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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姓名 性別 類別 現職 職稱 學歷 專長(一) 內容(一) 專長(二) 內容(二)

1 中國文化大學 林元興 男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 都市環境統計學
利用統計學理論來探討在都市環境中所呈

現的情況及其應用
都市經濟學

利用經濟模型來解釋不動產

之供給需求在現實環境中所

呈現的情況並加以討論

2 中國文化大學 洪禾秣 女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景觀規劃設計
景觀規劃設計.環境與生態.都市環境規劃

設計.環境經營管理
人文藝術

環境藝術.都市社會.環境心

理.人文景觀.生活美學

3 中國文化大學 張效通 男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法令制度.都市規劃.都

市設計等
綠建築及生態城市

綠建築.生態城市.都市環境

分析等

4 中國文化大學 陳明竺 男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系主任兼

所長
哥倫比亞大學

都市理論與都市設

計
都市設計.都市計畫.都市規劃 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

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規劃分

析

5 中國文化大學 黃健二 男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 都市發展計畫 都市發展.土地利用.都市更新 都市設計
都市地區規劃設計.環境規劃

設計

6 中國文化大學 溫國忠 男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暨都市設計規

劃
建築設計.都市設計.都市規劃 空間防救災模擬評估

室內.建築.都市防災與救災

模擬與其效能評估

7 中國文化大學 溫琇玲 女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 日本大學
智慧建築與設施管

理
智慧建築與城市之規劃設計與評估診斷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

建築設備計畫與環境監測控

制技術

8 中國文化大學 詹添全 男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
建築 都市設計 土木 防災

9 中國文化大學 蔡德一 男 學校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 助理教授
University of

Colorado
都市計劃 土地利用規劃.交通運輸規劃.都市更新 景觀規劃 都市景觀規劃設計.都市設計

10 台中縣政府 張文華 男 業界專家 張文華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淡江大學 工學類 建築工程 工學類 營建管理

11 台中縣政府 許松 男 學校學者 朝陽科技大學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 土地開發、土地估價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法制

12 台中縣政府 解鴻年 男 學校學者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

畫學系
副教授 同濟大學 都市更新開發 都市計畫、產業分析 環境規劃

產業環境規劃、環境規劃與

設計

13 台中縣政府 洪裕勝 男 學校學者 靜宜大學
副教授兼

系主任
美國紐奧良大學

財務管理、投資分

析
財務管理、投資分析 NULL 都市計畫

14 玄奘大學 花敬群 男 學校學者 玄奘大學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住宅經濟與政策 NULL 不動產市場分析 NULL

15 成功大學 陳彥仲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

系
教授 美國西北大學 都市計劃 住宅經濟.都市經濟.產業分析.土地開發 運輸規劃 運輸規劃.運輸經濟

16 成功大學 曾憲孄 女 學校學者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

系
助理教授 東京大學

都市更新(都市再

生)
重視歷史保存的更新模式 都市設計 結合歷史保存的都市設計

17 成功大學 鄒克萬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

系

教授兼系

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 都市計劃 都市計劃 NULL NULL

18 東海大學 郭奇正 男 學校學者 私立東海大學 副教授 台灣大學 文化學類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 工學類 都市計畫、開發審議

19 東海大學 楊友仁 男 學校學者 私立東海大學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都市社會學 NULL NULL 都市規劃理論

20 東海大學 鄭斐文 女 學校學者 私立東海大學 助理教授 蘭卡斯特大學 文化研究 台灣文化、性別文化 性別研究 性別研究

21 東海大學 蘇睿弼 男 學校學者 私立東海大學 助理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 文化學類 文化資產調查、保存與再利用 工學類
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開發

審議

22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學會 吳聖洪 女 業界專家 聖洪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國立台北科技大

學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規劃及審議 NULL NULL

23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學會 李嘉明 男 業界專家
環泥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顧問 國立台灣大學 都市計畫設計 都市交通、都市規劃、土地開發 建築管理

營建規劃、營建管理、建築

規劃

24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學會 張長海 男 業界專家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理事、技

