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20 日中部場次

完成報名名單

※ 搜尋小技巧：按［ctrl+f］，輸入關鍵字（姓名或單位名稱），即可快速搜尋。
※ 報到小叮嚀：可先記下您的［報到編號］
，開課當日進行簽到作業時告知工作人員您的編號，可
以加速完成簽到作業喔！並於現場報到時，再與工作人員進行其他相關資料的確
認。謝謝您的合作！
※ 若您已完成網路報名，但未在此份［完成報名名單］中，請盡快來電與本單位聯繫，謝謝。
（04-2236-6978，陳小姐）
※ 感謝各位學員的踴躍報名，本場次報名截止並已額滿，若要現場報名之學員，需等到已報名學
員確定未報到後方可替補。為顧及您的權益及避免奔波勞累，建議欲參加講習但未報名的學員，
請參考後續場次擇一參加，謝謝。
※ 本場次分為 A 班［211 教室］及 B 班［212 教室］。
標案
編號

標案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A 班［211 教室］
1

台中縣大里市 BⅡ-036 道路雨水
下水道工程設計及監造委託技術 鍾晨營造有限公司
服務

5

九十九年度台中市代辦管線統一
功和營造有限公司
挖補工程
劦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6

九十九年度道路橋樑工程委託設
計
台中市政府建設處土木工程
科

主任技師

中 1003 鄭忠雄

勞安人員

中 1012 吳翊銓

工程助理人員 中 1013 劉晁炘
工程師
業務助理

中 1015 呂志賢
中 1016 張松源
中 1017 陳炳坤

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技師 中 1018 黃懿慈

台中市政府

技士

7

舊社公園生態滯洪池規劃設計

8

台中縣大肚鄉遊園路（中７５）
拓寬工程』委託測量規劃設計服 佰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務案

9

台中縣大雅鄉高鐵橋下村里聯絡 永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道路工程委託設計監造
台中縣大雅鄉公所

工程師

中 1022 賴宗祺

技士

中 1023 范國禎

建築師

中 1024 楊宗棋

10

台中縣石岡鄉公共環境改善計畫 楊宗棋建築師事務所
－明德路人行步道改善工程委託
台中縣石岡鄉公所
設計監造案

技士

中 1025 王欣弘

專任工程人員 中 1026 王智建

11

94、95、97 年度大甲溪公益補助 宏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博愛村松鶴吊橋復建工程規劃
台中縣和平鄉公所
設計

12

99 年度和平鄉梨山、平等二村天 中理營造有限公司
然災害緊急搶險、搶修工程
台中縣和平鄉公所

專任工程人員 中 1029 蕭有祥

13

明正里后卓路（中 40 線）拓寬工 永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程規劃、設計案
台中縣東勢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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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019 廖偉全
中 1020 江孟樺

課員

中 1027 廖月華

技士

中 1028 謝震宇

技士

中 1030 鄭永松

現場工程師

中 1031 徐于婷

約僱人

中 1032 吳敏榮

標案
編號

標案名稱

單位名稱

14

「烏日鄉中 75-1 線道路拓寬工
台中縣政府工務處
程」委託技術服務

15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技士

中 1035 朱柏勳

梧棲鎮陽光海風自行車道建置工 創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梧棲鎮公所工務課

設計師

中 1036 林君怡

約僱人員

中 1037 曾志瑋

監造工程師

中 1038 廖芫呈

16

「新社鄉基層建設、鄉內道路、 振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排水溝修繕等工程」委託設計監
台中縣新社鄉公所
造案

技佐

中 1039 郭家銘

17

大觀水路區巡視道路崩塌修復工 千昌營造有限公司
程
台電大觀發電廠

技師

中 1040 楊嘉麟

土木主辦

中 1041 胡建國

18

廠區北溝上游崩塌地修復工程

課長

中 1043 林獻堂

19

台 78 線斗南交流道增設東向匝
道工程

台電大觀發電廠
茂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專任工程人員 中 1044 黃冠綸
工地主任

公路總局東西向快速公路南
約僱工務員
區工程處第四工務段

中 1045 王志吉
中 1046 吳政達

20

98 年度莫拉克颱風災害台 21 線
79k+760~80k+180 路基缺口緊急 益新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修復工程

