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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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區 

林明毅 建築師 林明毅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縣淡水鎮 

羅志鑑 建築師 羅志鑑建築師事務所 宜蘭市 

梁貞誠 建築師 梁貞誠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 

黃崇義 設計師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吳明亮 建設局 宜蘭縣政府建設局 宜蘭市 

高松根 社區規劃師 牛稠頭文化工作室 台北縣汐止市 

簡國昌 冷凍空調技師 周祖珍建築師事務所 桃園市 

鄭進山 龍華科大總務長 龍華科技大學 桃園縣龜山鄉 

謝立亭 工程顧問公司 珍宇設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章聖雄 建築師 章聖雄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 

樓琦庭 規劃師 珍宇環境規劃工作室 台北市大安區 

朱錦忠 副教授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基隆市 

劉華嶽 助理教授 南亞技術學院建築系 桃園縣中壢市 

許玄明 建築師 許玄明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蔡金龍 建築師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洪慧琛 規劃師 洪迪光建築師事務所 臺北市 

許華萱 規劃師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臺北市 

蘇雅玲 規劃師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台北市 

林伯釗 研究生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研究所 台北市士林區 

徐宜歆 研究生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研究所 台北市士林區 

邱昱淂 研究生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研究所 台北市士林區 

徐文哲 建築師 徐文哲建築師事務所 桃園市 

陳銀河 建築師 陳銀河建築師事務所 桃園市 

陳永振 建築師 陳永振建築師事務所 桃園縣蘆竹鄉 

王曉磊 建築師 大山建築師事務所 桃園市 

林長勳 建築師 林長勳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縣永和市 

陳海島 土木技師 華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林坤正 社區規劃 新光醫院 台北市士林區 

陳翠華 社區規劃 太玥工作室 台北市 

陳鴻明 建築師 陳鴻明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蘇宣如 研究生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台北市大安區 

葉俊榮 建築師 葉俊榮建築師事務所 花蓮市 

陳永富 建築師 台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劉同誠 建築師 劉同誠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楊煌進 建築師 楊煌進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江莉琪 景觀設計 台旌景觀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羅明峰 建築師 羅明峰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陳志庸 建築師 陳志庸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簡明輝 景觀規劃 土埆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縣龍潭鄉 

林依璇 景觀設計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林献瑞 建築師 林献瑞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建宏 建築師 集禾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桂蘭 藝大總務處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台北市北投區 

江式鴻 建築師 江式鴻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張志龍 規劃師 陳銀河．陳德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陳木壽 建築師 陳木壽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章瑞 社區規劃 陳章瑞社區規劃工作室 台北市 

崔懋森 建築師 崔懋森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謝雨潔 高中實習教師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地理科   

吳文雄 助教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台北市 

周祖珍 建築師 周祖珍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縣新店市 

張芳琴 社區規劃 內湖庄社區規劃師工作團隊 台北市內湖區 

許華山 建築師 許華山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 

孫勝輝 建築師 孫勝輝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陳金令 建築師 陳金令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林義翔 建築師 林義翔建築師事務所 宜蘭縣五結鄉 

邱進發 建築師 邱進發建築師事務所 宜蘭縣五結鄉 

莊璨年 建築師 璨年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俊芳 建築師 陳俊芳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文山區 

黃銘斌 建築師 黃銘斌建築師事務所 花蓮市 

江星仁 建築師 江星仁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魏漢陽 建築師 魏漢陽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文吉 建築師 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縣板橋市 

蔡姿宜 景觀設計 內海設計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許景東 建築師 許景東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 

蔡淑惠 研究生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花蓮市 

陳貞彥 建築師 陳貞彥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呂欽文 建築師 呂欽文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縣永和市 

王淑惠 社區規劃 怡然自得人文生態工作室 新竹縣竹東鎮 

潘永榮 建築師 潘永榮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林宜德 社區規劃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台北市大安區 

吳毓昌 建築師 吳毓昌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李岳軍 建築師 李岳軍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葉昭甫 土木技師 前鋒營造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 

王麗娟 社區規劃 台北市大同社區大學 台北市文山區 

鄭幸美 副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台北市 

施俊偉 建築師 施俊偉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盛啟義 建築師 盛啟義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李柏蒼 建築師 李柏蒼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 

林秀謙 建築設計 李柏蒼建築師事務所 台中市 



余煥謀 建築師 余煥謀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縣頭份鎮 

林二龍 專任講師 蘭陽技術學院建築工程系 宜蘭縣頭城鎮 

洪迪光 建築師 洪迪光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古碧鴻 簡任技正 中央研究院 台北市南港區 

連宏基 建築師 連宏基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 

曾品杰 建築師 祐生環控研究中心 台南市 

耿美惠 景觀設計 境觀設計有限公司 台北縣淡水鎮 

李彥頤 建築師   台南市 

溫志偉 研究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都所 台北市 

邵文政 專任講師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都所 台北市 

陳家鋒 研究生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台南市 

劉東楊 研究助理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台北市 

黃慧美 建築設計 林志崧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星皓 建築師 陳星皓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 

施柏宇 研究生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台南市 

黃貞燕 研究助理 祐生環控研究中心 台南市 

朱容兩 建築師 朱容兩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炳宏 環境規劃 蒔春空間景觀總合事務所 台北市 

張立寧 研究助理 成大建築祐生還控研究中心 台南市 

張艷洲 技正助理 台北市立動物園 台北市 

馮文信 協理 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郭建志 工程師 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 台北縣新店市 

黃詠仁 工程師 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 台北縣新店市 

鄭憶穎 工程師 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 台北縣新店市 

張裕隆 工程師 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 台北縣新店市 

劉君毅 研究生 陳慶銘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張建鈞 研究生   台北市 

黃丞輝 研究生   台北市信義區 

林承陽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大安區 

陳寶盛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大安區 

陳清楠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大安區 

洪嘉宗 研究生 蕭家福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楊力東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中市 

林葳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 

吳惠萍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 

吳啟哲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 

詹肇裕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 

盤莉娟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縣 

李孟杰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 

何昆錡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 

廖明誠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 

林晏旬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 台北市 



陳芳瑜     台北市 

張振隆   吳瑞榮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張仲良 建築師 張仲良建築師事務所 苗栗縣頭份鎮 

徐以倫 規劃設計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龔紋莎 規劃設計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王怡勛 都市計畫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宋苾璇 建築設計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懿欣 規劃設計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翁鵬傑 建築師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蔡俊賢 規劃設計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呂玉玲 建築設計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宋秉錡 建築設計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許智偉 規劃設計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陸昭雄 建築設計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陳以凡 建築師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 

林郁文 學生 輔仁大學   

陳柏豪 規劃設計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李亦豐 規劃設計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