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外語服務之租賃住宅業者清單  Real  Estate  Agents  with Foreign Language Service
Updated 2021-12 更新日期：110年12月
縣市別Area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gency

營業項目Services 網址Website 營業處所地址(中文及英文)
Bilingual Locations

營業處所聯絡電話Phone
電子郵件Email 服務語言Languages

臺北市等5個縣市
大管家房屋管理顧問 有 限 公 司
(Chamberlain
Housing
Management)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租賃住宅服務業(包租/代管)

https://
www.chrb.
com.tw/

1.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30號 2樓之 7(2F.-7,  No.  230,
Sec.  2,  Chang'an  E.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2. 新竹市東區經國路一段632號
(No.  632,  Sec.  1,  Jingguo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3. 新竹市東區民權路84號(No. 84,
Minquan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4.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 43號
(No. 43, Ziqiang S. Rd., Zhubei
City, Hsinchu County)5.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25號
(No.  25,  Xianzheng  2nd  Rd.,
Zhubei City, Hsinchu County)6.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21號2樓
(2F., No. 921, Dadun 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7.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995號10樓之6(10F.-6, No. 995, Sec.
4,  Wenxin  Rd.,  Beitun  Dist.,
Taichung City)8.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38號37樓之 3(37F.-3,  No.  38,  Xinguang
Rd.,  Lingya  Dist.,  Kaohsiung
City)

0907-300958 
0913-246037
03-532-2328

chrb.marketing@gma
il.com

英語English日語にほんご

https://www.chrb.com.tw/
https://www.chrb.com.tw/
https://www.chrb.com.tw/


縣市別Area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gency
營業項目Services 網址Website 營業處所地址(中文及英文)

Bilingual Locations
營業處所聯絡電話Phone

電子郵件Email 服務語言Languages

臺北市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

https://
www.elega
nt-
realty.com.
tw/er/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41號5
樓之6
(5F.-6,No.141,Sec.1,Keelung 
Rd.,Xinyi Dist.,Taipei City 
,Taiwan(R.O.C.))

02-2764-3111 david.lai@taipei-
property.com

英語English日語にほんご西文Española

臺北市 鉑斯國際地產有限公司(Boss 
International
Estate)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租賃住宅服務業(包租/代管)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18巷7號1樓
(1F.,No.7,Ln.218,Jilin
Rd.,Zhongshan  Dist.,Taipei
City, 
Taiwan(R.O.C.))

02-2581-7208 bossestateal@gmail.
com

英語English日語にほんご

臺北市 一軒企業有限公司(UniK  Property
Co., Ltd.)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97號
7樓之2
(7F.-2,No.197,Sec.4,Nanjing
E.Rd.,Songshan  Dist.,Taipei
City
,Taiwan(R.O.C.))

02-25217275 chhsuan.wu@gmail.
com

日本語にほんご英語English

臺北市 富裕傳承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租賃住宅服務業(包租/代管)

http://
www.995h
ome.com/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7號 8樓
(8F.,No.17,Changchun Rd., 
Zhongshan Dist.,Taipei City
,Taiwan(R.O.C.))

02-25233432 service@995home.co
m

英語 English

臺北市 宅都有限公司
(TAKUTO  CO.,
LTD.)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租賃住宅服務業(包租/代管)

https://takuto-global.com/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87號 11樓
111室
(11F.,No.87,Songjiang Rd.,

02-25082820 info_gb@takuto-net.com 日語にほんご

https://www.elegant-realty.com.tw/er/
https://www.elegant-realty.com.tw/er/
https://www.elegant-realty.com.tw/er/


縣市別Area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gency
營業項目Services 網址Website 營業處所地址(中文及英文)

Bilingual Locations
營業處所聯絡電話Phone

電子郵件Email 服務語言Languages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R.O.C.))

臺北市 大師國際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MASTER REAL 
ESTATE)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

https://
master199
5.com.tw/
index_en.h
tml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520號
9樓
(9F.,No.520,Sec.5,Zhongshan
N. Rd.,Shilin Dist.,Taipei City
,Taiwan (R.O.C.))

02-28816333 louis_di@master1995
.com.tw 

英語English

新竹縣 一心租屋有限公
司
(Yi  Sin  LimitedCompany)

租賃住宅服務業(代管) 新竹縣新豐鄉明新街 50號 1樓
(1F.,No.50,Mingxin St.Xinfeng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Taiwan (R.O.C.))

