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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興鎧 男 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

／兼任研究

員

美國史丹福

大學／法律

科學／博士

候選人

主專長：

勞動法、比較勞動法、就業歧視法、

國際勞動基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教育部、各級學

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

律／性別、婚姻與家庭

國防部 

2 蔡篤堅 男 屏東基督教

醫院／講座

教授兼生命

倫理暨社會

醫學中心主

任

U of 

Michigan／

社會系.／博

士

主專長：

性別與醫學、衛生福利政策、智慧生

活場域規劃、社區營造、醫學史、生

命倫理學、歷史社會學、口述歷史、

心理衛生、健康促進

副專長：

認同政治、文化研究、後殖民論述、

十九二十世紀歐洲思想史、社區精神

復健、安寧療護、敘事醫學、衛生政

策規劃分析、智慧生活城鄉規劃、東

南亞區域研究

北部／中部／

南部／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國科

會、青輔會)／各縣市婦

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

員會委員(桃園市)／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健康、醫療

與照顧／環境、能源與科

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男性研究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文

史藝術（文化產業等）／性別與環境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 楊聰財 男 楊聰才身心

診所／院長

美國杜蘭大

學／公共衛

生醫學／博

士

主專長：

精神醫學、公共衛生，家庭暴力防治

，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

副專長：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性侵害

加害人評估小組委員，教育部「健康

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中華民國

老人精神科專科醫師，內政部役政署

役男體位審議委員，精神健康基金會

精神健康指數組召集人

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僑委

會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環

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工

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農業／性別與文史

藝術（文化產業等）／性別與國防／

性別與財經／性別與地政／性別與環

境／性別與災難

僑務委員

會 

4 楊明磊 男 淡江大學教

育心理與諮

商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

長

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性別、男性研究、性學、心理諮商、

身體工作

副專長：

員工協助、eap、職場心理健康、職場

與性別

北部／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

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

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

／性別與民俗、宗教

外交部 

5 何振宇 男 金門大學／

助理教授

私立東海大

學／社會工

作系／博士

主專長：

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青少女

懷孕等性別議題之實務工作與專題演

講；專業倫理與專業組織；家事調解

商談；軍、警、護理等單一性別多數

環境之性別議題實務。

副專長：

兒童、青少年、老人、家庭等領域之

實務工作與專題演講；社會工作實習

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中

市、苗栗縣、雲林縣)／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

展／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

內政部 

6 李海光 男 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核

能研究所／

副所長

國立清華大

學／工業工

程與工程管

理學系／博

士

主專長：

科技計畫性別影響評估

副專長：

策略管理；，系統工程管理；，科技

管理；

北部／中部／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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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鄭智偉 男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社工主任

國立陽明大

學／衛生福

利政策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擅長議題為性別與社會工作、性別多

元基礎概念介紹、同志與人權、台灣

同志運動史、同志家庭議題、愛滋人

權與安全性行為、老年與同志、身心

障礙與同志、性別教育、性少數與健

康、障礙者性權。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文化

部)／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

員會)／教育部、各級學

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

性別、婚姻與家庭／其他新興議題／

性別與身心障礙

教育部 

8 吳志光 男 輔仁大學學

士後法律學

系／教授

德國漢堡大

學／法學院

／博士

主專長：

憲法、行政法、國際人權法

副專長：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司法院)／各縣市婦女

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

會委員(台北市)／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

育／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

教育部 

9 王兆慶 男 彭婉如文教

基金會／副

執行長

國立台灣大

學／社會所

／碩士

主專長：

人口與家庭政策、兒童托育法規制度

副專長：

女性就業與社區照顧、老人長期照顧

政策

北部／中部／

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台北市、台中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無關 其他／性別與照顧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其他

新興議題／性別與照顧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10 黃楷翔 男 台灣同志諮

詢熱線協會

／南部辦公

室社群發展

部主任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教

育心理與輔

導學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多元性別議題，心理諮商與輔導，教

育演講

副專長：

中部／南部／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

與犯罪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11 郎亞琴 女 晴朗心理諮

商所／所長

加拿大多倫

多大學／應

用心理研究

所／博士

主專長：

1.家庭暴力研究、諮商輔導、宣導，2.

性侵害研究與諮商，3.性別平等教育宣

導與研究，4.諮商技術研究與實務，5.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調查

副專長：

人際溝通、親職教育、健康心理、情

緒管理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彰化)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其他(台中

市地檢署性平委員會委

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民俗、宗教

彰化縣政

府 

12 陳小紅 女 監察院/國立

政治大學／

監察委員/榮

譽教授

美國匹茲堡

大學／經濟

與社會發展

／博士

主專長：

當代中國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社會

學，組織社會學，比較社會福利政策

等

副專長：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財經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13 高惠春 女 淡江大學化

學系／退休

教授

美國天普大

學／化學系

／博士

主專長：

化學，導體材料研究，包含電子導電

與離子導電。高溫超導材料、固態氧

化物燃料電池電解質材料等。

副專長：

性別與科技研究，曾主編「台灣女科

技人電子報」53期。曾主持數個國科

會與科技部「性別與科技」計畫。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臺灣女科技人學會

副理事長、理事、監事)

教育、文化與媒體／環

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科

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環境

科技部 

14 郭素珍 女 國立台北護

理健康大學

／兼任教授

美國明尼蘇

達大學／護

理系／博士

主專長：

性別平權、助產、婦女健康、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

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5 王淑英 女 財團法人育

合春教育基

金會／董事

長

Rutgers 

University,U

SA／教育研

究所／幼兒

教育博士

主專長：

組織基層女性照顧工作者，參與國家

政策之對話，對女性勞動職場權益保

障之意識提昇，以及鼓勵女性採取行

動參與立法的過程，使成為「決定

者」而非「被決定者」。在南台灣可

見活動時婦女出現之頻率高，但公共

事務決策過程中基層婦女卻顯少發言

，甚至於缺席。

副專長：

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婚姻與家庭

高雄市教

保人員職

業工會 

16 陳秀峯 女 長榮大學／

副教授

日本東京大

學、美國華

盛頓大學／

法學政治研

究科、法學

院／法學碩

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議題、性別平等與法律議

題、家庭暴力及性騷擾性侵害防治議

題、老人議題

副專長：

性別倫理議題、職場倫理議題

中部／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臺南

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人權／

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

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臺南市政

府 

17 黃淑英 女 台灣女人連

線／常務理

事

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大

學／動物學

／碩士

主專長：

婦女性別政策、社會福利、醫療、健

保制度、婦女健康

副專長：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

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環境

衛生福利

部 

18 張玨 女 中華心理衛

生協會理事

長／台大公

衛學院健康

政策與管理

研究所兼任

副教授

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公共

衛生學院／

衛生教育與

行為科學研

究所／理學

博士

主專長：

婦女/性別研究、性別教育、婦女健康/

政策、心理健康促進/政策、醫療社會/

健康心理學、，雙胞胎研究，、通識

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國防部、外交部、銓

敘部、衛生署、陸委會、

青輔會、經建會等)／各

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北

市、桃園市)／教育部、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心理健康相關委

員會委員、總統府人權諮

詢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別與運動、休閒／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男性研究／性別與國防／性別

與災難

外交部 

19 陳曼麗 女 台灣婦女團

體全國聯合

會/主婦聯盟

環保基金／

常務理事/董

事長

美國聖地牙

哥國家大學

／環境管理

研究所、公

共行政管理

研究所／碩

士

主專長：

環境管理：環境品質、永續發展、低

碳城市、健康風險，性別議題：婦女

成長、性別平等、性別主流化、性別

影響評估，社區營造：環保社區、健

康社區、綠色消費，弱勢關懷：社會

福利，社團經營管理：倡議遊說、企

畫執行、志工經營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環境、能源

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工

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環境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20 李安妮 女 財團法人台

灣綜合研究

院／資深研

究員兼副院

長

英國新堡大

學／社會政

策學系／博

士

主專長：

婦女與兩性研究；性別與社會政策：

經濟安全保障，照顧議題，就業；貧

窮研究：理論、定義與測量；社會統

計與社會調查；性別主流化；性別與

數位落差；性別與能源；性別與交通

運輸；婦女創業等。

副專長：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環境、

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政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與媒體／性別與運動、休閒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環

境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1 葉毓蘭 女 中華警政研

究學會／秘

書長

伊利諾大學

（芝加哥分

校）／公共

政策分析／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暴力防治，性騷擾防治，性別主

流化，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

人口販運防治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人權

性別與媒體／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

犯罪

海洋委員

會 

22 陳昭姿 女 和信醫院治

癌中心醫院

／藥學進階

教育中心主

任

台灣大學／

藥學系／學

士

主專長：

臨床藥學，健保新藥管理

副專長：

性平與人性，親子關係，代孕法制化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 衛生福利

部 

23 劉淑瓊 女 國立台灣大

學社會工作

學系／副教

授

國立台灣大

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國

家政策組／

法學博士

主專長：

兒童虐待安全評估、家暴防治政策研

究、社會服務民營化、非營利組織管

理

副專長：

北部／ 內政部 

24 王幼玲 女 台灣障礙者

權益促進會

／顧問

中興大學／

社會學系／

學士

主專長：

1.身心障礙者權益倡議與研究，2.女性

身心障礙者雙重弱勢研究，3.障礙者履

行母職的環境障礙探究，4.障礙者的情

慾與性需求探究，5.就業歧視，6.長期

照顧議題

副專長：

1.勞動條件與工資，2.職業災害賠償制

度

北部／中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體／性別、

婚姻與家庭

監察院人

權保障委

員會

25 陳美州 女 台大醫學院

婦產科／教

授

台灣大學／

臨床醫學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生殖內分泌疾病與性分化異常的研究

副專長：

不孕症治療，腹腔鏡手術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無關 性別與健康 科技部 

26 朱風𡣑 女 國防部／上

校

美國波士頓

大學／諮商

心理學系／

碩士

主專長：

推動性別主流化，性別意識與自我認

同，心理諮商與輔導，性別與國防

副專長：

人力資源，性騷擾、性侵害及家庭暴

力防治，自殺防治，社會工作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推動性別平等主流

化工作)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別與國防

國防部 

27 I-Ching 

Lee

女 Dept of 

Psycholog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教授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

t／

Psychology

／Ph.D.

