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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代辦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審查工作共同供應契約 

審查委員合格名冊 
 更新日期:111 年 9 月 20 日 

社團法人苗栗縣 

聯大土木與防災工

程研究學會 

王承德(Q12022****)、王偉哲(T12048****)、吳祥禎(S12026****)、林文雄(K12099****)、

柳文成(D12012****)、洪建興(M12045****)、陳博亮(C12030****)、鄭玉旭(F12178****) 

社團法人 

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王士章(H12067****)、王安平(B12174****)、余本中(M12006****)、吳俊鋐(D12131****)、

呂政義(F12510****)、李準勝(L12201****)、林秉賢(F12401****)、林清華(A12397****)、

金士豪(E12341****)、段錦浩(L10327****)、洪玉菁(R22347****)、洪祈存(E12153****)、

洪耀明(E12114****)、徐淑智(H12291****)、桂代強(B12048****)、張三郎(L10168****)、

張耿強(L12398****)、張朝和(A12811****)、張德民(F12446****)、張繼儒(S12223****)、

連惠邦(Q10292****)、陳中憲(Q12033****)、陳厚文(R12069****)、陳奕銓(R12361****)、

陳虹合(F22389****)、陳樹群(X12004****)、黃立勲(C12095****)、黃鉑翔(N12328****)、

葉昭憲(A12108****)、葉順裕(E12069****)、蔡憲宜(Q12082****)、鄭堃仁(E12231****)、

魏綱志(A12780****)、羅昌偉(C12058****) 

中原大學 

王安培(R10132****)、吳棕翰(H12418****)、呂明杰(F12417****)、宋長虹(U12001****)、

李健明(H12102****)、林旭信(Q12070****)、林孟郁(L12021****)、林炳昌(A10349****)、

林淦勛(A12692****)、邱廷銳(T12265****)、張順年(A12318****)、張德鑫(H12163****)、

莊清鏘(K12071****)、陳逸駿(K12098****)、馮道偉(F10167****)、黃千輔(A12711****)、

黃富國(H12122****)、鄒永楷(H12366****)、鄧志浩(H12133****) 

高雄市 

土木技師公會 

方定成(E12121****)、王文川(S12037****)、王建智(E12081****)、王啟河(S10087****)、

王照憲(E12088****)、丘達昌(F12129****)、伍勝民(P12030****)、呂文帝(Q12127****)、

周宏一(T12165****)、周欽源(A12188****)、林進基(N12149****)、邱淑華(T22230****)、

洪進宗(E12091****)、范榮泰(J12143****)、夏國柱(E12050****)、張簡秀震

(S10075****)、莊忠鵬(E10116****)、許順峰(T10036****)、許澤華(A12465****)、陳宗坤

(E12090****)、陳勤傑(E12119****)、黃宏文(S12010****)、黃盈富(E12140****)、黃國忠

(S12080****)、黃清和(E12054****)、黃朝勇(T10173****)、鄒玉鳳(M22123****)、齊振宇

(E12079****)、劉昌南(L10210****)、劉建陸(E10246****)、劉靖國(M12100****)、蔡文彬

(Q12139****)、盧吉義(S12158****)、藍英昭(A12326****)、顏宏明(C12017****)、蘇灼謹

(K12082****) 

社團法人 

高雄市水土保持技

師公會 

尹念秦(F12184****)、王成堃(T12103****)、王杰俊(E12208****)、王姵兮(R22091****)、

机霆維(I10027****)、吳一賢(U12031****)、吳文靖(P12180****)、吳俊昇(K12229****)、

李文仁(T12297****)、李東恩(R12372****)、林伯龍(M12235****)、林彥志(C12101****)、

林美芳(S22243****)、侯建宣(Q12222****)、柯弈仲(R12316****)、張文詔(P10040****)、

張智舜(U12054****)、張萬方(E10283****)、郭玉麟(E12200****)、郭建宏(S12367****)、

陳建智(V12080****)、陳智暉(E12417****)、游明毅(A12201****)、黃光賢(S12223****)、

黃政鴻(T12375****)、熊立民(E12215****)、劉仲耕(E12382****)、劉吉興(T10205****)、

劉佳芳(S22229****)、劉衍志(N12311****)、劉裕傑(D12017****)、蔣季翰(D12186****)、

鐘文傳(S1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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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代辦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審查工作共同供應契約 