03-5576395 英文 English

臺中市 伊格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EAGLE-IRENT)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租賃住宅服務業(包租/代管)

https://
www.eagle
i-
rent.com//
index.php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573號9
樓J室
(Rm.J,9F.,No.537,Taiwan Blvd.,
West Dist.,Taichung City 403
, Taiwan (R.O.C.))

04-23168666 eagleirent@gmail.co
m

英語ENGLISH

臺中市 富盟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經紀業 (
租賃仲介)租賃住宅服務業(包租/代管)

http://
fum.42apa
rtner.com/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24號
14F-1
(14F.-1,No.324,Sec.1,Wenxin 
Rd.Nantun Dist.,Taichung City
,Taiwan(R.O.C.))

04-23222229 42apartner@gmail.c
om

 英語 English

臺中市 居次元租賃住宅服務有限公司(Formosa House 
租賃住宅服務業(代管) https://

formosalif
eservices.c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2段285號27
樓2711室
(Rm.2711  27F,  No285,  Taiwan

0931-510009 services@formosalif
eservices.com

 英語 English

https://formosalifeservices.com/
https://formosalifeservices.com/
http://fum.42apartner.com/
http://fum.42apartner.com/
http://fum.42apartner.com/
https://www.eaglei-rent.com/index.php
https://www.eaglei-rent.com/index.php
https://www.eaglei-rent.com/index.php
https://master1995.com.tw/index_en.html
https://master1995.com.tw/index_en.html
https://master1995.com.tw/index_en.html


縣市別Area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gency
營業項目Services 網址Website 營業處所地址(中文及英文)

Bilingual Locations
營業處所聯絡電話Phone

電子郵件Email 服務語言Languages
Rental Ltd.) om/ Blvd.,  West  Dist.,Taichung

City,Taiwan(R.O.C.))

 具外語服務之租賃住宅專業人員清單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s with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Updated: 2021-12 更新日期：110年12月
姓名Name 性別

(Male
/
Fema
le)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ffiliation
主要服務區域範圍Area

主要服務項 目Service
聘僱型態(專任/
兼任)

持有不動產相關證照及證書號碼License
可服務語言Languages 電子郵件Email 連絡電話Phone

張君偉CHANG,
CHUN
-WEI

男M
大管家房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Chamberlain

Housing
Management)

臺北市新竹市新竹縣臺中市高雄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101年登字208651號 英語English

chrb.marketing@gmail.com 0907-300-958

池美旻CHIH,
MEI
-MIN

女(Fe-
mal
e)

大管家房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Chamberlain
Housing

Management)

臺北市新竹市新竹縣臺中市高雄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專任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110年登字388520號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110年登字第010092號

日語にほんご
chrb.marketing@gmail.com 0913-246-037

鄭玉韓Cheng, 
Yu-Han

女(Fe-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5年登字第307304號 英語English

西文Española
renee.cheng@taipei-
property.com

0963-306862

洪慧瑜Hung, 女(F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5年登字第310510號 英語English日本語にほんご jenny.hung@taipei-
property.com

0965-589092

https://formosalifeservices.com/
https://formosalifeservices.com/


姓名Name 性別
(Male
/
Fema
le)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ffiliation
主要服務區域範圍Area

主要服務項 目Service
聘僱型態(專任/
兼任)

持有不動產相關證照及證書號碼License
可服務語言Languages 電子郵件Email 連絡電話Phone

Hui-Yu mal
e) (Elegant Realty)

張瑞妍Chang,
Rui-Yan

女(Fe-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9年登字第364134號 英語English日本語にほんご

yoko.chang@taipei-
property.com

0965-503056

周筱薇Chou, 
Xiao
-Wei

女(Fe-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9年登字第368398號 英語English日本語にほんご

vivian.chou@taipei-
property.com

0965-608932

林家慧Lin,Jia-
Hui

女(Fe-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9年登字第376239號 英語English日本語にほんご

nicole.lin@taipei-
property.com

0972-035386

黃昱淳Huang,
Yu-Chun

男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0年登字第189207號 英語English

dean.huang@taipei-
property.com

0963-083632

吳彥賢Wu,Yan-
Xian

男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7年登字第332296號 英語English

squall.wu@taipei-
property.com

0963-089203

朱建勳Chu,
Jian
-Xun

男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8年登字第341043號 英語English

charles.chu@taipei-
property.com

0965-608933



姓名Name 性別
(Male
/
Fema
le)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ffiliation
主要服務區域範圍Area

主要服務項 目Service
聘僱型態(專任/
兼任)