主專長：

群際關係、性別議題、權力、文化議

題

副專長：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國立政治

大學

28 廖書雯 女 社團法人台

灣防暴聯盟

／秘書長

美國南美以

美大學／法

律研究所／

法學碩士

主專長：

CEDAW與性別暴力，婦幼安全，以"

被害人為中心"之刑事司法程序改革，

性侵害，家庭暴力

副專長：

媒體與性別主流化

北部／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基隆

市)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媒體／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社團法人

台灣防暴

聯盟 

29 傅立葉 女 國立陽明大

學衛生福利

研究所／副

教授

美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

校／社會福

利／博士

主專長：

性別研究；社會福利；社會政策；

副專長：

勞工研究；社區工作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衛生福利部)／各縣市

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

委員會委員(台北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

性別與社區參與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0 黃長玲 女 台大政治系

／副教授

芝加哥大學

／政治學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台灣與國際婦女運動歷程發展﹐性別

主流化背景與工具分析﹐婦女參政議

題﹐性別治理機制﹐性別平等政策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政

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治

內政部 

31 偉明陸 女 成功大學／

特聘教授

美國喬治亞

大學／教育

心理／博士

主專長：

教育心理學，教育統計，性別與教育

副專長：

測驗與評量，教育研究法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其他／身體意象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

成功大學

性別與婦

女研究中

心 

32 沈采穎 女 鼎泰藥局／

負責人

台北醫學大

學／臨床藥

學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社會藥學,民眾用藥知識宣導,婦女權益

相關議題推動及倡導,警政衛生及家暴

議題之探討.

副專長：

性別暴力、性騷擾

北部／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案、

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性

別政治／CEDAW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衛生福利

部 

33 林芳玫 女 台灣師範大

學台灣語文

學系／教授

美國賓夕法

尼亞大學／

社會學／博

士

主專長：

婦女運動，女性主義，性別主流化，

女性文學，通俗文學

副專長：

性別與國族認同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

跨性別）／CEDAW

性別與媒體／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

產業等）

衛生福利

部 

34 郭雅真 女 勵馨基金會

／教育宣導

特約講師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

系／碩士

主專長：

性別議題之倡導，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工作之倡導，兒少親職性教育，男性

情感教育與性別教育之推動，以三級

預防概念推動性侵害防治工作

副專長：

青少年個別/團體輔導工作，助人領域

工作者教育宣導能力訓練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健康／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男性研究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35 戴瑀如 女 國立臺北大

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德國美茵茲

大學／法律

經濟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民法親屬、民法繼承

副專長：

家事事件法、人工生殖法、歐洲人權

法

北部／ 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無關 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

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法律 臺北大學

法律學院

性別法研

究中心 

36 馬心韻 女 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副

教授兼主任

中國文化大

學／政治學

研究所／社

會科學博士

主專長：

教學研究專長：1.行政法（各領域相關

公法之研究與案例探討）、2.公共政策

（各種政策問題、政策規劃、政策何

法化、政策執行等議題）、3.行政管理

（各公、私部門管理個案）。性別平

等觀念以及女性工作權、受教育權等

議題，即內含於前揭三大類領域中。

副專長：

北部／中部／

東部／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性別

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

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內政部 

37 李佩珊 女 高雄市左營

高中／專任

輔導教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諮

商與輔導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專長：教材與教學活動

設計、媒體識讀、電影欣賞與導讀、

性別主流化、研習與活動策畫、性議

題、性騷擾及性侵害輔導處遇，學生

輔導專長：生涯規劃、適性輔導、生

命教育、教師紓壓、親師溝通

副專長：

策展、活動主持、人力資源、寫作、

旅行攝影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高雄市

左營區婦女參政小組委

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工

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

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社團法人

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

協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8 吳肖琪 女 陽明大學衛

生福利研究

所／教授

國立台灣大

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實證健康服務研究、衛生政策、醫療

政策、長照政策、全民健康保險

副專長：

心理健康政策、醫療品質、癌症防治

政策、國民健康促進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與健康 衛生福利

部 

39 蔡春美 女 國立台北大

學社會工作

系／兼任助

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衛

生教育系／

博士

主專長：

性教育、愛滋教育、性別與性傾向教

育，伴侶與家族治療、團體動力與團

體工作、健康輔導

副專長：

衛生教育，行為科學

北部／ 其他(新竹縣政府兒童及

少年福利促進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

社團法人

台灣露德

協會 

40 金家玉 女 財團法人台

灣紅絲帶基

金會／副秘

書長

國立陽明大

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衛

生政策與管

理組／公共

衛生碩士

主專長：

愛滋防治政策規劃、愛滋防治教育教

材設計、性教育與防治、女性愛滋防

治宣導與教育、女性愛滋感染者輔導

與扶助、藥癮防治、推動扶輪社等企

業女性與兒童健康照護方案規劃、女

性藥癮者輔導與就業支持方案、弱勢

女性健康照護與支持系統規劃、推動

台日愛滋與藥癮領域之經驗交流

副專長：

教案製作，教案專利申請，災難醫療

與公共衛生指標評估，ICS，緊急災害

應變，教材進口，NCC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進口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台北芙蓉扶輪社 推

動女性相關健康議題)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別

（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健康／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災難

財團法人

台灣紅絲

帶基金會 

41 史倩玲 女 台北市女性

權益促進會

／理事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

系／學士

主專長：

媒體中的性別形象。非預期懷孕事件

中，學校對媒體形象處理。性別基礎

概念。性別平等意識。女性身體形

象。性別偏見與性別岐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別與運動、休閒。性別與文

化。性別與歷史。

副專長：

媒體採訪與寫作、公共關係處理

北部／中部／

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 臺北市女

性權益促

進會 

42 王慰慈 女 淡江大學大

傳系／副教

授

UCLA,／

Dept. of 

Film & 

Television

／MFA

主專長：

影視創作、紀錄片歷史與美學、紀錄

片製作

副專長：

影像性別研究

北部／中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

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科技部

43 楊詠梅 女 高雄醫學大

學／副教授

澳洲昆士蘭

科技大學／

護理／哲學

博士

主專長：

教學與研究：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友

善醫療，家庭暴力

副專長：

多元性別健康照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其他(開設課程性別與健

康)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

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社團法人

高雄市家

庭照顧者

關懷協會 

44 林千惠 女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

教授

美國賓州理

海大學（

Lehigh 

University）

／教育心理

暨特殊教育

研究所／

Ph.D.

主專長：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副專長：

應用行為分析，身心障礙者性別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其他(衛福部雲林教養院

外埠督導協助該院推動性

別教育課程的規劃與推

動)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其他／身心障礙者性別教育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犯罪／其他新

興議題／身心障礙者性別教育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5 黃淑玲 女 國防醫學院

通識教育中

心／教授

美國威斯康

新大學／社

會福利研究

所／博士

主專長：

性/別社會學、國家女性主義、性別主

流化、性別與健康、原住民研究、男

性特質研究

副專長：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政

治

性別與健康／男性研究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46 陳金燕 女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系

／教授

Univ. of 

Wisconsin-

M／

Education-

Counseling

／Ph.D.

主專長：

心理諮商、諮商員教育、自我覺察、

諮商督導、多元文化諮商、性別平等

教育與研究、性別與諮商、性別影響

評估與檢視、CEDAW及法規檢視。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退輔

會)／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彰化縣、南投縣)／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

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

常生活／性別與民俗、宗教／其他新

興議題／性別與助人專業

彰師大婚

姻與家族

治療研究

所 

47 葉麗娟 女 康寧大學護

理科／主任

Griffith 

university／

Nursing／

Phd

主專長：

癌症護理、青少年護理、家庭護理、

性別平等教育、兒科護理

副專長：

急症護理、重症護理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

康寧學校

財團法人

康寧大學

48 王淑奐 女 刑事警察局

預防科婦幼

組\臺北地方

法院家事法

庭／前組長

丶調解委員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性

別暴力

副專長：

性別研究、性別主流化、CEDAW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政府單

位性騷擾防治委員、縣市

性侵、家暴整合會議外聘

督導)

人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犯罪

內政部 

49 顏秀慧 女 財團法人台

灣綠色生產

力基金會董

事長特別助

理兼法務室

主任／台灣

大學環境工

程研究所兼

任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

環境醫學研

究所兼任助

理教授

台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環境法律與政策,環境工程,環境金融,環

境正義與性別主流化

副專長：

公害糾紛處理,環境人權,人權兩公約暨

兩性平權

北部／ 其他(行政院環保署人權

工作小組委員)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人權／其他／環境正義與性

別人權

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災難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50 賴曉芬 女 主婦聯盟環

境保護基金

會／董事長

英國ESSEX

大學、清華

大學／社會

與文化史、

社會學／雙

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環境運動，生活環保，食安食

農教育，社區組織與連結，慰安婦與

女性人權

副專長：

性別與能源

北部／中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環保

署、原能會、央行)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環境、

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CEDAW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空間、工

程、設計／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農業／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災

難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51 鄭文婷 女 吉常同法律

事務所／律

師

輔仁大學／

法律研究所

／博士班肄

業

主專長：

家暴、性侵、兒少保護

副專長：

財經法、行政法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基隆

市政府)／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犯罪

基隆市政

府 

52 林淑玲 女 台北地檢署

／檢察官

輔仁大學／

法律研究所

公法組／碩

士

主專長：

刑事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婦幼權益

保護之相關法律

副專長：

新司法制度(人民觀審制度)與日本裁判

員制度之比較。

北部／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犯罪

法務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53 蘇銘千 女 國立東華大

學／教授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土

木工程所／

博士

主專長：

畜牧業污染防治與環境管理、廢棄物

管理政策、環境宿命研究、環境風險

評估與管理

副專長：

廢棄物再生資源與能源化研究

北部／南部／

東部／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案、

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估基

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農業／性別與環

境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54 王淑芬 女 勵馨基金會

研發處／處

長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所

／碩士

主專長：

長期推展性別公義服務與活動，包括

青少女懷孕服務議題、兒少性交易服

務議題、家庭暴力防治議題、性侵

害、性騷擾防治議題、以及相關福利

服務倡導。

副專長：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北

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55 周愫嫻 女 台北大學犯

罪學研究所

／終身特聘

教授

State Univ. 

of New 

Year at 

Buffalo／

Sociology／

PH.D.

