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生育、養育到教育—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價值與應用」工作坊  

                   4/9 高雄場  與會者名單 

 

日期：110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地點：高雄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 國際會議廳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尤○儀 國家發展委員會 

2 方○鳳 樹德科技大學 

3 王○卿 國立成功大學 

4 王○雅 國立空中大學 

5 王○珠 高雄師範大學 

6 丘○鈴 高雄師範大學 

7 白○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8 白○枝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9 朱○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 朱○華 高雄醫學大學 

11 艾○辰 成功大學 

12 吳○玲 國立中正大學 

13 吳○堂 高雄師範大學 

14 吳○慈 奇美醫院 

15 吳○瑜 高雄市家庭教育中心 

16 呂○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7 呂○詠 國立中山大學 

18 李○倫 國立中山大學 

19 李○杰 南臺科技大學 

20 李○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1 李○潔 高雄醫學大學 

22 李○楚 國立中正大學 

23 李○芬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24 汪○婷 高雄師範大學 

25 卓○萱 高雄師範大學 

26 周○瑄 國立中山大學 

27 周○如 成功大學 

28 周○昀 通識教育中心 

29 宗○萍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30 林○棋 屏東大學 

31 林○潔 國家發展委員會 

32 林○嘉 政治大學 

33 林○綺 高雄市○○托嬰中心 

34 林○安 成功大學 

35 林○宏 高雄師範大學 

36 林○德 國立高雄大學 

37 林○丞 國立中正大學 

38 林○如 臺南大學 

39 林○宇 陸軍軍官學校 

40 林○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41 林○萱 屏東大學 

42 邱○芬 長庚科技大學 

43 俞○雅 高雄醫學大學 

44 施○良 高雄師範大學 

45 柯○文 國立中山大學 

46 洪○茹 公共衛生學科暨公共衛生研究所 

47 唐○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8 徐○茹 高雄師範大學 

49 翁○興 長庚科技大學 

50 翁○哲 東華大學 

51 翁○卿 成功大學 

52 高○斌 南臺科技大學 

53 張○瑋 國立中山大學 



54 張○菡 康寧大學 

55 張○德 海軍軍官學校 

56 張○敏 輔英科技大學 

57 張○娟 文藻外語大學 

58 張○方 實踐大學 

59 張○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60 曹○嵐 金門大學 

61 梁○芳 長庚科技大學 

62 莊○雯 國家發展委員會 

63 許○雲 國立成功大學 

64 許○賓 南臺科技大學 

65 許○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66 許○維 高雄醫學大學 

67 許○峰 義守大學 

68 郭○成 國立中正大學 

69 郭○成 樹德科技大學 

70 陳○齡 正修科技大學 

71 陳○杏 樹德科技大學 

72 陳○富 中原大學 

73 陳○ 國立台灣大學 

74 陳○蓁 奇美醫院 

75 陳○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76 陳○華 屏東大學 

77 陳○先 國立台灣大學 

78 陳○憓 南華大學 

79 陳○儒 南藝大 

80 陳○傑 嘉南藥大 

81 陳○玫 屏東科技大學 

82 陳○智 高雄師範大學 

83 陳○涓 國立成功大學 



84 陳○英 國立中正大學 

85 陳○豐 屏東大學 

86 陳○陞 國立中正大學 

87 陳○光 成功大學 

88 彭○茵 長榮大學 

89 費○ 崑山科技大學 

90 黃○茹 高雄師範大學 

91 黃○綺 高雄師範大學 

92 黃○蓁 文藻外語大學 

93 黃○霆 國立中山大學 

94 黃○玲 高雄醫學大學 

95 黃○晴 國立成功大學 

96 楊○玲 高雄師範大學 

97 楊○宏 正修科技大學 

98 楊○靜 國立中山大學 

99 楊○逸 東元 

100 楊○利 國立中山大學 

101 楊○琿 屏東科技大學 

102 葉○麒 屏東科技大學 

103 葉○泰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04 臧○涵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 趙○安 臺灣師範大學 

106 趙○美 空軍官校 

107 劉○慧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8 劉○俐 高雄醫學大學 

109 蔡○穎 義守大學 

110 蔡○靜 成功大學 

111 蔡○原 國立中山大學 

112 蔡○輝 台南社區大學 

113 蔡○揚 台中教育大學 



114 鄧○霞 東華大學 

115 鄭○晉 國立中山大學 

116 鄭○諠 高雄師範大學 

117 鄭○婷 臺北大學 

118 鄭○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19 盧○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20 蕭○婷 國立中正大學 

121 賴○城 實踐大學 

122 賴○敏 台灣首府大學 

123 謝○恆 輔英科技大學 

124 謝○祐 樹德科技大學 

125 謝○芳 嘉義大學 

126 謝○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7 鍾○鴻 海軍軍官學校 

128 鍾○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9 顏○賜 ○○資訊 

130 顏○男 正修科技大學 

131 魏○芳 國立金門大學 

132 魏○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33 蘇○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