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永和 中央研究院院士

1 包宗和 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
2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1 劉翠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2 陳雪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
3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4 甘懷真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5 杜正勝 中央研究院院士
6 林滿紅 國史館館長
7 張炎憲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兼任教授
8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 斯波義信 日本學士院會員／東洋文庫文庫長
2 生田滋 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國際文化學科名譽教授
3 張彬村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4 康培德 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教授兼主任
5 加藤榮一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6 赤嶺守 琉球大學法文學部國際言語文化學科教授

7 朱德蘭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海洋史研究專題中
心執行長

8 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9 松方冬子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准教授

1 張隆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2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3 張啟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4 陳慈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5 陳宗仁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6 吳密察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7 黃富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8 林光美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9 包樂史 荷蘭萊登大學歷史系教授

 與會名單

與會人士（按姓氏筆劃排序）

主持人（按場次排序）

發表人（按場次排序）

與談人（按場次排序）

致辭貴賓（按場次排序）

貴賓



1
Chi-Chen
Chia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Research Collaborator, Academia
Sinica

2 Natalie Everts Researcher History Department, Leiden University

3 Tai Cheh CYC University, Prof.
4 山西弘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
5 王　牧 公宏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教育組資訊組長
6 王一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7 王一樵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8 王如賓 臺北市社區大學教務處
9 王秀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10 王秋桂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11 王美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12 王桂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13 王雅萍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講師
14 王韶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15 古慧雯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16 白根晴治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17 江俊宜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博士生
18 池田若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9 吳俊德 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生
20 吳國聖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理
21 吳蕙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22 呂小燕 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中心講師
23 呂詠彥 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生
24 宋冠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25 宋錦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26 李子寧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組副研究員兼組長
27 李文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8 李佳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29 李佩蓁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30 李其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31 李季樺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博士
32 李宜錚 淡江大學學生
33 李尚軒 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34 李忠霖 都蘭博物館館長／臺東地方文史工作者
35 李東諺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36 李政翰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37 李虹薇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38 李健男 台陽美術社職員
39 李朝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40 李禮君 臺灣太平洋研究學會執行長
41 李麗芳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42 周　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43 周沛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44 周凌箏 高雄縣社大自然環境課程講師
45 周婉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46 季美珍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生
47 林一琳 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48 林子惠 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49 林文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50 林玉茹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51 林秀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52 林尚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53 林政佑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國立臺灣大學法研所學生
54 林政誠 龍瑋文史社主任
55 林哲安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56 林淑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57 林莠卿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58 林雅琪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研究生
59 林慧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60 林麗容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社會學科負責人
61 林蘭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62 邱芊樺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63 邱聖豪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64 邱澎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65 邱馨慧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助理教授
66 青木敦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教授
67 施彩鳳 國家臺灣文學館導覽志工
68 施添福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69 施清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70 柯環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退休人員
71 查　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72 查時傑 基督教臺灣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73 洪偉傑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74 洪詩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75 洪維晟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76 洪麗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77 津田勤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78 范耿鈞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79 夏黎明 東臺灣研究會召集人
80 高嘉蔚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學生
81 張中仁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在職專班碩士生
82 張玉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83 張安琪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84 張孝慧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85 張季琳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86 張俊玉 松山社區大學學生
87 張家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88 張啟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89 張惠真 新竹市光復高中教務處教師
90 張廣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91 曹昌平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92 梁雅惠 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93 莊淑容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退休組主任
94 許妝莊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95 許佩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96 許東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導覽解說
97 許賢瑤 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98 許瓊丰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99 郭立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101 郭仲軒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02 郭明源 農村再生顧問師／臺東地方文史工作者
103 陳文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04 陳玉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105 陳玉琴 臺北市木柵國小退休教師
106 陳忠信 自由作家
107 陳怡欣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理
108 陳芷盈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109 陳姃湲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10 陳秋坤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111 陳祝滿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導覽解說
112 陳偉智 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113 陳培豐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14 陳敬彥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15 陳碧蓉 文化大學圖書館退休館長
116 陳翠蓮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17 陳慧宏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18 傅星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119 彭康泰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120 曾令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121 曾秀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退休人員
122 曾谷百合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123 曾品滄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124 曾齡儀
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
問學員

125 湯熙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126 賀安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127 黃世榮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128 黃志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
129 黃美娥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130 黃淵泉 國家圖書館退休編纂主任
131 黃琬珺 淡江大學學生
132 黃頌文 東吳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133 黃馨儀 日本一橋大學博士
134 楊典錕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135 楊惠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136 葉玉芬 國立臺灣大學原住民圖書館助理
137 葉妍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138 葉衽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139 葉惠芬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140 葉碧苓 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141 廖志軒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142 廖韋傑 輔仁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143 趙川明 退休歷史老師／臺東地方文史工作者
144 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45 劉子鑑 中國科技大學退休教授
146 劉玉嬌 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147 劉序楓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148 劉佩義 人文科學基金會執行長
149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50 歐素瑛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
151 箭宏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152 蔡文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153 蔡惠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154 蔡慧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155 蔡豐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156 鄭麗真 旅行業者
157 鄭麗榕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158 蕭君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159 賴玉玲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160 賴昱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61 謝佩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研究生
162 謝函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163 謝國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164 謝維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65 鍾國風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博士生
166 鍾淑敏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67 簡芳枝 臺北市社區大學職員
168 顏杏如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69 羅文婷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70 蘇文邦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