主專長：

少年犯罪、白領犯罪、刑罰學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中央

銀行)／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桃園市、台北市政府

處)／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無關 其他／刑事司法體系與性別 性別與法律／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

犯罪

中央銀行 

56 郭玲惠 女 國立臺北大

學／教授

德國哥廷根

大學／法律

學院／法學

博士

主專長：

從事性別平等相關法制研究及推動立

法及修法

副專長：

民事法及勞動法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交通部、農委會、公

平會與中選會)／各縣市

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

委員會委員(新北市、台

北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

內政部 

57 陳明秀 女 大同大學 設

計科學研究

所／助理教

授

英國里茲大

學／藝術系

／博士

主專長：

性別影像教育

副專長：

媒體設計

北部／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其他／性別影像

教育

性別與媒體／性別與空間、工程、設

計／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

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台灣女性

影像學會 

58 蔡瓊姿 女 國立臺北大

學／副教授

英國帝曼佛

大學／運動

休閒管理／

博士

主專長：

女性休閒，性別研究，文化比較研究

，性別與全球化

副專長：

風浪板、重型帆船、遊艇、快艇滑

水、水肺潛水、西式划船、獨木舟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教育

部、外交部)／各縣市婦

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

員會委員(新北市)／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

展／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別

與運動、休閒／性別與環境

教育部 

59 陳羿谷 女 財團法人婦

女權益促進

發展基金會

／研究員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

碩士

主專長：

性別意識培力，性別主流化工具應用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分析，婦女與經

濟議題研究，婦女與法律議題研究

副專長：

文化政策，勞動政策，國際人權公約

，文化觀察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CEDAW／其他

／APEC婦女與經濟議題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

律／性別與政治／性別與媒體／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犯罪／性別、科技

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

產業等）

法務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60 周立里 女 中國電視公

司新聞部／

資深媒體人

北京體育大

學／奧林匹

克專業／博

士

主專長：

性別與運動。性別議題在體育的範疇

中很火紅。全球運動員為了贏得奧運

金牌不惜使用禁葯或變性參加比賽，

運動暴力事件也充斥在體育界，另外

，性別歧視問題也備受重視。個人的

專長在於分析運動員的性別傾向，透

過問卷分析法分析運動員的男性化、

女性化、中性化及未分化四類型

副專長：

媒體與性別。男性從事體育運動仍然

占整個媒體報導的85%以上。媒體中

占優勢的女性運動是那些強調文雅、

平衡的運動。奧運會報導集中於女性

體操和花式滑冰選手身上。台灣媒體

報導男性運動員均著重賽事本身，報

導女性運動員，被描摹成情緒化或男

人婆的角色。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體育

署)／其他(中國電視公司

性平委員會)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媒體／性別與運動、休閒 教育部 

61 徐遵慈 女 中華經濟研

究院臺灣東

協研究中心

／主任兼副

研究員

私立東吳大

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長期鑽研性別與經濟研究及實務工作

，及提供政府相關政策諮詢及培訓性

別專家。曾擔任我國在APEC會議下性

別聯絡官(Gender，Focal，Point)多

年。

副專長：

鑽研國際組織(APEC、WTO)、國際經

濟法、爭端解決、東南亞研究、區域

整合等議題，長期參與我國參與WTO

談判及我國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訂

(FTA)之研究及提供政府與企業諮詢，

現亦擔任全國工業總會、工商協進會

等參與國際事務顧問。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CEDAW報告) 就業、經濟與福利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CEDAW／其他／性別與經濟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財經 經濟部 

62 鄭斐文 女 東海大學／

副教授

Lancster 

University, 

UK／

Sociology 

department

／PhD

主專長：

性別研究、文化研究

副專長：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中

市)／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環境、能源

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男性研究／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環境

南投縣政

府 

63 陳儀蓉 女 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

展系／副教

授

國立中山大

學／人力資

源管理研究

所／博士

主專長：

組織行為，管理心理學，人力資源管

理，教育訓練，生/職涯發展

副專長：

兩性溝通,性騷擾,性別刻板印象等議題

北部／中部／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高雄市政

府 

64 辜慧瑩 女 行政院／參

議

國立政治大

學／社會學

系／碩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影響評估、性別預

算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環

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與政策 行政院院

本部 

65 簡至潔 女 社團法人台

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

秘書長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多元性別與人權，(婚姻平權、跨性別

換證)，性別平權與家庭，(伴侶制度、

通姦除罪化、親密關係民主化)，同志

運動與社會倡議，女性主義與婦女運

動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政

治／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空

間、工程、設計

社團法人

臺灣伴侶

權益推動

聯盟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66 林秀怡 女 婦女新知基

金會／開拓

部主任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勞動相關議題（含性別工作平

等法等）、性自主議題（包含性騷擾

三法與調查、性侵害防治、身體自主

權等）、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及非

預期懷孕，性別平等與權益倡導之相

關法案倡議及社會倡議。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內

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委員會)／各縣市婦女

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

會委員(－台北市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台北市性

騷擾防治委員會、高雄市

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高

雄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健康／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

俗、宗教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67 吳姿瑩 女 現代婦女基

金會／主任

國立台灣大

學／社會工

作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別暴力防治倡議活動規劃執行，性

別暴力防治教育訓練規劃執行

副專長：

北部／中部／

東部／

其他(曾代理台北市性平

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無關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其他／性別暴力防治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現代婦女

教育基金

會 

68 邱筱琪 女 明新科技大

學／通識教

育中心助理

教授兼服務

學習中心主

任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公

民教育與活

動領導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服務學習、高等教育學生事務、性別

教育、活動企劃

副專長：

組織理論與管理、組織領導力、生活

規劃

北部／ 其他(性別課程授課教師)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

社團法人

台灣女性

學學會 

69 江嘉新 女 國防部／中

校參謀

國防大學管

理學院／資

源管理及決

策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騷擾防治、性別平等

政策推動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與國防

國防部 

70 lee 

tzuchia

女 台北市社會

工作人員職

業工會／社

工師

國立政治大

學／法學院

／碩士

主專長：

親密關係暴力、同志親密暴力、司法

社工、性別暴力相關議題、性別平

等、性別與法律、性教育

副專長：

組織督導議題、團隊合作、親密關係

經營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法律／性別

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

財團法人

現代婦女

教育基金

會 

71 柯亮群 女 財團法人臺

灣綜合研究

院／副研究

員

中國文化大

學／國際企

業管理／博

士

主專長：

性別與能源，能源政策，溫室氣體減

量，企業管理，行銷學

副專長：

性別與運動

北部／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運動、休閒／性

別與環境／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能

源

經濟部 

72 呂欣潔 女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資深研究員

澳洲雪梨大

學／政策研

究／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同志研究，同志親密暴力，女

同志親密關係研究，性別平等教育，

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政策，國際性別

與人權運動，聯合國倡議機制，長期

照顧政策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其他(衛福部反性別暴力

資源網諮詢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其他新興

議題／國際性別運動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73 張瓊玲 女 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海洋

巡防科主任

／教授

國立政治大

學／公共行

政學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政策與公共政策；人口、婚姻與

家庭政策議題；性別主流化政策；性

別影響評估擬議與審查；CEDAW與友

善家庭方案；文官體制與人力資源管

理

副專長：

廉政與公務倫理、團隊合作與團隊建

立、公務溝通

北部／中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內政部、經濟部、財

政部、海巡署、衛福部

等)／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政府性騷擾防治

委員會、新北市政府研考

會、台北市政府主計處、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教

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

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

會委員／其他(台北醫學

院性平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治／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財經／其

他新興議題／性別與古籍經典

內政部 

74 吳文正 男 衛生福利部

桃園醫院／

顧問醫師

台灣大學／

法律系／博

士

主專長：

精神醫療、醫院管理、衛生行政、婦

女權益保障（性侵害/家暴防治）

副專長：

北部／ 其他(醫療機構)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案、

計畫、措施）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權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衛生福利

部 

75 程立民 男 臺中市政府

法制局／消

費者保護官

室編審

大葉大學／

管理學院／

博士

主專長：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政策、政治參與

及公共事務，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性別與犯罪，性別與管理

，性別人權與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

或認識跨性別)

