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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研習   學員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Grace  Huang F.C.  University   

王仁杰 荒野協會   

王明堂 內政部營建署 技士 

王東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試所   

王玟傑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課長 

王茂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技正 

王素珍 阿里磅生態農場 解說專員 

王裕光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管理處 課員 

朱海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技正 

江秀真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約僱保育巡查員

吳佳樺 私立明道大學造園景觀學系 學生 

吳家林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科員 

吳國樑 桃園縣大溪鎮公所 技士 

吳森雄 台灣省野鳥協會 顧問 

吳銀水 親山水生態工作室 解說員 

呂依純 林業試驗所 技佐 

呂理昌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主任 

宋玫琪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約僱解說員 

李佳容 台大森林所 碩士班學生 

李柏壯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士 

李悉慎 中華民國僵直性脊椎炎關懷協會 美術編輯 

李逸萱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教師 

李雅蒂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佐 

李慈雯 荒野保護協會 保育部專員 

汪中仁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專員 

汪澤宏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助理研究員 

林子淩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秘書長 

林文和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課長 

林如怡 林業試驗所恆春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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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玄 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副技師 

林俞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副工程司 

林宣佑 台北市立動物園保育研究中心 助理 

林春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技士 

林玲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科長 

林貞瑋 國立台灣大學 研究助理 

俞錚皞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約聘解說員 

姚凱仁 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義工 

施純榮 荒野保護協會 秘書長 

洪素娟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秘書 

洪豪男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夏榮生 林務局 科長 

徐景彥 中華鳥會 繫放中心專員 

翁儷真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技正 

高榮杰 花蓮縣卓溪鄉公所 課員 

高德璉 林務局羅東林管處 技士 

商樂家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士 

張尤娟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秘書長 

張弘毅 林務局 科長 

張定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 技士 

張欣惠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助理 

張俊文 林業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 

張美瓊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保育課/課長 

張家凱 宜蘭縣冬山鄉公所 技術員 

張泰源 桃園縣大溪鎮公所 約聘 

張耿勳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課員 

曹乘茂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課員 

莊家欣 台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莊琬琪 屏科大野保所 學生 

莊鈴川 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許正欣 林業試驗所 研究助理 

許秀惠 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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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逸玫 南投林區管理處育樂課   

許曉琪 林業試驗所恆春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許曉華 林務局 技正 

郭孟斯 陽明山國家公園 技士 

郭怡良 台灣大學森林系 研究生 

陳宜鴻 國立師範大學 學生 

陳怡如 靜宜生態所 研究生 

陳治宇 醒吾技術學院觀光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信儒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技士 

陳彥伯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士 

陳映嵐 台大森林研究所 研究生 

陳英彥 台灣省野鳥協會 義工 

陳富嫦 阿里磅生態農場 解說專員 

陳超仁 林務局 技正 

陳福隆 觀光局東北角管理處 專員 

陳蓓真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技佐 

陳慶芳 營建署 科員 

陳鋒蔚 台大森林研究所 研究生 

陳潁慧 台灣大學森林暨環境資源學系 研究生 

傅學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傅豫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 薦派技正 

曾彥蓉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專案經理 

曾挺生     

游松峯 宜蘭縣冬山鄉公所 技術員 

華予菁 營建署 技士 

馮雙 台北市野鳥學會 編輯 

黃平山 台北市古亭國中 退休教師 

黃至用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技正 

黃明輝 行政院環保署毒管處 技正 

黃烘達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士 

黃琡琄 台灣師範大學環教所 研究生 

黃詩涵 荒野保護協會 保育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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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獻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研究員兼組長 

楊淑玲 交通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技士 

楊淑華 展浩剛開發公司   

楊舜行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士 

董天傑 內政部 簡任視察 

董淑美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約聘研究員 

詹宜紋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 技士 

鄒月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士 

廖吟梅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技士 

管立豪 林務局東勢林管處 副處長 

趙于萱 觀光局東北角管理處 辦事員 

趙信甫 交通部觀光局 工程師 

劉佳瑜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約僱解說員 

劉延琮     

劉勛宜 桃園縣野鳥學會 解說志工 

劉慶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秘書室 主任 

蔣宗祐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佐 

蔡永松 林務局南投處 技士 

蔡宗佑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 

蔡淑珠 台北市立圖書館內湖分館 主任 

蔡雅妮 台灣大學植微所 技士 

蔡燕珠 何明文教機構 辦事員 

鄭幸昇 私立及人中學 生物教師 

鄭家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技士 

鄭惟仁 台灣大學森林所 學生 

黎明儀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正 

盧堅富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 助理教授 

盧啟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技士 

盧淑妃 營建署 簡任視察 

蕭月琴 文賢國中 教師 

蕭桂珍 台灣省野鳥協會 義工 

賴勁廷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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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亮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技士 

簡慶發 觀光局大鵬灣管理處 技正 

蘇克特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旅遊健康研究所 研究生 

蘇志峯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課長 

蘇隆昌 玉山國家公園 技正 

蘇雲翰 農試所農化組 約用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