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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與東南亞：臺灣學研究中心 10週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 

 

報名審核通過名單 
 

2017.11.16 

(依姓名筆劃排序) 

 

1 Filip Kraus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研

究 

2 Hsueh-Feng Lee-Ho 創顧諮商顧問 

3 James Lee Gbo Systems Manager 

4 Kyle Griffin 國立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研究生 

5 Roberto Sung Efficiency Ent. MGR. 

6 Syafiatudina KUNCI Culture Study Center (Jogja) Artist 

7 William Pan Forever Books author 

8 戶田浩一朗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9 王千豪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10 王心悅 退休人員 

11 王月春 新光人壽經理 

12 王玉國 中國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助理教授 

13 王佩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14 王和安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歷史教師 

15 王鈴文 退休人員 

16 布田元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17 甘炤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18 田馥旖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科任教師 

19 伍珉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20 朱仲謀 臺北市立景興國中教師 

21 江燕鳳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分館主任 

22 何得中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23 何義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授 

24 何鳳嬌 國史館纂修 

25 余以澄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部碩士班研究生 

26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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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余秀玲 臺車公司組長 

28 余芳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教師 

29 吳玉麗 國立政治大學助理 

30 吳淑芳 基隆市文化局約聘人員 

31 吳淑鳳 國史館纂修 

32 呂理昌 陽明山國家公園技正 

33 呂紹理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34 宋冠美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專案助理 

35 岑淳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36 李丁權 南園人文客棧管家 

37 李京屏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38 李宜錦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研究員 

39 李承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40 李明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41 李根培 臺灣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會理事長 

42 李智揮 臺灣電力公司企劃 

43 李歆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44 李群 臺灣妙管家股份有限公司特助‧國際貿易總監 

45 杜晉軒 多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記者 

46 沈明財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 

47 沙云蓉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48 卓姿均 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行政專員 

49 周天祥 退休人員 

50 周美霞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研班究生 

51 周鼎昌 安利宇公司經理 

52 林力宏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師 

53 林小姐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54 林平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55 林正和 日商新耀光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56 林永健 杰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57 林秀恆 服務業 

58 林宗尚 元宇實業有限公司經理 

59 林宜萱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60 林怡均 推動力工作室行政人員 

61 林怡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62 林欣堯 臺欣公司管理師 

63 林建翰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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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林政誠 龍瑋文史社主任 

65 林美 退休人員 

66 林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67 林峰億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退休人員 

68 林淑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69 林森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專班研究生 

70 林意真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71 林稚霑 高金素梅立委辦公室助理 

72 林漢發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73 林慶弧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74 邱昭閔 國家圖書館助理編輯 

75 邱美娥 文藝創作者 

76 邱輝揚 汎錡公司董事 

77 金延芬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約用人員 

78 施冠宇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79 查忻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80 洪文華 文史工作者 

81 洪木成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 

82 洪健榮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83 范嘉聖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84 奚敏芳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85 容世明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解剖病理科主治醫師 

86 席名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87 徐紹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88 徐靜蘭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 

89 涂欣凱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90 袁明乾 桃園市成功國民小學教務處社會科任教師 

91 高嘉勵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92 張文琦 正心商行經理 

93 張永昇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94 張育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95 張芯瑜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96 張青霞 昂立對外教育教研室主任 

97 張盈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98 張家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教育部計畫博士後研究 

99 張祐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 

100 張常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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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張琬琳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02 張德敬 益安公司經理 

103 張慧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104 張麗雲 退休人員 

105 梁敬賢 新北市立圖書館地方文獻組主任 

106 莫家浩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107 許加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108 許峰源 檔案管理局研究員 

109 許雅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0 許雅玲 內容力有限公司企劃編輯 

111 連克 臺北市政府課員 

112 郭婷玉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113 陳世榮 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特藏組編輯 

114 陳仲蘭 兆豐銀行退休人員 

115 陳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116 陳志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117 陳明忠 昇陽科技管理顧問(有)公司經理 

