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110年律師申請轉任法官人員名冊
性
編
學歷
姓名
別
號
1 沈蓉佳 女 長庚大學基
礎醫學研究
所生物化學
暨細胞分子
生物組碩士
班畢、臺北
醫學大學保
健營養學系
畢、輔仁大
學學士後法
律學系畢
(輔修會計
學系)

現職機關
經歷及職稱
（構）及職稱
鉅業國際法律 102.03.01-102.09.30 鉅業國際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事務所受僱律 102.10.01-106.01.31 鉅業國際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師
106.03.01-107.04.30 沈佳蓉律師事務所
107.05.07-110.03.15 鉅業國際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2

吳宛亭 女 臺灣大學法 環宇法律事務 102.03.01-102.08.25 萬峯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102.08.26-103.06.20 萬峯法律事務所律師
律學系碩士 所
104.03.16-110.03.15 環宇法律事務所律師
畢、東吳大
學法律學系
畢

3

邱正裕 男 中正大學犯 平安恩慈國際 97.02.22-97.06.22 磊誠國際法律事務所學習律師
罪防治學系 法律事務所合 97.07.07-98.01.07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司法事務官受訓及實習
98.01.08-106.01.25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司法事務官
碩士畢、臺 署律師
106.01.26-106.08.06 平安恩慈國際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北大學司法
106.08.07-106.09.06 平安恩慈國際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學系畢
106.09.07-110.03.15 平安恩慈國際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4

張琬平 女 政治大學法 和邑英栩國際 102.02.01-102.07.31 元亨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律學系畢
法律事務所受 102.08.01-105.02.28 元亨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雇律師
105.02-106.02 熱浪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Uplive直播)法務
106.02-108.09 王牌數位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創始成員兼任法務
106-108 弦律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109.01.01-110.03.15 和邑英栩國際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5

劉華真 女 世新大學法 理紳法律事務 89.11-90.02 旭婷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助理
律學系畢
所合署律師
91.12.05-93.12.04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93.12.05-102.08.31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102.11-103.04 中華海事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106.03.01-110.03.15 理紳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6

陳奕安 女 高雄大學法 明永聯合法律 105.04.19-105.09.18 法丞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詳註2)
律學系畢
事務所受雇律 106.02.15-110.03.15 明永聯合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師

7

石振勛 男 中國文化大 勳業法律事務 101.07-102.04 司法院替代役
103.03-104.04 最高法院法官助理
學法律學系 所受雇律師
104.04-104.09 深耕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碩士畢、中
104.12-105.12 翁方彬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國文化大學
106.04-110.03.15 勳業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法律學系法
學組畢

8

杜中平 男 輔仁大學法 信義房屋股份 100.06.01-101.05.31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務助理
律學系畢
有限公司律師 103.02.01-103.07.31 英志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104.03.09-110.03.15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律師/經理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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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黃頌善 女 中正大學法 呈御國際法律 93.03.23-102.10.22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103.05.10-110.03.15 呈御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律師
畢、中興大
學法律學系
司法組畢
10 王俊賀 男 東吳大學法 弦律法律事務 104.05.18-106.08.20
律學系畢
所合署律師
106.09.21-107.03.07
107.03.08-107.06.29
107.07.02-110.03.15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助理
建源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建源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弦律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11 王玲櫻 女 高雄大學法 蔡志揚律師事 101.05.07-103.05.07
律學系畢
務所受雇律師 103.07.03-103.12.04
104.01.05-104.07.31
104.08.11-107.03.20
107.04.02-107.07.31
107.12.13-110.03.15

