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單位 姓名 性別 最高學歷 現職 專長1 專長2 專長內容1 專長內容2

1 交通大學 曾仁杰 男
美國密西根 大學安娜堡分校營

建工程與管理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系教授 營建管理 智慧生活科技應用 工程進度規劃與控制 智慧型動裝置於工程與管理之應用

2 東海大學 郭奇正 男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都市史 空間的政治經濟學 集合住宅 stratification / sentrificstion

3 東海大學 蘇睿弼 男 東京大學建築學專攻工學博士 東海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
都市型態研究

與都市設計

地方創生與都市再

生

都市發展變遷過程與都市空間規劃與設

計

空間、產業與社區(社群)協力下的

地方創生與都市再生

4 東海大學 曾瑋 男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UK) Architecture碩士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都市計畫 建築工程

交通規劃、人本交通、通用設計、公共

住宅、生態景觀、公園規劃、公共設

施、公共藝術

空間設計、建築構造、校園規劃、

停車設施、運動設施、照明

5 淡江大學 林珍瑩 女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系

博士
淡江大學副教授 都市規劃 建築設計 韌性城市評估/韌性設計 空間設計

6 淡江大學 范素玲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營建管

理組博士

淡江大學副教授兼工程法律研

究發展中心主任
營建管理

工程法律與履約管

理
工程專案進度及成本整合管理

工程履約管理、國際契約與爭議處

理索賠

7 內政部營建署 王東永 男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 營建署主任秘書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 測量、規劃

8 內政部營建署 王武聰 男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 營建署都市更新組組長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法規，都市更新規劃 危老重建

9 內政部營建署 林佑璘 女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

究所碩士
營建署都市更新組簡任技正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法規，政策，執行 都市計畫法規

10 內政部營建署 黃哲賢 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都

市計畫碩士
營建署都市更新組簡任技正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法規、政策、執行 都市計畫、危老重建

11 內政部營建署 林純如 女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士 營建署都市更新組科長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法規

12 內政部營建署 徐子宏 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

究所碩士
營建署都市更新組秘書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相關法令及政策研析，都市更

新規劃及都市更新事業案(事業概要，

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及審議

13 內政部營建署 周宜強 男 美國南加州大學都市計畫系博士 逢甲大學督資系副教授(退休)
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
都市更新

14 內政部營建署 賴美蓉 女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資源發展-

都市研究博士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

學系教授
都市更新

都市與區域計畫法

令與制度
都市更新實務、法令、政策 都市計畫法規、都市規劃實務

15 內政部營建署 陳淑美 女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住宅經濟與政

策
不動產投資

16 內政部營建署 彭建文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
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

境系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市場分析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都市更新審議

不動產市場供需分析與預測、景氣

分析

都市更新評選委員建議名單資料庫(110.12.21-112.12.20)

A-學校

B-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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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內政部營建署 蘇瑛敏 女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都市更新 都市規劃設計

18 內政部營建署 陳雅萍 女 台灣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學士 勤遠法律事務所 法律 消費爭議 都市更新審議公寓大廈管理建築法規等 包含但不限於房屋交易糾紛等

19 內政部營建署 曹奮平 男 美國加州研究大學都市計畫博士
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都市計畫 不動產開發及管理 都市更新、土地使用及管理、都市設計

開發評估、財務資金分析、營建管

理

20 內政部營建署 蔡志揚 男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宏道法律事務所律師 都市更新 不動產法與行政法 法令與政策、契約與訴訟 法規與訴訟實務

21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柯茂榮 男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副執

行長
都市更新 土木工程 都市更新法規、政策 施工、營管

22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林啟賢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組長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法令研析、財務分析、產權處理、合約

擬議

政策研析、社區營造、地方創生、

國土計畫

23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曹明炫 男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研究

所碩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組長 都市更新規劃 運輸規劃

單元劃定、事業概要、事業計畫、權利

變換計畫之研擬及申核
運輸規劃、(交通)可行性分析

24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洪敬哲 男 中原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組長 都市更新 法律 都市更新開發、招商策略研擬 都市計畫法、行政程序法

