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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台灣音樂學論壇主持人、發表人名單 

(以發表、主持順序排列) 

姓名 單位 職稱 

許瑞坤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主辦人 

錢善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主持人 K1 

山口  修 日本大阪藝術大學 演講人 K1 

吳榮順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主持人 A1 

明立國 南華大學 發表人 A1-1 

盧文雅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發表人 A1-2 

陳俊斌 南華大學 發表人 A1-3 

溫秋菊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主持人 B1 

沈冬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B1-1 

周純一 南華大學 發表人 B1-2 

黃春興 文化大學 發表人 B1-3 

羅基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主持人 K2 

Jürgen Maehder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演講人 K2 

陳漢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主持人 A2 

徐毓英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發表人 A2-1 

余亦湄 國立交通大學 發表人 A2-2 

吳孟樺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 發表人 A2-3 

蔡宗德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主持人 B2 

羅愛湄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B2-1 

李婧慧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發表人 B2-2 

林珀姬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發表人 B2-3 

黃玲玉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主持人 A3 

蔡振家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A3-1 

宮筱筠 台南科技大學 發表人 A3-2 

顏綠芬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主持人 B3 

王櫻芬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B3-1 

葉奕希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B3-2 

方銘健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發表人 B3-3 

黃均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主持人 K3 

饒韻華 美國羅格斯大學 演講人 K3 

趙琴 中國廣播公司 主持人 A4 

邱婉婷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A4-1 

王育雯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A4-2 

陳惠湄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發表人 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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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玲 東吳大學 發表人 A4-4 

游素凰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主持人 B4 

陳峙維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B4-1 

周明傑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發表人 B4-2 

曾毓芬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發表人 B4-3 

馬上雲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發表人 B4-4 

蔡順美 國立中山大學 主持人 A5 

梁榛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發表人 A5-1 

楊建章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A5-2 

黃淑基 南華大學 發表人 A5-3 

曾瀚霈 國立中央大學 主持人 B5 

金立群 國立交通大學 發表人 B5-1 

連憲升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 發表人 B5-2 

陳希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發表人 B5-3 

莊文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發表人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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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台灣音樂學論壇與會人員名單 (網路報名) 

序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001 Derlin Jinq  eco-ESCO Management  instructor  

002 蔡驥椿 University of Texas Professor 

003 陳俞伶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學生 

004 朱夢慈 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博士候選人 

005 蘇渼雯 文化大學 學生 

006 張惠珍 主計處電子中心 設計員 

007 李婉淳 北市仁愛國小 教師 

008 李玉美 北市幸安國小 教師 

009 王思涵 台中縣立中港高中 音樂專任老師 

010 梁蟬纓 台北市立景美女中 音樂教師 

011 黃瓊慧 台北市國語實小 教師 

012 薛國芳 台北榮總 醫師 

013 林麗卿 台南科大音樂系 教師 

014 曾碗茹 弘道國中 老師 

015 倪桂芳 明倫高中 志工 

016 蔡欣穎 高雄市正興國小 教師 

017 黃懷萱 花蓮縣立吉安國中 教師 

018 李健嫆 政治大學 學生 

019 蔡欣穎 高雄市正興國小 教師 

020 陳俊甫 高雄縣立青年國中 實習教師 

021 郭珮琪 高雄縣鳳山市文華國小 教師 

022 廖耿志 國立台中二中 音樂老師 

023 賴建宇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研究生 

024 林美如 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學生 

025 林清財 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 音樂系系主任 

026 黃梅雲 臺東大學教育系 學生 

027 楊舒惠 國立頭城家商 音樂教師 

028 陳美玉 國立關山工商 教師 

029 朱蕙芳 國防部 行政人員 

030 洪孝曄 淡江大學 教學助理 

031 張莉莉 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大學 博士班研究生 

032 陳姿秀 新竹市立新科國中 專任教師 

033 曾靜雯 新港藝術高中 教師 

034 林玉芬 道明外僑學校 教師 

035 黃湘婷 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036 吳佩俞 彰化藝術高中音樂班 兼任教師 