審查委員合格名冊 
 更新日期:111 年 9 月 20 日 

國立中興大學 

王咏潔(D22203****)、吳俊毅(R12444****)、宋國彰(S12186****)、林昭遠(L12072****)、

林德貴(X10018****)、邱雅筑(L22313****)、洪啟耀(A12820****)、張光宗(K12071****)、

馮正一(E12107****)、詹勳全(N12282****)、蕭宇伸(D12166****)、謝平城(A12154****) 

國立中央大學 

王瑞斌(F12382****)、田永銘(V12058****)、吳祚任(A12189****)、吳瑞賢(A11027****)、

卓卿仁(F12178****)、洪汶宜(M12153****)、倪春發(V12004****)、張惠文(B10018****)、

陳瑞昇(G12051****)、黃偉慶(A11080****)、董家鈞(C12025****)、蔡富安(N12132****)、

鐘志忠(A12236****) 

國立嘉義大學 

李明聰(Q12048****)、李嶸泰(T12250****)、沈寬堂(M12072****)、周良勳(Q12015****)、

林裕淵(L12006****)、陳文俊(B12053****)、陳育仁(Q12020****)、陳清田(R12083****)、

傅正堯(F12338****)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江介倫(Q12094****)、吳嘉俊(F12228****)、李明熹(L12103****)、李錦育(G12003****)、

唐 琦(M12072****)、莊智瑋(R12259****)、許中立(B12096****)、陳天健(Q12099****)、

謝杉舟(N10356****)、簡士濠(B12141****) 

社團法人新北市土

木技師公會 

王金田(Q10201****)、王棟樑(A12224****)、吳家駿(A12465****)、吳燈秋(P10100****)、

吳 魏(V10007****)、李明哲(P12371****)、杜明星(D10149****)、沈福元(S10093****)、

周瑞南(C10002****)、林文隆(A10203****)、林亦郎(G12088****)、林 軒(B12030****)、

林清松(J10006****)、林煥程(F12076****)、林駿豐(Q12010****)、林鵬飛(A10337****)、

施國欽(E12090****)、范弘芳(K10065****)、張正春(F10095****)、張清雲(A12112****)、

張凱勛(A12767****)、張錦峯(P10076****)、曹福成(F12140****)、莊清福(E10136****)、

許文隆(C12047****)、陳元睿(F12124****)、陳文賜(J10001****)、陳正平(F10366****)、

陳永成(R10182****)、陳玫英(A21025****)、陳建民(F12140****)、陳哲生(H12001****)、

陳榮福(Q12046****)、彭聰明(A10030****)、黃振上(M10133****)、葉宏興(K12071****)、

葉連發(F12239****)、廖廷勖(F12298****)、劉炳界(F10420****)、蔡得時(E10195****)、

鄭志賢(F12800****)、賴尚賢(A12297****)、謝祥樹(A12116****)、簡旭呈(A10223****)、

蘇育瑞(A12378****)、蘇模原(F12050****) 

社團法人 

新北市水土保持技

師公會 

王韋勲(Q12374****)、朱豐沂(G12151****)、吳建興(F10063****)、李 中(S12087****)、

李建宗(L12052****)、李榮珍(J12026****)、阮仲如(Y12046****)、房家祥(Q12279****)、

林俊良(M12062****)、禹道浙(B10032****)、徐肇斌(F12579****)、翁健芳(F12530****)、

梁宥崧(F12124****)、莊政霖(F12559****)、陳南成(Q12313****)、曾沛晴(U22019****)、

黃彥文(A12191****)、楊賢德(F12031****)、廖依玲(H22247****)、劉任適(S12086****)、

劉彥辰(A12697****)、劉家欽(G12181****)、劉煜炤(K12057****)、蔡怡臻(F22649****)、

鄭怡文(F22124****)、鄭凱尹(H12380****)、鄭麗瓊(A20221****)、謝孟良(F12081****)、

羅吉炬(J12068****)、羅志賢(Y12007****)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丁原智(F12069****)、王玉瑞(A12150****)、王庭華(F10194****)、王偉鍵(A12446****)、

