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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蘇宏杰 台大法研所 學生
楊雅馨 台大社研所 學生
羅閔隆 大葉大學資管所 研究生
周志芬 中央大學 研究生
林宗賢 中央大學 研究生
鄭慧雯 中央大學 研究生
顧敏耀 中央大學 碩士生
黃思超 中央大學中文所 碩士生
謝佩真 中央大學法文研究所 研究生
張志賢 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張玉芬 中央大學英美所 研究生
沈寶瀠 中央大學哲研所 研究生
黃吏坊 中央大學哲研所 研究生
劉純瑀 中央英研 研究生
曾敏芳 中央英研所 研究生
蔡國成 中央英研所 研究生
陳亮君 中央英研所 學生
陳錦誼 中央大學英研所 學生
潘崇立 中央大學英研所 學生
洪啟明 英文所 學生
陳明心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學生
張其鈺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畢業 碩士
許撫咪 中正大學 研究生
林彥行 中正大學電傳所 學生
楊永助 財經法律研究所 / 中正大學 碩士班 / 研究生
Chang Yi Fang 中興大學 研究生
趙崇明 元智藝管所 研究生
劉以翔 文化勞研所 學生
裴學儒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游智明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吳峻安 世新大學傳播所研究生 研究生
張偉鈞 北醫醫學人文研究所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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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偉鈞 北醫醫學人文研究所 研究生
汪英達 台大人類所 研究生
鄭坤騰 台大史研所 學生
王穎 台大外文所 碩士班學生
林俊延 台大社會學系 碩士班學生
李樹山 台大政研所 碩士生
郭怡伶 台大研究生 學生
林妙玲 台大新聞所 研究生
林義傑 台大電子工程研究所 學生
單美惠 台大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生 研究生
但唐謨 台大戲研所 研究生
陳晉村 台大戲劇研究所 研究生
卓怡利 台灣大學 研究生
胡培菱 台灣大學 研究生
郭思岑 台灣大學 研究生
陳晉村 台灣大學 研究生
黃一一 台灣大學 研究生
王兆慶 台灣大學 碩士生
李秉錡 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研究生
高穎超 台灣大學社會所 學生
萬毓澤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生
鄧佳鈴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學生
李明育, Luc
MY Lee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廖勇超 台灣外研 研究生
汪俊彥 臺大戲劇研究所 研究生
黃基祐 臺灣大學 研究生
楊元鈴 台灣藝術大學應媒所 研究生
黃建中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研究生
許以奇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碩士
黃詠靖 台北師範學院 研究生
巫緒樑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人文組 碩士班學生
巫緒樑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人文組 碩士班學生
林智敏 台南藝術學院 研究生
黃傑玲 台南藝術學院 研究生
黃思綺 交大交通所 學生
林昆鋒 交大電子所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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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昆鋒 交大電子所 學生
林怡君 交大語文所 研究生
劉逸凱 交大語文所 研究生
莊欽閔 交大語文所 碩士班研究生
陳衍秀 交大語文所 碩士班研究生
陳俊儒 交大語文所 學生
溫聰銘 交大語文所 學生
Linda 交通大學 研究生
吳昆家 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研究生
吳品賢 交通大學社文所 學生
李家儀 交通大學社文所 學生
張儷齡 交通大學社文所 學生
陳盈璇 交通大學社文所 學生
陳筱茵 交通大學社文所 學生
劉雅芳 交通大學社文所 學生
林建廷 交通大學語文所 研究生
陳柏夆 交通大學語文所 研究生
陳思穎 交通大學語文所 學生
楊士漢 交通大學語文所 學生
楊瑞濱 國立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 研究生
羅敬堯 國立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 研究生
許智惠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所 研究生
陳文彥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吳家瑋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未來所 研究生
徐森杰 東吳大學 社工所
Sam 東吳大學 研究生
陳真安 東吳大學社研所 學生
吳泰儒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研究生
李柏青 東吳社會所 學生
盧貞穎 東師兒文所 研究生
吳挺鋒 東海大學 研究生
黃詠梅 東海大學社會所 研究生
張舜翔 東海社研所 學生
劉允華 東海社研所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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