25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林銘峰 男 淡江大學建築系建築設計組碩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組長 都市更新 建築設計 都市更新、開發整合 法規競合、容獎設算

26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許國璋 男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研究

所碩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組長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 計畫變更、土地開發、財務分析 法定程序、權利變換、開發策略

27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張方瑩 女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副組

長
不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危老重

建
各類型不動產價值評估

權利變換價值評估、不動產投資分

析

28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陳遜菁 女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副組

長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變更、整體開發規劃

29 新北市政府 郭淑雯 女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士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副局長 公產管理
公地行政管理、土地利用、市地更新開

發等

30 新北市政府 盛筱蓉 女 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系碩士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處長 建築工程 都市計畫 建築設計、建築管理 都市更新

31 新北市政府 林育全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
冠霖不動產顧問(股)公司總經

理

都市更新整合

規劃
不動產專案顧問 都更案開發評估、規劃顧問、整合協商

政府委辦案企劃執行、建案專案管

理

32 新北市政府 凃靜妮 女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都市計畫 交通運輸
土地使用、都市更新、都市經濟學、都

市設計
交通運輸規劃、重大運輸事故調查

33 新北市政府 董娟鳴 女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副教授
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環境規

劃設計

34 新北市政府 張雨新 男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 張雨新律師事務所律師 都市更新 不動產爭議處理 都市更新法制與實務 不動產爭議事件處理

35 新北市政府 陳麗玲 女
台灣大學政治系高階公共行政碩

士
寬信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律師 仲裁人 民、刑事、行政訴訟 商務仲裁

36 新北市政府 汪俊男 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都市暨區域

計畫研究所碩士
容正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建築工程 都市計畫 建築設計、營建(專案)管理 都市設計、都市更新

37 新北市政府 洪廸光 男 同濟大學都市計劃暨設計博士 洪迪光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
建築相關法規、防火避難性能設計、都

市及建築防災
營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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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北市政府 江晨仰 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

所碩士

中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建築事

務所所長
不動產估價 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各類不動產價格評

估
機械、模具、存貨等

39 新北市政府 張能政 男 國立臺北大學地政系碩士
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土地開發實務 不動產市場分析、不動產財務分析

不動產開發可行性分析、都市更新

估價

40 新北市政府 陳玉霖 男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在職專班

管理學碩士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 市場分析及各類型房地產估價 權利變換及權利價值評估

41 桃園市政府 盧維屏 男
科羅拉多大學建築與都市研究所

碩士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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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桃園市政府 劉振誠 男
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

士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法令制度、都市

設計、土地利用

43 桃園市政府 歐政一 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暨都市計畫學

系碩士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任秘

書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法令制度、都市

規劃、都市設計、土地利用

44 桃園市政府 莊敬權 男
國立臺北技術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處長 土木工程 都市計畫 土木工程 都市計畫

45 桃園市政府 陳瑛琺 男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總工程

司
土木工程 建築工程

土木、景觀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品質管

理
建築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品質管理

46 桃園市政府 賴芳美 女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工學

士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副總工

程司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47 台中市政府 賴俊呈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規劃組

碩士
賴俊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都市更新規劃 建築規劃設計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評估及規劃及相關法

令檢討
建築規劃及相關法令檢討

48 台中市政府 何彥陞 男 台北大學不動產城鄉學系博士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

49 台中市政府 張志湧 男 東海大學建築系學士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主任

都市更新法規

及實務
建築規劃與設計 都市更新法規、社區協商 建築法規、建築產品定位

50 台中市政府 黎淑婷 女 澳洲Swinburne大學設計學院博士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教授兼

院長
建築整合 建築感知 建築企劃、規劃 建築回應自然、感知

51 嘉義縣政府 周士雄 男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副教授
都市及區域計

畫
環境規劃與設計

都市土地使用計畫、都市設計、都市防

災規劃
生態城市規劃、韌性城市規劃

52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黃秀莊 男 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學士 黃秀莊建築師事務所建築 師 都市更新 建築設計
劃定都市更新單元、事業計畫、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整建維護、危老重建
建築設計、建築規劃、建築管理

