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系友任職於公部門名單（95 位） 

 

一、都市發展/都市更新/都市設計局（處） 

1.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組 詹育齊(15) 

2.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組 游穎軒(19) 

3.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魏巧蓁(19) 

4.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鄭家鈴(20) 

5. 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郭馨蘭(18) 

6.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柯佩婷(19) 

7.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陳怡芳(19) 

8.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魏谷靜(21) 

9. 苗栗縣政府都市發展局 楊惠雯(18) 

10. 台中市政府都發局都市更新科/正工程司 林秀慧 (9) 

11.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 黃彥博(9)  

12.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科 王啟芳(18) 

13.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科 陳依苓(18) 

14.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股長 金志佳(9) 

15. 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專委 柯明賢(4)  

16. 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湯容珊(17) 

17. 嘉義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副處長 陳永軒(10) 

18.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鄭志敏(22) 

19. 台東縣政府都市計畫科 曹佳琪(21) 

二、城鄉發展局（處） 

1.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李晨光(8) 

2.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高㬏婈(25) 

3.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林朝陽(8) 

4.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王學志(9) 

5.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李如晴(14) 



6.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鄭雁安(22) 

7. 桃園市城鄉發展局 梁家嘉(7) 

8. 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林庭寧(18) 

9. 雲林縣府城鄉發展處 詹凱蔚(16) 

10. 高雄市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南區隊 蕭雅文(8) 

11.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洪介仁(8) 

12. 屏東縣政府城鄉規劃科 王稚絜(26) 

三、公園路燈工程管理/公園景觀管理/綠美化環境景觀處（科） 

1. 台北市政府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林莉芳(22) 

2. 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蕭莉芳(20) 

3. 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莊坤誠(24) 

4.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景觀管理科/股長 劉政達(9) 

5.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景觀管理科 張淳婷(17) 

6.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景觀管理科 盧姿秀(21) 

7.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景觀管理科 彭翰君(碩 12) 

8.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景觀管理科 鍾小梅(24) 

9.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景觀管理科 莊宸信(碩專 7) 

10.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景觀工程科 楊哲旻(20) 

11.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景觀工程科 游依蓉(25) 

四、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建設處（科） 

1.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工程組 王培如(7) 

2.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 陳趙榮(碩 7) 

3. 新北市政府都市設計工程科 謝佩珊(18) 

4.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 詹世偉(21) 

5.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楊璦華(碩 18) 

6.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嚴春鳳(14) 

7.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吳銘興(17) 

8. 彰化縣政府工務處道路管理科 劉惠真(16) 



9.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陳玉青(22) 

10.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邱微之(碩 18) 

11.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楊蕙禎(14) 

12. 屏東縣政府工務處 游銘亮(7) 

五、文化局 

1. 台北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人事室專員 邱良森(9) 

2.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專門委員 張蓉真(9) 

3.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胡家玲(10) 

4.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林妮瑱(17) 

六、觀光旅遊局（科） 

1. 台北市交通部觀光局國際組/科長 曹逸書(3) 

2.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何期望(19) 

3.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傅學俞(25) 

4. 花蓮縣政府觀光發展科 張筱雲(碩 9) 

5. 台東縣政府觀光旅遊處交通事務科 賴宣愷(7) 

七、國家公園管理/國家風景區管理/風景區管理處 

1. 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處長 廖育儀(9)  

2. 台中市參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莊凱仲(碩專 7) 

3. 南投縣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科長 高慈穗(碩專 4) 

4. 南投縣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翁彩綺(碩 16) 

5. 台南市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鄭脩平(3) 

6. 台東縣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吳育祐(13) 

7. 台東縣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周欣宜(13) 

8.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蔡明松(7) 

八、林務局（所） 

1. 台北市林務局 朱懿千(碩 13)  

2. 金門縣政府林務所 呂沛旻(26) 

九、水土保持局 



1. 台中市水土保持局 鄒宗穎(碩專 6)  

2. 台中市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張照宏(碩 13) 

3. 台中市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陳翠莉(9)  

4. 台中市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楊孟潭(碩 16) 

十、河川局 

1. 台東縣第八河川局 陳世鋒(7) 

十一、高速公路局/公路總局 

1. 台北市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處 陳貝貞(碩 17) 

2. 新北市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鄔婉華(21) 

3. 台中市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李靜婷(碩專 6)  

4. 嘉義市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楊孟融(25) 

十二、農業處 

1.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休閒農業科 葉芯芳(25) 

2.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姜禮恩(19) 

十三、其它 

1.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李芷穎(22) 

2. 台北市政府停車管理工程處 張俊傑(7) 

3. 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劉雅宜(18) 

4.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科長 游蘭英(14) 

5. 台中市台中榮民總醫院/組長 陳昭仁(9)  

6. 台中市台中歌劇院 陳鈺分(19) 

7. 台中市政府秘書處公關科/科長 朱瓊芬(9) 

8.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何雪霞(7) 

9. 嘉義縣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鄭景仁(9) 

10.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尤瑞君(22) 

11.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方梅萍(碩 10) 

說明：括號內數字表示「屆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