副專長：

性別與科技發展，性別與組織行為，

性別與消費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環

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工

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

業等）／性別與國防／性別與財經／

性別與地政／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災

難

臺中市政

府 

76 李絳桃 女 長庚大學／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衛

生教育研究

所／博士

主專長：

性教育、避孕、婦產科護理

副專長：

性別教育、婦女性健康、醫院性教育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 長庚學校

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

大學

77 羅燦煐 女 世新大學性

別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美國夏威夷

大學／社會

學／博士

主專長：

性別社會學、性別與媒體研究、性別

暴力研究、校園性騷擾防治政策研究

副專長：

北部／中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 性別與媒體／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內政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78 陳瑛治 女 弘光科技大

學／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

導學系／博

士

主專長：

諮商輔導學系畢業具護理師、諮商心

理師證照，專長為青少年、老人諮商

，熟悉性別婚姻、生涯、心理衛生、

親職等議題，擔任政府單位心理諮商

顧問、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擔任性

別主流化、性別平等教育、婚姻與兩

性議題的講師

副專長：

諮商輔導、老人心理與諮商、生涯發

展與輔導、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人

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中

市第四屆性別平等委員會

委員)／教育部、各級學

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 

79 蔡紫君 女 桃園市政府

衛生局／局

長

國立陽明大

學／臨床醫

學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主專長：

公共衛生、性別流行病學、公共政策

副專長：

臨床醫學（兒科、腎臟科、免疫科、

過敏氣喘、透析學）、轉譯免疫學、

遺傳工程學、生物發育學、生物工程

組織學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

與災難

桃園市政

府 

80 羅幼瓊 女 亞州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主專長：

諮商與輔導、性別平等、婚姻與家庭

諮商、生涯諮商、學習諮商

副專長：

家暴防治、性侵害防治、藥酒癮防治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南投縣政

府 

81 林如萍 女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教

授

國立台灣大

學／農業推

廣學系／博

士

主專長：

家庭社會學,老人與家庭,家庭生活教育

方案設計,代間關係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其他(教育部家庭教育諮

詢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基

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農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82 李玉瑛 女 元智大學社

政系／副教

授

英國蘭卡司

特大學／婦

女研究／博

士

主專長：

性別研究，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性別

與消費

副專長：

經濟社會學，視覺文化，消費文化，

收藏研究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考試

院，經濟部台中檢驗局)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

中縣，桃園市性騷擾防治

委員會)／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與運

動、休閒／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

業等）

社團法人

台灣女性

學學會 

83 王蘋 女 台灣性別人

權協會／秘

書長

東海大學／

建築系／學

士

主專長：

專長研究為性別空間、性別法律、弱

勢性別人權等議題。經常就性別議題

於各民間及官方單位主辦之課程中擔

任講師、接受媒體採訪、應邀擔任新

聞評論節目來賓，並常於報章媒體發

表性別人權論述。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故宮 

農委會 考選部 台北市勞

動局 新北市文化局等)／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北

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

性別與運動、休閒／性別與文史藝術

（文化產業等）／其他新興議題／多

元性別

國立故宮

博物院 

84 石雅惠 女 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副

教授

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性騷擾防治(校園、職場)、性別事件調

查、性別法規案例、性別主流化、性

別統計、性別議題、兩性關係等

副專長：

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

性別與教育 文化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85 李婉菁 女 勵馨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

會／總督導

(現就讀)國立

暨南國際大

學／諮商心

理與人力發

展學系／輔

導與諮商博

士班

主專長：

性/性別暴力防治(性騷擾、性侵害、家

庭&目睹暴力)、性別平等教育(婚姻、

家庭、社區參與)、敘說探究、社區諮

商(多元文化)

副專長：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彰化

縣)／其他(性侵害強制治

療刑後治療評估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彰化縣政

府 

86 林宜靜 女 臺中市梨山

國民中(小)學

／正式專任

英語教師兼

訓育組長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所／

碩士

主專長：

一、性別與教育：設計性別教育課

程、進行性別教育教學、身體界線、

愛情觀。二、性別與文化研究：國際

議題、人權文化。三、性別與同志文

化，四、性別與職涯規畫

副專長：

一、性別與家庭教育，二、性別與環

境保護

中部／南部／

外島

其他(各級學校性別平等

委員會)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環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

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

與生涯發展／性別與運動、休閒／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環境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87 蔡淑瑩 女 國立台北科

技大學建築

系／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

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建築設計,景觀規劃,環境規劃,環境心理

學

副專長：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別與環

境

內政部 

88 陳淑卿 女 長庚科技大

學護理系所

／教授

台北醫學大

學／醫學科

學研究所健

康照護組／

博士

主專長：

多元性別、婦女與健康、婦女相關之

常見或特殊疾病研究

副專長：

成人健康照護、腫瘤護理、頭頸部癌

症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與健康 科技部 

89 李兆環 女 得聲法律事

務所／主持

律師

中國政法大

學／民商法

學／博士班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民法、家庭法、身份

法、弱勢人權及勞工相關法律、人權

公約

副專長：

北部／中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國立故宮

博物院 

90 蔣立琦 女 國防醫學院

護理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衛

生教育／博

士

主專長：

婦女與兒童健康促進與健康維護，慢

性疾病兒童與家庭的照護，賦權提昇

婦女在照顧慢性疾病家人的自我覺知

與自我管理之意識與動機，完成國際

護理協會(ICN)都市少女計畫之報告書

副專長：

病人教育，實證護理，護理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衛福

部中央健保局性評委員會

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

衛生福利

部 

91 張玲慧 女 成功大學醫

學院職能治

療學系／副

教授

美國南加大

／職能科學

與職能治療

研究所／博

士

主專長：

職能治療、高齡經驗、長期照護

副專長：

質性研究、失能經驗與性議題、醫護

人員的性別意識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階級與族群 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成功大學

性別與婦

女研究中

心 

92 吳淑慈 女 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特

專/基隆區督

台南神學院

／宗教社會

工作研究所

肄業／基督

教教育學士

主專長：

1.身心障礙者權益維護/倡導及促進，

2.身心障礙者多元整合直接服務，3.身

心障礙機構經營與管理，4.社會工作專

業督導

副專長：

1.家庭暴力防治，2.性騷/性侵防治與

審議委員，3.就業歧視之預防與審議委

員，4.發展遲緩兒童權益促進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基隆

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案、

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財團法人

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

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93 楊巧玲 女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教育

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

美國明尼蘇

達大學／教

育政策與行

政學系／哲

學博士

主專長：

致力於性別與教育的相關研究，過去

幾年針對學校教育體系進行研究，包

括學生的校園生活以及教師的工作文

化。近來則將關注延伸至家庭教育的

領域，特別是親職中的性別意涵。最

新的研究議題是檢視教育學門中的知

識/權力之性別關係。

副專長：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屏東縣)／教育部、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94 謝佩珊 女 高雄市立瑞

祥高中／教

師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人

類發展與家

庭學系／碩

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

副專長：

中部／南部／

東部／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95 莊淑靜 女 台灣性別平

等教育協會

／理事長

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

育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情感教育，性別主流化概念在婚姻、

家庭、職場中的實踐，親職教育，性

教育，青少年懷孕與處理流程

副專長：

習俗與性別，多元家庭，性霸凌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台灣公民家長聯盟 

發起人)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

空間、工程、設計／性別、科技與日

常生活／性別與民俗、宗教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96 黃淑怡 女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

專員

荷蘭烏特列

支大學／性

別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性別與公共政

策.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性別與公共

政策女性主義理論,論述分析,移民家庭

研究,移民政策,性別理論,

副專長：

英文,日文,荷蘭文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其他／性別與移民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媒體／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財經／

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科技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所 

97 喀飛 男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理事

私立逢甲大

學／統計系

／學士

主專長：

台灣同志運動史、台灣同志人權、認

識同志、多元性別與媒體識讀、媒體

污名與性少數、男同志文化、同志運

動與網路、老年同志口述歷史、愛滋

與同志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 

98 張自強 男 衛生福利部

八里療養院

／職能治療

科主任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性別醫學與倫理,兩性關係,兩性健康促

進,性騷擾防治,精神醫學,校園性別平等

教育,團體動力學,職能治療.

副專長：

醫學資訊學,職業復健,重大創傷徵候群.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衛生

福利部中央健保署、交通

部公路總局台北區監理

所)／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

府)／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空

間、工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環境

衛生福利

部 

99 王順民 男 中國文化大

學社會福利

系／教授

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

博士

主專長：

社會福利政策分析，非營利組織管理

，性別社會學，方案設計與評估

副專長：

社會福利服務，社會資源開發與運用

北部／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桃園

市)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政治／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民俗、宗教

宜蘭縣蘭

馨婦幼中

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00 侯岳宏 男 國立台北大

學法律學系

／教授

日本一橋大

學／法學研

究科／法學

博士

主專長：

民法、勞動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勞動

部性別工作平等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

北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

員、新北市性騷擾防治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

律／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

勞動部 

101 許純昌 男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

員會／專任

幹事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教育學

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包含情感教育、性教

育、同志教育），性別主流化（包含

六大工具：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

別影響評估、性別預算、性別意識培

力、組織再教育之實務操作），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包含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之法規宣導與實務

經驗分享），性別與媒體識讀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其他(教育部及彰化縣政

府性別平等教育專業師資

人才庫人員、教育部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

查專業人才庫人員（高

階）)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性

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102 周清玉 女 財團法人關

懷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

私立東海大

學／公共事

務／碩士

主專長：

副專長：

北部／中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評議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103 林燕卿 女 樹德科技大

學人類性學

研究所／教

授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衛

生教育研究

所／博士

主專長：

性教育、兩性關係、衛生教育、醫

療、人類性學、親職性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

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析

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其他／性教育,

性學,性諮商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

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

教育部 

104 蘇郁惠 女 科技部中部

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簡

任秘書

中興大學／

公共政策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人力資源管理與分析、專案管理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其他(中央地質調查所性

