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文化資產法令教育訓練研習會中彰投場錄取公告名單 

研習時間：109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一)  

研習地點：因報名人數踴躍，更改會議場地由文化資產園區「求是書院」改至「衡

道堂。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號)，詳細地點請參附件 

1. 本 研 習 課 程 相 關 資 訊 ， 將 公 告 於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網 站 

（http://www.boch.gov.tw）、活動網站(https://cultlaw.weebly.com/)、文

化資產學院網站(https://www.coch.tw/index.php)。  

2. 錄取者若不克前來，請於各場次研習課程開始前 2 日電話告知，以利通知候 

補學員遞補。 

3. 此錄取號碼非錄取順序，只供人數計算使用。 

 

其他注意事項：  

1. 課程內容名稱及時間分配當得視講師情況調整之，為求最佳活動品質及效益， 

本局保留各項修改之權力。 

2. 各場研習一天，分上午、下午兩次簽到。  

3. 公務員學習時數：登記 6 小時。 

4. 本研習課程免費，承辦單位提供參與學員飲水、午餐便當（報名時請配合註 

明葷素）、保險，交通及住宿敬請自理，為響應節能減碳環保概念，研習會

場 恕不提供紙杯。相關交通資訊請參考報名網站資訊，並請多利用大眾運

輸工具前往研習地點。 

5. 若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活動進行（如風災、地震、火災、水災等），依 

規定辦理延期並公告於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 （http://www.boch.gov.tw）、

活 動 網 站 (https://cultlaw.weebly.com/) 、 文 化 資 產 學 院 網 站

(https://www.coch.tw/index.php)。 

 

 

錄取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郭○宜 文化部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2 王○苡 文化部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3 陳○寧 文化部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4 黃○玲 台中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5 陳○欣 台中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http://www.boc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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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劉○驊 台中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7 洪○正 南投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8 黃○展 南投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9 全○文 南投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0 翁○得 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1 伊婉○林 南投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2 張○岳 南投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3 劉○偉 新竹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4 陳○怡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專員 

15 廖○瑩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科員 

16 柯○釗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視察 

17 林○嘉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研究助理 

18 鐘○演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副主任 

19 王○喬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專案助理 

20 王○宜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助理研究員 

21 黃○郁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專員 

22 李○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科長 

23 王○莉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助理編審 

24 陳○町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科員 

25 蔡○欣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6 悠蘭○又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科員 

27 吳○泰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技正 

28 林○杰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副研究員 

29 廖○萍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研究助理 

30 李○晏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專員 

31 廖○廷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科長 

32 李○馨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33 李○彤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專案助理 

34 董○穎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35 賴○利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36 林○本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簡任技正 

37 蔡○和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約聘職務代理人 

38 蔡○純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專案助理 

39 劉○輝 台中市政府 助理員 

40 施○旻 台中市政府 課長 

41 蘇○瑄 台中市政府 助理員 

42 張○宜 台中市政府 課員 

43 方○寬 台中市政府 股長 

44 陳○山 台中市政府 事務組組長 

45 張○雅 台中市政府 助理員 

46 夏○暄 台中市政府 約僱人員 

47 龔○雯 台中市政府 助理員 

48 張○月 台中市政府 約聘 



49 鄧○榮 台中市政府 技佐 

50 廖○卿 台中市政府 教師 

51 岳○麗 台中市政府 辦事員 

52 李○薇 台中市政府 副技師 

53 董○穎 台中市政府 研究助理 

54 李○薇 台中市政府 副技師 

55 盧○慧 台中市政府 畫家攝影師 

56 李○珍 台中市政府 負責人 

57 黃○幸 台中市政府 組員 

58 王○錦 台中市政府 科長 

59 官○岫 台東縣政府 助理 

60 蔡○霖 南投縣政府 科員 

61 陳○萱 南投縣政府 助理員 

62 馮○林 南投縣竹山高中 總務主任 

63 林○信 南投縣政府 社會工作員 

64 伍○蘭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觀光所總幹事 

65 朱○瑶 苗栗縣政府 研究員 

66 劉○英 苗栗縣政府 臨時工程助理員 

67 潘○榮 苗栗縣政府 承辦人員 

68 張○文 雲林縣政府 科員 

69 鄭○竹 新北市政府 書記 

70 吳○勳 新北市政府 專員 



71 楊○森 新北市政府 科員 

72 陳○慧 新北市政府 科員 

73 王○紳 嘉義市政府 科員 

74 林○咨 嘉義市政府 佐理員 

75 陳○妮 嘉義縣政府 科員 

76 黃○宇 嘉義縣政府 科員 

77 黃○茹 彰化縣政府 輔導員 

78 殷○蘭 彰化縣政府 秘書 

79 陳○明 彰化市公所 辦事員 

80 蕭○菲 台灣大學圖書館助理 

81 詹○機 溪湖糖廠一般行政管理師 

82 吳○蓁 彰化縣藝術館 

83 林○瀅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視察 

84 陳○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視察 

85 林○玲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科長 

86 鍾○修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 資產管理師 

87 胡○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視察 

88 王○桂 交通部鐵道局中部工程處 副工程司 

89 鄧○汝 交通部鐵道局中部工程處 助理工程員 

90 盧○慈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課員 

91 廖○蓮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行政專員 

92 溫○身 台中市公有停車場 管理員 



93 黃○榮 國家發展委員會 視察 

94 林○明 台中市安和國中 教師 

95 蔡○韻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 稅務員 

96 池○松 彰化市公所 導覽員 

97 張○秋 名間鄉公所 職員 

98 張○菁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幹事 

99 林○良 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課員 

100 魏○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 課員 

101 陽○君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師 

102 俞○敏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 課員 

103 黃○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組員 

104 白○芬 農糧署中區分署 課員 

105 葉○育 竹山鎮公所 辦事員 

106 邱○金 二水鄉公所 課員 

107 黃○雄 彰化縣警察局 警員 

108 謝○瑤 彰化縣警察局 股長 

109 余○娟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組員 

110 蘇○昭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傳統知識與實踐類無形文化資產保存

者 

111 劉○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課員 

112 邱○謀 台灣鐵路管理局 工務員 

113 李○叡 國立成功大學 館員  

114 楊○北 海洋委員會 科員 



115 賴○賢 出磺坑文化景觀及歷史建築 

116 魏○修 出磺坑文化景觀及歷史建築 

117 黃○甄 樂成宮 

118 王○敬  磺溪書院暨大肚文資 

119 林○宸 合興窯業工廠 

120 葉○心 東華印刷局 

121 李○媛 彰化定光佛廟 

122 楊○北 海洋委員會 科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