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年律師、公設辯護人自行申請轉任法官人員名冊
編
姓名
號
1 陳建州

性
現職機關
學歷
經歷及職稱
別
（構）及職稱
男 政治大學法 自行執業
98.11.17-99.04.19、99.06.14-100.05.06 新時代法律事務所實習、
律學系畢
受僱律師
100.05.31-103.08.31 永昌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103.09.01迄今 自行執業

2 林再輝

男 臺灣大學法 林再輝律師事 85.11-86.06 王清峰律師事務所受僱律師
律學系畢
務所主持律師 86.10.08-88-04.14 聯晟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88.04.15迄今 林再輝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3 甘義平

男 臺灣大學法 甘義平律師事 74.08.01-87.07.31 永平國小教師
律學系畢
務所律師
87.08.01-89.11.01 通律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89.12.25-98.12.31 萬律聯合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99.01.01迄今 甘義平律師事務所律師

4 林志輝

男 輔仁大學法 林志輝律師事 80年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書記官
律學系碩士 務所律師
80.09.06-81.08.1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書記官
92.12迄今 林志輝律師事務所律師

5 陳麗玢

女 政治大學法 拓植法律事務 83.08.01-84.01.06 明貞法律事務所律師
律學系畢
所律師
84.03.28-85.06.27 歐亞法律事務所律師
86.06.04-89.03.10 明典法律事務所律師
89.03.11-90.12.02 陳麗玢律師事務所律師
90.12.03-91.04.30 楊貴森律師事務所律師
91.05.01-94.05.30 陳麗玢律師事務所律師
94.06.01-96.06.01 統領法律事務所律師
96.06.02迄今 拓植法律事務所律師

6 潘英芳

女 臺灣大學法 昭明法律事務 88.08.16-93.03.1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法官助理
律學系碩士 所受僱律師
93.04.01-93.09.30 李合法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96.06.11迄今 昭明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7 洪甯雅

女 臺灣海洋大 中華海事法律 98.12.10-100.01.10 大安法律事務所學習律師、受僱律師
學商船學系 事務所受僱律 100.04.08-100.09.23 律大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碩士
師
100.10.03迄今 中華海事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8 呂姿慧

女 中正大學財 國宸法律事務 100.03.01-101.10.03 榮信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經法律學系 所合署律師
101.10.04迄今 國宸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碩士

9 蔡家瑋

男 輔仁大學法 約瑟爵濱廣昇 90.03.01-92.04.0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律學系畢
國際法律事務 97-98 建智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所受僱律師
98.10.16迄今 約瑟爵濱廣昇國際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10 蔡宗儒

男 臺灣大學法 建業法律事務 98.11.23迄今 建業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律師
律學系碩士 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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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姓名
號
11 趙佑全

性
現職機關
學歷
經歷及職稱
別
（構）及職稱
男 政治大學法 睿品法律事務 91.04-91.09 台英國際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律學系畢
所（趙佑全律 92.11.07-94.03.01 嘉禾法律事務所律師
師事務所）律 94.04.01-94.08.31 林辰彥律師事務所律師
師
94.09.05-95.01.02、95.01.12-96.12.31 得耀法律事務所（耀南法
律事務所）律師
97.02.14-98.04.02 統領法律事務所律師
98.05.22-98.10.14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98.10.15-99.08.26 趙佑全律師事務所律師
99.08.27-102.02.04尚鼎法律事務所律師
102.02.05迄今 睿品法律事務所（趙佑全律師事務所）律師

12 魏君婷

女 銘傳大學法 德恭法律事務 97.01.23迄今 德恭法律事務所律師
律學系碩士 所律師
97.01迄今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
105.09.01迄今 銘傳大學兼任教師

13 徐沛然

男 中正大學法 遠見律師事務 94.12.15迄今 遠見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律師
律學系碩士 所律師

14 王正豪

男 東吳大學法 正豪法律事務 95.01.02-97.04.30 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法務
律學系畢
所律師
97.05.12-99.07.31 環宇法律事務所律師
99.08.16-101.04.12 大華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101.04.16-101.06.01第一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101.07.09-104.04.10 尚鼎法律事務所律師
104.04.11迄今 正豪法律事務所律師