師

國立台灣科技大

學
工學類土木工程

道路橋涵之規劃、設計、施工、監造、鑑

定、調解、仲裁、營建管理
工學類建築工程

建築物之結構設計、施工、

監造、鑑定、調解、仲裁、

營建管理

25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學會 戚雅各 男 業界專家 戚雅各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國立台灣大學 工學類建築工程 都市更新、綠營建 工學類都市計劃 都市設計

26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學會 莊孟翰 男 學校學者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 副教授 文化大學 不動產投資與經營
不動產景氣分析、不動產投資與經營、不

動產管理
行銷學

行銷策略、產品定位、產品

再定位

27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學會 陳光雄 男 業界專家
台北市土地資源發展協

會
理事長

美國奧克拉荷馬

大學
工學類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建築管理、都市更新 NULL NULL

28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學會 陳金令 男 業界專家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

學會
理事長 南京大學 工學類建築工程 綠建築、景觀設計 工學類都市計劃 都市更新

29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再生學會 陳澤修 男 業界專家 陳澤修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 台灣科技大學 工學類建築工程 建築設計、綠建築、都市更新 景觀學類景觀規劃 景觀設計

30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李俊發 男 業界專家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總經理 國立中興大學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與財務計畫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法規.

整體規劃與申請實務(含開

發方式及財務可行性評估)

31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陳文吉 男 業界專家 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國立台灣科技大

學
建築設計 建築規劃設計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案規劃設計

32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陳銅溪 男 業界專家 第一銀行埔墘分行 經理 國立中興大學 地政 地政.都市計畫.都市更新 金融 融資.財務分析

33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陳諶 男 業界專家
遠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

所
所長

淡水工商管理專

科學校
不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財務規劃 NULL

土地.建物.權利及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估價

34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黃志桐 男 業界專家 漢皇開發,千瑞營造
總經理.董

事長

國立台北科技大

學
土木 營建工程管理.規劃及執行 建築開發 建築土地開發.建築管理

35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黃潘宗 男 業界專家 黃潘宗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淡江大學 建築設計 建築規劃.設計.法規檢討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實務.規劃

36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詹肇裕 男 學校學者 華夏技術學院建築系 副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

學
建築設計 建築及環境規劃設計.綠建築設計及評估 建築環境控制

建築節能設計.再生能源利

用.建築物理及設備計畫



37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蔡仁捷 男 業界專家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專

案管理

社區開發.集合住宅.高層住宅.廠辦大樓規

劃.設計.監造
都市更新法令實務所.理論

都更事業計畫(事業概要.事

業計畫.權利變換.整建維護)

38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蔡錦宗 男 業界專家 蔡錦宗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設計 建築規劃設計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企劃.整合.財務分

析.投資報酬率電腦程式計

算.地主分配電腦程式統計

39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蘇許輝 男 業界專家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執行副總

經理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 土地規劃.都市更新 NULL NULL

40 政大地政系 丁秀吟 女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助理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土地利用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土地重劃.都市更新 NULL NULL

41 政大地政系 白仁德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副教 國立臺灣大學 運輸規劃 運輸規劃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42 政大地政系 林子欽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副教

授
英國瑞汀大學 土地市場 地價理論與實證 不動產估價

爭訟估價.課稅估價.徵收補

償估價

43 政大地政系 孫振義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助理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綠色建築.環境控制 都市設計

都市環境.景觀設計.生態城

市

44 政大地政系 徐世榮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兼任

系主任

美國德拉威爾大

學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之相關內容及擬定變更之過程 土地政策

土地問題之定義及分類.土地

政策之擬定,執行及評估

45 政大地政系 張金鶚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教授
美國賓夕尼亞大

學
都市經濟與計畫 都市經濟與計畫

住宅與土地政策/房地產投資與

財務分析

住宅與土地政策/房地產投資

與財務分析

46 政大地政系 陳立夫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教授 日本神戶大學 土地法 土地法 都市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

47 政大地政系 陳奉瑤 女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副教 國立政治大學 估價 不動產估價.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NULL NULL

48 政大地政系 蔡育新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助理

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 都市計畫

交通與土地使用規劃(TOD,智慧型成長).都

市規劃(通盤檢討,生態都市)
NULL NULL

49 政大地政系 顏愛靜 女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 專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國土規劃
國土與區域規劃.農村綜合計劃與發展.國

