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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錄取名單 

  姓名 單位 

1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 

2 郭珣君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 

3 陳佩甄 中研院文哲所 

4 林佳靜 玄奘大學 

5 梁碧茹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文化研究所 

6 陳冠如 彰化師範大學 

7 尤俊弘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影像美學組 

8 林珮如 清華大學中文系 

9 李時雍 台大台文所 

10 王念英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11 阮秀莉 中興大學外文系 

12 李煜棻 中正大學台文所 

13 張浥雯 台大台文所 

14 陳重仁 台大外文系 

15 王嘉蘭 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16 留婷婷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17 潘驥 台師大台文系 

18 王莎 國立台灣大學 

19 李蘋芬 台大中文所 

20 陳世華 台大台文所 

21 魏亦均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22 徐明瀚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校 

23 游佩芸 師大台文 

24 吳美麗 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 

25 陳溱儀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 

26 王韶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7 呂淳鈺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28 張純昌 台大台文所 

29 曾涵生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 

30 張寶云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31 顏英強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系 

32 翁筠婷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所 

33 吳佩如 中興外文系 

34 謝惠貞 文藻日文 

35 翁智琦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 

36 楊勝博 臺大臺文所 

37 蕭智帆 臺灣大學 臺彎文學研究所 

38 陳莉萍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39 劉新儀 美國聖道大學傳播藝術系 

40 潘舜怡 台大中文系 

41 陳鼎貳 台大外文所 

42 楊慧鈴 師大台文所 

43 鄧觀傑 政治大學中文系 

44 賴玟秀 政大台文 

45 賴志豪 台大中文所碩一 

46 張夢雲 台灣大學中文系 

47 陳珮君 交通大學社文所 

48 趙弘毅 政大台文所 

49 邱比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50 蕭菲珠 NTU 

51 陳定良 臺大外文所 

52 麥樂文 成功大學台文所 

53 黃資婷 成大中文系 

54 李秉樞 臺大臺文所 

55 賴佩暄 台灣大學中文所 

56 黃國華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 

57 許容展 清大台文所 

58 雷慧媛 台大中文所 

59 張詩勤 政大台文所 

60 蔡知臻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61 許楚君 台大台文所 

62 邱映哲 交大社文所 

63 張斯翔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64 鄭鈺潔 東華大學華文所 



65 許楚君 台大台文所 

66 沈宗霖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67 曾映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68 張楷寧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創所 

69 張峻偉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70 曾秀萍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71 朱昕辰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 

72 陳木青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73 洪木成 臺灣大學 

74 葉虹靈 台大社會系 

75 林巾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76 陳凱法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77 何雅雯 韓國西江大學(Sogang University)中文系 

78 石曉楓 臺灣師大國文系 

79 陳智廷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80 葉福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81 林冠亨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影像美學研究所 

82 張宗坤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83 黃璿璋 政大中文所 

84 黃惠慈 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所 

85 張韡忻 政大台文所 

86 顧振輝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87 詹雅晴 台大台文所碩士生 

88 沈克諭 中興臺文所 

89 王威智 清華大學 

90 謝宜安 台大中文 

91 韩君玮 國立台灣大學 

92 朱衣仙 東海大學中文系 

93 李大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94 謝青穎 師大國文所 

95 陳玉金 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96 熊玉雯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97 游喬安 暨南大學 

98 王瑜玥 中興外文所 



99 簡毓恩 台灣文學研究所 

100 吳慧怡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研究所 

101 林晏平 成大台文所 

102 吳思翰 靜宜大學 

103 林肇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04 劉晏婷 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 

105 劉佳蓉 台大中文系 

106 黃依箐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班 

107 洪苑真 成功大學台文所 

108 林建國 國立交通大學 

109 蔡林縉 UCLA 

110 簡中昊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111 吳道順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 

112 許景雅 韓國延世大學 

113 蔡旻螢 台大台文所 

114 潘凝漪 中興台文所 

115 王鵬惠 中研院文哲所 

116 汪亭存 清華大學 

117 張蕾 清華大學 

118 Yu min Claire chen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  

119 唐維敏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 

120 黃詩嫻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121 賴厚元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122 劉亦佳 台大台文所碩二 

123 洪敦信 中興大學碩專班 

124 蔡孟儒 臺大台文所 

125 簡榕萱 台大台灣文學 

126 陳莉雯 清華大學台文所 

127 李筱涵 台灣大學中文系 

128 黃郁婷 Wesleyan University 

129 陳奕進 國立清華大學 

130 吳東翰 東華大學華文系 

131 曾炫淳 北京大學中文系 

132 涂書瑋 台大台文所 



133 柯凱傑 東海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34 陳柏言 台大中文所 

135 吳香君 政大台文所 

136 林書怡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137 王俐茹 師大台文所 

138 許劍橋 台南護專 

139 王新元 成功大學外文系《小說與戲劇》 

140 陳孟君 台大中文系 

141 吳文棋 師大台文所 

142 顏訥 清大中文所 

143 林鈺凱 台大台文所 

144 陳玟臻 政大台文所碩四 

145 傅智恆 中興台文所 

146 林昀 台師大台文所 

147 蔡孟哲 清華大學 

148 林承樸 台大台文所 

149 林廷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50 林祈佑 台大台文所 

151 張桓溢 台大台文所 

152 吳政霆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53 黃冠翔 清華大學中文系 

154 徐志丞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155 林明發 國立成功大學 

156 陳涵書 中研院台史所 

157 王莉蘋 嘉義大學中文所 

158 吳桂枝 明新科大應外系 

159 林月先 台大台文所 

160 林妏霜 清華大學台文所 

161 紀淑玲 台大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