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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 年桃園市性別人才名冊 (108.3 更新 )  

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1  
張之維 

(女) 
瑯嬛書屋店長 電郵：l.h.bookstore@gmail.com 

1. 性別、婚姻與家庭 

2. 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

業等） 

教育、文化與媒體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

分析 
否 

2  
詹宗儀 

(女) 

桃緣居所 (桃

園同志中心 )

督導；看見心

理諮商所所長 

電郵：lgbt.psy@gmail.com 

1. 性別與生涯發展 

2. 性別與族群 

3. 性別與教育 

4. 性別與遷移 

5.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6. 其他新興議題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無 否 

3  林綠紅 
台灣女人連線

常務理事 
電郵：greenred116@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政治 

4. 性別與勞動 

5. 性別與社會福利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性別與健康 

8. 性別與環境 

9. CEDAW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是 

4  
呂丹琪 

(女) 

呂傳勝律師事

務所律師 
電郵：changs.angel@msa.hinet.net  

1. 性別與法律 

2. 性別、婚姻與家庭 

3. 性別與社區參與  

4. 性別與勞動  

5. 性別與教育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人身安全與司法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是 

5  
吳宜臻 

(女) 

志遠法律事務

所律師 
電郵：ericawu@forefrontlaw.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政治 

4. 性別與勞動 

5. 性別與經濟、財經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性別與遷移 

8.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9. CEDAW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健康、醫療與照顧 

3. 人身安全與司法 

4. 就業、經濟與福利 

5. 人口、婚姻與家庭 

無 是 

6  
范國勇 

(男) 

銘傳大學犯罪

防治學系副教

授；現代婦女

電郵：jackvan2@yahoo.com.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社會福利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人身安全與司法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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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基金會執行長 4. 性別與犯罪 

5. 性別、婚姻與家庭 

6. 性別與遷移 

7.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8. CEDAW 

3.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7  
郭玲惠 

(女) 

臺北大學法律

學系教授 

電郵：a22313@mail.ntpu.edu.tw；   

      ywanbau@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勞動 

3.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就業、經濟與福利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3. 性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是 

8  
王黃小波 

(女) 

國際蘭馨交流

協會中華民國

總會前總監 

電郵：sandy381001@msn.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婚姻與家庭 
人口、婚姻與家庭 性別主流化概論 是 

9  
陳嘉鴻 

(男) 

四合院自釀復

育 中 心 創 辦

人；台北市社

區大學講師 

電郵：dovemanchen@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男性研究 

3. 性別與媒體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5. 性別與環境 

6. 性別與教育 

7.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8. CEDAW 

9. 性別主流化之推動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否 

10  
陳祖德 

(男) 

陳祖德律師事

務所所長 
電郵：fredlawyer88@yahoo.com.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勞動 

4. 性別與社會福利 

5. 性別與民俗、宗教 

6. 性別與犯罪 

7.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8. CEDAW 

人身安全與司法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否 

11  
羅元鈺 

(女) 

緣遇創意活動

婚禮創辦人 

電郵：Liacat1027@gmail.com；  

likefashion19821027@hotmail.com  

1. 性別與社區參與 

2. 性別與生涯發展 

3. 性別與社會福利 

4. 性別與媒體 

5. 性別與民俗、宗教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性別與健康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4.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否 

mailto:a22313@mail.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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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8. 性別與教育 

9.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0.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活 

11. 其他新興議題 

12  
陳秀惠

（女） 

台灣婦女團體

全國聯合會理

事長 

電郵：piaopet@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政治 

3. 性別與社區參與 

4. 性別與生涯發展 

5. 性別與運動、休閒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性別與健康 

8. 性別與環境 

9.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0. CEDAW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是 

13  
陳芃圻 

（女） 

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桃園分事務所

督導 

電郵：goh510@goh.org.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社會福利 

3. 性別與媒體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5. 性別與遷移 

6.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7.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活 

8. CEDAW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否 

14  
劉佩艷 

（女） 

中央大學學習

與教學研究所

副教授 

電郵：pyliou@ncu.edu.tw； 

      lioupeyyan@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生涯發展 

3. 性別與教育 

4.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活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2.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3.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否 

15  
林瓊華 

（女） 

銘傳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副教

授 

電郵：chiuhlin@mail.mcu.edu.tw 
1. 性別、婚姻與家庭 

2. 性別與教育 

1. 就業、經濟與福利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無 否 

16  
劉玉玲 

（女） 

銘傳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教授 
電郵：yuling@mail.mcu.edu.tw 