土綜合發展規劃專題研究
資源經濟

土地資源概論.土地資源經濟

研究.制度經濟分析.共同財

產資源治理專題研究

50
政大地政系/社團法人台灣都市

再生學會重覆推薦
賴宗裕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教授

美國賓夕法尼亞

大學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與機制 土地開發

土地開發、不動產開發、都

市更新

51 苗栗縣政府 王銘國 男 業界專家 王銘國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國立成功大學 工學類 社區規劃與建築設計 景觀規劃 城鄉景觀規劃設計

52 苗栗縣政府 巫明松 男 學校學者 中華大學 講師(兼任)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畫 規劃.擬訂變更.通檢.都市更新 建築工程 規劃.設計.施工.驗收.管理

53 苗栗縣政府 黃文忠 男 業界專家 苗栗建築開發商業公會 理事長 萬能科技大學 建築規劃 設計評估.整體開發願景 NULL NULL

54 桃園縣政府 文祖湘 男 學校學者 開南大學觀光系所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 都市計劃

都市更新與防災.都市與區域規劃.通盤檢

討.都計法規.都市土地利用.風景特定區規

劃設計

環境規劃管理

遊憩區環境規劃.遊憩服務設

施建築計畫.城鄉風貌與農市

地重劃.都市更新與防災計

畫.都市設計

55 桃園縣政府 林曉薇 女 學校學者 中原大學 助理教授 英國愛丁堡大學 文化資產保存 產業遺產再利用.文化景觀 景觀規劃與設計 城鄉規劃.建築設計

56 桃園縣政府 張馨文 女 學校學者 中華大學
副教授兼

系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 都市計劃 都市設計.都市更新.社區規劃 觀光規劃 休閒遊憩規劃.景觀規劃

57 桃園縣政府 黃俊銘 男 學校學者 中原大學
專任副教

授
日本東京大學

建築史論與古蹟修

復
台灣建築都市史與文化資產保存實務 建築設計與規劃

產業遺產保存再利用與都市

更新

58 桃園縣政府/基隆市政府重覆推 李欽漢 男 學校學者 文化大學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都市更新 理論與實務應用 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計畫 政策.規劃.變更及審議

59 桃園縣政府/銘傳大學重覆推薦 王价巨 男 學校學者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Columbia

University
都市計畫

都市規劃與都市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永續

發展
都市防災 災害及風險管理

60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丁致成 男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國立台灣大學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都市

更新計畫、更新地區調查評估、都市更新

法令制度研究

不動產財務評估 NULL

61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何芳子 女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顧問

日本國立御茶水

女子大學
都市更新 計畫研擬、策略研提與日本專業技術交流 都市計畫

計畫研擬、策略研提與日本

專業技術交流

62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林益厚 男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顧問 東海大學

區域計畫與發展、

都市計畫、國民住
政策研提與指導、國際專業技術交流 環境與生態

政策研提與指導、國際專業

技術交流

63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林雲鵬 男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主任 台灣大學 都市更新

更新審議、更新規劃、公辦更新、更新財

務
建築及景觀設計

都市設計、建築規劃、建築

設計、景觀設計

64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張志湧 男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主任 私立東海大學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及土地相關法規、權利變換擬定

與執行、都市更新社區工作
建築設計

建築法令檢討、建築計畫、

都市設計、建築測量

65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陳松森 男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副執行長

美國加州聖荷西

州立大學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

變換計畫、公辦更新
土地開發

權利計算、權利人協議、開

發契約

66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麥怡安 男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事業與權利變換研究規劃之理論

與實務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縣市綜合規劃、

土地開發與管制

67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錢奕綱 男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主任

中興大學法商學

院（國立臺北大

學）

都市更新
更新審議、更新規劃、公辦更新、更新財

務
規劃案財務評估

不動產開發財務評估、招商

財務

68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蘇士豪 男 業界專家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NULL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更新

單元劃定、協調說明、更新財務、計畫審

議
建築設計

建築計畫、都市設計、更新

與建築法令檢討

69 國立交通大學 林昌佑 男 學校學者 國立交通大學 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 結構
結構力學分析.營建業電子化應用.電腦輔

助工程
NULL NULL

70 國立交通大學 翁正強 男 學校學者 國立交通大學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 土木工程 營建工程.結構工程 NULL NULL

