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資產轉投資實務 台南市 鄭學和

公司合併實務 台南市 鄭學和

盈餘轉增資實務 台南市 鄭學和

身骨姓名學 高雄市 李景鴻

RO純水機使用說明書 台北市 林雪立

資產重估價轉增資公司登記實務 台南市 鄭學和

經研院訊 台北市 闕嘉成

身心養身醫學觀 台北市 謝福順

姓名IQ 台北市 林雪立

王宗忠企業管理實戰叢書 台北市 王宗忠

玄棋經註釋本 嘉義市 楊家銘

全球加速學習課程 高雄縣 葉雪貞

Gestalt 1000 型英文單字輕鬆輸入法讀本 高雄縣 葉雪貞

Gestalt完型英文字彙超級輸入法導讀手冊(自修輯) 高雄縣 葉雪貞

矩陣語文數字輸入法 桃園縣 方冠群

多功能桶仔雞爐目錄 台南縣 劉冠志

多功能桶仔雞爐目錄 台南縣 劉冠志

佛學問答(第五輯) 台南縣 劉紘學 楊欽堯

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格式 台北市 鄭志如

歷代聖賢列傳 宜蘭市 何連國

海能量使用說明書(Ⅰ) 桃園縣 謝顯榮

海能量使用說明書(Ⅱ) 桃園縣 謝顯榮

商品標語(Keep shose odor free only POLIYOU insoles) 苗栗縣 吳宏亮

龍襲 台北市 劉立群

好人：一路平安 彰化縣 施永智

新式智慧型電池組管理系統 桃園縣 陳文江

專利侵害鑑定秘訣流程圖 台北市 鄭志如

奇美投資先威電腦之技術價值評定 高雄市 林利州

海洋傳奇-海能量SEA ENERGE說明書 桃園縣 謝顯榮

海能量SEA ENERGE廣告說明書(一) 桃園縣 謝顯榮

海能量SEA ENERGE廣告說明書(二) 桃園縣 謝顯榮

腳與健康 台北市 謝顯榮

「半導體晶元崁入電路板之封裝方法」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買大送小超級郵購之行銷企劃書 高雄市 葉雪貞

理化重要元素教學、娛樂、背誦三合一 台中縣 蔡朝茂

耳溫槍型錄 台中市 吳宏亮

萬用遙控器自動尋碼鎖定之方法及電路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專利侵害業務管理專業人員課程研討班 台北市 蔡宜樺

醫院週遭之住宅價值評估研究報告 台北市 闕嘉成

宜蘭市公所之碾米機之徵收補償理算 台北市 闕嘉成

電腦公司之損害賠償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電腦介面卡之壓條改良結構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單  位

日本商社服務記 桃園市 朱葉清

土地分割之測量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王定子筆跡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成都路之租金率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營造公司之吊車鑑價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台中市政府拆遷補償研究報告書 台中市 邱良森

加拿大移民報告書 台中市 邱良森

木材品質公證報告書 台中市 邱良森

著作權登記準則公報1-8號 台北市 闕嘉成

古亭啟能中心所屬動產設備報告書-汀州路 台北市 蔡宜樺

寶島服務標商專用及聯合商標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鋼鐵搭建之建物報告書-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台北市 蔡宜樺

建物受損與鄰地之建築工程報告書-土城市中央路 台北市 蔡宜樺

建物價值損失報告書-土城市中央路 台北市 蔡宜樺

偽造文書暨印文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東奇自動化」專利侵害鑑定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不動產廠房受毀損破壞之情形及回復原狀之價格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不動產價值證明書-南京東路 台北市 蔡宜樺

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回估之價值報告書-金華街 台北市 蔡宜樺

珠寶作公正之價值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不動產之鑑定報告書-板橋市金華街 台北市 蔡宜樺

機械一批瑕疵損壞情形現況公證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公司概況內容結構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公司營運概況內容結構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營業暨資金運用計畫內容題要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證券商評估報告內容結構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財產估價鑑定辦法報告書--基隆路(一) 台北市 蔡宜樺

建物現況公證報告書--寶清街 台北市 蔡宜樺

財產估價鑑定辦法報告書--基隆暖暖區 台北市 蔡宜樺

財產估價鑑定辦法報告書--基隆路(二) 台北市 蔡宜樺

裝潢施工現況公證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不動產鑑定研究報告書--大安區忠孝東路 台北市 蔡宜樺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不動產鑑定報告書--三峽 台北市 蔡宜樺

