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屆 會員代表簡介（共 98人）

北一區（22人）
王華弘 明新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副教授
江東法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埋
余信遠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吳素禎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經理
沈景鵬 日勝生集團副執行長、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卓瑞年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退休
周頌安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及資訊部經理
邱琳濱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侯秉承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退休
張國揚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協理
張龍均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
曹壽民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退休
許泰文 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兼副校長暨研發長
陳國慶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副執行長
陳耀維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
黃本源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黃崇仁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軌道一部協理
劉恒昌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蔡文豪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利部協理
冀樹勇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主任
嚴世傑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龔誠山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兼代理董事長

北二區（30人）
王炤烈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何泰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部協理
吳榮煌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呂良正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李元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李建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順敏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
李萬利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BIM中心協理
周功台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周永暉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局長
周昌典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劃部協理
林曜滄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理
徐仁財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總工程師
張荻薇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張欽森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協理
陳泓德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理
陳清泉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名譽教授
陳進發 交通部公路總局副總工程師
曾淳錚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環部協理
曾榮川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結構部協理
黃一平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
黃文鑑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中心協理
黃炳勳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結構部協理
楊偉甫 經濟部常務次長
廖學瑞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劉沈榮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理
劉格非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駱尚廉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公告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6月 24 日

字　　號：（22）土水發字第 1050137 號

主　　旨：為公告本學會第二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結果。

依　　據：人民團體選舉辦法及本會章程。

謝尚賢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魏雲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土部資深協理

北三區（18人）
吳祚任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所長
吳瑞賢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總務長
吳福祥 中華大學營建管理學系教授
周南山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兼任教授
林志棟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榮譽教授
林炳昌 中原大學土木系教授
倪惠姝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秘書長
徐力平 臺灣營運研究院副院長
徐健一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高宗正 新北市政府副市長
張達德 中原大學土木系所教授、環控防災科技中心主任
莫仁維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莫若楫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許俊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務委員兼主任委員退休
曾景琮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黃兆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黃榮堯 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教授
歐來成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　區（12人）
方富民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王瑞德 經濟部水利署署長
吳春山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林　岳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林其璋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陳樹群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特聘教授兼農資學院院長
黃清和 建國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兼副校長
溫志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特聘教授
壽克堅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潘吉齡 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兼理工學院院長
蔡清標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兼主任秘書
蔡榮得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南　區（14人）
方一匡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名譽教授
林仁益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名譽教授、高雄銀行董事長退休
胡宣德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存永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退休
陳純森 天恩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黃世偉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局長
黃清和 高雄土木技師公會副理事長
詹錢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兼總務長
劉玉雯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教授
歐善惠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蔡光榮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講座教授
蔡博至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全國聯合會學術暨國際交流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
謝啟萬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鍾禮榮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

東　區（2人）
徐輝明 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工學院院長、東部分會主委
趙紹錚 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學務長

公告事項：當選名單如下：                                    ( 依姓氏筆畫排序 )

北 一 區： 王華弘 江東法 余信遠 吳素禎 沈景鵬 卓瑞年 周頌安 邱琳濱
侯秉承 張國揚 張龍均 曹壽民 許泰文 陳國慶 陳耀維 黃本源
黃崇仁 劉恒昌 蔡文豪 冀樹勇 嚴世傑 龔誠山

北 二 區： 王炤烈 何泰源 吳榮煌 呂良正 李元唐 李建中 李順敏 李萬利
周功台 周永暉 周昌典 林曜滄 徐仁財 張荻薇 張欽森 陳泓德
陳清泉 陳進發 曾淳錚 曾榮川 黃一平 黃文鑑 黃炳勳 楊偉甫
廖學瑞 劉沈榮 劉格非 駱尚廉 謝尚賢 魏雲魯

北 三 區： 吳祚任 吳瑞賢 吳福祥 周南山 林志棟 林炳昌 倪惠姝 徐力平
徐健一 高宗正 張達德 莫仁維 莫若楫 許俊逸 曾景琮 黃兆龍
黃榮堯 歐來成

中    區： 方富民 王瑞德 吳春山 林　岳 林其璋 陳樹群 黃清和 溫志超
壽克堅 潘吉齡 蔡清標 蔡榮得

南    區： 方一匡 林仁益 胡宣德 陳存永 陳純森 黃世偉 黃清和 詹錢登
劉玉雯 歐善惠 蔡光榮 蔡博至 謝啟萬 鍾禮榮

東    區： 徐輝明 趙紹錚

理事長 

機關地址：100台北市仁愛路 2段 1號 4樓
聯 絡 人：林玉婷
聯絡電話：（02）2392-6325　　傳真：（02）2396-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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