71 國立交通大學 單信瑜 男 學校學者 國立交通大學 副教授
美國德州奧斯汀

校區
大地工程 環境地工.水文地質 災害防救 災害管理.環境管理



72 國立交通大學 黃玉霖 男 學校學者 國立交通大學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
營建管理

專案管理.營建財務.公共建設投資與民營

化
建築工程與設計 營建施工.建築設計

73 國立交通大學 趙文成 男 學校學者 國立交通大學 副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 結構
結構分析與設計.工程品質.結構火害.電子

商務.工程監/檢冊.自充填混凝土.養護混凝
工程管理

工程品質.勞工安衛.都市更

新

74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賴碧瑩 女 學校學者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不動產經營系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地政 不動產開發.不動產估價 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規劃.住宅經濟

75 基隆市政府 蘇瑛敏 女 學校學者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76 崑山科技大學 姚希聖 男 學校學者 崑山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
都市規劃.都市及區域經濟.土地開發.環境

規劃與影響評估
不動產經營與管理

不動產投資與開發.不動產經

濟學.土地經濟學

77 崑山科技大學 胡學彥 男 學校學者 崑山科技大學
專任副教

授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

都市及區域計劃法規分析.土地開發與管

制.都市更新
交通運輸規劃

運輸規劃.交通衝擊影響分

析.計畫評估

78 崑山科技大學 陳肇堯 男 學校學者 崑山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學類 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 觀光事業 休閒與遊憩規劃

79 逢甲大學 王大立 男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副教授 賓夕尼亞大學 都市更新 土地使用.交通運輸.都市計畫 財務分析 財務可行性分析.權利變換

80 逢甲大學 林富淞 男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副教授
日本國立京都大

學
都市更新相關教學 調查.研究.規劃.設計 文化創意產業及歷史保存 調查.研究.規劃.設計.施工

81 逢甲大學 邱景升 男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副教授兼

系主任

澳洲新南威爾斯

大學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國土規劃.都市防災.都市更新.都

市設計
測量與空間資訊

空間與地理資訊.衛星定位測

量.環境變遷監測

82 逢甲大學 張梅英 女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與都市計畫
土地政策與法規.土地利用與規劃.不動產

市場分析與估價.土地經濟學.住宅問題研
領導力與潛能開發

領導與激勵.溝通與人際關

係.潛能開發

83 逢甲大學 莊瑞洪 男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講師
中興大學法商學

院
都市計畫

都市土地使用計畫.土地開發及管制.都市

計畫實務.都市更新
NULL NULL

84 逢甲大學 許少華 男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教授 University of Iowa 河川溪流 都市藍帶之水文水理與生態 地下水 地下水汙染與地下水水資源

85 逢甲大學 郭錦津 女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副教授 澳洲雪梨大學
全球暖化與綠色環

境設計

全球暖化.綠建築.環境教育.水岸環境規劃.

水岸都市.都市水景.生態水池研究.環境與

健康.社區營造

世界建築史.老人住宅 都市尋路行為與認知地圖

86 逢甲大學 陳上元 男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與環境規畫設

計

智慧化居住空間.可調適性建築.自主性建

築.C2C建築.綠色科技建築.環境規劃設計.

生質能源實作

電腦輔助設計

人工智慧代理者應用.模糊理

論應用.數位設計,評估與製

造.網路教學平台.互動介面

87 逢甲大學 曾亮 男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保存領域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綠色能源領域
建物外殼節能.綠建築.永續

環境認知

88 逢甲大學 賴美蓉 女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

大學
都市更新法令制度 都市更新相關法規.社區參與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計畫

都市更新計畫審議.更新地區

規劃

89 逢甲大學 謝政穎 男 學校學者 逢甲大學
專任副教

授

University of

Southern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都市土地使用規劃.都市交通計

畫.都市資訊系統
景觀規劃

環境規劃與設計.建築計畫.