53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王山頌 男 淡江大學建築系學士 王山頌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建築規劃設計 建築規劃設計

54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劉明滄 男 華梵大學建築系碩士
劉明滄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都市更新 建築設計

劃定都市更新單元、事業計畫、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整建維護、危老重建
建築設計、建築規劃、建築管理

55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陳肇勳 男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

研究所碩士

陳肇勳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建築工程 都市計畫 營建法規、建築規劃 都市更新、都市設計、危老重建

56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洪進東 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

計研究所碩士

洪進東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建築規劃設計 都市再生探討研究 商業建築建築規劃、設計、施工監造

都市更新、重建、整建維護、都市

設計審議

C-專業團體

c-1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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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王介哲 男
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所工學碩

士

王介哲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建築及室內設

計
都市計畫

社區規劃、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建築

工程監造管理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

58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鄭凱文 女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鄭凱文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建築設計 都市設計 建築設計及室內設計相關 都市更新及都市設計相關

59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王瑞婷 女 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 王瑞婷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都市更新 建築管理

自劃都市更新單元、事業計畫、權利變

換計畫、整建維護(外牆拉皮、電梯增

建)、危老重建

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變更使用執

照、拆除執照、綠能社區、室內裝

修設計及審查

60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謝慧柔 女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都市規

劃學院都市再生碩士
謝慧柔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都市更新 建築 都市更新、都市再生 建築規劃設計

61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蕭家福 男
文化大學工學院建築及都市設計

學系學士

蕭家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

師
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規劃

62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崔懋森 男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崔懋森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 營建管理 建築規劃、設計、施工監造 營建管理、都市設計

63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陳澤修 男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管理所博士 陳澤修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工學類建築工

程
景觀學類景觀規劃

建築設計、綠建築、都市更新及都市規

劃
景觀設計

64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李兆嘉 男
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設計技術

學程建築設計工學碩士
李兆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規劃 土地開發 建築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 建築法規、都市更新、危老重建

65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許義明 男 中原大學建築系學士
許義明建築師事務所/上圓聯

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建築設計 都市更新 建築規劃設計、法規檢討 都市更新實務、規劃

66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陳柏元 男 華夏工商專校建築工程科學士 陳柏元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整建維護 自力更新

67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張康一 男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學士 閤康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設計 都市更新 建築設計、營建法規檢討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推動、法令檢討

68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劉麗玉 女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劉麗玉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 建築設計、估價、施工監造、鑑定

69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黃潘宗 男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黃潘宗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設計 都市更新、聯合開發、危老重建

70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馬康俊 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 馬康俊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工程促參
建築設計及結構補

強

公共工程民間參與BOT、ROT、OT等促

參

規劃、設計、先期規劃可行性評

估、結構安全性評估

71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黃琬雯 女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學士 九騰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集合住宅
基地及投報分析、產品定位、設計規

劃、環境模擬與設計應用

72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蘇成基 男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蘇成基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 景觀設計
建築設計、營建管理、都市設計、耐震

評估
公園、公共建築景觀設計

73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唐真真 男
逢甲大學土木水利研究所工學博

士
唐真真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 景觀工程

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監造、專案管

理、驗收及鑑定業務

景觀植栽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監

造、驗收及環評水保工作

74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邵棟綱 男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技聯組工程顧問顧份有限公司 都市計畫 建築設計開發

都市設計與與開發(台中市政府水湳、

七期、台中、台南科學園區、舊市區都

心及車站整合)

國際商業性功能場域整合

75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林丙申 男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順天建設總經理/林丙申建築

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暨景觀 房地產開發經營

建築及景觀設計監造、社區營造、社區

規劃、城鄉風貌

住宅及辦公大樓開發、土地開發、

都市更新(台中潭子、台北西松、台

北東華街擔任都更實施者)旅館開

發、工業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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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謝其安 男 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
謝其安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建築設計與建

