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資料非教育部推薦的建築師，僅為參加過此課程之人員名單，因此僅提供學校參考！各校仍需與規劃師進行詳談與挑選。 

  

區域 姓名 類別 公司名稱 所在地 

區域 姓名 類別 公司名稱 所在地 

中
區 

潘榮傑 建築師 潘榮傑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 

曾宥源 景觀設計 米葉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陳昭志 景觀設計 麥邁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張淑君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   

柯善文 建築師 柯善文建築師事務所 新竹市 

謝孝祥 建築師 謝孝祥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縣苗栗市 

李碧耆 景觀設計 森利國際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李清源 建築師 李清源建築師事務所 新竹市 

彭定吉 建築師 彭定吉建築師事務所 新竹市 

翁壽生 建築師 翁壽生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陳兆璋 建築師 陳兆璋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吳明翰 社區規劃師 李明吉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李明吉 建築師 李明吉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陳金木 城鄉發展局 嘉義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蔡明宏 建築師 蔡明宏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林建良 建築師 林建良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侯文嘉 建築師 侯文嘉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郭文雄 建築師 郭文雄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縣大林鎮 

黃德介 建築師 黃德介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蕭博元 交通局 嘉義市政府交通局   

黃啟芳 建築師 黃啟芳建築師事務所 彰化市 

楊國安 建築師 楊國安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市 

陳賢秋 建築師 陳賢秋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縣頭份鎮 

涂金榮 建築師 金榮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縣苗栗市 

黃麗明 建築師 黃麗明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縣苗栗市 

陳明志 建築師 陳明志建築師事務所 新竹縣竹東鎮 

林松茂 建築師 林松茂建築師事務所 新竹市 

江重宜 設計師 江文淵建築師事務所   

薛惠兒 建築師 薛惠兒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屯區 

張榮杰 規劃師 展群園藝有限公司   

張義勝 景觀工程 原莊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朱信忠 建築師 朱信忠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北屯區 

王福君 建築師 王福君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北區 

陳信彰 建築師 陳信彰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 

李瑞琼 講師 東海大學景觀系   

楊文震 工務局 台中市政府工務局都市更新發展課   

洪宏和 工務局 台中市政府工務局都市更新發展課   

張錦榮 社區規劃師 海洋建築工作室   



高鼎翔 設計師 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   

李茂盛 建築師 李茂盛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 

葉建慈 景觀設計 葉泰利建築師事務所   

林鈴釧 景觀設計 葉泰利建築師事務所   

張見識 建築師 張見識建築師事務所 彰化縣員林鎮 

林大森 建築師 林大森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縣豐原市 

吳仕捷 設計師 廖偉立建築師事務所   

林旭志 建築師 林旭志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縣豐原市 

林賜郎 建築師 上驊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縣后里鄉 

郭永傑 副教授 逢甲大學建築學院建築學系   

黃文杰 建築師 黃文杰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 

黃宗喜 建築師 黃宗喜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縣大甲鎮 

陳佩瑜 講師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何肇喜 建築師 聯成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南區 

賴建名 建築師 賴建名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 

曾瑞宏 建築師 曾瑞宏建築師事務所   

徐立言 建築師 徐立言建築師事務所 新竹市 

李榮築 建築師 李榮築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縣苑裡鎮 

張薰和 建築師 張薰和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市 

李瑞昌 建築師 李瑞昌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市 

郭秋平 總務處 親民技術學院總務處營繕組   

連震岳 建築師 連震岳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區 

陳水金 建築師 陳水金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西區 

陳聖仙 建築師 虹雅資訊系統有限公司   

林沂品 研究員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所   

王秀芳 建築科 彰化附工主任   

宋松柏 設計師 蔡明宏建築師事務所   

王聖哲 研究員 台北科技大學永續環境與綠建築研發中心   

邱繼哲 研究員 台北科技大學永續環境與綠建築研發中心   

譚海韻 研究員 台北科技大學永續環境與綠建築研發中心   

戴介三 社區規劃師 台北科技大學永續環境與綠建築研發中心   

葉泰利 建築師 葉泰利建築師事務所   

葉水龍 建築師 葉水龍建築師事務所   

陳志遠 建築師 陳志遠建築師事務所   

王宏檳 建築設計 黃文杰建築師事務所   

王惠君 設計師 林國治建築師事務所   

賴美鈴 社區規劃師 昔物齋文化創作坊   

詹豐成 社區規劃師 昔物齋文化創作坊   

王盈富 設計師 翁壽生建築師事務所   

楊璦華 研究生 東海大學建築所   

謝佩珊 研究生 東海大學建築所   

黃淑敏 研究生 逢甲大學建築所   



劉惠琪 研究生 中原大學建築所   

許立樺 研究生 台中師院環境教育所   

葉昇達 研究生 台中師院環境教育所   

陳文忠 研究生 台中師院環境教育所   

黃雅雯 研究生 台中師院環境教育所   

周玫珍 研究生 台中師院環境教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