建築工程.景觀工程

90 雲林縣政府 余光華 男 業界專家
光華都市計畫技師事務

所
負責人 國立臺灣大學 都市計畫 國土之調查.研究.評估.規劃及設計監造 不動產開發 土地.建築.設施之開發建設

91 雲林縣政府 張義權 男 業界專家
台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中國文化大學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92 雲林縣政府 梁又文 男 公務人員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

處
組長 國立政治大學

法政及不動產經營

管理
都市更新.不動產投資與土地利用開發 都市計畫及建築工程

都市及區域規劃.都市設計.

營建法規

93 雲林縣政府 黃敏修 男 業界專家
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NULL 淡江大學 都市更新及開發

更新計畫規劃.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市

地重劃,區段徵收等)
都市及區域規劃

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開發.

都市設計及整體開發評估

94 新北市政府 何德富 男 公務人員
台北縣都市更新審議委

員會
委員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畫 規劃.法令.審議 建築設計 國宅興建.管理.法令.財務

95 新北市政府 卓輝華 男 業界專家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

事務所
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 不動產估價 NULL 房地產投資分析 NULL

96 新北市政府 涂智益 男 業界專家 筑地綜合設計有限公司 總經理
日本東京農業大

學
景觀 都市景觀.社區發展.計劃分析 觀光

資源規劃.遊憩管理.導遊實

務

97 新北市政府 張邦熙 男 公務人員
台北縣都市更新審議委

員會
委員 淡江大學 土木 土木 都市計畫技術 都市計劃技術

98 新北市政府 張榮春 男 業界專家 榮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國立台灣科技大

學
財務管理 財務分析.會計審計.成本規劃分析與控制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財務規劃.權利變換

財務分析

99 新北市政府 陳耀東 男 公務人員 台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代理局長 國立中興大學 都市計劃
都市計畫規劃.非都市土地規劃.地政與土

地開發及取得.都市計畫與地政相關法令
NULL NULL

100 新北市政府 陸金雄 男 學校學者 淡江大學 副教授
巴黎國立建築學

院
都市 都市更新.都市設計 建築 建築設計.建築史

101 新北市政府 黃明達 男 業界專家
逢達不動產開發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中央警察大學 法律

民法.土地法規.行政法及都市更新.融資.信

託等法規
都市更新規劃

土地開發分析.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擬定

102 新北市政府 楊逸詠 男 業界專家 大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 日本東京大學 建築設計 NULL 都市規劃設計 NULL

103 新北市政府 簡連貴 男 學校學者 國立海洋大學
教授兼系

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

大地與土木水利工

程

基礎工程與土壤動力.土壤液化.都市防災.

自然災害防治.邊波穩定
土地利用與國土規劃

土地開發利用與管理.都市與

區域計畫.國土空間規劃與管

理.都市更新

104 新北市政府 張能政 男 業界專家
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

事務所
所長 國立台北大學 不動產估價 權利變換估價 不動產投資與市場分析

不動產投資財務分析.不動產

市場分析.

105
新北市政府/社團法人台灣都市

再生學會重覆推薦
林旺根 男 業界專家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

國聯合會

名譽理事

長
省立宜中 地政法務

土地登記條例法制化研究(內政部委託)、

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實用權益、不動產經

紀法制實用權益、不動產稅法有機書及合

建。預售法律實務等書(均由永然出版社

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法規實用



106 輔仁大學 張瑋如 女 學校學者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 助理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 景觀 景觀規劃設計.都市設計 建築
綠建築與永續環境.自然通

風.再生能源

107 輔仁大學 顏亮一 男 學校學者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 助理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
都市規劃 都市形態與經濟發展.區域發展 文化地景研究

歷史性地景規劃保存.社區規

劃

108 營建署 柯茂榮 男 公務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
技正兼辦

科長
國立中央大學 都市更新 規劃 都市更新 專案管理

109 營建署 孫思俐 女 公務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 科長 英國瑞汀大學 都市更新 NULL 都市計畫 住宅資訊、生態都市

110 營建署 郭秋福 男 公務人員 退休(公務人員)
退休(副組

長)
文化大學 都市更新 NULL 住宅建設 不動產、國民住宅建設

111 營建署 廖耀東 男 公務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 副組長 國立中興大學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相關法規研(修)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幕僚作業
NULL NULL

112 營建署 蘇崇哲 男 公務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 副組長
中興大學法商學

院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法規

修訂
新市鎮建設

都市規劃、都市設計、財務

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