朱子偉(E12129****)、江枝煌(L12099****)、何政道(T12382****)、余 烈(L10159****)、

吳博凱(G12025****)、李有豐(J12023****)、沈茂松(R12007****)、周揚國(B12022****)、

拱祥生(Y12026****)、倪至寬(Q10031****)、高振誠(F12407****)、張永發(F12038****)、

許哲嘉(Q12266****)、郭俊傑(H12007****)、陳水龍(F12358****)、陳偉堯(S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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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代辦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審查工作共同供應契約 

審查委員合格名冊 
 更新日期:111 年 9 月 20 日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黃丕陵(A10431****)、楊培熙(F12236****)、楊 勤(F12392****)、葉凌瑞(F10438****)、

熊彬成(A12016****)、薛鈞洪(G12093****)、鍾淑玲(T22083****)、魏敏樺(AC0109****) 

社團法人 

臺灣水土保育治理

協會 

于慧珍(D20120****)、朱英茂(B12083****)、吳紋瑩(R22363****)、林雍智(V12009****)、

高 原(V12012****)、高齊治(S12031****)、張俊斌(T12108****)、許哲彥(T10039****)、

黃志彰(R12087****)、黃添坤(C10087****)、黃銘巖(N12090****)、楊鵬志(Y12005****)、

廖哲民(M12016****) 

社團法人 

臺中市土木技師公

會 

朱弘家(D12009****)、吳亦閎(B10044****)、吳鋕椋(M12063****)、林三賢(D12107****)、

林永裕(N12087****)、林志傑(R12061****)、林俊煌(L12168****)、林勝益(N12244****)、

林聰富(R10061****)、邱華宗(X12020****)、馬紹競(B10103****)、張渝江(D12081****)、

莊維凡(K12189****)、許乃文(A22461****)、許世宗(S12142****)、許廷禎(Q12099****)、

陳秉粱(B12099****)、陳菁雲(N22014****)、陳進隆(Q12007****)、曾永祥(Q12212****)、

黃嘉容(Q12254****)、楊清福(B10091****)、楊閔嵐(F12438****)、楊麗文(U22031****)、

劉重林(B12031****)、蔡榮華(H12096****)、鄭顯欽(M12046****)、鄧勝軒(M12096****)、

盧德霖(T10184****)、賴建斌(M12167****)、賴竣霆(L12264****)、賴群欣(N12435****)、

鍾秋興(A10325****)、鐘宗林(B10093****) 

社團法人 

臺中市水土保持技

師公會 

王冬成(P12195****)、王俊明(N12102****)、王圍穩(L12322****)、王德鏞(B12105****)、

石永祺(J12160****)、朱昱翰(T12355****)、吳尚訓(T12246****)、李玉煥(K12193****)、

李國正(S12141****)、李淑婷(T22341****)、李樹遠(B12048****)、林岱本(A12772****)、

林彥伯(S12232****)、林柏榮(K12188****)、邱宏彬(S12350****)、紀文龍(B12134****)、

徐亦岑(K22224****)、翁愷翎(R22335****)、張永欣(L12241****)、張宏旭(L12263****)、

張坤源(N12459****)、張為傑(S12082****)、張新民(T10246****)、張瑋麟(L12436****)、

張緯東(P12424****)、許聖富(T12135****)、陳右錚(L12352****)、陳尚偉(L12355****)、

陳宥竹(N12334****)、黃胤慈(L22447****)、黃棨達(H12222****)、楊文川(H12220****)、

葉光福(H12225****)、劉志宇(N12321****)、劉佳勝(K12237****)、蔡雅婷(L22215****)、

蕭國亮(Q12196****)、賴信義(Q12278****)、謝俊賢(L12020****)、蘇郁婷(A22497****) 