臺中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帝謙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謝岳龍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家和國際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蔡志揚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12 何信儀 女 臺北大學法 秀川諾言法律 105.05.17-105.11.04 常和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律學系財經 事務所律師
105.11.07-107.07.31 宏光展法律事務所律師
法組畢
107.10.31-110.03.15 秀川諾言法律事務所律師
13 廖駿豪 男 臺北大學法 鼎暉聯合法律 103.09.22-106.03.05 景德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合署律 106.05.17-110.03.15 鼎暉聯合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畢、輔仁大 師
學財經法律
學系畢
14 羅元秀 女 臺北大學法 鼎暉聯合法律 98.01.01-99.03.0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書記官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合署律 103.03.27-104.03.01 鴻侖國際法律事務所(現更名為合連國際法律
事務所)律師
畢、輔仁大 師
104.03.25-106.04.24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財經法律
106.05.08-109.05.31 振道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系畢
109.06.01-110.03.15 鼎暉聯合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15 張雅君 女 臺北大學法 文化內容策進 103.04.01-108.12.31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律師
109.02.03-109.07.17 全曜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務
律學系碩士 院高級專員
109.08.04-110.03.03 宏揚光電有限公司法務
畢、高雄大
110.02.01-110.03.15 文化內容策進院高級專員
學法律學系
畢
16 蔡尚琪 女 政治大學法 興望法律事務 105.03.01-110.03.15 興望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律師
律學系畢
所律師
17 鄧輝鼎 男 淡江大學會 寰瀛法律事務 85.07.01-85.12.02 安侯協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員
89.07.03-91.11.15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領組、審計員
計學系碩士 所律師
91.12.23-94.04.29 桃園縣政府稅捐稽徵處(現為桃園市政府地方稅
畢、淡江大
務局)稅務員
學會計學系
94.04.29-101.01.13 支援財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畢、輔仁大
稅務員)
學學士後法
101.01.13-105.03.0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股長、稅務員
律學系畢
105.06.21-110.03.15 寰瀛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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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許宏吉 男 中正大學法 建業法律事務 96.09-99.06 中正大學國科會計畫兼任助理
律學系碩士 所高雄所律師 99.09-100.08 國防部陸軍澎湖防衛指揮部法律事務組趙老師(服兵
役)
畢、銘傳大
100.08.100.12 中正大學國科會碩士級專案計畫助理
學法律學系
105.03.16-105.09.16 建業法律事務所高雄所實習律師
畢
105.09.17迄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義務律師
105.09.17-110.03.15 建業法律事務所高雄所律師
19 吳仁堯 男 東華大學財 廉準法律事務 97.04.07-97.08.0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經法律研究 所律師(自行 98.03.23-105.04.06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法官助理
105.05.01-105.10.01 維辰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所碩士畢、 執業)
106.01.09-107.01.08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法律顧
中國文化大
問(現為臺北市私立普林思頓高級中等學校)
學法律學系
105.10.28-110.03.15 廉準法律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財經法律組
107.07迄今 鼎文公職補習班法學講師
畢
109.11.01-110.10.31 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顧問
110.02.03-112.02.02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調解委員
20 陳雅萍 女 中正大學法 臺灣新北地方 92.03-98.12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稅務員
(詳註2)
律學系碩士 法院司法事務 98.12-103.12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幹事
104.09-105.05 玉鼎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畢、淡江大 官
105.06-109.01 員育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學企業管理
109.01迄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司法事務官
學系畢
21 宋範翔 男 澳洲昆士蘭
大學企業管
理碩士畢、
澳洲昆士蘭
科技大學資
訊科技學士
畢

1.山之豐開發
有限公司負責
人
2.譽人法律事
務所主持律師
(自行執業)

79.11.10-83.11.09 中華民國空軍聯隊人事(文書)官
89.07.31迄今 山之豐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
103.12.04-103.12.15 宋範翔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自行執業)
103.12.15-110.03.15 譽人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自行執業)
105.02.17-109.07.31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兼任講師
106.07.01迄今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修復式司法促進者