平會委員、中科管理局性

平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

涯發展

科技部 

105 陳美玲 女 遠東科技大

學／講師

美國德州農

工大學／心

理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心理學、教育

副專長：

設計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106 劉開鈴 女 實踐大學高

雄校區應用

英語學系／

教授

美國賓州州

立大學／比

較文學系／

博士

主專長：

女性主義理論，女性作家，美國文學

，文化研究，性別融入文學課程與教

材教法

副專長：

生命書寫，英文書寫

南部／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平等運

動之發展與現況／性別政治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科

技與日常生活

文化部 

107 蔣月琴 女 台北市婦女

新知協會／

理事長

東吳大學／

社會學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勞動、就業與福利及社會經

濟：，婦女勞動條件、合作經濟、

「照顧、托育與女性就業三合一」、

老後議題、社會住宅、婦女就創業

等。2016年創辦「幸福衣工坊」創業

輔導平台，培力結合單親中高齡婦女

，發展以連結生命教育的布藝事業。

副專長：

人身安全：性騷擾、家暴、性侵害之

防治，女性公共事務參與：權力、決

策與影響力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彰化

縣政府)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基

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算基

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志

人權或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政治／性別與媒體／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彰化縣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08 張盟宜 女 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

台南區區長

University 

of Bristol／

Policy 

Studies／

M.Phil

主專長：

婦女與家庭法,，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社會福利政策研究與倡導,，性別

公義與平權,宗教社會工作,，家庭婚姻

協談

副專長：

身心障礙社會福利,災難救助與重建,生

態公義,，社會住宅與居住正義

北部／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內政

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委員會委員)／各縣市婦

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

員會委員(台南市警察局

防治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 

台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委員; 台南縣政府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台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性侵

害及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

員)／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

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災難

財團法人

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

會 

109 劉亞蘭 女 真理大學人

文與資訊學

系／副教授

台灣大學／

哲學系／博

士

主專長：

女性主義、性別研究

副專長：

同志研究、同志醫療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多元性別（含同志

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文史

藝術（文化產業等）

真理大學

110 柯乃熒 女 國立成功大

學／教授

華盛頓大學

／護理學院

／博士

主專長：

愛滋病、性傳染病、婦女健康、性別

研究、成人護理學

副專長：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臺南

市政府)／各縣市婦女權

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

委員(臺南市)／教育部、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健康／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衛生福利

部 

111 姜貞吟 女 中央大學客

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

／副教授

巴黎第八大

學／婦女研

究／博士

主專長：

性別、族群、移民、客家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健康、

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政

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政治／性

別與社區參與

中央大學

性/別研究

室 

112 高淑清 女 國立嘉義大

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暨研

究所／副教

授

美國明尼蘇

達大學／工

作社區與家

庭教育學系

暨研究所／

哲學博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家庭教育，

親職教育

副專長：

家庭心理學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

溝通

國立嘉義

大學 

113 蔡宛芬 女 台北市女性

權益促進會

／理事

陽明大學／

衛生福利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衛生福利，性別，健康，性別主流化

初階課程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衛生署)／各縣市婦女

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

會委員(台北市性別委員

會、新北市性平教育委員

會)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健康

衛生福利

部 

114 吳孟姿 女 社團法人台

灣愛之希望

協會／主任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與性教育，-，性健康與愛

滋防治，-，社會工作個案管理

副專長：

-，性別與親密關係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健康／性別

與媒體／性別與民俗、宗教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115 郭育吟 女 勵馨基金會

／公民對話

處教育組督

導

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

育研究所／

教育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終止性別暴力公眾教育

副專長：

性侵害性騷擾防治

北部／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基隆

市)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16 鄭子薇 女 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

檢察官

國立政治大

學／風險管

理與保險學

系／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法律，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

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

案件之實務與性別議題，家庭暴力案

件之實務與性別議題，同志權益相關

法律議題

副專長：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之概念與實務運作

北部／南部／

外島

其他(社團法人高雄市女

性權益促進會理事)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

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與犯罪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法務部 

117 王紫菡 女 高雄醫學大

學通識教育

中心／兼任

講師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同志研究、性別與健康、性別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科

技與日常生活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118 蔣遠平 男 海軍官校通

識中心／兼

任講師

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

系／碩士

主專長：

從危機管理概念及方法作「性騷擾、

性侵害、性霸凌」之防制。

副專長：

「性別平等及性別人權」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國

防

國防部 

119 周煌智 男 高雄市立凱

旋醫院／顧

問醫師

國立陽明大

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社區精神醫學、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司法精神醫

學。

副專長：

公共政策與醫院管理、臨床試驗

南部／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案、

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健康／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

犯罪

監察院人

權保障委

員會

120 劉育豪 男 高雄市港和

國小／教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多元性別，多元家庭，同志教育，性

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

俗、宗教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121 王作仁 男 衛生福利部

嘉南療養院

／副院長

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

研究所／博

士

主專長：

精神醫學;教育部，第一/二屆,第七屆，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衛生署91年

度家暴性侵害防治優良個人;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美

國南加州大學公共政策管理學院公共

政策管理碩士;中華民國精神專科醫師;

美國精神醫學會(APA)國際會員

International，Fellow

副專長：

經歷台北市教育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委員;南投縣，家暴性侵害暨性騷擾

防治委員會委員;台北監獄性侵害團體

治療及鑑定醫師;台北縣性侵害加害人

社區治療評估委員;台灣慈濟人醫會義

診醫師;台灣路竹會義診醫師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與犯罪／性別與災難

臺南市政

府 

122 楊富強 男 臺灣橋頭地

方法院／法

官

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學

研究所／法

律學碩士

主專長：

１性別平等法律與國際人權公約（尤

其是CEDAW公約），２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性霸凌之防治法規，３性侵害性

騷擾事件之法律救濟程序，４就業歧

視與職場之性別工作平等

副專長：

多元性別與法律，婚姻家庭與法律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政府)／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婚

姻與家庭

高雄市政

府 

123 林明傑 男 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學系

／教授

美國密西根

州立大學／

犯罪學研究

所／博士

主專長：

婚姻暴力者及性侵者之心理評估與諮

商、，強制諮商心理、矯治方案規劃

副專長：

性別平等、健康性知識、婚前教育

中部／南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

別與犯罪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24 林承宇 男 世新大學廣

播電視電影

學系所／專

任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

學／新聞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媒體與性別，健康傳播與性別

副專長：

傳播(含廣電)政策與法規、新媒體敘事

行銷、傳播敘事、傳播(廣電)創意美

學、健康識能與媒體識讀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中央

銀行、海巡署等)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與媒體／男性研究／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其他新興議題

／性別與健康識能

內政部 

125 徐東弘 男 高雄市立英

明國中／校

長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博士學

程

主專長：

性別教育

副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政策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環境、能源

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

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

工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災難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126 郭正鵬 男 郭正鵬律師

事務所／律

師

私立輔仁大

學／法律系

法學組／法

學士

主專長：

民、刑法，家事法，性騷擾相關法律

副專長：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

社團法人

高雄市婦

女新知協

會 

127 李効苗 男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倡議與性

別專員

高雄醫學大

學／醫學社

會學與社會

工作學系／

碩士

主專長：

CEDAW、國高中職情感教育、國小身

體界限專題演講

副專長：

無

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

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運動、休閒／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

民俗、宗教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128 王振圍 男 國立岡山高

中／專任輔

導教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酷兒與同志教育、性別平等教育、青

少年培力教育、疑性戀/流性戀、多元

性別、青少年輔導與諮商

副專長：

校園性別社團經營

中部／南部／

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男性研究／性別、科技與日常

生活／其他新興議題／同志與酷兒研

究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129 許震宇 男 通識教育中

心／講師

國立中山大

學／中國與

亞太區域研

究所法律組

／社會科學

（法學）博

士

主專長：

超國界法律與全球化、基本人權與法

律思想、性別與法律、CEDAW等

副專長：

智慧財產與網路法律、身分法、婦女

人權、家暴法、性別主流化等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律師事

務所性別相關案件顧問)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人

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

療與照顧／人口、婚姻與

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基

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其他／性別與法律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政治／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與運動、休閒／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國

防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130 吳宗泰 男 社團法人台

灣愛行動協

會／研究員

台灣大學／

健康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情感/性別教育、愛滋與性病防治宣

導、，服務學習、志願服務，健康促

進與健康不平等，性別主流化與公共

政策，性別與公共政策，性別統計與

性別分析，婦女與弱勢性別族群賦權

，國際永續發展目標推動（SDGs）

副專長：

族群與性別、，媒體識讀、，性別暴

力、，性別與長照、，國際志願服務

工作，國際救援工作，疾病負擔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

究／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

民俗、宗教／性別與災難

台灣國際

服務學習

協會 

131 陳威竣 男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南部辦公室 

社工主任

私立東吳大

學／社會工

作學系／學

士畢

主專長：

副專長：

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無關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別

（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32 林麗嬋 女 陽明大學臨

床護理研究

所／教授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chool of 

Nursing／

PhD

主專長：

長期照護,，機構照護品質,，老人護理,

，失智症照護

副專長：

測量,，工具發展

北部／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與健康 衛生福利

部 

133 王介言 女 高雄市彩色

頁女性願景

協會／總監

高雄師範大

學／成人教

育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議題－性別主流化、婦女權益、

CEDAW、婦女組織培力、婦權會政策

參與機制參與培力、婦女社會參與、

性別意識培力、婦女社區工作、

副專長：

成人教育、婦女自我成長、女性生命

故事、讀書會、社區營造、社區產業

輔導、婦女微型創業輔導

中部／南部／

東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高雄市  屏東縣  苗栗

縣  嘉義式)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俗、宗

教／性別與災難

文化部 

高雄市政

府 

134 仉桂美 女 開南大學公

共事務管理

學系／副教

授

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政治學博士

主專長：

1.交通部公路總局北部訓練所性騷擾防

治委員會委員。2.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

區監理所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3.交

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性別平

等工作小組委員。4.考試院保訓會性平

小組委員。5.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

委員會委員。6.監察院人權委員會委

員。

副專長：

行政法，組織與人資管理，凡性平之

相關法制與實務爭訟，特別權力關係

與勞僱關係之性平問題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

署、考試院保訓會、交通

部公路總局北部訓練所)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財

經／性別與環境

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

處 

135 葉麗華 女 社團法人高

雄市晚晴婦

女協會／理

事長

美和科技大

學／社工系

研究所／碩

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婚姻輔導。

副專長：

高雄市各級學校及社區性別教育宣導

，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高雄市晚

晴婦女協

會 

136 王采薇 女 國立東華大

學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系

／副教授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ociology

／Ph.D.