照
都市設計

建築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建築結構、

設備設計、特殊設計、專案管理

景觀建築設計、都市及非都市土地

規劃/設計/申請都市計畫通檢/個變/

申請、促餐開發規劃/設計/申請、

產業發展定位、用地及資產活化

77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呂哲奇 男 中原大學建築築系研究所碩士 呂哲奇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規劃設計
都市更新及都市設

計
建築設計都市計畫建築法規變更使用

都市更新歷史建築保存及再利用都

市設計

78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潘榮傑 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

所建築學程建築碩士
潘榮傑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室內設計 工程管理 建築設計、環境規劃、室內設計裝修 建築工程管理、監造

79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黃郁文 男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理事長

黃郁文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建築 都市設計 建築設計 建築都市設計規劃、審查

80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許獻叡 男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

究所碩士
許獻叡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法令 建築規劃設計 建築相關法規 高層集合住宅規劃

81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許榮江 男 逢甲大學建築系學士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設計 都市設計 建築、室內、景觀、燈光設計整合 都市空間、量體、意象、法規整合

82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吳崇彥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吳崇彥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負責人)

工學類景觀設

計F0100

工學類建築工程

F1100
ISA認證樹藝師

建築設計、建築構造、綠建築、室

內空氣品質治理人員

83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呂明憲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呂明憲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工學類 建築設計、室內裝修

84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杜瑞良 男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學士 杜瑞良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工學類建築工

程F1100
無障礙環境F4100

建築設計、營建管理、敷地計畫、室內

裝修設計、工程

無障礙環境規劃設計、改善、查核

審議

85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林本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林本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設計

F1100
都市計畫領域F0200 集合住宅、學校、社福機構等建築設計

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更新等

相關法令研究

86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徐岩奇 男
英國倫敦大學巴特列特建築學院

建築學系建築碩士
徐岩奇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建築工程F1100 景觀設計F0100

87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張仁郎 男 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建築學士 張仁郎建築師事務所所長 建築工程F1100

土地開發管理及都市計畫(規劃)、建築

物及實質環境之調查、測量、設計、監

造、估價、鑑定等事項。

88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許士群 男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管理研究所碩

士
許士群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F1100 規劃設計 法規

89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顏士哲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學士 顏士哲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工學類建築工

程F1100

工學類營建管理

F2400
設計、監造、估價、檢查、鑑定

90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顏夷伯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 顏夷伯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工學類建築工

程F1100
建築規劃設計監造

91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竇國昌 男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 竇國昌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設計/工學

類建築工程

F1100

公共工程、學校工程、教會工程等建築

設計及監造

92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王憲森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工程系學士 王憲森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管理 營建管理 建築規劃、設計、監造 施工估價、專案管理

93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王漢瑞 男 淡江大學建築系學士 王漢瑞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 都市計畫 建築規劃、設計/營建管理/不動產估價 都市計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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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李永祺 男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碩士
李永祺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 都市計畫 建築規劃、設計/營建管理/不動產估價 都市計畫、更新

95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林建宇 男 美國南加大都市計劃碩士 林建宇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 都市計畫 建築規劃、設計/營建管理/不動產估價 都市計畫、更新

96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梁志強 男 逢甲大學建築系學士 梁志強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規劃/設計 鑑定/鑑估
建築規劃及設計/景觀規劃及設計/室內

設計

建築物安全、公安、瑕疵及規劃設

計鑑定/建物及土地估價/土地建物

價值分配估價

97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陳顯測 男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工

學碩士
陳顯測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工學類建築工

程
工學類都市更新 建築設計、營建管理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

98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麥仁華 男
中國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所工

學組工學碩士
麥仁華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都市更新 建築規劃設計/都市更新

99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曾啟川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曾啟川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工程 都市計畫 建築規劃/設計 規劃/設計監造/都市計畫學