21

98 年度莫拉克颱風災害台 21 線
91k+030~101k 橋基保護暨邊坡 山鈺營造有限公司
修復工程

中 1052 黃延年

2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正工程師
台 13 線后豐大橋 P11～A2 局部
公司
計畫工程師
改建工程委託測量、設計及地質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二區養護 助理工務員
探查服務工作
工程處台中工務段
工務員
華村營造有限公司
工程師
台 3 線 96k+400~98k+800 苗栗縣
華村營造有限公司
工程人員
三 灣 鄉 外 環 道 路 工 程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二區養護 幫工程司
(96K+400~97K+130)
工程處苗栗工務段
工務員

中 1056 郭東仁

23

專任工程人員 中 1047 胡毓錢
品管人員

中 1048 莊閔鈞

專任工程人員 中 1050 湯文祥

中 1053 廖永忠
中 1054 朱洧成
中 1055 李登財
中 1057 謝佩玲
中 1058 陳禎康
中 1059 黃耀德

24

莫拉克風災 149 線 20k+050 災害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五區養護
復建工程委託測量、地質探查及
幫工程司
工程處斗南工務段
設計

中 1061 黎友慈

26

中港溪集水區水土保持相關工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工程員
執行成效及效益評估
局台中分局

中 1063 林炤光

27

台中市(北屯區)及台中縣霧峰鄉
等 5 鄉鎮 98 年度(第四次)工程委 豐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託測設監造

技師

中 1064 劉文良

工程師

中 1065 黃景茂

28

台中縣大里市等四鄉鎮市 99-100
浦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年度計畫工程委託測設監造

水土保持技師 中 1067 陳彥圖
工程師

中 1068 陳家豪

29

台中縣東勢鎮等 4 鄉鎮 98 年度 建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中 1070 巫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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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
編號

標案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第三次)工程委託測設監造技術
服務
30

台中縣東勢鎮等二鄉鎮市 99-100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年度(第 2 次)計畫工程委託測設
工程員
局台中分局
監造

31

苗栗縣三義鄉等 5 鄉鎮 98 年度
（第三次）工程委託測設監造技 山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術服務

中 1079 陳漢武

32

鋒璟工程顧問企業股份有限 技師
苗栗縣卓蘭鎮等 4 鄉鎮 98 年度
公司
工程師
(第四次)工程委託測設監造技術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服務
書記
局台中分局

中 1086 林永欣

35

98 年度雲林縣及彰化縣水土保
經理
持工作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乾坤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7）

中 1089 葉明展

36

琥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540 林道復建工程等 3 件工程設
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東勢林
計、監造
技士
區管理處
技師

中 1091 王修文

工程師

中 1092 莊宗論

榮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37

八仙山林道跨越橋工程設計監造

中 1075 趙栢祥

水土保持技師 中 1076 張繼儒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東
技士
勢林區管理處

中 1080 洪志銘
中 1081 謝錫麟

中 1087 李明哲

中 1090 唐禎國

中 1093 詹振明

B 班［212 教室］
技師

中 2001 蔡明波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東
技士
勢林區管理處

中 2002 梁家柱

家鼎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38

匹亞桑溪土石流監測規劃調查

39

長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99 年度埔里事業區防砂治水工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南
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技士
投林區管理處

40

99 年度惠蓀林場露營區旁野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南
整治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作
技正
投林區管理處
業

中 2006 許文奕

42

「信義鄉莫拉克風災 C2 類羅
娜、望美、新鄉三村等 34 件工程」光益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土木技師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中 2010 張銘鴻

43

「信義鄉莫拉克風災 H3 類 3 件
鹿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復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設計組組長

中 2013 張家銘

48

98 莫拉克 C2-066 信義鄉豐丘村
富雄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十八重溪道路災修復建工程等 2

技師

中 2023 許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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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003 張仲毅
中 2004 洪志中

標案
編號

標案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件測設監造工作
50

98 莫拉克 C2-228 水里鄉興隆村
投 61 線 11K-12K 道路復建工程 台灣鑽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理
測設監造工

52

信義鄉同富村桐林道路 0k+500
及 1k+350 災修復建工程等 2 件 杜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委託測設監造工作