財產估價鑑定報告書--士林區 台北市 蔡宜樺

財產估價鑑定辦法報告書--中正區 台北市 蔡宜樺

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回估之價值報告書-汐止鎮 台北市 蔡宜樺

動產機械設備之價值報告書 台北市 蔡宜樺

土地及建築改良回估之價值報告書--汐淀路 台北市 蔡宜樺

民營化移轉財產鑑價動產部份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飛機價值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大澎湖國際渡假村之價值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高速鐵路沿線工廠經營之拆遷補償理算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房屋漏水之市價減損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地主與建商合建之糾紛評估理算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蟠桃園甜桃之進口公證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衛浴公司經營損失價值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苗栗通霄台三省道之土地價值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經銷商抵押設定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筆跡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之進口公證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內湖江南街之市價減損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電腦遊戲軟體之理算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新莊中泰街建築工地鄰居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文化再興」工程合約合理性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火燒車鑑定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筆跡真偽鑑定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文山區地上權估價鑑定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服務標章之價值理算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飯店經營價值評估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高速鐵路沿線工業用地價值評估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南港研究院路之住宅價值評估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著作權侵害鑑定報告書格式 台北市 單  位

心經直解白皮書 彰化縣 林銘宗

商標註冊暨理算制度研討會企劃書 台北市 單  位

著作權侵害暨損害賠償研討會企劃書 台北市 單  位

邁向21世紀智慧財產系列研討會企劃書 台北市 單  位

皇普建設訴訟案 高雄市 林利州

昶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鋁門窗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BMW安全氣囊未爆鑑定研究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美墅國整體評估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東港內關帝段分割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志明

燁興不動產鑑定研究報告書 高雄市 林志明

花蓮火災損害賠償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統一成功廠馬口鐵生產線評估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橋頭五里林土地分割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辦公大樓房地結合體研究報告書 台南市 林志明

重機械動產研究報告書 台南市 林志明

印文暨筆跡真偽鑑定研究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永記造漆大樓整棟評估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喜悅大飯店價值評估研究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日月宏科技機械設備價值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志明

NEOTECH Professional Cable產品目錄 雲林縣 謝顯榮

琉球鄉土地開發計劃估價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買賣合約估價書 高雄市 林利州

後庄區段徵收拆遷補償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挖土機具公證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移民不動產評估報告書(一) 高雄市 林利州

動產機械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不動產抵押設定評估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香蕉樹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檳榔樹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股權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芒果樹及土地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機械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龍眼樹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約估價書 高雄市 林利州

鋁門窗工程分析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塑膠射出機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利州

移民不動產評估報告書(二) 高雄市 林利州

檸檬樹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志明

佑盟工業動產評估報告書 高雄市 羅春玲

澄觀重劃補償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志明

陳太郎印文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志明

珠寶真偽鑑定報告書(一) 高雄市 林志明

不動產鑑定研究摘要表格式 台北市 闕嘉成

新竹市東橋段土地分割前後之價值差異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板橋市榮華街建築物之毀損原因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新莊市建安街建築物毀損原因及市場價值探討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文山區景美段土地於民國49年之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中和市和平路房屋於鄰地施工前後之市場價值研究報告 台北市 闕嘉成

三芝鄉中正路之房地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啤酒廠冷凍設備工程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宜蘭縣三星鄉房地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台北市萬華區雙園段2小段之房地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西餅公司之商標價值理算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文山地區新成屋之價值評估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苗栗縣後龍鎮龍東段土地分割前後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台北市新生北路房地於民國78年之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台北市指南路二段不動產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太保市崙子頂段土地分割前後之價值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永和市信義路地下商場於民國71年間 台北市 鄭志如

新莊市新樹路之廠房與店舖之價值差異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新竹市和平路不動產價值評估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平鎮市廣豐段土地分割前後價值評估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新竹縣五鋒鄉山胞保留地地上權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台北市北投區房地價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基隆市大武崙地區住宅價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新竹市中山路不動產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廣告看板工程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南港地區地上權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台北市紫雲街不動產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娃娃車結構專利價值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基隆地區鄰房公證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中醫診所裝修工程瑕疵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苗栗市龜山路鄰房公證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呂**」之印章及文字書寫真偽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邱**」之印文真偽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歐寶」汽車暴走原因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融接機之價值評估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福特汽車鑑定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宜蘭地區漁船價值鑑定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國瑞自小客車起火原因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國瑞汽車火災原因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小松200型挖土機市場價值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福斯汽車之起火原因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闕嘉成

雅歌汽車暴走原因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Corsa 汽車火燒原因鑑定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新店地區保齡球館之房地價值鑑定研究報告書 台北市 鄭志如

「椅架之改良結構」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組織行銷管理計劃 台中市 謝福順

呂老師專業命理研究 桃園縣 許月娥

「電子式魚缸水溫加熱改良」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電腦電源供應器之改良」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簡便組合式置物箱」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一) 台北縣 單  位

PRA公關能力 台中市 戴燕勳

「PU發泡物之製造方法」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簡便組合式置物箱」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二) 台北縣 單  位

「震盪觸控式循環閃光結構」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NCS-2測量程式For Casio計算機操作手冊 台中市 葉雪貞