主專長：

性別研究

副專長：

多元文化教育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無關 性別、階級與族群 性別與教育 花蓮縣政

府 

137 黃囇莉 女 國立台灣大

學心理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大

學／心理學

研究所／博

士

主專長：

人格/社會心理學，文化心理學，性別

心理學：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歧視、

性別認同、身體意識、性騷擾、心理

輔導等，文化與學習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各

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北市

政府、科學園區)／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清華大學

性別與社

會研究室 

138 張碧如 女 屏東科技大

學／副教授

Ohio 

University／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Ph.D

主專長：

幼兒教育，開放教育/實驗教育/另類教

育

副專長：

生涯教育，性別教育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

原住民族

委員會 

139 吳玫瑛 女 國立成功大

學台灣文學

系／副教授

美國愛達荷

大學／課程

與教學系(兒

童暨青少年

文學)／博士

主專長：

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跨國文學與

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文學理論與批

評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文化

部性別平等委員會)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

產業等）

文化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40 蔡麗玲 女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大

學／

Curriculum 

Studies／

Ph.D.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與科學、性別與科

學教育、女性主義理論、論述與認同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教育部「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委員、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98、99年

度「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委員)／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委員、屏東縣政府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

員)／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人口、婚姻與家庭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教

育／性別與政治／性別與媒體／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

與民俗、宗教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 

141 葉德蘭 女 國立台灣大

學外國語文

學系／副教

授

美國賓州州

立大學／口

語溝通系／

博士

主專長：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媒體／性別與國防 外交部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 

142 楊幸真 女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究

所／教授

賓州州立大

學／成人教

育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情感教育,性教育,，課程與教

學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男性研究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143 鄭淑蓮 女 高雄市立三

民區鼎金國

小附設幼兒

園／教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教育碩

士

主專長：

幼兒性別教育，課程與教學(目前是教

育系博士班候選人)，幼教行政與輔導

，現為1.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幼教輔導員

，2.高雄私立正修科技大學幼保系講師

副專長：

中部／南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144 葉美利 女 佳合律師聯

合事務所／

律師

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

士

主專長：

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性別

工作平等法，勞動基準法，家事案件

，其他民刑事及行政訴訟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與法律 社團法人

高雄市天

晴女性願

景協會 

145 楊淑敏 女 105年自國

立羅東高商

退休／105

年自國立羅

東高商輔導

主任職務退

休

佛光大學／

社會學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議題、生命教

育、悲傷輔導

副專長：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宜蘭縣

政府警察局性別平等委員

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宜蘭縣政

府 

146 王素彎 女 中華經濟研

究院／研究

員

美國密西根

州立大學／

經濟學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人力資源，中小企業，經濟統計，經

濟影響評估

副專長：

北部／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

是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財

經

經濟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47 蔡照文 女 美和科技大

學／助理教

授

國立陽明大

學／臨床護

理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孕產週期之症狀護理、產科護理、婦

女健康及其照護、性別與健康照護，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理論(含女性主義

理論)，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庭暴力、性騷擾防治)，校園性別事

件(含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及懷孕

學生)防治處理，性別與教育、課程設

計、議題融入教學[情感教育/性教育/

同志教育]，104年度教育部審查通過

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庫

副專長：

教育部調查人才庫調查人員，生命倫

理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校園性

別事件調查人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美和科技

大學

148 丁雪茵 女 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副

教授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Ph.D.

主專長：

幼兒教育、課程與教學、兒童發展

副專長：

組織文化、性別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149 李佳燕 女 傳家家庭醫

學科診所／

負責醫師

高雄醫學院

／醫學系／

醫學士

主專長：

婦女醫療與健康，性教育，家庭暴力

防治，婦女身體自主權，生育權，伴

侶關係與交往，家庭與女性之關係，

親子關係，兒童照顧

副專長：

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

高雄市政

府 

150 李雅慧 女 樹德科技大

學／組長、

講師、性平

會調查組召

集人

國立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

通管理所／

碩士

主專長：

行銷管理相關領域，(行銷管理、行銷

企劃、市場調查、消費者行為、服務

行銷等)，性別平等教育(教育部性別平

等教育專業講員證明書--台訓(三)字第

0970030568號)，性侵害性騷擾及性

霸凌專業調查，(教育部專業人才)

副專長：

人際溝通，情緒管理，諮商輔導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縣性平會委員)／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其他(交通部高雄

繇)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其他／性別事件防治及調

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環境

臺南市政

府 

151 孫瑞穗 女 前政治大學

創意與創造

力研究中心

／兼任研究

員

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

校／城市規

劃系／博士

候選人

主專長：

性/別與城市規劃、性/別與空間設計、

性別與環境、性別與文化創意政策

副專長：

性別與大眾文化研究、女性主義視覺

美學

北部／中部／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文化

部、內政部營建署)／各

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北市

政府性平委員會)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環境、

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其他／性別與空間、

性別與環境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

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男性研究

／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性別與環境

文化部 

152 蔡娟秀 女 慈濟大學護

理學系／副

教授

美國匹茲堡

大學／護理

學院／博士

主專長：

婦女健康，老人性健康、職場性別與

性騷擾、骨盆健康，性別敏感度的長

期照護、生殖與性、更年期健康促進

，

副專長：

慢性病防治、老人健康促進、慢性病

與性健康

北部／南部／

東部／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

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

與生涯發展／性別與運動、休閒／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衛生福利

部 

153 陳慧女 女 中正大學／

兼任助理教

授

高雄師範大

學／輔導與

諮商研究所

／哲學博士

主專長：

社會工作,諮商輔導

副專長：

性侵害及家庭暴力處遇,婦女福利服務,

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法律社會工作

中部／南部／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犯罪

社團法人

高雄市天

晴女性願

景協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54 林夙慧 女 林夙慧律師

事務所／律

師

東吳大學／

法律系／學

士

主專長：

於80年7月1日起從事律師工作,長期關

簽婦女及性別平權議題，另參與南部

婦女團體運動,如晚晴及婦女新知,倡議

弱勢者之法律平等.此外亦長期在高雄

市政府及屏東市政府擔任家暴性侵害

及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曾受聘擔任

數十場性別主流化之演講.

副專長：

民刑事訴訟，家事訴訟及非訟事件，

家事調解及民事調解員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 社團法人

高雄市婦

女新知協

會 

155 潘慧玲 女 淡江大學／

教授

美國賓州州

立大學／教

育／哲學博

士

主專長：

性別與教育、教育政策、教育評鑑、

教育領導、學校效能與改進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 中央銀行 

156 王君儀 女 社團法人高

雄市婦女新

知協會／理

事

私立東海大

學／社會學

系／學士

主專長：

1.長期從事婦女教育與培力服務，對象

遍及都市與偏遠地區。2.性騷擾防治之

教育宣導與。3.新移民教育與培力及講

師與通譯培訓等。4.性侵害防治與性別

平等教育培力等。5.性別主流化與

CEDAW在婦女教育、性侵害與性騷擾

防治、新移民等運用。

副專長：

方案操作、計畫撰寫、婦女組織經營

規畫等

中部／南部／

東部／外島

其他(港務公司性平委

員、高雄港勤公司性平委

員、高雄市苓雅區公所婦

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

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工程、設

計／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

常生活／性別與民俗、宗教

社團法人

高雄市婦

女新知協

會 

157 許咸連

琦

女 苗栗縣南龍

區漁會／助

理幹事

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

系／碩士

主專長：

家政推廣、性別平等教育、漁業經濟

推廣

副專長：

漁業在地推廣

中部／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

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農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158 李淑君 女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究

所／助理教

授

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博士學位

主專長：

性別與文化，女性主義理論，台灣文

學與文化

副專長：

性別與電影，女性寫作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環

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性別與災難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159 葉玉慧 女 長庚大學／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

學／外國語

文學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生物符號學

副專長：

生態女性研究

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環境、能源

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

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別與運動、休閒／男性研究／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文史

藝術（文化產業等）／性別與環境

桃園市政

府 

160 薛承泰 男 台灣大學／

教授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社

會學／博士

主專長：

曾任行政院婦權會副召集人,督導性平

會之政務委員，社會學,教育社會學,人

口與家庭,...