中 2027 陳進森

技師

中 2031 吳志強

技師

中 2032 曾一平

53

莫拉克 C1-137 埔里鎮成功裡投
68 線成功橋道路災修工程委託 台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地質探查測設監造工作

公司負責人

中 2034 吳龍江

54

莫拉克 C1-146 仁愛鄉投 83 線
1k+700 災修復建工程等 11 件工 明宙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程委託測設監造

都市計畫技師 中 2036 黃琮宸

莫拉克-仁愛鄉投 83 線 14k+100
災修復建工程等 11 件工程委託 永緒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測設監造工作

蔡榮華

中 2038 蔡榮華

總經理

中 2040 邱華宗

56

莫拉克-信義鄉同富村桐林道路
4k+600 災修工程等 2 件委託地質 駿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探查及設計監造工作

技師

中 2041 許順峰

58

集集鎮中心區多運具交通整備暨
勝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人本徒步環境改造規劃設計

技師

中 2045 謝祐爾

暘昇工程顧問企業股份有限
技師
辛樂克及薔蜜風災水土保持復建 公司

中 2047 康德全

55

59

工程-富興村芎蕉坑 12 鄰野溪災
修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服務

苗栗縣大湖鄉公所/農觀課

臨時工程助理
中 2048 邱智賢
員
技士

中 2049 羅凱騰

60

「竹南鎮環市路三段道路景觀及
通學步道環境改善計畫」工程規 苗栗縣竹南鎮公所
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

技士

中 2051 郭銘昌

61

西湖鄉市區人行步道及自行車道
苗栗縣西湖鄉公所
建置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臨時工程助理
中 2053 邱汶瑞
員

62

九十七年度保護區道路排水及河
苗栗縣卓蘭鎮公所
川整建規劃建造工程（三）

臨時工程助理
中 2055 黃定國
員

63

九十九年度卓蘭鎮路面修復第一
期工程（含道路周邊附屬設施） 日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委託設計監造

專任工程人員 中 2056 蔡禮翰

64

99 年度苗栗縣竹南鎮、後龍鎮等
負責人
6 鄉鎮等縣鄉道改善工程委託技 昌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術服務工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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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058 蔡金源
中 2059 陳冠戎

標案
編號
65

標案名稱

單位名稱

99 年度苗栗縣觀光工程委託規
巧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開
口契約）
苗栗縣政府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技師

中 2061 吳盈政

職員

中 2062 簡國樑

技士

中 2063 林俊吉

土木技師

中 2066 陳光政

工程師

中 2067 吳志航

67

99 年度頭份鎮苗 5 線東興橋橋基
虹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改建工程委託技術服務工作案

68

汶水橋延伸至錦卦大橋道路工程
﹝第一期﹞堤防工程委託設計技 苗栗縣政府-工務處
術服務工作案

工程助理員

中 2070 黃俊榮

69

後龍溪中平橋下游左岸堤防興建
工程(第三期)及河川浮覆地取得 苗栗縣政府建設處
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案

技士

中 2072 劉學明

70

苗栗市國華路道路景觀與人本環
境改善計畫示範道路工程委託規 晉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

經理

中 2073 詹清淵

72

苗栗縣竹南國中通學步道及人行
環境改善計畫工程委託規劃、設 苗栗縣政府
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

工程助理員

中 2078 郭怡君

73

苗栗縣頭份鎮永貞路至頭份大橋
金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道路新建工程(都市計畫外)

專任工程人員 中 2079 陳建廷

74

通霄鎮內湖里三光橋旁堤防基礎
苗栗縣政府建設處
掏空補強工程等三件工程

技士

77

川元營造有限公司
土木技師
水里營林區 16 林班永興橋下游
國立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
濁水溪左岸崩塌地緊急治理工程
技士
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78

E、E2 及 E3 滑行道整建工程委 空軍第四二七戰術戰鬥機聯
土木工程官
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
隊

中 2092 林侃融

79

斗六市湖山水庫鄰近區雲 213 線
邑順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道路拓寬改善工程〈規劃〉

