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務所名稱
商標代理人

姓名
性別 縣市別 聯絡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會計師證書字號

永安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尹崇恩 女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號13F 02-27528441 02-27314292 金管會證字第7387號

寶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王瑞呈 男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77號10樓

02-

23620077#203
02-23621100 金管會證字第4972號

青誠會計師事務所 王聖雄 男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7巷1之9號 02-23217573 無 金管會證字第5862

順天崧禾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
王壽湉 男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13樓之2，之3 07-5372589 07-5373589 金管會證字第7648號

瑞盛會計師事務所 王廣惠 女 新北巿 新北巿新莊區中平路302巷8號14樓 02-29969412 02-29969412 金管會證字第7634號

寶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余煒楨 男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77號10樓

02-

23620077#203
02-23621100 台財證登(六)字第4444號

達鋒會計師事務所 呂鈴鋒 男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興中街55號 03-5215252 03-5215253 金管會證字第8054號

元大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李淑敏 女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73號3樓 02-29993030 02-29997070 台財證登(六)字第3487號

理惠會計師事務所 李惠琴 女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4號11樓之1 02-25812756 02-25237775 金管會證字第6129號

順天崧禾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
李耀庭 男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13樓之2，之3 07-5372589 07-5373589 金管會證字第6870號

歐致聖會計師事務

所
周怡伶 女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66號9樓 070-1017-9494 (02)25491589 金管會證字第4997號

翔富會計師事務所 林俞均 女 台中市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160號 04-24720166 04-24724199 台財證登(6)字第2822號

商標代理人資訊公開中文資料表(依姓氏筆畫排序)

依會計師法第39條第5款規定，會計師得充任商標註冊及其有關事件之代理人，凡登錄執業之會計師皆可執行該業

務。茲將有意願公開其相關資訊之會計師名單，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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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會計師法第39條第5款規定，會計師得充任商標註冊及其有關事件之代理人，凡登錄執業之會計師皆可執行該業

務。茲將有意願公開其相關資訊之會計師名單，列式如下:

安德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林昭呈 男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420號2樓 02-87801669 02-7227467 台財登六字第2701號

友士國際會計師事

務所
林蔚如 女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47號10樓 02-25171885 02-25171895 臺檢會字第1218號

寶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金昌民 男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77號10樓

02-

23620077#203
02-23621100 台財證登(一)字第1544號

元大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柯忠佑 男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高鐵北路二段178號6樓 0960726570 02-2999-7070 金管會證字第7690號

嘉欣會計師事務所 徐嘉欣 女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北門街13號9樓 02-29688686 02-29688686 金管會證字第7779號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高譽凌 女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18號5樓 03-2807333 03-2805989 金管會證字第6394號

順天崧禾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
張益順 男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13樓之2，之3 07-5372589 07-5373589 台財證登(六)字第2540號

信永中和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張瑞玲 女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21樓之2 07-3322003 07-3353691 台財證登六字第4065號

至誠會計師事務所 張德心 男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號12樓之38 02-23142324 02-23714233 台財登一字第1476號

尚義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許明賓 男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666號五樓之2 04-23891002 04-23891003 金管會證字第5011號

偉豐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陳于格 男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市成功路106號 04-8325688 04-8332855 金管會證字第5245號

有朋會計師事務所 陳允恭 男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70巷34號5樓之3 0933-910350 台財登六字第22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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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翎會計師事務所 陳玉翎 女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182巷3弄83號13樓 0963047332 02-22587353 台財證登(一)1815號

信永中和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陳良銘 男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21樓之2 07-3322003 07-3353691 台財證登六字第3206號

富翔會計師事務所 陳冠宙 男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21號8樓之2/803

室
02-27120256 02-25081276 金管會證字第4836號

富翔會計師事務所 陳冠宙 男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21號8樓之2/803

室
02-27120256 02-25081276 金管會證字第4836號

大力會計師事務所 陳春葉 女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432號5樓之1 0930-781778 02-23455489 金管會證字第5767號

宜群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陳英志 男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97號9樓之1 02-89761305 02-29771601 金管會證字第6127號

得睿會計師事務所 陳智鴻 男 台中市
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文心路四段955號十樓

之3
04-22420116 04-22420112 金管會證字第7798號

懋鋒會計師事務所 黃鋒榮 男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大有西街4-1號 04-23142963 04-23146281 金管會證字第5957號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廖年傑 男 台中市 台中市北區太原北路130號8樓之1 04-22966234 04-22960607 台財證登(6)字第4399號

精華會計師事務所 端木正 男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87號10樓 02-27210031 02-27755711 台財證登(六)第3449號

晨創國際會計師事

務所
劉佳倩 女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77號十樓之三

02-

25796585#117
無 金管會證字第5573號

儀軒會計師事務所 劉怡瑄 女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193號4樓之1 03-5350616 無 金管會證字第64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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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利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蔡靜美 女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148號2樓 03-5317255 03-5317686 金管會證字第5558號

金橋會計師事務所 蕭淑貞 女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寶慶路60號 03-2160858 03-2160885 台財證登(六)字第3696號

鼎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謝文博 男 臺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91號6樓之3 02-23568838 02-23568836 金管會證字第5922號

冠融會計師事務所 謝滄萍 女 台中市 台中市北屯區興安路2段357號 04-22468829 04-22468859  台財證登六字第3631號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鍾政甫 男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18號5樓 03-2807333 03-2805989 金管會證字第55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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