台北市 

土木技師公會 

刁健原(A12199****)、王春煌(G10170****)、王劍虹(A10274****)、石世暘(M12190****)、

朱 全(F12220****)、朱駿魁(A12897****)、何鴻文(X10049****)、吳志明(R12154****)、

吳奕卿(G10086****)、吳思宜(J22181****)、呂震世(A10309****)、周子劍(N10000****)、

周建國(A10041****)、林義雄(A10417****)、林增吉(J10217****)、林德威(A12593****)、

林聰能(A12249****)、林熺麟(F12079****)、洪啟德(N12119****)、唐孟瑜(L12000****)、

張中原(L12085****)、張志彰(Y12045****)、張長海(Q10098****)、張培璋(D12093****)、

張勝財(C12005****)、莊世隆(F10216****)、莊均緯(C12074****)、許惠燿(N12200****)、

陳文泓(J12039****)、陳志勇(F12032****)、陳清展(N12147****)、陳紹魁(M12079****)、

陳達政(S12090****)、喬煒埕(A12125****)、黃仁皇(J12108****)、黃文福(A10131****)、

黃建隆(S12038****)、黃英寬(R12223****)、黃許福(K10083****)、黃騰輝(A12031****)、

楊高雄(L10104****)、楊維和(A12271****)、楊穎哲(F12183****)、廖書賢(F12092****)、

趙國祥(Q12149****)、蔡瑞興(A12097****)、蔡震邦(A10412****)、鄭清江(F12265****)、

賴建宏(P12223****)、賴茂雄(Q10045****)、謝忠恕(A12207****)、鍾肇滿(H1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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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代辦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審查工作共同供應契約 

審查委員合格名冊 
 更新日期:111 年 9 月 20 日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