持有不動產相關證照及證書號碼License
可服務語言Languages 電子郵件Email 連絡電話Phone

楊涵婷Yang, 
Han
-Ting

女(Fe-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7年登字第335262號 英語English

hazel.yang@taipei-
property.com

0933-083532

 女 F李嘉雯Li,Jia
-Wen

女(Fe-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5年登字第302837號 英語English

carmen.li@taipei-
property.com

0978-662502

黃妍昕Huang,
Yan-Sin

女(Fe-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8年登字第341016號 英語English

sherry.huang@taipei-
property.com

0963-038582

徐瑞璟Hsu,Rui
-Jing

女(Fe-
mal
e)

上品國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Elegant Realty)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10年登字第386896號 英語English

regine.hsu@taipei-
property.com

0965-328025

張瓊雯Jessica 女(Fe-
mal
e)

鉑斯國際地產有限公 司 Boss  Inter-
national estate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6年登字第323153號 英語English bossestateal@gmail.com 02-25817208

季永峻 男
(Mal
e)

鉑斯國際地產有限公 司 Boss  Inter-
national estate

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10年登字第388653號 日本語にほんご bossestateal@gmail.com 02-25817208

吳權軒WU, 男
(Mal

一軒企業有限公司(UniK  Property臺北市新北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經紀人107年桃市經字第001709 日本語にほんご英語English chhsuan.wu@gmail.com 02-25217275



姓名Name 性別
(Male
/
Fema
le)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ffiliation
主要服務區域範圍Area

主要服務項 目Service
聘僱型態(專任/
兼任)

持有不動產相關證照及證書號碼License
可服務語言Languages 電子郵件Email 連絡電話Phone

CHUAN
-HSUAN e) Co., Ltd.) 號

鄭筑方
CHENG,
CHU
-FANG

女(Fe-
mal
e)

富裕傳承 
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
新北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3年登字第278502號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108年登字第 003027號

英語 English anita@995home.com 0933717474

陳韻竹
C H E N,
YUN-
JHU

女(Fe-
mal
e)

富裕傳承 
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
新北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9年登字第366558號租賃住宅管理人員109年登字第007447號
英語 English sdtp@995home.com 02-25233432

張菀如
CHANG,
WAN-JO

女(Fe-
mal
e)

富裕傳承 
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
新北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兼任 不動產營業員109年登字第380085號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110年登字第 009032號

英語 English 02-25233432

吳文文
WU,

WEN-
WEN

女(Fe-
mal
e)

富裕傳承 
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
新北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
108年登字第 341021號

英語 English 02-25233432

陳暉敏 男
(Mal
e)

宅都有限 公司 臺北市
新北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4年登字296935號租賃住宅管理人員108年登字第004292號

日本語にほんご info_gb@takuto-net.com 02-250828200952-177411

鍾雨璇 女 伊格公寓大廈管理臺中市 租賃仲介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 英語English 99NICEHOUSE@gmail.co 04-23168666



姓名Name 性別
(Male
/
Fema
le)

所屬公司或營業處所名稱Affiliation
主要服務區域範圍Area

主要服務項 目Service
聘僱型態(專任/
兼任)

持有不動產相關證照及證書號碼License
可服務語言Languages 電子郵件Email 連絡電話Phone

CHUNG,
YU

-HSUAN
(Fe-
mal
e)
維護(股)有限公司
(EAGLE-IRENT)

/包租
/代管 110登字第393978號租賃住宅管理人員110年登字第009961號

m

趙芳毅CHOU, 
FANG-YI

男
(Mal
e)

伊格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有限公司
(EAGLE-IRENT)

臺中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專任 不動產營業員109年登字第378550號租賃住宅管理人員109年登字第006062號

英語English A08COKE@gmail.com 04-23168666

林若喬LIN,JUO
-CHIAO

女(Fe-
mal
e)

富盟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租賃仲介
/包租
/代管

公司負責人 不動產營業員93年登字第036771號 英語English joeannlin0111@gmail.co
m

04-23222229

張心硯 女(Fe-
mal
e)

居次元租賃住宅服務 有 限 公 司(Formosa  House
Rental Ltd.) 

臺中市西區、龍井區
代管 專任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108年登字第002841號不動產經紀營業員106年登字第322661號

英語English sienna.chang@formosali
feservices.com

0931-510009

羅懷君LO,HUA
I-CHUN

男
(Mal
e)

一 心 租 屋有限
公司

新竹縣
新豐鄉

代管 專任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110年登字第009168號不動產營業員110年登字 398118號

英文 English him510him510@gmail.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