15 郭佩宜

女 臺灣大學政 臺灣國際專利 93.06.03-94.06.19 敦理實習國際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治學系畢
法律事務所受 94.06.20-96.07.31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資深專員
僱律師
96.08.01迄今 臺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16 周紫涵

女 輔仁大學法 元大法律事務 97.10.27-98.04.26 菁華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律學系財經 所合署律師
98.04.27-99.05.19 通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法學組畢
99.05.19-99.11.09 敦厚法律事務所律師合夥律師
99.11.10-100.04.30 和平法律事務所執業律師
100.05.01-101.12.31 立聖國際法律事務所執業律師
102.01.01迄今 元大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17 林育丞

男 臺灣大學科 元貞聯合法律 92.08.01-93.07.31 臺灣大學化學系助教
際整合法律 事務所律師
98.01.01-100.02.28 典律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化學系
100.07.01迄今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碩士

18 白宗弘

男 中興大學法 惠博法律事務 91.10.25-93.01.01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助理，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辦
律學系財經 所律師
事
法組畢
93.01.01-95.12.0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98.05.13-98.06.04 國巨律師事務所律師
98.06.19-99.08.03 聯晟法律事務所律師
99.09.09迄今 惠博法律事務所律師
100.01.01-101.12.31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19 邱寶弘

男 輔仁大學法 先暨聯合法律 89.01.31-90.07.11 最高法院法官助理，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辦事
律學系碩士 事務所律師
91.07.24-92.03 全誠法律事務所律師
92.03-93.12 先進法律事務所律師
96.04迄今 先暨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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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姓名
號
20 陳建欽

性
現職機關
學歷
經歷及職稱
別
（構）及職稱
男 成功大學法 佑承法律事務 95.03.01-95.12.3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律學系碩士 所合署律師
96.01.02-97.06.30 佳合律師聯合事務所律師
97.07.01-98.08.31 陳建欽律師事務所律師
98.09.01-100.06.30 稜玉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100.07.01-105.06.30 仁和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104.04.01迄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105.07.01迄今 佑承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21 彭國能

男 臺灣大學法 彭國能律師事 79.10.20-82.07.01 考試院科員、專員
學博士
務所律師
84.09-87.07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兼任講師
90.09迄今 中正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96.09-98.07 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97.10-104.10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96.09-101.06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82.07.17-83.03.20 馮志剛律師事務所受僱律師
83.03.21迄今 彭國能律師事務所律師
103.10-104.10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105.01.01-105.12.31 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理事長

22 林靜歆

女 東吳大學法
律學系畢

23 張庭禎

男 東海大學法 張庭禎律師事 92.08.21-93.10.19 亞睿法律事務所律師
律學系畢
務所主持律師 94.01-94.05 誠律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94.09.23-96.07.03 華誠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96.08.01-98.07.02 群展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98.09.01-98.09.24 蕭隆泉律師事務所律師
98.10.16-98.12.31 秉誠法律事務所律師
99.01.01迄今 張庭禎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24 黃韡誠

男 輔仁大學法 自行執業
律學系畢

－

95.12.01-97.03.06 金鑫律師事務所受僱律師
97.03.03-98.04.30 道法法律事務所律師
98.12.18-99.03.19 王有民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99.03-99.09 林靜歆律師事務所律師
99.03-99.09 全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務室副理
100.05.04-101.10.12 林明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101.10.13-102.05.27、103.01.17-104.03.24 林靜歆律師事務所律
師
104.03.25-104.06.12 國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律師
104.10.05-104.12.31 臺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高級專員
105.04.13-105.04.18 謝岳龍律師事務所律師
105.06.03-105.06.27 元通法律事務所律師

89.03.01-90.12.31 最高法院法官助理
91.01.01-95.03.2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95.08.18-97.01.28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助理
99.07.02迄今 自行執業
100.01.19-100.12.3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101.06.01-101.12.31、103.01.01-104.12.31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家事調解委員

25 吳天明 男 東吳大學法 臺灣新北地方 82.01.09-83.06.09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按：現為臺灣新北地方法
律學系碩士 法院公設辯護 院）公證人
人
83.06.09-84.05.2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公設辯護人
84.05.27迄今 任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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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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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同姓者，計陳建州、張庭禎等2人，另查張庭禎律師非「濟公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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