技師公會 

楊哲夫(E12241****)、王宗豪(F12358****)、王昱雲(L12230****)、王祖義(A12211****)、

王貽德(S12017****)、王暉文(E12018****)、王繼勝(Q10066****)、古鴻坤(H12159****)、

朱晃葵(N12409****)、江英政(K12133****)、江鑑清(C12095****)、何明憲(E12267****)、

吳乃怡(D10131****)、吳正義(K12166****)、吳佳陵(D12139****)、吳俊賢(N12373****)、

吳重緯(K12058****)、吳家賢(A12820****)、吳維揚(A12497****)、呂芳熾(A11101****)、

呂彥龍(E12137****)、李志剛(A12363****)、李佳翰(F12366****)、李孟哲(Q12009****)、

李瑞峰(N12343****)、沈銘閔(R12223****)、周邦彥(B12112****)、周順忠(E12182****)、

房性中(Q12022****)、林衍竹(E12111****)、林哲儀(T12003****)、林義評(Q12012****)、

施志鴻(D12095****)、施紹琪(J12141****)、洪英州(S12307****)、洪望龍(Q12041****)、

洪菁隆(F12420****)、范景雲(C12034****)、倪新智(N12221****)、徐明志(Y12034****)、

徐振煌(J10205****)、高玉錠(F12502****)、張文仁(F12284****)、張世忠(M12054****)、

張奇政(L12192****)、張怡昌(E12126****)、張金生(P12153****)、張家偉(A12777****)、

張家銘(M12180****)、張博翔(F12444****)、張智勇(L12211****)、張裕沅(L12297****)、

曹峻瑋(A12527****)、許俊森(N12383****)、許資生(G12013****)、郭國振(A12015****)、

郭漢興(A12414****)、陳五權(S12020****)、陳江淮(M12028****)、陳明山(N10309****)、

陳宣佑(H12392****)、陳建富(T12274****)、陳昭維(Y12007****)、陳振東(F12024****)、

陳筑佑(F12486****)、陳盟文(L10286****)、陳漢武(K12064****)、陳廣祥(E10231****)、

傅文鵬(A12245****)、曾孝欽(F12437****)、曾志豪(K12193****)、曾紀緯(A12025****)、

曾展晏(A12156****)、湯永州(E12089****)、黃子毓(S12289****)、黃世倫(F12237****)、

黃宗宸(F12684****)、黃啟修(N12065****)、黃紹祈(Q12030****)、黃進淇(D12041****)、

黃筱卿(R22130****)、黃魁銓(A12097****)、楊玉章(F12614****)、楊熾燐(A12148****)、

楊懋崧(A12071****)、葉樹機(F12399****)、詹尚宏(F12138****)、詹松儒(C12019****)、

趙衛君(J12213****)、劉仁正(K12007****)、劉永發(Q12300****)、劉明霖(H12499****)、

劉啟川(T12263****)、劉慧資(F22486****)、歐泰林(E12282****)、蔡立盛(M12108****)、

蔡岱佑(I10006****)、鄭會文(A12047****)、鄭豫謹(H12057****)、蕭士慧(N22343****)、

賴世屏(A12190****)、賴煜明(V12036****)、賴徹聰(C12001****)、賴穎芳(L12203****)、

戴源昱(H12474****)、謝孝維(A12063****)、謝孟達(R12234****)、謝松林(P10148****)、

鍾春富(T12157****)、韓明憲(D12061****)、簡明同(F12334****)、簡逢盈(M12166****)、

顏君行(S12337****)、顏東利(V10088****)、魏文德(Q12123****)、魏德禎(F12584****)、

龔建倫(S12428****) 

社團法人 

台北市水利技師公

會 

王存欵(N12020****)、王騰雲(F12336****)、朱俊豪(H12299****)、江明智(C10034****)、

周文帥(F12094****)、周文祥(A10160****)、林弘毅(C12105****)、林永敏(L12169****)、

林永祥(S12023****)、林冠宇(F12323****)、林茂佟(Q12116****)、林家輝(F12081****)、

林福華(A12034****)、凌邦暉(F12204****)、張子蕙(F22331****)、張仕祺(F12346****)、

張永泰(F12543****)、郭致亮(N12297****)、陳世清(E12063****)、陳正宏(C12011****)、

陳意文(Y22007****)、陳勳豪(C10067****)、游貽任(F12536****)、黃登賢(F12483****)、

楊敏昌(A10090****)、楊紹洋(P12010****)、鄒依純(D22131****)、劉進義(R10015****)、

蔡茂明(R10014****)、戴宜生(A10383****)、謝治宇(F12672****) 



5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代辦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審查工作共同供應契約 

審查委員合格名冊 
 更新日期:111 年 9 月 20 日 

社團法人臺北市水

土保持技師公會 

王宏相(G12074****)、王建元(E12160****)、古承剛(A12650****)、何國謙(F12536****)、

吳侑謙(P12320****)、吳晟哲(A12887****)、李佳純(S22349****)、阮建元(A12635****)、

周怡君(F22414****)、林世峻(L12236****)、林承漢(A12429****)、林雨婷(R22353****)、

林瑞琦(N12327****)、柯嵋鐘(N12313****)、張呈光(J12052****)、張博瑋(F12401****)、

張曉康(F12047****)、張鑫崴(G12190****)、許正葳(R12364****)、郭岳樺(A12240****)、

郭張權(Y12001****)、陳雨軒(L12303****)、陳柏龍(F12734****)、陳爕岳(F12058****)、

傅志偉(A12464****)、曾盛堂(U10120****)、黃柏壽(A12437****)、黃英哲(F12347****)、

黃瓊慧(T22054****)、黃懿慈(H22271****)、楊孟衛(M12182****)、葉竑蔚(A12475****)、

劉安強(K12118****)、劉明山(M12044****)、潘建中(E12165****)、鄧秀平(D12288****)、

鄧鳳儀(B12050****)、黎智源(A12391****)、蕭仲昕(A12621****)、蕭沛佳(R22271****)、

鍾弘遠(T10027****)、鍾 維(J12175****)、鍾鳴峰(K12026****)、魏迺雄(S12054****)、

魏新洵(H12138****)、酈寶成(A12089****) 

