區公所
62 雷○慧 大晟
63 劉○佳 估價師事務所
64 劉○泉 劉生泉估價師事務所
65 劉○郎 永晟地政士事務所
66 劉○琴 崇義地政士事務所
67 歐○東 全球不動產企業社
68 蔡○枝 陳太太地政士事務所
69 鄭○明 維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0 鄭○洲 立埕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71 黎○菁 宥信地政士事務所
72 盧○文 長榮大學土環中心
73 蕭○欽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經建課
74 謝○玲 謝佳玲地政士事務所
75 謝○璋 信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
76 韓○星 幸福家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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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顏○斌 顏光斌估價師事務所
78 顏○珊 宸瑄地政士事務所
79 羅○昌 羅時昌建築師事務所
80 竇○雲 瓊葉地政士事務所
81 蘇○眞 信樺地政士事務所
82 陳○容
83 李○明
84 嵇○娟
85 周○月 臺南市政府都發局
86 張○龍 台灣房屋
87 方○程 台南市南區區公所
88 方○ 方瑋建築師事務所
89 王○興  
90 王○珠 台西地政事務所登記課
91 江○達  
92 余○和  
93 吳○澐 嘉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94 吳○勳
95 吳○福 臺南市歸仁區公所經建課
96 吳○霖
97 呂○憲 呂明憲建築師事務所
98 巫○旻  
99 李○燕  
100 李○縈
101 李○堂  
102 李○倩 吳俊毅建築師事務所
103 杜○昌  
104 周○昌  
105 周○珍
106 林○ 林本建築師事務所
107 林○恭 中福營造
108 林○慶 林宜慶地政士事務所
109 林○旻 尚承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10 林○巨  
111 林○宏 臺南市政府都發局
112 林○佑
113 林○妤
114 林○成  
115 林○君  
116 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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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姜○穎 姜承穎地政士事務所
118 施○汶
119 柯○云 鴻運發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120 柯○蘭  
121 紀○玉 紀愛玉地政士事務所
122 胡○秀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123 范○瑜 范芳瑜地政士事務所
124 范○惠  
125 孫○吉
126 徐○奇 徐岩奇建築師事務所
127 徐○燕  
128 高○宏
129 許○民  
130 許○榮
131 郭○玲 俊瑋營造有限公司
132 陳○友 幸福家不動產
133 陳○佑 台灣房屋
134 陳○郎  
135 陳○均  
136 陳○諭  
137 陳○諭  
138 陳○珍  
139 陳○蘭 三億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
140 陳○彬 陳國彬建築師事務所
141 陳○祿  
142 陳○嬿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43 彭○武
144 童○芬
145 黃○祥  
146 黃○珍 黃素珍地政士事務所
147 黃○詞
148 黃○珠 永慶不動產小北加盟店
149 黃○澤 黃舜澤建築師事務所
150 黃○章
151 楊○鈞  
152 楊○娟  
153 楊○州  
154 葉○儀  
155 董○玲  
156 雷○瑋 俊瑋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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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趙○豪  
158 劉○信 劉勇信建築師事務所
159 蔡○展  
160 蔣○浩 幸福家不動產
161 鄭○淵  
162 鄭○峯 鄭旭峯建築師事務所
163 鄭○榮  
164 鄭○云  
165 蕭○仁
166 賴○文
167 賴○穎  
168 謝○玲 可愛樂器社
169 鍾○眞 日元地政士事務所
170 鐘○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