22 林于渟 女 臺灣大學法 鵬耀法律事務 105.07.28-106.10.12 劉嘉裕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律學系司法 所受雇律師
106.10.13-109.04.19 自營律師(自行執業)
組畢
109.04.20-110.03.15 鵬耀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23 王冠霖 男 中正大學財 定承法律事務 104.02.06-105.02.05 明法法律事務所律師
經法律學系 所律師(自行 105.02.15-106.02.24 黃厚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106.02.25-107.12.31 王冠霖律師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碩士畢、政 執業)
108.01.01-110.03.15 定承法律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治大學法律
學系財經法
組畢
24 葉伊馨 女 政治大學法 普華商務法律 102.11-103.03 璞實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103.08.04-105.02.1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法務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律師
105.02.22-110.03.15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律師
畢、政治大
學法律學系
財經法組畢
25 陳政佑 男 臺北大學法 葉玲秀律師事 104.03.02-104.08.3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助理
律學系財經 務所受雇律師 104.09.01-105.08.3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少家庭法官助理
法組畢
105.09.12-106.02.12 葉玲秀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106.02.13-110.03.15 葉玲秀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26 熊霈淳 女 政治大學法 群展國際法律 106.07.09-110.03.15 群展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律學系畢
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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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賴嘉斌 男 東海大學法 巽耘法律事務 105.11.08-110.03.15 巽耘法律事務所律師
律學系畢
所律師
107.06.25迄今 東海大學推廣部教師(民法學士學分班)
108.07.02迄今 東海大學推廣部教師(勞動法學士學分班)
28 林宜樺 女 臺北大學法 之理法律事務 93.06-93.09 佳鼎科技公司法務
所主持律師
96.08-98.0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學系碩士
98.06-104.04.30 最高法院法官助理
畢、臺北大 (自行執業)
104.05.01-104.11.13 高明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學司法學系
104.12.21-105.06.30 高明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畢
105.07.02-105.11.30 林宜樺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自行執業)
105.12-107.11 辰豐聯合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107.11-110.03.15 之理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自行執業)
29 洪綠鴻 女 高雄大學財 東律國際法律 96.10.01-97.07.06 臺灣高雄地院法官助理
經法律學系 事務所律師
97.07.07-101.02.29 臺灣南投地院法官助理
畢
101.03.01-101.08.31 張志明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101.09.01-103.03.02 達諾法律事務所律師
103.03.03-107.03.31 高少家法官助理
107.08.20-110.03.15 東律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30 簡楊晟 男 臺灣大學法 簡楊晟律師事 101.08.07-101.08.13 元禾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律學系碩士 務所律師(自 103.02.13-103.07.06 東華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103.07.07-105.02.15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三等書記官
肄業、臺灣 行執業)
105.02.22-105.06.06 通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大學政治學
105.06.07-107.03.04 簡楊晟律師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系政治理論
107.03.05-107.07.05 翁方彬律師事務所律師
組畢
107.07.06-110.03.15 簡楊晟律師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31 莊惟堯 男 中央警察大 大成台灣律師 102.09.23-103.04.15 明德法律事務所律師
103.04.16-106.05.30 義正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法律學研 事務所律師
106.06.01-108.01.30 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究所碩士
108.02.01-108.10.30 莊惟堯律師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畢、輔仁大
108.11.01迄今 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律師
學法律學系
法學組畢
32 許仁純 女 輔仁大學財
經法律學系
碩士畢、東
吳大學法律
學系畢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法律事務
部高級專員

103.03-103.09 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103.10-106.02 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106.03-106.08 聖明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106.09-107.08 維欣聯合律師事務所合署律師
107.09-108.07 環宇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108.07迄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務部高級專員

33 蘇恆進 男 輔仁大學法 安勝法律事務 103.02-103.08 安勝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律學系畢
所合署律師
103.09-104.05 安勝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104.06-106.06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務
106.07迄今 安勝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34 林明賢 男 政治大學法 維欣聯合律師 102.03.13-102.09.24 巨鼎博達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詳註2)
律學系財經 事務所合署律 102.09.25-104.03.30 巨鼎博達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法組畢
師(自行執業) 104.03.31-110.03.15 維欣聯合律師事務所合署律師(自行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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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徐黛美 女 東吳大學法 徐黛美律師事 100.04.01-100.11.04 博亞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律學系畢
務所律師(自 101.05.02-101.07.24 立人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行執業)
102.08.09-104.04.30 得聲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105.02.17迄今 徐黛美律師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36 劉佳燕 女 中正大學法 元貞聯合法律 99.09.01-100.09.04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受雇律 100.09.05-102.12.02 最高法院法官助理
102.12.05-103.05.04 六合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畢、中正大 師
103.07.03-103.08.06 博正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學法律學系
103.09.17-103.12.31 呈御國際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財經法組畢
104.02.02-106.09.30 智晟國際智權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106.10.11-110.03.15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37 楊詠誼 男 政治大學法
律學系碩士
畢、東吳大
學法律學系
畢
38 林三加 男 美國
Lewis&Clar
k Law
School法學
碩士畢、臺
灣大學法律
學系畢

玉山國際法律 101.12.03-107.01.02 律誠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事務所律師
107.01.04-107.07.16 漢清法律事務所律師
107.09迄今 玉山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原理法律事務 83.05.02-84.01.04 台德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所所長(自行 84.02.24-86.08.23 恆德法律事務所律師
執業)
86.08.27-88.07.14 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90.03.15-95.03.14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助理合夥律師
95.12.05-96.07.02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助理合夥律師
96.07.03-97.05.02 林三加律師事務所所長(自行執業)
97.05.12-101.06.11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專職律師
101.07.03-102.02.02 林三加律師事務所所長(自行執業)
102.02.21-110.02.20 原理法律事務所所長(自行執業)

