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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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 台中場  與會者名單 

 

日期：11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 

地點：東海大學 人文大樓 茂榜廳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就讀學校 

1 于○文 國立中興大學 

2 毛○純 輔仁大學 

3 王○安 國立中興大學 

4 王○君 靜宜大學 

5 王○捷 向上文教基金會 

6 王○斐 台中教育大學 

7 王○麟 國立中興大學 

8 白○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 吉○萬 弘光科技大學 

10 江○桀 國立中興大學 

11 江○霖 成田企業社 

12 何○成 僑光科技大學 

13 何○玲 自由接案 

14 何○賢 逢甲大學 

15 吳○方 亞洲大學 

16 吳○如 國立中興大學 

17 吳○芳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8 吳○恭 嶺東科技大學 

19 吳○真 明道大學 

20 吳○聖 大葉大學 



21 吳○翰 台北大學 

22 呂○武 嶺東科技大學 

23 宋○君 朝陽科技大學 

24 李○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5 李○宇 國立中興大學 

26 李○芳 亞洲大學 

27 李○婷  

28 李○澋 國立中興大學 

29 李○賢 台中教育大學 

30 李○賢 國立中興大學 

31 李○靜 國立中興大學 

32 李○寶 中山醫學大學 

33 林○如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34 林○宇 國立中興大學 

35 林○宇 陸軍軍官學校 

36 林○明 台中市社區大學 

37 林○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8 林○欣 國立清華大學 

39 林○芳 朝陽科技大學 

40 林○芸 南華大學 

41 林○珊 東海大學 

42 林○虹  

43 林○容 臺中教育大學 

44 林○婷 靜宜大學 

45 林○翔 國立中興大學 

46 林○煒 亞洲大學 



47 林○闓 東海大學 

48 林○蘭 工會 

49 武○蕙 康寧大學 

50 邱○庭 亞洲大學 

51 邱○琦 國立中興大學 

52 邱○雯 美國華盛頓大學 

53 邱○慧 弘光科技大學 

54 姚○東 國立中興大學 

55 施○全 社區大學 

56 施○妮 國立中興大學 

57 施○雯 台北醫學大學 

58 段○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9 洪○茹 靜宜大學 

60 洪○涵 國立中興大學 

61 苗○哲 國立中興大學 

62 范○宇 中華大學 

63 徐○蕙 崇右技術學院 

64 翁○忞 東海大學 

65 翁○鈴 中山醫學大學 

66 馬○君 國立中興大學 

67 張○益 國立中興大學 

68 張○偉 南華大學 

69 張○敏 台中教育大學 

70 張○琴 醒吾科技大學 

71 張○萍 康寧大學 

72 張○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73 張○蘭 大葉大學 

74 梁○華 朝陽科技大學 

75 莊○瑤 中山醫學大學 

76 許○田 中正大學 

77 許○婷 台灣師範大學 

78 許○華 弘光科技大學 

79 連○靜 中臺科技大學 

80 郭○君 國立中興大學 

81 郭○漩 國立中興大學 

82 郭○豪 國立中興大學 

83 陳○ 國立中興大學 

84 陳○伶 國立中興大學 

85 陳○廷 東海大學 

86 陳○秀 明道大學 

87 陳○辰 國立中興大學 

88 陳○和 淡江大學 

89 陳○旻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90 陳○美 東海大學 

91 陳○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92 陳○萍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93 陳○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94 陳○毓 成功大學 

95 陳○祺 高雄師範大學 

96 陳○群 國立中興大學 

97 陳○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98 陳○霞 台中教育大學 



99 陳○蘭 中臺科技大學 

100 陸○明 成功大學 

101 傅○慈 國立中興大學 

102 曾○雯 國立清華大學 

103 游○霏 成功大學 

104 程○哲 國立中興大學 

105 程○源 臺中教育大學 

106 童○珠 國立金門大學 

107 黃○ 國立中興大學 

108 黃○聿 國立中興大學 

109 黃○村 高雄科技大學 

110 黃○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1 黃○華 國立屏東大學 

112 黃○誠 成功大學 

113 楊○妤 國立清華大學 

114 楊○芬 台灣師範大學 

115 楊○芳 明道大學 

116 楊○晟 東海大學 

117 楊○淯 中台科技大學 

118 楊○豪 東海大學 

119 楊○襄 國立中山大學 

120 溫○身 空中大學 

121 溫○敦 雲科大通識教育 

122 葉○炎 東海大學 

123 廖○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24 廖○成 誠品 



125 廖○娜 中國醫藥大學 

126 熊○瑤 國防大學 

127 劉○如 東華大學 

128 劉○岑 台灣大學 

129 蔡○峻 成功大學 

130 蔡○庭 慈濟大學 

131 蔡○揚 台中教育大學 

132 蔡○華 空中大學 

133 蔣○孝 中原大學 

134 鄭○ 國立中興大學 

135 鄭○昇 中山醫學大學 

136 鄭○紋 國立中興大學 

137 盧○慧 個人工作室 

138 蕭○ 美國華盛頓大學 

139 蕭○婷 國立中正大學 

140 蕭○琮 亞洲大學 

141 蕭○華 中台科技大學 

142 蕭○慧 中山醫學大學 

143 賴○惠 中正大學 

144 錢○穎 國立中興大學 

145 戴○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46 謝○芳 嘉義大學 

147 聶○齡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48 顏○翰 國立中興大學 

149 魏○芬 國立中興大學 

150 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