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大百年暨第十五屆「嘉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會人員】 

﹝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001 小○子 名古屋市立大学研究員 

002 王○雯 台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生 

003 王○敏 國立嘉義大學 EMBA 

004 王○博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005 江○德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研究員 

006 江○潔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辦事員 

007 佐○香 会社員 

008 何○榮 大同技術學院執行秘書 

009 余○岳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 

010 吳○倩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11 吳○蓁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綜合行政組專案辦事員 

012 吳○嶽 退休教師 

013 吳○穎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教師 

014 吳○芳 財團法人嘉義市城隍廟志工 

015 吳○貴 財團法人嘉義市城隍廟志工 

016 呂○晏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017 呂○賢 無 

018 呂○華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019 李○山 文化局、阿里山申請世界遺產志工 

020 李○峰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021 李○廷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 

022 李○芸 財團法人嘉義新港奉天宮總務組組員 

023 李○明 財團法人嘉義市城隍廟幹事 

024 周○彰 國小短期代課老師 

025 林○貴 嘉義市市民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 

026 林○偉 國立中山大學職員 

027 林○奇 財團法人嘉義新港奉天宮世界媽祖文化研究暨文獻中心執行長 

028 林○圻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 

029 林○珍 財團法人嘉義市城隍廟 

030 林○發 民雄國中/教師 

031 林○安 國立嘉義大學祕書室專案組員 

032 林○伃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033 邱○德 嘉義舊監獄導覽志工 

034 施○梅 無 



035 柯○綸 無 

036 柳○香 無 

037 洪○雄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38 洪○凱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39 洪○沿 私立大葉大學教官 

040 洪○花 退休人員 

041 唐○耀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042 孫○均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43 徐○任 國小教師/文史工作者 

044 徐○玉 台灣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045 翁○儀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046 張○榮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047 張○鎮 台化公司物料管理 

048 張○欣 無 

049 張○文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 

050 許○莊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 

051 許○雄 中埔國中組長/嘉義大學研究生 

052 許○真 荒野保護協會 

053 郭○瑜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054 郭○麗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中心辦事員 

055 陳○佑 無 

056 陳○村 無 

057 陳○宏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058 陳○宇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059 陳○伶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060 陳○英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 

061 陳○英 退休人員 

062 陳○雯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063 陳○蘭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綜合行政組組長 

064 陳○芳 退休人員 

065 陳○浩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 

066 陳○金 文化局志工 

067 陳○榮 無 

068 陳○娟 故宮南院志工 

069 陳○文 教師 

070 曾○治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 

071 游○安 退休人員 

072 黃○宗 文史工作者 

073 黃○枝 財團法人嘉義市城隍廟志工 

074 黃○修 嘉義林管處志工 



075 黃○慈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畢業 

076 黃○逸 阿里山世界遺產協會執行長 

077 黃○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醫學保健科副教授 

078 黃○旻 私立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醫學保健科副教授 

079 黃○梅 稻鄉出版社 

080 黃○瑩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081 黃○鋒 財團法人嘉義市城隍廟祭典幹事 

082 楊○莉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文資典藏組長 

083 楊○武 無 

084 楊○志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085 葛○樂 財團法人嘉義市城隍廟總幹事 

086 董○坊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87 廖○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088 廖○雄 嘉義市博物館市民研究員 

089 趙○葦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090 劉○棉 退休教師 

091 劉○玲 私立南臺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092 劉○松 林務局嘉義林管處國家森林志工 

093 劉○元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94 蔡○嵐 國立嘉義大學 大學生 

095 蔡○容 台化公司化檢員 

096 蔡○岳 嘉義市西區紅瓦里里長 

097 蔡○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98 鄭○蓓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099 蕭○喬 嘉義市博物館市民研究員 

100 蕭○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101 賴○隆 台灣翻譯學學會會員 

102 賴○華 無 

103 薛○玲 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 

104 鍾○瑩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畢業 

105 鍾○祥 阿里山世界遺產協會/監事 

106 顏○豪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生 

107 羅○烜 無 

108 羅○茹 國家森林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