100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鄭純茂 男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學士 鄭純茂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建築規劃設計 都市更新 建築規劃/設計 都市計畫/更新

101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鄭欽太 男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研究所

碩士(設計組)
鄭欽太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都市設計/規劃 建築規劃與設計

土地開發、都市更新、街區立面規劃設

計

建築整體規劃設計、立面拉皮(挽

面)設計

102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王佩模 男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 奇模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規劃整合，說明會主持，程序

審查意見回應

土地使用可行性評估，個案變更，

通盤檢討

103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李淳一 男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所博士

佳境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都

市計畫技師
都市更新 國土規劃 舊市區改造、都市再生 國土計畫法制、國土規劃

104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謝長潤 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碩士班碩士
基典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通盤檢討、非都市

土地開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申請及審議

105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郭建興 男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

士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兼總經理
都市計畫

休閒與遊憩規劃管

理
都市更新與都市設計 觀光遊憩資源規劃與設計

106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許敏郎 男
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

士

佳境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

業技師
都市計畫 土地開發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更新實務(可行性

評估與更新事業申請)

開發投資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與

招商

107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孫明為 男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

士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副總經理

都市更新、都

市計畫
土地開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九二一

震災更新重建輔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與個案變更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環境影響評

估

108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高宏軒 男 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副總經理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109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廖嘉蓮 女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

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協理
都市規劃 土地開發 都市計畫相關規劃及法定作業程序 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可行性評估

110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趙志銘 男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

士

達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協

理
都市規劃 整體開發 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相關規劃

市地重劃開發評估、區段徵收可行

性評估

111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古宜靈 男
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

士
衍古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都市更新與地

區發展

都市不動產開發與

經營

都市更新法規、都市更新審議、都市更

新實務執行
不動產開發與經營管理

112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卓輝華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博士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房地產市場分析

土地估價、不動產估價、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估價
房地產市場景氣、房地產投資分析

c-3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c-2 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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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陳諶 男

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三年制會

計統計科(畢)
遠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長 不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 不動產估價理論實務及教學 更新計畫、更新財務規劃

114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鐘少佑 男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

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投資與市場分

析

權利變換估價 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市場分析
危老重建價值評估、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

115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林韋宏 男 國立台北大學地政系碩士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經理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投資分析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不動產市場分析、不動產投資財務

分析

116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吳右軍 男 國立台北大學地政系學士

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副所長
不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徵收土

地查估、地上權價值評估、基準地評

估、捷運聯合開發價值分配、合建分配

評估、房地價值評估、容積代金評估、

商用不動產

117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連琳育 女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學系

學士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估價 信託

不動產估價、都市更新估價及可行性評

估、不動產財務暨市場可行性分析
不動產信託及交易安全規劃

118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張宏楷 男

University of Tampa國際企業管理

MBA

第一太平戴維斯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所長

不動產投資評

估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市場分析、開發效益評估、投資

可行性分析
各類型不動產價值評估

119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葉玉芬 女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

學士

第一太平戴維斯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資深經理
不動產估價

各類型不動產評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評估

120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胡毓忠 男

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

士

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市場分析

不動產相關估價(權利變換、都市更新

財務規劃、土地開發等)
不動產相關市場分析

121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李方正 男 國立台北大學地政系學士

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副所長
不動產估價 土地開發實務 不動產市場分析、不動產財務分析

不動產開發可行性分析、都市更新

估價

122
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謝瀚霆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

大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

師
建築估價 工程實務 不動產估價 建築規劃設計施工實務

123
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賴宏嘉 男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法

律學系碩士

賴宏嘉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
法政學類 工學類

不動產經營管理、不動產估價、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估價

建築結構工程設計監造、結構工程

耐震評估與補強、土木工程設計監

造

124
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簡淑媛 女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 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土地協議價購

及徵收市價查

估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估價

熟悉各機關用地取得相關作業程序，善

於作於相關權利人、需地機關及審議機

關間之專業橋梁

承辦多件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能有效並合理掌握標的應有之價值

，現擔任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委員，能有效解決相關權

利人對價值認知之疑慮

125
社團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陳岳嶺 男

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經理

人班碩士學位(財務金融組)