副專長：

北市性別主流化授課老師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 臺北市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61 劉競明 男 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林口

長庚紀念醫

院／學術組

助理教授主

治醫師

美國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

／公共衛生

學院／碩士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主專長：

婦女健康管理與預防醫學。產科周產

期醫學與急重症妊娠毒血症與HELLP

症候群的研究及治療；關心國家衛生

政策、全民健保、醫院評鑑與醫療品

質改善、臨床教學與醫學傳承工作，

關懷社會脈動與國家大事及兩岸前

途。平時常於報章媒體發表文章，評

論時事

副專長：

公共衛生事務及政策擬定，美容醫學

及婦女醫學與健康照護，全民健康保

險及長期照護，家庭醫學與一般醫學

及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評鑑，民眾衛

生教育及國嘉醫療照護政策宣導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環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

常生活／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

等）／性別與環境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162 黃煥榮 男 台北市立教

育大學 社會

暨公共事務

學系／副教

授

國立政治大

學／公共行

政學系／博

士

主專長：

人事行政、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生活

平衡政策

副專長：

組織理論與行為、方案規劃與評估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政

治／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163 王增勇 男 政治大學社

會工作研究

所／教授

多倫多大學

／社會工作

／博士

主專長：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老人長期照顧

副專長：

多元文化、老年同志、家庭照顧者、

原住民家庭暴力

北部／中部／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原民

會)／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

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健康／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164 陳其華 男 卓群股份有

限公司／首

席顧問

國立台北大

學／企業管

理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輔導與培訓：事業效益經營、商業獲

利模式、突破策略規劃、連鎖經營、

利潤中心與目標管理、CEO教練

副專長：

連鎖資訊化營運管理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

與財經

經濟部 

165 陳建州 男 高雄醫學大

學醫學社會

學與社會工

作學系／助

理教授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性別統計與分析、性別與工作、性別

不平等相關議題、跨國婚姻、新住民

家庭與子女、新住民職業與流動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臺灣港務公司性別

平等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生涯發展

交通部 

166 蘇柏文 男 桃園市政府

衛生局／副

局長

台北醫學大

學／醫學人

文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多元性別、心理健康、性病與愛滋防

治、毒品防制、精神醫學、健康促進

政策

副專長：

女性心理健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桃園

市政府衛生局)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其他新興

議題／性別與成癮

桃園市政

府 

167 杜思誠 男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政策推廣部

主任

國立臺灣大

學／社會學

研究所／碩

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同志教育、同志文

化、同志健康議題、愛滋預防與人權

教育、愛滋篩檢與諮詢

副專長：

同志親密關係與親密暴力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

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

與政治／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

衛生福利

部 

168 王三平 男 衛生福利部

玉里醫院／

主任

國立台北護

理健康大學

／長期照護

研究所／碩

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與健康及醫療照

護、身心障礙者之性別議題探討、性

別與就業及性別多元概念倡議

副專長：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處理、性別與生涯

規劃及性別教育

北部／東部／ 其他(醫院及花蓮縣玉里

地政事務所性別平等及性

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生

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衛生福利

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69 祝春紅 女 慈濟醫療財

團法人台北

慈濟醫院／

婦女保健中

心主任

國立台灣大

學／醫院管

理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1.婦產科醫療專業暨婦女健康管理

副專長：

1.醫院管理.2.婦女權益相關議題.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健康／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新北市政

府 

170 余漢儀 女 台灣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

／教授（兼

任）

美國伊利諾

大學（香檳

校區）／社

會工作學院

／Ph.D.

主專長：

兒童保護與家庭暴力、弱勢群體（特

別是精障）與專業互動、社會政策分

析、社會福利、性別研究、人群服務

組織管理、

副專長：

北部／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中華心理

衛生協會 

171 張明慧 女 台灣兒童發

展協會／常

務監事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家庭中的性別平等教育，桌上遊戲與

性別平等教育，社會母職與親職教育

副專長：

新移民與二代性別平等教育，特殊兒

童與身心障礙者之性別平等教育，馬

匹輔助教育應用於性別平等發展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

涯發展／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社團法人

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

協會 

172 王麗珠 女 經濟部工業

局／科長

國立成功大

學／交通管

理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1.科技計畫策略規劃與管理，2.運用科

技計畫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之實務經

驗3.性別六大操作工具的運用

副專長：

1.計量經濟學，2.研擬協助產業創新活

動補助及輔導辦法，3.產業政策規劃4.

性別統計分析與應用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環境、能源與

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經濟部 

173 王曉丹 女 國立政治大

學法學院／

教授

英國華威克

大學／法學

／博士

主專長：

曾任教育部性平會委員。研究領域為:

，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人權研

究、性別與法律、法律的文化分析

副專長：

著作包括的領域:，家庭暴力、性侵害

性騷擾、人口販運、家庭糾紛、民事

調解、校園性別事件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

治／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海洋委員

會 

174 李秀玲 女 社團法人台

中市健康長

青協會／總

幹事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

系暨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長期致力於社區營造及中高齡、原住

民就業促進，因此對弱勢團體及婦女

方面的議題多所著墨。主要專長為原

住民就業促進及、勞動部多元就業方

案、婦女微型創業及產業輔導等。

副專長：

社團法人台中市健康長青協會總幹事

及志工隊大隊長，於社區老人福利、

中高齡就業、在地產業輔導、、等，

均長期關注。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內政

部營建署/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

就業、經濟與福利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社區參與

臺中市健

康長青協

會

175 李麗慧 女 現代婦女基

金會／專案

督導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平權、家庭暴力防

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高衝

突家庭商談、多元文化、多元性別

副專長：

志工培訓、司法社會工作、婚姻與家

庭、生命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交通

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交通

部高速鐵路工程局)／其

他(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交通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76 李雪菱 女 慈濟大學／

副教授

東華大學花

師教育學院

／多元文化

教育博士／

教育學博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親職性教

育、青少年性別與家庭教育方案設計

副專長：

兒童閱讀與寫作、自由書寫、民眾劇

場

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花蓮縣

政府婦權委員、社家署性

平輔導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民俗、宗教

／性別與農業

花蓮縣政

府 

177 周海娟 女 國防大學心

理及社會工

作學系／副

教授

University 

of 

Tasmania, 

Australia／

Departmen

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Ph.D.

主專長：

性別研究，女性軍人議題，性別與社

會工作

副專長：

社會政策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環境、能源

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政治／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別與國防／性別與環境

國防部 

178 林志潔 女 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

所／副教授

美國杜克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主專長：

女性主義法學、財經刑法、白領犯

罪、性別主流化、性侵害性騷擾防

制、刑事訴訟法、被害人保護

副專長：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

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治／性別

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

犯罪／性別與財經

臺北市政

府 

179 陳玲慧 女 經濟部能源

局／副局長

美國德州州

立大學／化

學／碩士

主專長：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經濟部 

180 李萍 女 中華民國基

督教女青年

會協會／秘

書長

政治大學商

學院經營管

理研究所／

非營利事業

組／碩士

主專長：

婦女福利、婦女權益、新移民人權、

婦女國際參與、非營利組織管理、組

織發展

副專長：

北部／東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財政部/衛福部/台北市

女權會)／各縣市婦女權

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

委員(台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政府)／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

媒體／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科技

與日常生活／性別與農業／其他新興

議題／年輕女性培力/禁止"童"婚

中華民國

基督教女

青年會協

會 

181 溫媺玫 女 嶺東科技大

學／講師

美國南伊利

諾大學／哲

學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女性主義、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暴力/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制、性別議題、個

別/團體諮商

副專長：

中部／ 其他(交通部臺灣區國道

高速公路局中區工程處性

別平等工作小組暨性騷擾

申訴處理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民俗、宗教

張老師基

金會臺中

分事務所 

182 張如杏 女 台大醫院兒

童心理衛生

中心／社工

師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

／博士

主專長：

兒童與家庭社會工作，精神醫療與心

理衛生社會工作，特殊教育早期療育

教學，特殊兒童與家庭服務

副專長：

曾擔任台北市社工師公會理事長，台

灣社會心理協會,早療協會,ICF學會等

組織理事，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

院審查會審查委員，早療督考委員

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健康／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社團法人

台北市社

會工作師

公會 

183 瞿馥苓 女 長庚科技大

學／助理教

授

台北醫學大

學／護理學

研究所／博

士

主專長：

疾病之性別差異、性別教育

副專長：

婦女健康、代謝症候群與肥胖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長庚學校

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

大學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84 黃碧芬 女 義理法律事

務所／律師

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對於性別相關之法律研究與運用於實

務之上,例如:1.民法親屬與繼承2.性別

工作平等法3.就業服務法4.性騷擾防治

法5.性別平等教育法6.勞動基準法7.性

別影響評估8.家庭暴力防治法

副專長：

其他人身安全與平等議題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勞動

部外交部青輔會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各縣市婦

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

員會委員(臺北市性騷擾

防治委員會新北市別平等

宣導團講師)／教育部、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性

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權／

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勞動部 

185 胡天玫 女 國立台北教

育大學／教

授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體

育研究所／

哲學博士

主專長：

長期關注於職場與運動場上的性別議

題，對弱勢的女性如何能在男性主流

的場域中，爭取女性的受教權與工作

權有著任務感，如何落實女性的運動

權是個人一直努力的方向。近期對女

運動員的特殊處境進行研究，如女性

運動員的性騷擾與性侵等議題。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運動、休

閒

教育部 

186 劉亮雅 女 台灣大學外

文系暨研究

所／特聘教

授

美國德州大

學奧斯汀校

區／英美文

學／博士

主專長：

英美文學、當代台灣小說、性別研

究、文化研究

副專長：

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志人

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文化部 

187 鄭威 女 衛生福利部

基隆醫院／

主治醫師兼

主任

台灣大學／

病理學研究

所／博士

主專長：

解剖病理學,分子病理學,肝癌,性別在分

子病理,疾病及肝癌上的角色

副專長：

婦科子宮頸癌等研究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平等運

動之發展與現況／性別人權／性

別政治／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

環境

衛生福利

部 

188 楊雅玲 女 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

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文化創意產業與地方特色產業經營與

實務(研究)﹑創意城鄉規劃實務(研究)