1. 性別與生涯發展 

2. 性別與媒體 

3. 性別與犯罪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5. 性別與教育 

6.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否 

17  朱春林 銘傳大學諮商 電郵：doctorjunoju@yahoo.com 1. 性別與政策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否 

mailto:pyliou@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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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女） 與工商心理學

系助理教授兼

系主任 

2. 性別與生涯發展 

3. 性別與社會福利 

4. 性別與媒體 

5. 性別與犯罪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性別與健康 

8. 性別與教育 

9.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0.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活 

2. 健康、醫療與照顧 

3. 人身安全與司法 

4. 人口、婚姻與家庭 

5. 教育、文化與媒體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18  
周愫嫻 

(女) 

臺北大學犯罪

學研究所特聘

教授 

電郵：sjou@mail.ntpu.edu.tw 
1. 性別與犯罪 

2.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是 

19  
葉德蘭 

(女) 

臺灣大學外國

語文學系教授 
電郵：theresay@ntu.edu.tw 

1. 性別與政策 

2. CEDAW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3.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20  
謝若蘭 

(女) 

東華大學族群

關係與文化學

系教授兼原住

民族國際事務

中心中任 

電郵：jolan@gms.ndhu.edu.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政治 

4. 性別與媒體 

5. 性別與族群 

6. 性別與教育 

7. CEDAW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是 

21  
羅燦煐 

(女) 

世新大學性別

研究所教授 
電郵：echoluo@mail.shu.edu.tw 性別與政策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22  
柯淑敏 

(女) 

新晴心理諮商

所所長 
電郵：koshumin888@gmail.com 

1. 性別與生涯發展 

2. 性別、婚姻與家庭 

3. 性別與健康 

4.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人口、婚姻與家庭 無 是 

23  
賴彌鼎 

(男) 

正鼎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 
電郵：dean.law@msa.hinet.net 

1. 性別與法律 

2. 性別與勞動 

3. 性別與犯罪 

4.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性別主流化概論 否 

mailto:echoluo@mail.s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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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24  
王兆慶 

(男) 

彭婉如文教基

金會副執行長 
電郵：bernard@pwr.org.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社會福利 

3. 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照

顧）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4. 教育、文化與媒體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是 

25  
楊翠 

（女） 

東華大學華文

文 學 系 教 授

(借調至促進

轉型正義委員

會專任委員) 

電郵：tsuiyang@gms.ndhu.edu.tw 

1. 性別與社區參與 

2. 性別、婚姻與家庭 

3. 性別與教育 

4. 性別與文史藝術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是 

26  
孔菊念

(女) 

理盛國際法律

事務所主持律

師 

電郵：lcity2006@yahoo.com.tw 

1. 性別與法律 

2. 性別與勞動 

3. 性別與犯罪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5. 性別與遷移 

6.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是 

27  
何碧珍

(女) 

台灣展翅協會

副理事長 
電郵：bihjenh@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政治 

3. 性別與社區參與 

4. 性別與經濟、財經 

5. 性別與社會福利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CEDAW 

8. 其他新興議題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28  
黃翠紋

(女) 

中央警察大學

警察政策研究

所教授 

電郵：wen@mail.cpu.edu.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社區參與 

4. 性別與生涯發展 

5. 性別與社會福利 

6. 性別與民俗、宗教 

7. 性別與犯罪 

8. 性別、婚姻與家庭 

9. 性別與族群 

10. 性別與遷移 

11.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2. CEDAW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人身安全與司法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5.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29  
嚴祥鸞 

(女) 

實踐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教授 
電郵：shanglyan@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1. 權力、與影響力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是 

mailto:bihjen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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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3. 性別與政治  

4. 性別與勞動  

5. 性別與經濟、財經  

6. 性別與健康  

7. 性別與環境  

8. 性別與國防  

9. 性別與族群  

10. 性別與遷移  

11.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2.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活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30  
楊芳婉 

(女) 

監察院監察委

員 
電郵：fangwyang@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人身安全與司法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是 

31  
黃淑玲

(女) 

國防醫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教

授 

電郵：

shwang@mail.ndmctsgh.edu.tw  

1. 男性研究  

2. 性別與健康  

3. 性別與族群  

4. 性別與教育 

5. 其他新興議題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健康、醫療與照顧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5.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32  
劉慧音

(女) 

桃園市基督教

女青年會主任 
電郵：liuhi@landseed.com.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社區參與  

