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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廖慧娟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王俊傑 政治大學英文系 學生
吳宗達 政治大學哲學系 學生
施佩君 政治大學哲學系 學生
梁晴嵐 政治大學哲學系 學生
陳彥呈 政治大學哲學系 學生
黃頌竹 政治大學哲學系 學生
溫名秀 政治大學哲學系 學生
虞雅琪 政治大學哲學系 學生
黃之盈 政治大學廣告系 學生
羅毓嘉 國立政治大學 學生
邱煜偉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學生
陳尹宗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 學生
張宜君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學生
林忠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學生
蔡耀緯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學生
姚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學生
Samael 修平技術學院 學生
林佳穎 海洋大學 學生
BUM 真理大學 學生
劉佳鈴 真理大學 學生
張秉瑩 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 學生
張嘉宇 高雄餐旅專校觀光科  
蔡孟珊 高醫 學生
魏意雯 國北師 學生
莊蕙綺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學生
王泰鈞 國立台北師院 學生
曾嬿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學生
歐思賢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學生
黃鴻儒 國立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學生
黃杰倫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競技系 學生
張玉欣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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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欣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學生
向恆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 學生
陳彥瑋 國立高雄大學 學生
Todd Su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學生
侯華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李蔚文 國立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 學生
林建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學生
黃勇勳 國立聯合大學 學生
高廉程 國防醫學院 學生
Nicole Shang 國防牙醫 學生
方品諭 淡江大學 學生
曲成彬 淡江大學 學生
李宗憲 淡江大學 學生
李姮蓉 淡江大學 學生
李筱慧 淡江大學 學生
林志峰 淡江大學 學生
林青穎 淡江大學 學生
林昱安 淡江大學 學生
洪綾襄 淡江大學 學生
陳翼翔 淡江大學 學生
Chen 淡江大學日文系 學生
李淑琪 淡江大學法文系 學生
Sylvia Chang 淡江大學英文系  
安柏格 淡江大學國貿系 學生
SelinaKuo 淡江資工 學生
凌 淡江大學公行系 學生
謝史銘 私立淡江大學 學生
謝佩妏 清大 學生
江怡芳 清大外語 學生
陳浩民 清華大學 學生
黃克理 清華大學 學生
楊之佳 清華大學 學生
楊逸帆 清華大學 學生
鄭聖勳 清華大學 學生
張曉菁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學生
張曉菁 清華大學外語系 學生
吳馥馨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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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馥馨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 學生
莊秉原 清華大學數學系 學生
郭登峰 清華大學人社系 學生
翁紹桓 台灣清華大學人社系 學生
周逸民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學生
董建哲 逢甲 學生
李崇白 逢甲大學 學生
卓小芳 逢甲大學 學生
趙炫翔 逢甲大學 學生
王克強 逢甲大學 學生
林牧民 逢甲大學 學生
楊慧怡 景文技術學院 學生
殷水藍 華醫 學生
蔡彰得 雲林科技大學 學生
張正學 新竹學生同志聯盟前社長/玄奘大學 學生
劉文貴 義守大學 學生
陳嘉暐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學生
蔡青峰 義守大學大傳系 學生
吳啟瑋 僑光技術學院 學生
吳啟瑋 僑光技術學院 學生
李緯貞 實踐大學 學生
胡雅鈞 實踐大學 學生
培欣林 實踐大學 學生
吳耿禎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學生
顏甫珉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第八藝術研究社 社長
王唯馨 彰化師大 學生
黃致維 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郭展佑 暨南大學 學生
陳家俊 暨南大學 學生
羅珊珊 暨南大學 學士
林詩涵 暨南大學/性別文化交流社  
林詩涵 暨南大學性交社  
Thomas 輔大 學生

 
上一百筆＜回前頁＜下一百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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