39 蔡仲威 男 東吳大學法 恆昇法律事務 102.05.20-102.08.31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助理
103.01.13-103.06.13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北部專職律師中心實
律學系碩士 所受雇律師
習律師
畢、東吳大
103.09.09-105.10.19 溯法德歆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學法律學系
105.10.20-106.02.01 自行執業律師
畢
106.02.02迄今 恆昇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40 林宣佑 女 輔仁大學法 穩健聯合律師 99.07.01-99.11.30 張菊芳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合署律 99.12.01-109.07.31 張菊芳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109.08.01迄今 穩健聯合律師事務所合署律師
畢、輔仁大 師
學法律學系
司法組畢
41 許正欣 男 臺灣大學法 遠東聯合法律 102.01.02迄今 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受雇律
畢、政治大 師
學法律學系
財經法組畢
42 廖慧儒 女 中正大學法 碩成國際法律 104.01.05-110.03.15 碩成國際法律事務所(彰化所)律師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彰化
畢、中正大 所)律師
學法律學系
法學組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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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張雯婷 女 臺北大學法 章沛法律事務 97.11.24-98.04.30 群景商務法務事務所實習律師
學系畢
所律師
98.09.03-98.12.31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助理
99.04.15-99.09.10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現為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法務專員
99.10.31迄今 章沛法律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99.10迄今 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
101迄今 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審查委員
103迄今 法律扶助基金會家事專科律師
103迄今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人
108.01.01迄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
109.10迄今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人
44 呂昱德 男 臺灣大學進
修推廣學院
管理碩士學
分班、中國
文化大學法
律學系碩士
畢、中興大
學法律學系
司法組畢

昇祥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特
別助理、業務
經理

92.05.05-92.11.03 德律聯合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92.11.04-96.07.31 德律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96.08.01-96.11.09 友理法律事務所律師
95.08.01-99.07.31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兼任講師
96.11.13-107.06.30 信孚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107.10迄今 昇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業務經理

45 葉立宇 男 輔仁大學法
律學系司法
組畢
46 詹義豪 男 政治大學法
律學系法學
組畢、政治
大學智慧財
產碩士畢

尚允法律事務 102.12.02-104.09.30 陳振東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所受雇律師
104.10.01迄今 尚允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
瀛睿律師事務 102.12.09-105.09.16 大員法律事務所律師
所資深律師
105.09.19-106.01.13 安信法律事務所律師
106.01.19-107.07.10 永嘉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107.07.12-109.01.25 玉山國際法律事務所受雇律師、副所長
109.01.30迄今 瀛睿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

47 江俊傑 男 政治大學法 李永裕律師事 95.10-96.12 李永裕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律學系碩士 務所受雇律師 98.02迄今 李永裕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畢、政治大
學法律學系
法制組畢
48 王龍寬 男 美國西北大 萬國法律事務 95.01迄今(100.06-102.06因赴美留學留職停薪)萬國法律事務所實習
學國際人權 所助理合夥律 律師、律師、助理合夥律師
97.05-100.04 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委員
法碩士畢、 師
103.05-106.04 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
臺灣大學法
106.05迄今 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委員
律學系司法
100.09-101.06 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組畢
103.01-105.12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
105.01-106.01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秘書處國際審查會議指導小組
委員
106.05-109.08 台北律師公會理事
106.09迄今 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49 陳姿樺 女 臺灣大學法 趙家光律師事 101.08.16-104.08.31 金石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104.10.12-110.02.28 趙家光律師事務所律師
律學系司法 務所律師
組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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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李建宏 男 臺北大學法 勝御法律事務 92.02.07-95.05.01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法警
學學系畢
所律師(自行 95.09.01-98.12.31 游鉦添律師事務所律師
執業)
99.01.01-100.06.15 正鑫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100.08.01-106.04.30 國安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106.05.01迄今 勝御法律事務所律師(自行執業)
51 陳景筠 女 交通大學科 元貞聯合法律 101.03.30-101.08.31 力得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101.11.01-102.03.31 力得法律事務所律師
技法律研究 事務所律師
102.04.08-104.08.31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暨法規處資深專員
所碩士在職
104.09.01-110.03.15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專班畢、成
109.08.26-110.03.15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功大學法律
109.09.01-110.03.15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人
學系畢
備註：
1. 法官遴選辦法第9條第4項略以，司法院以適當方法公開申請人姓名及足資識別身分之學經歷等資料，由各界於
所定期間內（110年11月19日前）陳述意見。
2. 經查詢法務部律師管理系統法院登錄有案且有同名同姓者，陳奕安、陳雅萍、林明賢等3人，請佐以學經歷等
相關資料，以確保陳述意見對象為本次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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