 4 

037 陳彥睿 臺北市立大屯國小 教師 

038 王珮琪 臺北市國語實小 音樂老師 

039 陳結文 臺北縣新莊頭前國中 教師 

040 林靖雅 輔仁大學音樂學系 研究生 

041 黃妍菱 學校社團 老師 

042 陳皓霖 聯勤軍樂隊 副隊長 

043 張嘉媛 雙蓮國小 教師 

044 陳詩潔 台灣藝術大學 學生 

045 張偉明 台藝大音樂系 學生 

046 李健嫆 政治大學 學生 

047 賴冠文 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研究生 

048 張偉明 台藝大音樂系 學生 

049 羅瑩芳 花崗國中 音樂教師 

050 郭麗敏 國際民間藝術組織台灣分會 單位成員 

051 高寧君 國際民間藝術組織台灣分會 單位成員 

052 陳淑珍  學生 

053 鄧蕙瑾   

054 黃齡緹   

055 陳如葳   

056 何家欣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助理教授 

057 陳玉琴 北市教大視覺藝術教研所 畢業生 

058 許桂禎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學生 

059 張京雲 北教大 助理 

060 陳孟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學生 

061 張喻涵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 

062 陳容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 

063 孫嘉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 

064 呂孟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班 研究生 

065 張簡韻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班 研究生 

066 黃妍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班 研究生 

067 鄭鈺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班 學生 

068 劉凰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班 學生 

069 黃瑤慧 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兼任講師 

070 陳若苓 北藝大 學生 

071 劉主映 台北藝術大學 教學助理 

072 蔡宜紋 台北藝術大學 學生 

073 陳舒環 台北藝術大學 研究生 

074 陳祉霓 台北藝術大學 研究生 

075 邱美璇 台北藝術大學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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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楊青青 台北藝術大學 研究生 

077 蔡惠茹 台北藝術大學 學生 

078 賴瑋琍 台北藝術大學 學生 

079 陳欣婕 台北藝術大學 學生 

080 林玫綺 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 研究生 

081 管亭安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 學生 

082 鄭文瑜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 學生 

083 陳俐卉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碩士班 學生 

084 陳咨伊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研究所 學生 

085 李嘉芳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學生 

086 林文絢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學生 

087 楊湘玲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 博士候選人 

088 蔡育昇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089 楊秀瑩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090 李雅玲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091 陳良珠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092 王馨苹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093 郭芝欣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094 林雅晴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095 嚴文君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096 張馨文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097 林亮吟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098 黃維敏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099 高千珊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100 鄒君謨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101 蔡孟純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102 徐翊芸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103 吳怡姿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104 邱鈺珊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05 梁正一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05 謝昀倫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07 蔡佩珊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08 林世加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09 楊雅涵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10 廖珮瑩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所 學生 

111 劉郡予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所 研究生 

112 林宮伃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畢業生 

113 張瑋珊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14 唐慧如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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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許文儒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畢業生 

116 黎青雲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17 陳施西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 學生 

118 林珈如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研究生 

119 陳依秀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學生 

120 吳景涵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生 

121 陳怡璉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生 

122 李欣恬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23 吳思瑤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24 蔡馨儀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25 許宜雯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26 吳紋綾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27 黃怡瑄 臺北藝術大學傳音系 學生 

128 陳瀅仙 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研究所 學生 

129 黃佩迪 臺北藝術大學傳音系 學生 

130 王育雯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131 謝均佩 台大音樂學所 學生 

132 陳容姍 台大音樂學所 研究生 

133 張耀邦 台大音樂學所 研究生 

134 蔡宇涵 台大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35 梁湘郁 台大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36 廖晴園 台大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37 陳信宏 台大戲劇所 研究生 

138 劉軒志 台灣大學 學生 

139 王年愷 台灣大學外文系 研究助理 

140 張壬齡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1 黃皓瑜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2 梁韶珊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3 周佳玲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4 沈韋伶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5 何瑪丹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6 周靖庭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7 蕭禕繁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8 郭廷碩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49 黃郁芬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50 張孟葵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51 王聖安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52 連雅祁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53 廖珮如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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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范揚坤 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教師 

