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4年度苗栗縣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名單 
◎機關委員（任期：10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止） 

編號 姓名 性別 現職 備註 

1 徐耀昌 男 

現職 苗栗縣縣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主任委員 學歷 親民工商專校企業管理科畢業、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管理學碩士 

經歷 
立法院第 5、6、7、8屆立法委員、立法院國民黨團書記長、副書記長、立法院預算及決算、

交通、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救國團苗栗團委員會主任委員、苗栗縣頭份鎮第 12、13屆鎮長 

2 鄧桂菊 女 

現職 副縣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副主任委

員 

學歷 私立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救國團探索教育中心專業講師培訓班結訓 

經歷 
救國團基隆市團委會總幹事、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總幹事、彰化縣團委會活動組長、救國團日

月潭青年活動中心業務組長、救國團探索教育中心講師 

3 李政峯 男 

現職 工商發展處處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兼執

行祕書 

學歷 私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工學碩士學位、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學碩士學位 

經歷 
行政院工程會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臺中市北區區公所區長、臺中縣大雅鄉公所區長、主

任秘書、臺中縣烏日鄉公所建設課長、工務課長 

4 楊明鐃 男 

現職 水利城鄉處處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 

學歷 碩士 

經歷 
建設處處長、副處長、工務處科長、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副工程司、省水利局第二工程處

工程員 

5 陳斌山 男 

現職 地政處處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 

學歷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畢業 

經歷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副處長、地用科科長、銅鑼地政事務所地價課課長、大湖、頭份地政事務所

課員 

6 趙清榮 男 

現職 工務處處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 

學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研究所(碩專班)、國立台灣技術學院營建工程系 

經歷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副工程司、幫工程司、工程員、行政院第三組諮議、科長、省公路局工

務員、助理工務員、省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技術助理員 

7 許滿顯 男 

現職 農業處處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教育研究所碩士、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結業、國立嘉義農專農

業機械科畢 

經歷 

苗栗縣政府計畫處處長、苗栗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銓敘部公務人員協會爭議裁決委

員、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苗栗縣政府參議、建設處長、農業局長、秘書、

農務課長、苗栗縣卓蘭鎮公所代理秘書、農業課長、辦事員、台灣省政府糧食局苗栗管理處糧

食生產調查員、台北市政府市場管理處管理員 

8 徐榮隆 男 

現職 財政處處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 

學歷 中興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結業、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結業、東海大學畢業 

經歷 苗栗縣政府參議、財政局局長、台灣省財政廳視察、股長、科員、南投縣稅捐稽徵處稅務員 

9 劉伯舒 男 

現職 環保局局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 

學歷  

經歷  

10 江和妹 女 

現職 計畫處處長 委員 

學歷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畢業 

經歷 苗栗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苗栗縣政府秘書長室簡任秘書、計畫處副處長、科長 

11 邱蓬新 男 

現職 文觀局局長 委員 

學歷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畢業、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畢業 

經歷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副局長、臺北廣播電臺臺長、臺北市政府新聞處主任、科長、編審、股

長、科員 

12 范陽添 男 

現職 原民中心主任 委員 

學歷 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畢 

經歷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處長、竹南鎮代理鎮長、苗栗縣政府秘書、苗栗縣環境保護局行政室主任 

13 徐新淵 男 

現職 消防局局長 委員 

學歷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畢業 

經歷 苗栗縣政府秘書、消防局局長、內政部警政署科長、專員 

備註：「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第 1 項：「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

本職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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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熱心公益人士（任期：10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止） 

14 王文祥 男 

現職 
容豐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

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台灣大學地質學博士 

專長 應用地質技師、火山學、工程地質、大地工程、隧道工程、溫泉地質 

15 陳博亮 男 

現職 
聯合大學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副教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

組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美國麻州州立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 

專長 破壞力學、彈性力學、專案融資、營建管理 

16 黃麗明 女 

現職 黃麗明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專長 建築、景觀 

17 張梅英 女 

現職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非都專

責審議小組委

員)、任期第

1年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碩士 

專長 不動產估價、土地政策與法規、住宅問題研究、土地稅、土地經濟學、不動產金融 

18 紀聰吉 男 

現職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副教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法學碩士 

專長 地政相關領域 

19 王大立 男 

現職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

議小組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都市與區域計畫博士 

專長 市經濟、永續發展、空間資訊應用、研究方法 

20 王翠霙 女 

現職 
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

組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專長 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規劃、土地開發 

21 謝政穎 男 

現職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

議小組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都市及區域計畫博士 

專長 都市及區域計畫、都市更新、都市資訊系統、規劃分析方法、都市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 

22 林俐玲 女 

現職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美國夏威夷大學博士、國立中興大學碩士畢業 

專長 土壤沖蝕、土壤物理、資源保育、土壤管理、生態學 

23 李麗雪 女 

現職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副教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研究所造園組博士 

專長 景觀建築設計、景觀研究方法 

24 陳湘媛 女 

現職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副教授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博士 

專長 景觀建築設計、景觀工程、都市設計 

25 劉霈 男 

現職 逢甲大學國際事務處事務長、逢甲大學運輸科技管理學系副教授、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 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專長 公路工程、鋪面工程、人工智慧、噪音與震動、數值分析 

26 黃文忠 男 

現職 苗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榮譽理事長、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熱

心公益人士 
學歷  

經歷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27 蔡坤松 男 

現職 苗栗縣地政士公會理事、蔡坤松地政士事務所、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熱

心公益人士 
學歷  

經歷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28 鄭聚然 男 

現職 苗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玉園建設有限公司、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 委員、任期

第 1年、熱

心公益人士 
學歷  

經歷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29 王錦芬 女 

現職 苗栗縣政府台北辦公室主任、苗栗縣工商投資策進會副總幹事 委員、任期

第 1年、熱

心公益人

士 

學歷  

經歷 國會辦公室主任 

30 賴瑟珍 女 

現職 苗栗縣政府縣政顧問、台灣觀光協會會長 委員、任期

第 1年、熱

心公益人

士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私立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畢業 

經歷 
交通部觀光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業務組組長、副組長、專門委員、科長、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備註：「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第 1 項：「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派聘之。」；第 7 條規定：「專家學者

及熱心公益人士委員，續聘以連續三次為限」。  

http://arch-world.com.tw/Company/388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