3. 性別與社會福利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5. 性別與健康  

6.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7. CEDAW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性別主流化概論性別主流化融

入政策實務(方案、計畫、措施) 
否 

33  
陳韻如 

(女) 

輿全法律事務

所律師 

電郵： 

yunju28.lawyer@msa.hinet.net； 

yunju0922@yahoo.com 

1. 性別與法律 

2. 性別與勞動 

3. 性別、婚姻與家庭 

4.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34  
陳芬苓

(女) 

臺北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教授 
電郵：flchen@mail.ntpu.edu.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勞動 

3. 性別與社會福利 

4.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就業、經濟與福利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

分析 
是 

35  賴文珍 勵馨基金會桃 電郵：janelai@goh.org.tw 1. 性別與政策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是 

mailto:shwang@ndmctsgh.edu.tw
mailto:yunju28.lawyer@msa.hinet.net
mailto:flchen@mail.ntpu.edu.tw
mailto:janelai@go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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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女) 園分事務所主

任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社區參與  

4. 性別與生涯發展  

5. 性別與社會福利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性別與健康  

8. 性別與教育  

9. 性別與遷移  

10.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1. CEDAW 

2. 人身安全與司法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4. 教育、文化與媒體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36  
許雅惠

(女)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副

教授 

電郵：yhds@ncnu.edu.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社區參與  

3. 性別與勞動  

4. 性別與社會福利  

5. 性別與媒體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性別與教育  

8. 性別與遷移  

9.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健康、醫療與照顧 

3. 人身安全與司法 

4. 就業、經濟與福利 

5. 人口、婚姻與家庭 

6.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37  
蔣月琴

(女) 

桃園市集十力

文化公益協會

理事長 

電郵：yuehchinc@gmail.com 

1. 性別與政治 

2. 性別與經濟、財經  

3. 性別與媒體  

4. 性別與教育  

5.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人身安全與司法 

3. 就業、經濟與福利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否 

38  
顏玉如 

(女) 

暨南國際大學

家庭暴力研究

中心副執行長  

電郵：hopeyen@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社區參與 

3. 性別與經濟、財經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5. 性別與環境 

6.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7. 性別與空間、工程、

設計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人身安全與司法 

3. 就業、經濟與福利  

4.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5. 性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6.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39  
宋玉文

(女) 

澎湖縣政府專

案社工員 
電郵：yiyiuouo@gmail.com 

1. 性別、婚姻與家庭 

2. 性別與遷移 

3.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與司法 性別主流化概論 否 

mailto:yuehchinc@gmail.com
mailto:yiyiuouo@gmail.com


8 
 

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40  
李萍 

(女) 

中華民國基督

教女青年會協

會秘書長 

電郵：pinglee@ywca.org.tw 

      ywca@ywca.org.tw 

1. 性別與經濟、財經 

2. 性別與社會福利 

3. 性別與健康 

4. 性別與教育 

5. 性別與遷移 

6. CEDAW 

7. 其他新興議題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健康、醫療與照顧   

3. 就業、經濟與福利 

4. 人口、婚姻與家庭 

5.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41  
伍維婷

(女) 

世新大學性別

研究所助理教

授 

電郵：wwt313@yahoo.com; 

wwuatny@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政治 

4. 性別與社會福利 

5. CEDAW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人身安全與司法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5. 性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6.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42  
姚淑文

(女) 

東吳大學健康

暨諮商中心主

任 

電郵：winniyao@scu.edu.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遷移 

3.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4. CEDAW 

人身安全與司法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43  
紀惠容

(女) 

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執

行長 

電郵：chi@goh.org.tw    

1. 男性研究 

2. 性別與勞動 

3. 性別與健康 

4.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

分析 
是 

44  
張自強

(男) 

衛生福利部八

里療養院職能

治療科主任 

電郵：otchang@gmail.com 

1. 男性研究  

2. 性別與社會福利  

3. 性別與媒體  

4. 性別與健康  

5. 性別與教育  

6.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7.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活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45  
張珏 

(女) 

中華心理衛生

協會理事長 
電郵：twinchueh@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社區參與  

3. 男性研究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是 

mailto:pinglee@ywca.org.tw
mailto:ywca@ywca.org.tw
mailto:wwt313@yahoo.com
mailto:winniyao@scu.edu.tw
mailto:chi@goh.org.tw
mailto:otch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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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5. 性別與健康  

6. 性別與教育  

例分析 

4.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5.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46  
陳艾懃

(女) 