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估價研究與分析

126
社團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許志安 男 政治大學地政系土管組學士 鴻廣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長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投資分析 包含都市更新、土地重劃等大型開發案 包含投資分析評估

127
社團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陳聖昌 男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

秉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

師

都市及區域規

劃
不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規劃、更新事業計畫、區段徵

收及市地重劃評估
權利變換價值評估、財務分析

128
社團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江晨旭 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

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投資分析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價值評估

百貨公司、商場、遊樂區等收益型

不動產投資分析

129
社團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蘇又德 男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

系碩士

茗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都市更新 不動產估價理論與實務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權利變換計

畫書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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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陳善翔 男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碩士

翰基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負責

人
不動產估價 土地利用法規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地價調查估計規

則、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

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市地重劃、土地法、平

均地權條例等法系

131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吳國仕 男

私立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

長興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合夥估價師兼所長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投資分析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容積移轉代金

估價

都市更新財務可行性分析、土地開

發分析

132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林利州 男

聖約翰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科大專

泓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

產估價師
法政學類 地政科別(不動產估價、土地市價查估)

133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孫永吉 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碩

士

永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

師

建築及都市計

畫
不動產估價

建築及環境之設計、監造；結構耐震診

斷；都市計畫擬定及變更；土地重劃；

都市更新

不動產估價、重劃前後地價

134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劉生泉 男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碩

士

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不動產估價 地價審查

都更權利變換估價、市地重劃估價、地

上權、損害賠償估價、共有土地分割找

補

縣市政府都更審議委員、地價及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不動產評價委

員、基準地審議委員

135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莊銀琛 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營運

所碩士
政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長 法政學-地政

法政學-不動產經營

管理

不動產估價(含土地估價、權利估價、

租金估價等)、土地改良物或地上物查

估作業、用地取得作業(含土地徵收、

市地重劃、區段徵收等相關作業)、土

地法規

不動產之管理與處分、不動產抵押

擔保債權之強制執行、銀行自有或

承受不動產之管理與處分

136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李政鴻 男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學士

泓科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不動產估價師
法政學類 地政科別(不動產估價、土地市價查估)

137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蘇琬婷 女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

系碩士

君宸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

產估價師
不動產 法律 不動產估價師 律師

138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蔡孟澤 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博

士
客觀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都市計畫 地政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可行性規劃評估

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地上物查

估、不動產估價、用地取得

139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顏光斌 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碩

士

列科法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

長
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投資評估 不動產估價、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不動產市場分析、不動產投資財務

分析

140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
黃志偉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畢業碩

士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

會榮譽理事長
都市更新法令 產權整合分析 不動產相關法令登記、稅務、法務 公寓大廈法令及相關不動產契約

141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
林旺根 男 高中

行政法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

中心董事

都市更新法令

及審議實務

地政法令及公寓大

廈管條例法務

142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
王進祥 男

美國懷俄明州普斯頓大學企管碩

士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

會榮譽理事長
不動產交易 不動產產權

不動產法務、稅務與交易安全須知及民

法概要

產權登記、公寓大廈管理與公共設

施登記

143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于俊明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法學碩

士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不動產開發審

議
都市更新

曾擔任台北市都市設計、不動產評價；

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小組等審議

委員

參與都市更新、危老、建築法等相

關法令

144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朱彥龍 男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

士

昌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長

都市更新開發

相關業務
土地開發及規劃

都市更新開發實務、曾任新竹市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
土地開發、建築規劃實務

c-4地政士公會

c-5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第 8 頁，共 10 頁



145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郭淑珍 女

美國耶魯大學企業管理(MBA碩

士/公共衛生碩士
力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建案開發管理 都市更新規劃研究

專案開發、營運管理、研究市場行情、

成本分析、營運財務規劃
都市設計與都市更新法令研究

146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張章得 男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碩士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顧問