防滲隔熱浪板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成立生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移轉"評價研究論文 台北市 林利州

329廣告詞(一) 台北市 徐建興

329廣告詞(二) 台北市 徐建興

尊貴純淨蘇活露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奇飛廣告詞 台北市 徐建興

應用於影像壓縮解壓縮之整合型處理器使用說明書 台北市 謝顯榮

雙層式電線聯結座之構造-1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雙層式電線聯結座之構造-2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具透氣通道之中央處理器散熱片-1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抽取式硬碟轉換架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富貴人生行銷致富專案 彰化縣 林彥成

自辦活動綜合保險之開發 台北市 郭扶中

水上摩托艇之螺旋槳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電子冷光儀表板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漪欣EJTL電腦教學軟體工作室-英文科 台北市 謝顯榮

漪欣EJTL電腦教學軟體工作室-理化科 台北市 謝顯榮

漪欣EJTL電腦教學軟體工作室-數學科 台北市 謝顯榮

內取式雙階梯風雨窗專利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速讀綀習手冊 台北市 李景鴻

楊氏目力訓綀卡片 台北市 李景鴻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全家樂速讀手冊 台北市 李景鴻

超強速讀記憶法 台北市 李景鴻

速讀學習入門 台北市 李景鴻

材料說明書及施工規範 宜蘭縣 謝福順

烤爐結構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推廣染髮就從護髮開始 高雄市 李景鴻

鋼琴比賽之辦法及問答 台中縣 楊志凡

先天遺傳潛能特質評估報告 台北縣 江薇玲

88年台灣民主政治經濟工程 新竹市 鄭敏郎

芳香劑容器盒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數據網路接線盒」鑑定侵害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連接器之接地裝置」鑑定報告書-1 台北縣 單  位

「連接器之接地裝置」鑑定報告書-2 台北縣 單  位

「文件年代」鑑定報告書 高雄市 林志明

頌米詞 高雄縣 林進福

後擋泥板固定結構追加四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後擋泥板固定結構-(二)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有我就烤定了 高雄市 林進福

鰻鱺堂文宣打油詩 高雄市 林進福

五路財金詞 雲林縣 鄭聰敏

福德正神詞 雲林縣 鄭聰敏

前擋泥板固定結構-(二)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主機面板間接開關之改良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海能量傳奇-環保、衛生、清潔、消毒 桃園縣 謝顯榮

超深度護髮 高雄市 李景鴻

Power at Hand 台北縣 徐建興

Feel the Fire 台北縣 徐建興

新穎性計算機 台北縣 單  位

有機培養目錄 彰化縣 劉冠志

揚菁瑜伽口令 高雄市 林進福

直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資之技術價值評定 高雄市 林利州

組接電腦CPU與散熱片之扣組件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樁三事業手冊 台中市 邱國雄

組接電腦CPU與散熱片之扣組件鑑定報告書(一) 台北縣 單  位

組接電腦CPU與散熱片之扣組件鑑定報告書(二) 台北縣 單  位

組接電腦CPU與散熱片之扣組件鑑定報告書(三) 台北縣 單  位

組接電腦CPU與散熱片之扣組件鑑定報告書(四) 台北縣 單  位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組接電腦CPU與散熱片之扣組件鑑定報告書(五) 台北縣 單  位

組接電腦CPU與散熱片之扣組件鑑定報告書(六) 台北縣 單  位

組接電腦CPU與散熱片之扣組件鑑定報告書(七) 台北縣 單  位

上海徐氏所珍藏之荊谿壺 高雄市 劉紘學 楊欽堯

周王易經陰陽八卦堪輿 台中縣 柯榮原

開口拉鏈之上檔結構改良鑑定報告書(一) 台北縣 單  位

開口拉鏈之上檔結構改良鑑定報告書(二) 台北縣 單  位

開口拉鏈之上檔結構改良鑑定報告書(三) 台北縣 單  位

一種電瓶水容器結構改良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鑰匙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身心靈整體健康 桃園市 葉雪貞

AF型污物廢水泵浦 屏東市 葉雪貞

飲料杯第七類飲食器皿及廚房用具 台北縣 單  位

台灣幾丁質商品標示 台北市 劉勤興

長榮桂冠商標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縫紉機傳動軸蝸桿製造模具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頂級配備盡在天霸 台北縣 張惠崇

廠商資料檢索名冊 彰化市 葉雪貞

零插入力連接器用端子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一種可捲收染色機內纏車布匹之日形結構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開口拉鍊之上檔結構改良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RO五型逆滲透純水機 台中縣 余秀霞

具透氣通道之中央處理器散熱片-2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具透氣通道之中央處理器散熱片-3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萬用遙控器自動尋碼鎖定之方法及電路鑑定報告書 台北縣 單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