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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林小明 輔大 學生
劉于甄 輔大心理學研究所 休學學生
胡馨予 輔大英文系 學生
吳宜臻 輔大歷史系 學生
marthe 輔仁大學 學生
王英倩 輔仁大學 學生
林康偉 輔仁大學 學生
許恒泰 輔仁大學 學生
盧宗榮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李欣珮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學生
陳信升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學生
葉廷皓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學生
謝志儉 輔大圖資  
狼 銘傳大學 學生
陳沛婕 銘傳大學大眾傳播系 學生
呂昭儀 銘傳大學商設系 學生
陳怡如 德州奧斯丁大學廣告學系 學生
周敬凡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律系 學生
Chun 德霖技術學院土木系 學生
古又文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學生
郭銘哲 興國管理學院 學生
張治平 醒吾技術學院 學生
思唯 靜宜大學 學生
王家璘 靜宜大學 學生
黃偉倫 濟南大學 國貿系
林怡均 中華大學 校友
皇北都 南台科大五專資管科/學園補習班 學生/工讀助理老

師
慈濟大學女社 慈濟大學 地下社團
張凱翔 台中一中 student
何嘉翹 國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 學生
邱慧媛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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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慧媛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
王思涵 市立大同高中三年級 學生
彭姿蓉 竹北高中 學生
阿哲 協同中學 學生
許堯雯 青少年性/別成長學苑  (松山高中) 學生
王振圍 建國中學 學生
蔡寧 建國中學 學生
Jimmy 高中 學生
董泓志 高市三民高中 學生
董泓志 高市三民高中 學生
李幼民 高點補習班 學生
趙政儀 聖心女中 學生
劉蕙嬋 高雄女中  
嚴玲慈 國立桃園高中 學生
吳威震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學生
段羽涵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
陳宛音勻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
楊秋萍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
鄭禧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
吳聲弘 國立新竹高中 學生
丁宗平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學生
王誌君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學生
何品毅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學生
林保旭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學生
賴弘文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學生
鍾偉祥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學生
朱家賢 新竹高中 學生
周威震 新竹高中 竹筍熊貓
周威震 新竹高中 學生
林祐丞 新竹高中 學生
徐祥峰 新竹高中 學生
徐華豐 新竹高中 學生
陳方隅 新竹高中 學生
陳俊佑 新竹高中 學生
陳德揚 新竹高中 學生
黃彥霖 新竹高中 學生
劉人豪 新竹高中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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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人豪 新竹高中 學生
劉俊明 新竹高中 學生
鄭喬元 新竹高中 學生
劉嘉玲 新竹高商 學生
張博威 磐石中學 學生
謝宏偉 濟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學生
曉今 麗山高中 學生
涂孝穎 明道中學 學生
李徐維 鹿寮國中 學生
林柏儀 學生 學生
簡珮羽 學校 學生
曾涵生 無 後學生
王安生 無 學生
Borage  學生
cara  學生
Chin Wei  學生
Gwendolyn  學生
vivi  學生
王婉瑜  學生
朱政騏  學生
何峻言  學生
呂紹宜  學生
李怡慧  學生
李鎧伊  學生
林澄廣  學生
徐偉民  學生
烈陽  學生
馬正豪  學生
張家勛  學生
陳少橋  學生
陳威澤  學生
黃子馨  學生
黃雅雯  學生

 
上一百筆＜回前頁＜下一百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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