台灣大學土木

工程學系鋪面

平坦儀驗證中

心副研究員 

電郵：accpave@gmail.com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

計  
環境、能源與科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

分析 
是 

47  
黃瑞汝

(女)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書香關懷

協會創會長 

電郵：r2041@ms18.hinet.net; 

r2041huang@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法律  

3. 性別與社區參與  

4. 性別與生涯發展 

5. 男性研究  

6. 性別與社會福利  

7. 性別與媒體  

8. 性別與民俗、宗教  

9.性別與犯罪  

10. 性別、婚姻與家庭  

11. 性別與健康  

12. 性別與族群  

13. 性別與教育  

14. 性別與遷移  

15.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16. CEDAW 

17. 其他新興議題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健康、醫療與照顧 

3. 人身安全與司法 

4. 人口、婚姻與家庭 

5.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5. 性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6.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48  
葉文健

(男) 

台灣觀光協會

副秘書長 
電郵：dr.wcyeh@gmail.com 

1.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

活  

2. 其他新興議題  

環境、能源與科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

分析 
是 

49  
趙佩玉

(女) 

健行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電郵：pyuchou@gapps.uch.edu.tw； 

      sartor8177@gmail.com   

1. 性別與社區參與  

2. 性別與社會福利  

3. 性別與民俗、宗教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5. 性別與族群  

6. 性別與教育  

7.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8. 性別與文史藝術  

1. 就業、經濟與福利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50  劉梅君 政治大學勞工 電郵：meicliu@nccu.edu.tw 1. 性別與勞動  就業、經濟與福利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是 

mailto:r2041@ms18.hinet.net
mailto:pyuchou@gapps.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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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女) 研究所教授 2. 性別與經濟、財經  

3. 性別與社會福利  

4. CEDAW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51  
蔡篤堅

(男) 

中央大學哲學

研究所兼任教

授；陽明大學

衛生護理研究

所兼任教授 

電郵：duujiantsai@gmail.com 

      dj.tsai@msa.hinet.net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社區參與  

3. 性別與社會福利  

4. 性別與媒體  

5. 性別與健康  

6. 性別與族群  

7. 性別與教育  

8.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

活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健康、醫療與照顧 

3. 環境、能源與科技 

4.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52  
盧孟宗 

(男) 

台灣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博士

候選人 

電郵：lmt0627@gmail.com 

1.性別與政策  

2.性別與政治  

3.性別與社會福利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 性別主流化概論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3. 性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4.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53  
謝秀貞

(女) 

中央大學諮商

心理師 

電郵：showjane@cc.ncu.edu.tw； 

      selfmandala@gmail.com 

1. 性別與生涯發展 

2. 性別與媒體 

3. 性別、婚姻與家庭 

4.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教育、文化與媒體 無 是 

54  
林承宇 

(男) 

世新大學廣播

電視電影學系

副教授 

電郵：cyou.lin@msa.hinet.net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媒體  

3. 性別與健康  

4. 男性研究  

5. 性別與教育  

6.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

活  

7. CEDAW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環境、能源與科技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是 

55  
朱宗藍 

(女) 

長庚紀念醫院

行政中心品管

部組長 

電郵：jec75@cgmh.org.tw 性別與健康 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否 

56  徐振雄 萬能科技大學 電郵：chhsu@mail.vnu.edu.tw 1. 性別與法律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否 

mailto:duujiantsai@gmail.com
mailto:showjane@cc.ncu.edu.tw
mailto:cyou.lin@msa.hinet.net
mailto:jec75@cgmh.org.tw
mailto:chhsu@mail.vnu.edu.tw


11 
 

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男) 教授兼主任秘

書 

2. 性別、婚姻與家庭  

3. 性別與教育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57  
林育苡 

(女) 

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局長機要

秘書(專員) 

電郵：b95a01229@yahoo.com.tw； 

      am0742@ms.ntpc.gov.tw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媒體  

3.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 

4. 性別與法律  

5. 性別與生涯發展  

6. 性別、婚姻與家庭  

7. 性別與教育  

8. 性別與社會福利  

9. 其他新興議題：代理

孕母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2.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是 

58  
謝淑芬 

(女) 

銘鼎聯合法律

事務所律師 
電郵：Candy3993999@yahoo.com.tw 

1. 性別與法律  

2.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 

人身安全與司法 無 否 

59  
杜淑芬 

(女) 

中原大學教育

研究所副教授 
電郵：sufentu@cycu.edu.tw 

1. 性別與生涯發展 

2. 性別、婚姻與家庭  

3. 性別與教育 

4.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否 

60  
周兆昱 

(男) 