118 陳東昇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校史館行政專員 

119 陳武天 北斗國中退休人員 

120 陳秉立 國立金門大學助理教授 

121 陳芬蘭 基隆市五堵國小教師 

122 陳威儒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學生 

123 陳昱齊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124 陳柏安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125 陳禹瑄 輔仁大學學生 

126 陳美玲 正大有限公司行政人員 

127 陳哲維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128 陳時民 多元全人社區教育中心主任 

129 陳祝滿 臺南大學碩士 

130 陳偉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131 陳國男 大同公司主任技師 

132 陳國樑 南投縣立爽文國中校長 

133 陳崇濤 明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134 陳朝榮 臺灣民族永續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135 陳湘汶 文字工作者 

136 陳銀崑 文史工作者 

137 陳德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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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陳麗玲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研究助理 

139 陶宗瑋 社區大學講師 

140 傅培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141 彭志業 國立清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142 彭冠敏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研究助理 

143 彭慰 中華文物保護協會秘書長 

144 彭憶荔 退休人員 

145 惠敏 萬能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146 曾如禎 新北市文化局約僱人員 

147 游琇茹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148 湯璧瑛  

149 程君顒 慈濟科技大學副教授 

150 程振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151 黃永雪 彼得潘藝術總務 

152 黃伊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研班究生 

153 黃季涵  

154 黃明珠 退休人員 

155 黃信健 國立聯合大學學生 

156 黃彥傑 國立東華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徒 

157 黃春秀 國立歷史博物館退休人員 

158 黃美秀 說故事志工/教師 

159 黃英明 輔仁大學教師 

160 黃英進 柳營文史工作室執事 

161 黃素梣 益可嘉企業公司經理 

162 黃荻昌 開南大學軌道與永續運輸研究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163 黃雯意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研究生 

164 黃煥林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研究生 

165 黃寬裕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中心主任 

166 黃慧真 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 

167 黃馨儀 國立臺灣博物館說明員 

168 楊大寬 亞太藝文推廣協會常務理事 

169 楊修安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專門委員 

170 溫台祥 中華文物保護協會理事 

171 葉萬燿 臺灣菸酒公司課長 

172 詹雅晴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173 鄒仁豪 淡江大學資管系學生 

174 鄒桂藤 金進旺機械公司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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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廖箴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編輯 

176 翟振孝 國立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177 劉柔秀 朶美果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178 劉晏齊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179 歐素瑛 國史館纂修 

180 潘健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訪問學者(中國福

建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181 潘淑慧 國立臺灣圖書館退休館員 

182 潘淑靜 利興建設公司副總 

183 潘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研究生 

184 蔡廷貞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學生 

185 蔡秀美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86 蔡佩珊 基隆職員 

187 蔡佳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188 蔡知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189 蔡崇禮 國立海洋大學 

190 蔡雅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191 蔡慧玲 比較病理學會/海納百川人文與生技監事/研究員 

192 鄧淑瑜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 

193 鄭文琦 財團法人數位藝術基金會（數位荒原）總編 

194 鄭秀姬 臺灣電視公司專案經理 

195 鄭祐陞 佳沛國際顧問 

196 鄭凱莉 正霖有限公司行政人員 

197 鄭智緯 臺北市導遊協會導遊 

198 鄭筑勻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199 鄭雍明 輔仁大學講師 

200 鄭曉峰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系副教授 

201 黎浩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02 盧奕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203 盧姵諭 國立臺灣圖書館專案研究助理 

204 蕭文如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205 蕭伃君 臺灣民主基金會專員 

206 蕭原戎 國立陽明大學技士 

207 賴世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 

208 賴冠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09 賴英泰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210 賴郁如 中央研就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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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戴若梅 葡萄藝品部落格編輯 

212 戴家豪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學生 

213 薛俐 中國北京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214 謝濬澤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教師 

215 簡宏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 

216 簡錦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217 藍敏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退休人員 

218 藍適齊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219 闕慧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 

220 魏昌國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任 

221 羅友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研班究生 

222 嚴曉珮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編輯 

223 蘇志銘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 

224 蘇羿如 國立空中大學花蓮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225 饒維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26 坂本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27 張毓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28 李新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29 詹孟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30 林祐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31 影山晶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32 王哲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33 葉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