工程師

中 2093 王宗豪

80

「古坑鄉草嶺峭壁雄風步道整建
第二期工程」等 3 案委託規劃設 雲林縣政府
計監造

技士

中 2096 劉政達

81

北港溪穎川堤防段疏浚工程委託
新向榮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規劃設計監造

技師

中 2097 徐毓宏

82

84

施厝寮排水系統－海豐支線滯洪 東橋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池工程(C3)

雲林縣政府水利處

中 2088 王樹福
中 2089 簡大淵

專任工程人員 中 2098 宋煦仁
品管工程師

中 2100 洪志銘

工地主任

中 2101 許榮賢

技佐

中 2102 蔡宏欣

景觀設計師
雲林縣永續藍帶空間營造計畫委 境界設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理
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雲林縣政府
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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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083 施宛平

中 2105 王雅蘭
中 2106 張宏鳴
中 2107 蔡榮峻

標案
編號

標案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85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下游河道梅
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 工程員
林橋及玉當山橋改建工程

中 2110 蔡宗翰

87

后溪底及車籠埤排水改善工程委
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託測量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計畫

副工程司

中 2115 鍾翼戎

88

南投縣埔里盆地排水系統治理工 連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負責人

中 2116 李信伯

契約人員

中 2117 施俊宇

90

99 年度濁水溪流域（集集攔河堰
以上河段含支流）委託辦理緊急 聚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搶修工程測設服務

總經理

中 2120 陳厚文

91

99 年度濁水溪集集攔河堰以上 久鈺營造有限公司
至孫海橋河段緊急搶險工程
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專任

中 2122 劉崇倫

工程員

中 2123 林哲震

協理

中 2124 張慶武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2

94

濁水溪北岸（溪州鄉河段）水岸
工程師
整建及景觀規劃設計
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規
工程員
劃課
伸港鄉公所 99 年度工程規劃設 盛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計及監造服務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
全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95

中 2125 許芳毓
中 2126 胡又仁

負責人

中 2130 張世偉

技士

中 2131 柯廷松

負責人

中 2132 葉毓泓

二林鎮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
副理
中 2133 許健興
（五）委託設計監造案
彰化縣政府水利資源處下水
臨時約僱人員 中 2134 朱宏昱
道科

96

「員林都市計畫萬年園道北段變
達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更規劃案」勞務採購

97

員林鎮公所 99 年度道路橋樑水
利下水道景觀等工程委託設計監 磐禹土木技師事務所
造（含監工）勞務

98

台中第 13 期市地重劃內橋梁暨
景觀渠道工程設計及監造委託技 杜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術服務廠商勞務採購案

「台中縣大甲鎮雨水下水道重新
101 檢討規劃（含日南地區）」委託 台中縣大甲鎮公所
規劃
石岡鄉學區周邊自行車道暨延伸 宏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02 道路環境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台中縣石岡鄉公所
監造案

專案經理

中 2135 趙志銘

技師

中 2137 張繼仁

技師

中 2138 陳明錚

處長

中 2140 詹景量

工程師

中 2141 劉榮安

技正

中 2149 黃惠茹

技師

中 2150 劉信宏

技士

中 2151 溫榮基

103

「林厝排水改善工程」委託設計
佰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監造

104

國道 1 號增設虎尾交流道工程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第 524 標）委託監造暨專業技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 莊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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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152 陳宏龍
中 2154 王大衡
中 2155 莊信慧

標案
編號

標案名稱
術顧問服務

單位名稱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局拓建工程處

106

台中縣豐原市等七鄉鎮市 99-100
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經理
年度計畫工程委託測設監造

110

99 年度竹山鎮鹿谷鄉治山防洪 乾坤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南投林區管理處
技士

99 年度下坪、雲林、中崎、福興、
111 大鞍等 5 里災後（公路系統）復 景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建工程設計、監造技術

技 師

中 2160 廖文彬
中 2170 羅頡烜
中 2171 張凱博
中 2172 陳志達

「信義鄉莫拉克風災 N1 類等 9
112 件災修復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光益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人員
監造案

中 2174 劉慧茹

鹿谷鄉投 95 線 3k+350-10k+700
116 道路災修復建工程委託測設監造 鹿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作