中正大學法律

學系副教授 
電郵：lawiku@ccu.edu.tw 

1.性別與法律  

2.性別與勞動  
就業、經濟與福利 無 否 

61  
羅珮嘉 

(女) 

台灣女性影像

學會秘書長 
電郵：pecha7788@gmail.com 

1. 性別與媒體  

2. 性別與運動、休閒  

3. 性別、婚姻與家庭  

4. 性別與族群  

5. 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

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 

6.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 

1. 就業、經濟與福利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否 

mailto:b95a01229@yahoo.com.tw
mailto:pecha77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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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7. 性別與文史藝術 (文化

產業等 ) 

62  
白爾雅 

(女) 

馬偕醫學院全

人教育中心、

國防醫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電郵：irispai@gmail.com 

1. 性別與健康 

2. 性別、婚姻與家庭 

3. 其他新興議題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否 

63  
顏秀慧 

(女) 

臺灣大學環境

工程學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電郵：shyen@ntu.edu.tw 
1. 性別與法律 

2. 性別與環境 
環境、能源與科技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64  
鄭瑞隆 

(男) 

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學系教授

兼學務長 

電郵：crmjlc@ccu.edu.tw 

1. 性別與犯罪  

2. 性別、婚姻與家庭  

3.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1.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2.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是 

65  
許惠君 

(女) 

恩平律師事務

所律師 
電郵：vicky.hc.hsu@gmail.com 

1. 性別與法律 

2. 性別與犯罪 

3. 性別、婚姻與家庭  

4.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否 

66  
潘寶鳳 

(女) 

愷豐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

長 

電郵：p4702808@ms35.hinet.net 

1. 性別與政治  

2. 性別與生涯發展  

3. 性別與經濟、財經  

4. 性別與運動、休閒  

5. 性別、婚姻與家庭  

6. 性別與族群  

7. 性別與教育  

1. 就業、經濟與福利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否 

67  
王怡云

(女) 

元智大學通識

教育部專任助

理教授 

電郵：yiyun@saturn.yzu.edu.tw 
1. 性別、婚姻與家庭 

2. 性別與教育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無 否 

68  
糠明珊

(女) 

元智大學通識

教育部專任助

理教授 

電郵：kangms@saturn.yzu.edu.tw 

1. 性別、婚姻與家庭 

2. 性別與社會福利 

3. 性別與教育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無 否 

mailto:irisp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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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4.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

口販運等) 

5.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 

69  
楊孟容 

(女) 

體育大學學務

處諮商輔導暨

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電郵：meng@ntsu.edu.tw 

1. 性別與健康 

2. 性別與運動、休閒 

3. 性別與教育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3. 健康、醫療與照顧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是 

70  
王秀芬 

(女) 

聯發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

總監 

電郵：hopeong@hotmail.com 

1.性別與政治  

2.性別與生涯發展  

3.性別與勞動  

4.性別與經濟、財經  

5.性別與媒體  

6.性別、婚姻與家庭  

7.性別與科技、日常生活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4. 環境、能源與科技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是 

71  
陳嘉怡 

(女) 

開南大學應用

華語學系助理

教授 

電郵：westside6a@gmail.com 

1. 性別與生涯發展  

2. 性別與勞動  

3. 性別與媒體  

4. 性別與政治  

5. 性別與族群  

6. 性別與教育  

7. 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

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 

8.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 

9.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

活  

1. 人口、婚姻與家庭 

2. 教育、文化與媒體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否 

72  
彭渰雯 

(女) 

中山大學公共

事務管理研究

所副教授 

電郵：yenwenny@gmail.com 

1. 性別與政策 

2. 性別與政治 

3. 性別與社區參與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3. 環境、能源與科技 

1.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

狀) 

是 

mailto:hopeo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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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現職 聯絡方式 
性別領域之專才 

性別基礎概念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 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案 

4. 性別、婚姻與家庭 

5. 性別與環境 

6.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 

7. 性別與科技、日常生活 

8. C E D A W 

2.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3.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4. 性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5.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73  
馬莉菁 

(女) 

桃園市愛筵社

會服務協會理

事長及方案督

導 

電郵：nikoo71219@gmail.com 

1. 性別、婚姻與家庭  

2. 性別與族群  

3.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 

1. 人身安全與司法 

2. 人口、婚姻與家庭 

3. 教育、文化與媒體 

1.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2.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