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分機 姓名 單位 分機 姓名 單位 分機 姓名

主任 800 陳素霞 課長 200 李銘俊 課長 300 吳育賢

助理 802 彭小姐

測量檢查員 201 劉先生 301

測量業務、小研考 202 蘇先生 303 平小姐

秘書 801 陳竹宏 203 黃先生 304 張小姐

205 張先生 305 梁小姐

206 曾先生 307 林小姐

會計主辦 700 羅崑興 207 李先生 308 莊先生

協辦 701 袁小姐 208 鄭先生 310 鄭小姐

211 王小姐 地價業務、小研考 306 秦小姐

人事主辦 600 凃穎諭 213 陳先生 地價登簿 311 朱小姐

協辦 601 關小姐 214 劉小姐 地價校對 312 葉先生

215 沈先生 實價登錄櫃檯 313

課長 100 鄭添鴻 216 洪先生

217 林先生 課長 400 張辰尉

服務中心組長 101 陳小姐 218 賴先生

102 219 蘇先生 拆件、結案 404 邱小姐

103 沈小姐 220 鍾小姐 簡易案件登簿 409

104 沈小姐 221 莊先生 簡易案件校對 410

金融設定初審 113 江小姐 222 陳先生 422 羅小姐

114 江先生 223 謝小姐 423 江小姐

115 林小姐 426 陳小姐

116 賴小姐 課長 500 孫念怡 427 蕭小姐

補正、駁回 131 李小姐 433 陳小姐

132 柯先生 436 吳小姐

133 綜合收件組長 533 劉先生 420 蔣先生

134 李小姐 511 陳小姐 425 丁先生

135 李小姐 512 褚小姐 428 李先生

136 郝先生 513 靳小姐 432 陳小姐

137 郭小姐 514 列印權狀 430 孫先生

138 田先生 515 施小姐 449 蔡小姐

139 王小姐 516 周小姐 450 許先生

140 陳先生 517 許小姐 460 柯小姐

141 李先生 518 吳小姐 461 楊小姐

142 廖小姐 519 林小姐 發文 441 張小姐

143 520 吳小姐 收文 442 梁小姐

144 葉小姐 收費、計費 532 陳小姐 檔案管理協辦 443 陳小姐

145 詹先生 534 張先生 檔案管理主辦 445 孫小姐

146 陳小姐 535 高小姐 總機 446 林小姐

147 陳先生 機房業務、小研考 501 李小姐 出納 459 蔡小姐

148 彭小姐 502 侯小姐

149 葉小姐 504 吳先生 總務主辦 438 蒲小姐

150 任先生 505 樂先生 協辦 439 閔小姐

151 吳小姐 506 曹先生

152 林小姐 507 單先生 研考主辦 522 簡先生

登記公文 153 鄭先生 509 協辦、小研考 523 吳小姐

小研考 155 林小姐 機房、網站管理 510 呂先生 傳真：2243-3843

登記課

簡易案件櫃檯 資訊課

綜合收件櫃檯

地籍課

登記案件

複審

登記案件

初審

機房業務

地籍謄本業務

總務

研考

傳真：2243-5346

傳真：2243-5346
測量業務

助理

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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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247-3420

主任

秘書

會計

人事

傳真：2245-7116

1111229

地價業務

地價課

測量業務

傳真：2243-1334

測量課

傳真：2243-5346

傳真：2245-7116

案件登簿

案件校對

地籍資料庫管理

發狀、領件櫃檯

總機：(02)2247-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