社團法人臺灣省土

木技師公會 

王清德(L12064****)、吳家德(S12168****)、吳朝景(B10062****)、宋介文(B12027****)、

巫垂晃(N12096****)、林文宗(B12031****)、林希銘(U10080****)、林志良(Q10296****)、

林志憲(E12217****)、林育信(N12324****)、林秋珍(L20007****)、林哲豐(F10392****)、

林貴源(D10012****)、林摩西(Y12008****)、施東榮(N10226****)、柯振益(Q10303****)、

倪順隆(J10063****)、唐雨耕(B12013****)、徐適康(J12113****)、翁泰旗(Q10204****)、

高文宗(F10389****)、高世鍊(Y12034****)、高嘉庭(A10300****)、張家隆(X12020****)、

張國欽(B10105****)、梁詩桐(E10079****)、許引絃(D12009****)、郭榮鍊(Q10277****)、

郭樹勳(R12018****)、陳正憲(M12008****)、陳俊瑋(B12175****)、陳炳文(B10097****)、

陳恕生(A12364****)、陳海島(B10103****)、陳健信(F12226****)、陳國昌(C10054****)、

陳鴻輝(J12030****)、麥立彥(F12288****)、曾永裕(S12144****)、曾威量(A12073****)、

曾國昌(K12055****)、游永德(H10114****)、賀季剛(A12046****)、黃明雄(A11114****)、

黃俊青(T12121****)、黃敏修(Q12177****)、楊正文(A12366****)、楊式昌(C12032****)、

楊英弘(S12199****)、楊勝德(A10363****)、楊朝吉(L10117****)、楊榮峰(B12108****)、

廖伊仁(A12317****)、蔡銘棋(L12238****)、鄭鵬企(A12419****)、黎少明(D10151****)、

蕭新祿(S10245****)、賴融毅(C12016****)、薛博允(R12231****)、鍾明堂(M12119****)、

羅仙坤(S10031****)、蘇錦江(X10009****) 

社團法人 

台灣省水利技師公

會 

尤世松(N12063****)、王文禮(D10129****)、王昭文(J12151****)、朱柏宗(E12127****)、

余 濬(V10102****)、吳俊德(S12008****)、宋耀鈞(V12102****)、李坤隆(V12003****)、

周建至(F12332****)、周權英(T10012****)、林允斌(A12005****)、林永德(P10119****)、

林宗賢(E12203****)、林偉銘(Q12364****)、邱奕鴻(H12082****)、邱騰誼(E12129****)、

施彥光(A12448****)、施義鑛(N10225****)、孫天德(Q12256****)、祝錫敏(C10082****)、

高忠人(A12285****)、張元成(C12025****)、張名成(Q10261****)、張忠俊(C10035****)、

張范鈞(B12121****)、張家豪(E12397****)、許文祥(D12088****)、許文鴻(U12020****)、

郭東晃(A10472****)、陳宇彥(N12021****)、陳志明(A10358****)、陳明陀(L12412****)、

陳信佑(P12271****)、陳俊吉(R12090****)、陳國書(F12321****)、陳順天(R12148****)、

陳瑞昌(L12267****)、陳漢克(N12296****)、嵇質彬(A12181****)、曾名宏(V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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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代辦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審查工作共同供應契約 

審查委員合格名冊 
 更新日期:111 年 9 月 20 日 

社團法人 

台灣省水利技師公

會 

童秉紳(H12003****)、黃宏信(T12179****)、楊森弼(G12060****)、葉旭璽(F12491****)、

葉季霖(X12006****)、廖文祺(A12255****)、廖培明(Y10016****)、劉人仰(E12216****)、

劉步仁(N12065****)、劉彥忠(F10297****)、劉桂南(L12151****)、劉國慶(A12289****)、

歐文松(S12095****)、蔡文彬(L12231****)、蔡峰富(R12023****)、蔡連勝(L12045****)、

鄭文明(K12196****)、鄭朝文(D12062****)、盧保吉(A12328****)、盧建霖(S12231****)、

蕭福章(K10149****)、賴丁甫(R10181****)、賴桂文(F12330****)、戴台川(B10038****)、

謝慧民(R12070****)、簡傳彬(H10253****)、羅慶瑞(V12005****) 

台灣坡地防災學會 

毛福銘(D12099****)、王兆文(X12007****)、王修文(R12181****)、王震中(L12064****)、

何昱昀(D12169****)、李佺祐(H12326****)、林文英(E22079****)、林信輝(N10258****)、

林俐玲(B20138****)、林南勝(M12031****)、林建全(M12144****)、張則安(U12015****)、

張景明(L12503****)、陳明錚(F12402****)、黃隆明(E10231****)、詹連昌(K10094****)、

劉全修(Q12353****)、蔡志偉(R12319****)、蔡喬文(E12209****)、謝斌宏(K10033****)、

謝豪榮(J10154****) 

