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第三屆會員代表登記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尤致閔 公務員 
方世主 山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方耀民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處

長 
王士章 上富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王冬成 森堡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王安平 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業技師 
王咏潔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副教授 

王晉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副局

長 
王鈞彥 陽信商業銀行襄理 
王雅禾 臺南市政府參議 

王順昌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正工

程司 
王德鏞 富鴻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伍啓維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正工程司 
江承翰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研究助理 
何宜忠 嘉義縣政府建設處道路工程科科長 
何建旺 經濟部水利署聘任技術專家 
余本中 成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執業技師 

吳日凱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園區及路航工程

部 
吳永勝 寅元同營造有限公司 
吳佳晏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研究助理 
吳岳霖 福爾摩沙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吳明芳 台灣房屋店長 
吳俊毅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助理教授 

吳俊鋐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及資源保育學系

副教授 
呂欣展 上富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呂政義 亞都營造專任人員 

巫仲明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專任

助理教授 
李中 執業技師 

李宛珊 鑫群營造專任人員 
李明熹 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副教授 
李津甫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生 
李國正 正文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李國慶 山林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姓名 服務單位 

李準勝 
永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大地技師、地

質技師 
李樹遠 聯企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李嶸泰 
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副教

授 
李鎮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 
沈永宗 中基土壤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沈福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退休 

周天穎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主

任 
周明坤 黎明工程顧問(股)公司計畫經理 
周偉諦 自由業 
周達成 台東縣政府參議退休 
周憲德 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教授 
林士強 山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林文英 工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宏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台中

分局副分局長 
林明威 財政部印刷廠臺北業務處主任 
林秉賢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林俐玲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兼任教

授 
林信宏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專員 
林信輝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兼任教授 
林威鐘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林彥志 鴻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 
林昭遠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林祐德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山坡地保育科技

正 
林清華 睿鴻營造有限公司專任工程人員 

林震哲 
經濟部水利署防災中心簡任正工程

司 

林耀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退休、中華鯨豚協

會理事 
邱渝方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專任助理 
邱雅筑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助理教授 
邱雅詩 中興大學法政學院祕書 

邱鼎晏 
中興工程水利工程部水土保持工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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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金士豪 晉國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部副理 
柯勇全 海洋保育署專門委員 
段錦浩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退休教授 
洪玉菁 八展營造有限公司 
洪祈存 弘郁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洪啟耀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助理教授 

洪耀明 
南華大學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

程教授 
唐後君 營造廠專任工程人員 
唐琦 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副教授 

徐淑智 聚祥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技師 
徐景文 經濟部礦務局局長 

徐森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總工

程司 
桂代強 水土保持技師 
高玉玲 山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協理 

高伯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保育

治理組組長 
高泉達 交通部觀光局技術組工程司 
康立和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處長 
張永欣 得偉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張光宗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張耿強 
尚強技術顧問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技

師 

張朝和 
山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土木工程技

師 
張朝恭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副局長 
張鈺欣 家鼎技術顧問有限公司工程師 

張德民 
山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土木工程技

師 
張曉康 崇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張錦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簡任

技正 
張繼儒 奕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曹正明 山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曹舜評 華梵大學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退休 

曹鼎志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科技

研究中心副主任 
梁閔智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生 

姓名 服務單位 

章裕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

分局課長 
莊凱翔 中華郵政 
莊智瑋 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助理教授 
許中立 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 

許少華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教授 

許廷禎 
成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執

業技師 
許桂端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許懿尹 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工程員 

連惠邦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及資源保育學系

教授 

郭玉麟 
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聯會

理事長 
郭岳樺 郭岳樺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郭昌樺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土防

災部工程師 
陳中憲 水土保持技師 
陳天健 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 
陳少謙 三菱重工 
陳右錚 顧安水保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陳尚偉 尚強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技師 

陳欣妤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博士

生 
陳治瑋 台灣電力公司土木課長 
陳俊鵬 澄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陳厚文 文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奕銓 松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設計工程師 
陳建元 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系教授 
陳政德 容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陳美心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處

長 
陳虹合 全旺營造有限公司專任工程人員 

陳重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主任

秘書 
陳淑君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專任助理 
陳智誠 台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理事長 
陳聖義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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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陳嘉榮 永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陳榮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

分局分局長 

陳樹群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終身特聘教

授 
陳聯光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副研究員 

陸象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研究

員 
彭思顯 建國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教授 
曾馥敏 家鼎技術顧問有限公司工程師 

游功揚 
嶺東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主任 
馮正一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馮智偉 展望管理顧問公司計畫經理 

黃文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台中

分局副工程司 

黃立勳 
亞柏技術顧問(股)公司-執業水土保

持技師 
黃宏斌 聖約翰科技大學校長 
黃志彰 浦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佳翎 水土保持工程師 

黃柏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台東

分局副工程司 

黃國鋒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簡任

正工程師 
黃鉑翔 日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黃瓊慧 閎億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技師 
楊育琳 工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楊松岳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楊家豪 璟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溫思潔 香港商魔力飆樂(股)產品經理 
葉俊宏 正文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葉昭憲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及資源保育學系

教授 

葉美伶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處

長 
葉順裕 葉順裕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技師 
詹勳全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姓名 服務單位 

詹錢登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特聘

教授 
鄒牧岵 長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師 
鄒青穎 日本弘前大學助理教授 
廖晏欣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委員會行政助理 

趙益群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專案助理研

究員 
劉宜君 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工程員 
劉家琪 屏東農科技士 

蔡誌崇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正工程

司 
蔡銘峰 承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業技師 
蔡憲宜 成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鄭宏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正工

程司 
鄭堃仁 營造廠專任工程人員 

鄭皓元 
行政院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西螺

分處工程員 
蕭宇伸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副教授 
蕭國亮 山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賴益成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副工

程司 
賴進松 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 

戴幸鐘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正工程

司 

謝佳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台北

分局農村營造課課長 

謝孟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保育

治理組科長 
謝俊賢 水昱方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鍾翼戎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工務課課

長 
簡依亮 日鉄建材株式会社設計工程師 
簡俊傑 經濟部水利署副組長 

魏郁軒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森林育樂

組簡任技正 
魏迺雄 千江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魏綱志 
山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技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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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羅昌偉 虹太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蘇塏軒 乾坤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酈寶成 亞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業技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