副總經理

中 2184 林志良

負責人

中 2188 張森鴻

工程師

中 2189 黃銘雄

河川駐衛警

中 2190 謝演和

職員

中 2191 謝佳龍

工程師

中 2195 胡家瑋

工程師

中 2196 蔡其德

工程員

中 2197 翁正原

後龍溪福基段右岸堤防工程委外 華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18
辦理規劃、設計及監造工作案
苗栗縣政府建設處
119

苗栗縣 99 年度野溪清疏工程計
巧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畫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工作

「苗栗縣南湖溪堤後排水竹桐坑
連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21 排水匯流口改善等 4 件工程」委
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十三寮排水及坪林排水出口段改
副總經理
122 善工程委託測量設計暨監造技術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服務計畫

中 2198 周明坤
中 2199 羅穎頎

124

南方寮崩塌地處理工程委託設計
彰化縣芬園鄉公所
監造

臨時約僱人員 中 2204 梁麗美

125

福興鄉出水橋改建工程委託規劃
彰化縣政府
設計及監造案

技佐

中 2206 魏宏昇

埔心鄉 99 年道路橋樑水利下水
126 道等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 彰化縣埔心鄉公所
術服務

技士

中 2208 邱帝凱

0807 鎮西堡及鄰近子集水區復建復育
聯達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北-31 工程委託測設及監造技術服務

中 2209 桂代強

0807 客雅溪寶溪橋下游河段整治工程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北-47 (委託技術服務)

中 2210 蔡炫業

正工程司

0626 99 年度屏東縣水土保持工程委
森堡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技師 中 2211 王冬成
南-17 託設計監造(一)
0626 美濃地區設置滯洪池可行性評估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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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212 李清水

標案
編號

標案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南-68 委託技術服務
0626 「特富野橋災害復建工程」委託
威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南-71 勘測設計及監造服務
0813
柴頭港溪排水開元橋改建工程
南-3

技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工程師
公司

0813 莫拉克風災台 18 線 59K+100 附
春富營造有限公司
南-16 近臨時便道補強工程

工地主任

中 2213 藍永佰
中 2214 林宏宇
中 2215 李世華

0813 莫拉克風災台 18 線 82K+500 附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五區養護
助理工務員
南-17 近災害修復工程
工程處阿里山工務段

中 2216 蕭秋銘

0813
下湖野溪整治工程
南-21

中 2217 張國欽

泰吉營造有限公司

技師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0813
中崙 4 號橋上下游災害復建工程
副工程司
南-22
局南投分局

中 2218 游元興

主任技師/土木
0813 荖濃溪二坡護岸(第一工區)復建
加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 2219 蘇洺弘
南-42 工程
工程部部長
台 27 線 0K+800~1K+550 98 年 8
0813
月 8 日莫拉克颱風災害緊急修復 十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南-87
工程

技師

中 2220 黃德旺

0813 (莫拉克風災)台 84 線大內 8 號橋
大旺營造有限公司
南-88 橋台保護災害修復工程

技師

中 2221 林福佑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二區養護
約僱工務員
工程處南投工務段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銘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專任工程人員 中 2223 方克屏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宗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聯達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師

中 2225 李正文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李式忠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中 2226 李式忠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威

經理

中 2227 李幸峰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經理

中 2228 李惠平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將暐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人員

中 2229 李雅玲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金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主任

中 2230 李維遠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技佳工程顧問公司

主任技師

中 2231 李澤民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中 2222 丁吉方

中 2224 吳朝景

中 2232 林瑛祥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eric
東昀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張新民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 水土保持技師 中 2234 張新民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理

中 2235 陳昱誠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駿霖營造有限公司

工地主任

中 2236 陳柏誠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二區養護
工務員
工程處卓蘭工務所

中 2237 陳益正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森堡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助理工程師

中 2238 陳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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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233 林碩章

標案
編號

標案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報到
編號

姓名
陳鑾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營建
博士生
管理組

中 2239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景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師

中 2240 傅家興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優達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經理

中 2241 彭琪育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中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區主任

中 2242 程晉昇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理

中 2243 黃世樑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台灣鑽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監造人員

中 2244 黃正良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行政管理學系/中華大學

副教授

中 2245 葉嘉楠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劉朝治建築師事務所

計畫經理

中 2246 劉志仁

非調訓人員自行報名者

森堡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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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247 謝宗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