都市更新都市

設計
不動產開發

多次獲聘擔任台北市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不動產開發領域專業學養經驗

147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李毓超 男 比利時魯汶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廣宇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建案開發管理 都市更新規劃研究

專案開發與營運管理研究、市場行情、

成本分析方法與營建財務規劃
都市設計與都市更新法令研究

148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簡伯殷 男 國立政治大學EMBA碩士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經營管理 土地開發都市更新

民國73年5月起於昇陽建設擔任總經理

迄今，超過35年經營管理資歷。

擅長土地開發，熟稔都市更新法規

，擔任多屆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委員

149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林莉婷 女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博

士學位(2008年畢業)
將捷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不動產投資開

發實務
建築規劃

捷運聯合開發、公辦都更、民辦都更、

地上權投資開發、合建開發、自建開

發、資產活化經營，與文化創意環境營

造

建築規劃專案整合

150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李耀中 男

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工程系營建管

理博士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營建管理 建案開發 施工管理規劃，進度及成本控制 土地開發，建案規劃設計

151 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彭彥祥 男

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

鑑定考試及格工業類電機工程科

專科

力霸不動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都市更新 危老重建

1.完成臺北市世合大樓自立自主都市更

新案，已重建完成。

2.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一小段117地號

等九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發起人

代表(市府已核准籌備)

3.法規(官方)與整合實務(民眾)(廠商)之

溝通協調。

1.經臺北市政府單位認證危老重建

推動師講師，於中國房地產發展協

會擔任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講師

，培訓推動師種子。

2.整合更新地區住戶說明會主講者

及條例問題解析人員。

3.訓練公司員工整合危老重建工

作。

4.危險及老舊房屋重建整合規劃、

金融規劃、銷售管理、產權管理。

5.經常性不動產論壇專題主講者。

6.不動產財務分析、不動產市場分

析、不動產使用者決策分析、不動

產投資分析。

152 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蔡漢霖 男
University of Denver美國丹佛大學

不動產投資暨營建管理碩士
連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土地開發 建築企劃 都市更新、協議合建、整合規劃 營建銷售、規劃設計

153 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施俊偉 男 淡江大學建築系學士 施俊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都市計畫 建築工程 都市更新法、危老法令 建築規劃設計、建築法、智慧建築

154 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吳憲彰 男
東吳大學法律系法學士、中央大

學營建管理碩士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副

總幹事
工程法律 不動產法令 採購、建築、營造、都更等 地政、經濟、稅務等

155 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曾偉豪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博士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創新金融專

案辦公室中級專員
不動產法規 都更金融

都更條例、危老條例、住宅法、國土計

畫法、都市計畫法等

徵信、授信、信託、財務分析與規

劃

156 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黃映捷 女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

士
連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襄理 都市更新 危老重建 都市更新法規、權利變換實務 危老重建法規、合建分配評估

157 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杜國源 男 北京清華大學建築系碩士 杜國源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都市更新相關 建築相關 都更、危老、房屋健檢
建築設計、規劃、公安檢查、耐震

評估

D-學會

E-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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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
丁致成 男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執行長
都市更新 不動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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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投資、開發、買賣

159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
林益厚 男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董事長

區域計畫與發

展、都市計

畫、國民住宅

環境與生態 政策研提與指導、國際專業技術交流
政策研提與指導、國際專業技術交

流

160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
何芳子 女

日本國立御水女子大學 人文科

學研究所碩士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顧問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計畫研擬、策略研提與日本專業技術交

流

計畫研擬、策略研提與日本專業技

術交流

161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
鄭正忠 男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學士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特別助理
都市更新 不動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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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投資、開發、買賣

162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
麥怡安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主任
都市更新 不動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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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投資、開發、買賣

163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
蘇士豪 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

究所碩士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主任
都市更新 不動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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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投資、開發、買賣

164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
董政彰 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

究所碩士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主任
都市更新 不動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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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投資、開發、買賣

165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
許育誠 男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

士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主任
都市更新 不動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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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投資、開發、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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