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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鄭雅仁  文字工作者
鄭立明 無 文藝創作
genic  自由文字工作者
鄭鴻生  自由作者
盧冠百  自由業
于佩君  自由編譯
何穎怡  作家
董籬  作家
許佑生  作家，性學家
洪凌 無 創作
大J+小j 自由寫手 同性戀人兩枚 嗑藥妹
梁玉芳  戀獸人
巫祈麟 pots 煙鬼
江世芳 中國時報 主編
黃春菁 台灣立報 記者
魏鑫陽 媒體工作者 記者
祁玲 聯合報 記者
安克強 蘋果日報 助理副總編輯
涂建豐 蘋果日報 南部採訪組長
ida leung  編輯助理
Roddy Y.C.
Chang

 Editor

莫乃健 GQ雜誌 編輯主任
陳皓朋 PC Office電腦上班族雜誌 執行副總編輯
吳幸雯 大辣出版 企畫
呂靜芬 大辣出版 編輯
呂靜芬 出版 編輯
林吟芳 出版 日文編輯
祁雅媚 出版社 編輯
簡金生 出版社 編輯
巫維珍 出版業 編輯
李宗翰 出版業 出版業技術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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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翰 出版業 出版業技術編輯
林盈志 出版業 出版企畫
林韻華 出版業 文字編輯
粘銘傑 出版業 助理編輯
陳巨擘 巨流圖書公司 總編輯
傅孟麗 好書店 董事長
黃文俊 亞際文化研究期刊 編輯
戴志達 泛亞書局 助理
黃淑珍 狗屋出版社 責任編輯
陳妍利 桂冠圖書 編輯
黃暐鵬 桂冠圖書 編輯
黃暐鵬 桂冠圖書 編輯
田習如 財訊月刊 主編
鄭千鈺 康泰納仕綜合媒體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
陳靜儒 晶晶書庫 經理
蔣大偉 晶晶書庫 協理
賴正哲 晶晶書庫 負責人
陳以新 智庫文化 編輯
小玉 集合出版社 社長
高俊修 傳播業 企劃執行
陳燕琳 傳播業  
那那 無 傳播工作者
吳崢鴻 遠流 編輯
劉惠玲 學富文化 業務行銷
陳世挺 樺舍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企畫主任
Alexander
Huang

Harvard / Tufts University Lecturer

沈聿德 中華大學外文系 講師
鄭揚宜 永和社區大學 講師
郭力昕 政大廣電系 講師
Lisa Lam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講師
李迺澔 真理大學外文系 講師
傅向紅 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 講師
駱慧文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講師
李慧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講師
黃世富 無 作家+社大講師
賈維平 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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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維平 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 主任
吳孟娟 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 副主任
葛皇濱 新竹市風城社區大學 副主任
Marty Huang 國中 教師
Oona Jin 國民中學 教師
王金祿 國立清水高中 教師
余欣庭 明志國中 特教組長
李明照 台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教師
李建和 國立花蓮高商 教師
徐菁憶 國立鹿港高中 公民教師
張淑芬 復興高中 教師
張銘峰 台北縣立育林國民中學 教師兼註冊組長
陳敬明 屏東縣高樹國中 教師
廖玟楓 永樂國小老師 國小老師
劉佳玟 高雄縣鼓山國小 教師
鄭惠華 台東縣崁頂國小 教師
謝靜蕙 高市府教育局一科 教師
簡翠寬 瑞祥國小 教師
蘇子堯 台北縣三峽國中 特教組長
周昌瓊 北新國中 退休教師
王直正  電腦作家、講師
陳克華 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部 主治醫師
黃資喻 台安醫院 醫檢師
張曉立 中國醫藥學院 復健師
楊琇惠 慈濟醫院 物理治療師
鄭麗芬 婦產科 護理長
朱玉立 性/別研究室 助理
Becky 中央大學 助理
林玉梅 中央大學 助理
陳采瑛 中央大學 助理
吳思瑩 中央大學 專案助理
Dee Dee Wang 中央大學英文系 助理
陳德齡 中央大學電影文化研究室 研究助理
鞠志遠 國立中央大學 專任助理
顏惠珠 中和庄文史研究協會 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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