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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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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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東
區 

吳昇勳 建築師 吳昇勳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新化鎮 

周俊良 建築師 周俊良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新營市 

黃文鴻 建築師 黃文鴻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 

沈奎良 建築師 解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安平區 

王志賢 建築師 王志賢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黃正雄 建築師 黃正雄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縣鳳山市 

曾瑞宏 建築師 曾瑞宏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林本 建築師 林本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新營市 

蔡鐘淵 建築師 蔡鐘淵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 

郭書勝 建築師 郭書勝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 

侯盛雄 建築師 侯盛雄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新營市 

陳加全 建築師 陳加全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許崇堯 建築師 許崇堯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杜瑞良 建築師 杜瑞良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安平區 

方奕傑 建築師 方奕傑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新興區 

謝明營 建築師 謝明營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歸仁鄉 

陳銘俊 建築師 陳銘俊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林澄清 建築師 林澄清建築師事務所 屏東市 

周光宙 建築師 鴻達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王漢瑞 建築師 王漢瑞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羅必達 建築師 羅必達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蘇啟東 建築師 蘇啟東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陳新目 建築師 陳新目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前金區 

鄭純茂 建築師 鄭純茂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前金區 

黃連進 建築師 黃連進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縣岡山鎮 

陳以勒 建築師 陳以勒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前鎮區 

王立人 建築師 王立人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鄭武雄 建築師 鄭武雄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梁志強 建築師 梁志強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麥仁華 建築師 麥仁華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鼓山區 

林清進 建築師 築耀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陳嘉晉 建築師 陳嘉晉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蘇有德 建築師 蘇有德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縣鳳山市 

蔡智充 建築師 蔡智充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林兆群 建築師 林兆群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鼓山區 

楊欽富 建築師 揚欽富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徐敏斯 建築師 徐敏斯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永康市 

徐郁富 建築師 徐郁富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 



葉世宗 建築師 葉世宗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南區 

陳國彬 建築師 陳國彬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新營市 

黃國彰 建築師 黃國彰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永康市 

林和慶 建築師 林和慶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東區 

劉木賢 建築師 劉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 

林吉良 建築師 林吉良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 

吳文助 建築師 吳文助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縣路竹鄉 

陳榮田 建築師 陳榮田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佳里鎮 

歐文雄 建築師 歐文雄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西區 

孫永吉 建築師 孫永吉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永康市 

吳崇彥 建築師 吳崇彥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 

張益得 建築師 蔡瑞益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新興區 

商彰介 建築師 商彰介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西區 

曾亮 建築師 曾亮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李全發 建築師 李全發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賢北街 

郭鴻鑾 建築師 郭鴻鑾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 

黃志瑞 建築師 黃志瑞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永康市 

張桂鳳 建築師 正浥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縣鳳山市 

呂明憲 建築師 呂明憲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縣新營市 

朱文明 建築師 朱文明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陳旭彥 建築師 陳旭彥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劉瑞豐 建築師 劉瑞豐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 

郭俊沛 建築師 郭俊沛建築師事務所 南投縣草屯鎮 

張瑪龍 建築師 張瑪龍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 

許志義 建築師 許志義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 

戴曄 建築師 戴曄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 

魏美琪 建築師 狄斯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粘永吉 建築師 日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永康市 

許英毅 建築師 許英毅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鹽埕區 

鄭淑如 建築師     

陳碧如 建築師     

李旋旗 建築師 李旋旗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吳威德 建築師 吳威德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左營區 

劉聰慧 社區規劃師 原生設計顧問工作室 高雄市 

許婉珍 社區規劃師 祐生環控研究中心 高雄市 

陳智帆 社區規劃師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台南市 

許智堯 社區規劃師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高雄市楠梓區 

曾摯超 社區規劃師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高雄市楠梓區 

饒雅琳 社區規劃師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台南市 

張芳榮 空間規劃 君瀚空間規劃有限公司 台南市 

阮漢城 室內設計 般若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永康市 

黃琳琳 室內設計 般若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 



陳太欣 室內設計 般若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翁邦銘 室內設計師 曾啟川、張甡壽建築師聯合事務所 台南縣永康市 

黃景南 校園規劃 高雄醫學大學創意校園規劃小組 台南縣佳里鎮 

劉子瑞 校園規劃 高雄醫學大學創意校園規劃小組 高雄市三民區 

林光浩 規劃師 陳嘉晉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朱宏鈞 規劃師 郭文雄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 

劉成仁 規劃設計 東霖園藝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 

李侑達 景觀設計師 新故鄉環境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 

林士欽 景觀設計師 三生工坊環境設計事務所 台南市 

劉仁揚 園藝 漢庭園藝材料事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 

曾忠文 工安管理師 義守大學 高雄縣大樹鄉 

陳寬哲 工安管理師 義守大學 高雄縣大寮鄉 

傅曾文 工安管理師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高雄縣大樹鄉 

羅燦宏 品管工程師 羅燦博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楠梓區 

王志清 國小教師 高雄縣大寮鄉昭明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吳啟瑞 國中教師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高雄市楠梓區 

連憶菁 實習教師 岡山農工建築科   

盧正義 工務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高雄市 

黃益雄 工務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高雄市 

劉秋平 工務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高雄市 

王耀南 工務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高雄市 

潘麗玫 工務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高雄市 

張清池 工務局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高雄市苓雅區 

胡金秀 工務局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台南市 

陳怡惠 工務局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台南市 

陳君達 工務局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台南市 

梁瑞展 工務局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台南市 

黃東海 工務局新工處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台南市 

陳嘉琳 城鄉發展局 台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台南市 

簡嘉億 建設課技士 民雄鄉公所建設課 高雄市苓雅區 

洪金耀 新工處副處長 高雄市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嘉義縣民雄鄉 

林芳銘 副教授 高苑技術學院建築學系 高雄縣路竹鄉 

陳世杰 講師 義守大學 高雄縣大樹鄉 

吳學明 講師 立德管理學院 台南市 

朱文輝 土木技師 勝群土木技師事務所 高雄縣大寮鄉 

莊聰益 講師 大漢技術學院 花蓮縣新城鄉 

高立信 土木技師 高立信土木技師事務所 台東市 

陳俐親 社區發展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