155 葉如恩 台南藝術大民族音樂學系研究所 學生 

156 任德昌 台南藝術大學 學生 

157 曾薰駿 台南藝術大學 學生 

158 洪雅雯 台南藝術大學 研究生 

159 余麗娟 台南藝術大學 研究生 

160 楊懿惟 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學生 

161 廖婉茹 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學生 

162 陳明原 台南藝術大學民研所 學生 

163 鄭淑玲 台南藝術大學民研所 學生 

164 陳姵儒 台南藝術大學民研所 研究生 

165 余明純 台南藝術大學民研所 研究生 

166 朱宜秦 台南藝術大學民音所 研究生 

167 王中山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所 學生 

168 張彥凱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 研究生 

169 林芳伊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 學生 

170 闕岑蓉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 學生 

171 胡若安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 研究生 

172 郭嘉文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 研究生 

173 洪家鏵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74 林長志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75 方詩評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76 張榮欣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77 陳美蓁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78 黃譜穎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79 謝聿蓁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80 林欣縈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在職專班生 

181 洪敏慈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82 施亮宇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學生 

183 徐玉芳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84 鄭嵐倩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85 陳英鐸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186 陳怡真 民族音樂學研究所(在職專班) 學生 

187 陳達荻 南藝大民族所 研究生 

188 廖峻偉 南藝民音研究所 學生 

189 賴薇如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研究生 

190 翁曉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研究生 

191 蕭毓榕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研究生 

192 陳怡儒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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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楊宜樺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學生 

194 李育慈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學生 

195 陳怡礽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研究生 

196 王君富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學生 

197 林恬安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所 學生 

198 周萍蘭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在職專班生 

199 薛浩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200 呂奕辰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201 黃勤心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研究生 

202 狄耀光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 

203 楊哲偉 臺南藝術大學 學生 

204 賴美鈴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教授 

205 何宜靜 台師大研究所 研究生 

206 劉新圓 台師大音樂系 博士候選人 

207 鄭舜文 台灣師大民音所 研究生 

208 佘韋瑾 台灣師大音樂系音樂學組 學生 

209 李軒慧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畢業生 

210 王亭雅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學生 

211 卜致立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博士班 學生 

212 Kyle Jeffcoat 

(周康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研究生 

213 姚偉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學生 

214 張雅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鋼琴演奏組 學生 

215 葉娟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研所 博士生 

216 高雅俐 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 助理教授 

217 金立群 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 助理教授 

218 許芳瑜 交大音樂所 學生 

219 羅仕謙 交大音樂所 學生 

220 林曉萱 交大音樂所 專任研究助理 

221 余亦湄 交大音樂研究所 研究生 

222 潘韻如 交通大學 學生 

223 黃渝婷 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24 蕭亞凡 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25 王瓊苡 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26 蔡和儒 國立交通大學 學生 

227 潘玉婷 東吳大學 學生 

228 王韻婷 東吳大學 學生 

229 謝沛妤 東吳大學 學生 

230 王亭云 東吳大學研究所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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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江怡潔 東吳大學研究所 學生 

232 曾劭玟 東吳大學音研所 學生 

233 楊媛婷 東吳大學音樂系 研究生 

234 黃春華 東吳大學音樂系 研究生 

235 王宜韻 東吳大學音樂系研究所 研究生 

236 康伯任 東吳大學音樂系研究所在職專班 學生 

237 林承翰 東吳大學音樂系 研究生 

238 張雁華 東吳大學音樂系在職碩專班 學生 

239 孫榮斌 東吳大學音樂系碩士班 學生 

240 張殷齊 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41 葉家君 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42 張葦蓁 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43 巫恩榮 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44 朱曼慈 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45 黃裕敦 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46 陳萱寧 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 學生 

247 商慧珍 東吳大學音樂學系 碩士生 

248 李安鈞 東吳大學樂系研究所 研究生 

249 張雅婷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 兼任講師 

250 根穆凡 東吳大學音樂學系 研究生 

251 陳彥蓉 東吳大學碩士班一年級 學生 

252 游澤宜 東吳研所 學生 

253 林伶潔 南華大學 學生 

254 陳音如 南華大學 學生 

255 林怡君 南華大學 研究生 

256 吳佳玟 南華大學民音所 研究生 

257 謝景緣 南華大學民音所 研究生 

258 陳顯堂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 研究生 

259 魏翊茹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所 學生 

260 葉倩旻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所 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