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六屆台灣與東亞近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

與會者錄取名單 

1 David K. W. Wu 國立政治大學 RA  

2 Jin Jungwon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3 三浦直矢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4 方意萍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5 王展星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6 王婷儀 日本大阪大學博士生  

7 王敬翔 玄奘大學應用外語系兼任助理教授  

8 王學儒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9 朱書漢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10 朱翊寧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學生  

11 江序心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生  

12 吳羽翔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3 吳昱佑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4 吳博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5 呂維哲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6 李欣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17 李玟霖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生 

18 李政翰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9 李珮瑜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20 杜永仁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21 何宛庭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22 沈孟儒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23 周子謙 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24 周俊宇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25 周冠吟 翔益公司業助  

26 周皓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生  

27 松田宜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28 林佳潔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教師  

29 林宛穎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30 林芳妤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31 林  芸 廈門大學碩士生  

32 林芸萱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33 林陽明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國文教師  

34 邱香怡 國立臺南大學文資系台灣文化所碩士生  



35 洪偉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36 胡以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37 島田大輔 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  

38 高翊荃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39 張  喆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40 張金源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在職專班  

41 張祺淯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程碩士生 

42 張夢桓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程碩士生 

43 莊  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  

44 許凱婷 國立政治大學教務處教發中心計畫專任助理  

45 連  克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46 郭佩瑜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47 郭俊毅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48 郭烜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49 郭潔穎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  

50 郭馥榛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生 

51 陳平浩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電影研究者  

52 陳玄博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53 陳芷盈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 

54 陳劭學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碩士生  

55 陳昀佑 啟秀齋香品軒員工  

56 陳東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57 陳玟婷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58 陳信穎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59 陳奕安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生  

60 陳家豪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副研究員  

61 陳禎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62 黃㵾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63 黃一峻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64 黃子軒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65 黃宇璿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66 黃昱翔 民間企業職員  

67 黃崇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68 黃意絜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碩士生 

69 黃榆諭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70 新田龍希 日本早稻田大學次席研究員  

71 楊佩儒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72 楊佩穎 前衛出版社主編  



73 楊清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碩士生  

74 楊善媛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生 

75 葉惠芬 國史館纂修  

76 詹繡婕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生 

77 廖郁翔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78 劉又瑄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學生  

79 劉怡臻 國立臺灣大學日文語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80 劉奕賢 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研究生  

81 蔡名哲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  

82 蔡佩娥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83 蔡忠佑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生 

84 蔡若航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  

85 蔡維廷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生 

86 蔡慧玲 海納百川生技公司 牙周病醫學中心 / 中國醫藥大   

               學 PBL 研究員 / Tutor  

87 蔣寅文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88 鄧喬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89 鄭竣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90 鄭麗榕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91 盧俋廷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92 盧宥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93 賴仕偉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94 賴彥安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95 賴英泰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96 戴詩潔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97 藍暄侑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98 顏詩庭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學生  

99 蘇柏榮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人員  

100 蘇識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101 鐘元廷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