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文化資產法令教育訓練研習會宜花東場錄取公告名單 

 

1. 研習時間：109 年 12 月 07 日 (星期一) 上午 9:00-下午 4:40 

            (上午 8:30-9:00受理報到) 

2. 研習地點：F hotel 花蓮站前館 如意廳會議室 

            (970台灣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二街 203-1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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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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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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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文化部, 桃園市, 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2. 邱○女 文化部, 新北市, 台東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http://www.boch.gov.tw/
https://cultlaw.weebly.com/
https://www.coch.tw/index.php
http://www.boch.gov.tw/
https://cultlaw.weebly.com/
https://www.coch.tw/index.php


3. 邱○貴 文化部,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園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4. 林○財 文化部,台東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5. 郭○宜 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6. b***.********wang 台東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7. 莊○生 宜蘭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8. 林○翔 宜蘭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9. 古○淳 宜蘭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0. 鄧○君 宜蘭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1. 李○玄 花蓮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2. 林○益 花蓮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3. 章○琛 花蓮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4. 曾○宏 金門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5. 王○華 屏東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6. 江○親 新北市, 台北市, 台中市, 嘉義縣, 高雄市, 

宜蘭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7. 林○同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18. 黃○郁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專員 

19. 鄭○殷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專案助理 

20. 胡○松 台東縣政府科長 

21. 梁○漪 台鐵文化資產調研 

22. 陳○星 交通部航港局主管 

23. 蘇○美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臺南貨運

服務所課員 

24. 陳○蕾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臺南貨運

服務所宜蘭服務站事務員 



25. 梁○ 宜蘭縣政府約僱人員 

26. 王○娟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專員 

27. 楊○慧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技士 

28. 張○宸 空軍通航聯隊工程官 

29. 李○虹 南澳鄉公所策展規劃解說員 

30. 李○珊 南澳鄉公所課長 

31. 張○芳 屏東縣來義鄉公所(文物館)管理員 

32. 曾○禎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社工員 

33. 楊○葦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宜蘭辦事處助理員 

34. 莊○豪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文化資產小組召集 

35. 江○華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助理專員 

36. 王○正 國家海洋研究院研究員 

37. 黃○清 黃毓清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38. 許○誠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契約醫務員 

39. 吳○修 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臺南貨運服務所

臺東服務站主任 

40. 仲○怡 豐濱鄉公所觀光發展所 

41. 蘇○如 蘭陽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42. 廖○縉 台北市政府幫工程司 

43. 鄭○殷 台東縣政府專案助理 

44. 胡○松 台東縣政府科長 

45. 潘○恩 台東縣政府科員 

46. 彭○翰 台東縣政府辦事員 



47. 莊○ 宜蘭縣政府課員 

48. 高○惠 宜蘭縣政府約僱人員(轄區組長) 

49. 彭○ 宜蘭縣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助理員 

50. 蔡○益 花蓮縣政府經理 

51. 張○恩 花蓮縣政府事務員 

52. 張○琪 花蓮縣政府秘書 

53. 高○強 花蓮縣政府約僱人員 

54. 高○德 花蓮縣政府課長 

55. 梁○芬 花蓮縣政府專員 

56. 江○如 花蓮縣政府專員 

57. 林○蘭 花蓮縣政府課員 

58. 陳○安 花蓮縣政府科員 

59. 陳○誌 花蓮縣政府科員 

60. 林○旻 花蓮縣政府辦事員 

61. 溫○威 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 

62. 鍾○樺 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 

63. 李林○旺 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 

64. 潘○傑 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 

65. 田○芸 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 

66. 張○宏 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 

67. 朱○書 新北市政府科員 

68. 簡○農 台電公司東部發電廠土木工程專員 



69. 張○南 台電東部發電廠主辦專員 

70. 陳○益 台糖公司花東區處土地開發課  課長 

71. 張○升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頭城工務段

站長 

72. 洪○雅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臺南貨運

服務所總務主任 

73. 施○鎮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消防局文物普查人員 

74. 尤○鵬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消防局文物普査員 

75. 林○祖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消防局文物普查人員 

76. 張○南 東部發電廠財產管理專員 

77. 林○蘭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課員 

78. 陳○芳 花蓮女中助理員 

79. 李○容 花蓮林區管理處技士 

80. 江○恩 花蓮林區管理處技士 

81. 黎○瑞 花蓮林區管理處技正 

82. 李○芬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專員 

83. 陳○曄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 

84. 陳○官 院史秘書室技術員 

85. 曾○貞 國防部軍備局（中部地區工程營產處）聘員 

86. 李○月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地區工程營產

處營產員 

87. 莊○翔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技師 

88. 簡○成 國軍歷史文物館專員 

89. 賴○彰 第一河川局秘書 

90. 蔡○忠 花蓮縣阿美族傳統製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