社團法人 

臺灣省水土保持技

師公會 

王士豪(D12211****)、王永珍(M12005****)、王吳全(F12233****)、王柏程(H12424****)、

王英任(B12223****)、王凱立(R12328****)、王琮文(D12203****)、古緯中(T12332****)、

田仲傑(T12131****)、朱耀光(A12392****)、何美滿(S22088****)、吳永勝(T12368****)、

吳安欽(R12216****)、吳志展(K12004****)、吳岳霖(E12289****)、吳明勲(M12227****)、

吳盈政(Q12280****)、吳烘森(J12132****)、呂學能(H12197****)、巫建達(M12026****)、

李元智(P12203****)、李孟儒(R12417****)、李政祐(L12284****)、林永欣(M12221****)、

林明鼎(G12034****)、林宥棋(Q12405****)、林政侑(G12189****)、林昭儀(F22591****)、

林韋君(A22883****)、林姝秀(F22598****)、林崑龍(R12111****)、林莉利(M22067****)、

林景輝(F12004****)、林 極(P12339****)、林煥烜(K12016****)、邱倍堅(R12380****)、

姚俊煌(Q12287****)、施慶藏(T10168****)、柯葉宜(J12024****)、洪毓華(Q22040****)、

紀亞慧(L22312****)、徐浚祐(U12174****)、張禹亮(D12120****)、張哲銘(L12205****)、

張健威(L12383****)、張榮聰(K10109****)、莊健源(F12483****)、許桂端(L22334****)、

許浩堯(A12293****)、許煜聖(N12360****)、郭振農(F12623****)、郭常鈞(A12728****)、

陳本康(T12023****)、陳佩苓(Q22257****)、陳俊鵬(T12190****)、陳奕愷(F12708****)、

陳彥丞(L12316****)、陳盈守(A12735****)、陳盈男(B12168****)、陳致澔(N12479****)、

陳智誠(H12086****)、陳瑞宗(A12100****)、彭振㨗(H12397****)、曾金楷(C12111****)、

童文麟(H12094****)、黃保嚴(D12251****)、黃俊銘(P12050****)、黃耀輝(F12647****)、

黃麟智(N12361****)、楊山慶(I10001****)、楊長壽(J12020****)、楊勝凱(Y12054****)、

葉洸雄(O10032****)、詹翔屹(U12125****)、廖經碩(H12428****)、劉聿閎(L12352****)、

劉庭昊(S12356****)、蔡承哲(S12419****)、蔡易達(N12357****)、蔡旻辰(I10027****)、

蔡裕隆(S12303****)、蔡銘峰(B12168****)、鄭凱文(F12489****)、盧廷治(H12178****)、

盧建廷(L12380****)、賴至中(T12125****)、賴裕森(L12001****)、戴廷安(C12128****)、

謝文傑(G12094****)、鍾東宏(V12080****)、鍾建文(H12306****)、韓洪元(E12050****)、

簡錤彪(M1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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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代辦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審查工作共同供應契約 

審查委員合格名冊 
 更新日期:111 年 9 月 20 日 

社團法人桃園市土

木技師公會 

何象鏞(C10113****)、吳 鵠(P10185****)、吳瑞祥(C12047****)、李朝順(N12343****)、

沈坤城(K12026****)、沈振裕(G12019****)、周克天(H12094****)、周岠峰(F12001****)、

周振賢(F12554****)、林世杰(K12129****)、林奇正(A12443****)、林炳森(B10007****)、

徐勤威(A12809****)、梁正裕(N12139****)、莊育偉(H12186****)、連育德(T12348****)、

陳弘明(K12020****)、陳志德(A12118****)、陳煙和(U12077****)、黃依典(H10109****)、

劉泓維(T12322****)、劉俊賢(H12249****)、蔡明文(P12082****)、蔡政穎(A12178****)、

黎偉銘(F12089****)、羅志傳(F12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