﹑性別與空間規劃實務(研究)

副專長：

文教電視節目策畫與編劇﹑紀錄片製

作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高雄市

大樹區公所、六龜區公

所、燕巢區公所婦女社會

參與促進小組督導)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環境、能源

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治／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

別與運動、休閒／性別、科技與日常

生活／性別與農業／性別與文史藝術

（文化產業等）／性別與地政／性別

與環境／性別與災難／其他新興議題

／性別與創意產業

社團法人

高雄市婦

女新知協

會 

189 陳芬苓 女 國立台北大

學社會工作

學系／教授

英國巴斯大

學／社會政

策學系／博

士

主專長：

1.社會政策2.社會福利3.勞動議題4.職

場健康議題5.性別主流化6.性別影響評

估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中央

健康保險署)／各縣市婦

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

員會委員(桃園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健康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國家發展

委員會 

190 陳佩儀 女 勵馨基金會

／教育專員

國立師範大

學／性別教

育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基督宗教與性別

副專長：

社會議題、社會運動訓練課程

北部／中部／

南部／

其他(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

別與民俗、宗教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91 郭彩榕 女 衛生福利部

(保護服務司)

／簡任視察

國立臺灣大

學/國立臺北

大學／社會

學系/社會工

作學系／學

士/碩士

主專長：

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等性別暴力

防治工作

副專長：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人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衛生福利

部 

192 范情 女 東海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兼任講師

愛荷華州立

大學／新聞

與大眾傳播

研究所／碩

士

主專長：

婦女/性別研究、性別教育、媒體素養

教育、媒體與性別、性別與電影賞析

副專長：

台灣婦女運動史、採訪與報導、編輯

寫作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其他(台灣

女性影像學會理事長)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其他／性別傳播公民權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

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文化部 

193 范雲 女 台灣大學社

會學系／副

教授

耶魯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政治、婦女運動、性別主流化

副專長：

北部／中部／

東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政治／性別、婚姻與家庭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194 游素玲 女 國立成功大

學／教授

北伊利諾州

立大學／英

文系／博士

主專長：

女性主義理論，性別研究與文學，性

別研究與文化，跨國女性研究

副專長：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政

治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

等）

科技部 

195 黃培潔 女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耶底

底亞家庭關

顧協會／理

事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社

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博

士

主專長：

權力結構分析、社會政策立法

副專長：

婚姻與家庭權力結構、兩性關係發

展、親子教養與關係

北部／ 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政治／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

國防部 

196 馮佩君 女 中央警察大

學／行政管

理系副教授

Maharishi 

University 

of 

Manageme

nt／

Accounting

／Ph.D

主專長：

財務會計,績效管理,成本控制,政府採購

與政府預算

副專長：

人力資源管理,性別議題,校園性騷擾防

治

北部／中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財

經

內政部 

197 陳姿憓 女 南華大學應

用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美國亞利桑

那州立大學

／教育心理

學-發展心理

學組／博士

主專長：

移民家庭，(immigrant，family，

studies)，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

育，婚姻與家庭，親職教育(parenting

，education)，母職實踐研究，

(motherhood，studies)，弱勢家庭

，發展心理學

副專長：

家庭社會工作，同儕霸凌議題(peer，

victimization)

中部／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嘉義

縣)／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其他／性別與移民家

庭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

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

國防部 

嘉義縣政

府 

198 彭心筠 女 York 

University 

(Canada)／

PhD

York 

University 

(約克大學)／

社工所／

PhD

主專長：

性別與就業服務、性別與生涯規劃、

酷兒研究與生存策略、性別教育及性

別多元概念倡議

副專長：

個案管理與輔導、身心障礙者之性別

議題探討、社會福利、移民議題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所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199 黃怡翎 女 社團法人台

灣職業安全

健康連線／

執行長

私立東吳大

學／政治學

系／學士

主專長：

職業傷病預防與保護、過勞預防與認

定、勞保年金制度、建教生權益保

障、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防治、性

別主流化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文化

部)／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台北市)／其他

(新北市就業歧視評議委

員會)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政治／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200 李依穎 女 台北市立聯

合醫院昆明

防治中心／

管理師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愛滋病防治女、同志親密關係研究、

情感教育推廣、性別平等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其他新興議題／愛滋相關

議題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所 

201 鄧筑媛 女 婚姻平權大

平台／立法

遊說專案經

理

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學院

／法律學研

究所基礎法

學組／法學

碩士

主專長：

女性主義法學、法社會學、法律史

副專長：

政策研議及倡議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家庭權益

促進會 

202 游美貴 女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社會

工作學研究

所／教授

英國肯特大

學／社會政

策,社會學與

社會研究學

院／社會工

作博士

主專長：

家庭暴力防治，兒童少年保護，婦女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督導

副專長：

移民、原住民

北部／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

內政部 

203 方紀涵 女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資

源教室輔導

員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

系／學士

主專長：

1.愛滋基本知識，2.愛滋衛教及安全性

行為，3.愛滋人權倡導，4.社會工作

副專長：

1.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

查專業人才庫，2.大專校院性別平等委

員會委員

北部／中部／

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否 無關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

愛滋感染

者權益促

進會

204 黎璿萍 女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家庭

權益促進會

／執行秘書

東吳大學／

人權碩士學

位／碩士

主專長：

1.台灣同志家庭發展，2.同志家庭之人

工生殖，3.同志社群收出養流程

副專長：

1.國際人權公約，以CEDAW與兩公約

為主，2.台灣護家運動(反同運動)的組

織策略與論述分析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政治／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別與民俗、宗教／其他新興

議題／多元性別與人工生殖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家庭權益

促進會 

205 張美鳳 女 羅東社區大

學／講師/文

史工作者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主專長：

1.女性口述歷史與文物採集，2.性別課

程教學

副專長：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宜蘭)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宜蘭縣政

府 

206 侯元芳 女 侯元芳社會

工作師事務

所／負責人

私立實踐家

專／社會工

作科／無

主專長：

(一)個案深度輔導，(二)家事商談，(三)

團體帶領，(四)專題演講(親職教育、

性別平等、婚姻經營、親子互動、學

生輔導、社會資源、人際溝通…)，(五)

社工督導，(六)方案規劃與執行，(七)

外籍配偶輔導

副專長：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宜蘭

縣)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宜蘭縣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07 林秀錦 女 社團法人宜

蘭縣光塩生

命關懷協會

／榮譽理事

長

銘傳／國貿

／學士

主專長：

本人致力全人關懷，是宜蘭縣政府、

展望會及校園品格教育與性平宣導、

婦女與志工培訓、祖孫共學活動策畫

帶領、單親及新住民親職與親子活動

講師。本人善於溝通、組織、協調及

規劃帶領，並曾參與淡大紀錄片演出

，且成立光塩傳愛婦女及青少年服務

隊以關懷社區。

副專長：

本人是咖啡技藝課程講師，宜蘭復興

國中技藝課程講師、展望會青少年咖

啡技藝及生涯規劃講師、宜蘭縣單親

及新住民婦女咖啡技藝課程講師、宜

蘭縣性平宣導課程講師

北部／中部／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蘇澳榮民醫院性

評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否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宜蘭縣政

府 

208 劉立凡 女 國立成功大

學老年學研

究所／教授

英國倫敦大

學國王學院

／老年學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長期照護政策與管理、社會老年學、

健康與社會福利制度、，組織理論與

管理、，社區照護、，高齡照護體系

政策與服務傳遞

副專長：

健康指標與測量、，高齡友善城市計

畫推動與實務、，老年居住安養與照

護創新服務模式開發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

臺南市政

府

209 楊碧瑛 女 台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

官

台北大學／

法律系／學

士

主專長：

一、性侵害防治、家庭暴力防治、人

口販運防治、兒少性剝削防治、性騷

擾防治等法令。二、性別平等議題。

三、弱勢及兒童保護議題。

副專長：

一、醫療領域相關議題。二、法庭攻

防及偵查技巧。

北部／中部／

南部／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

性別與法律／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法務部 

210 黃淑鈴 女 蘭馨婦幼中

心／執行長

文化大學／

國家發展與

大陸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1.CEDAW與性別平等教育，2.校園性

平事件及職場性騷擾調查，3.婦女社會

工作與家庭教育，4.目睹家暴兒少保護

，5.家庭暴力保護服務與庇護安置，6.

社會福利政策評估，7.性別影響評估

副專長：

非營利組織管理與公共管理，個案與

團體輔導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宜蘭

縣)／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運動、

休閒／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環境

宜蘭縣蘭

馨婦幼中

心 

211 羅明華 女 臺中教育大

學諮商與應

用心理學系

／副教授兼

系主任

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教育

副專長：

兒童青少年性教育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苗栗

縣)／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212 賴韻琳 女 國家發展委

員會社會發

展處／專門

委員

臺灣大學／

醫療機構管

理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1.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影響評估政策規劃

及實務；2.政府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

計畫政策規劃、審議及推動；3.政府組

織改造政策規劃、審議及推動；4.公共

衛生、醫療機構管理、全民健康保

險。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性別聯

絡人)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

家庭

國家發展

委員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13 王育慧 女 台北市文山

社區大學／

講師

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科技創新

副專長：

智慧財產權法律，性別平權，科技性

別化創新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

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

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

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

間、工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文史藝

術（文化產業等）／性別與財經

科技部 

214 張淑慧 女 台灣大學兒

少暨家庭研

究中心／執

行長

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

治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暴力防治(性騷擾

防治、性侵害防治、家庭暴力防治)、

性別主流化、性別議題與執法、兒少

保護、兒童權利公約、社會福利(兒

少、婦女)、方案設計與評估、個案輔

導、青少年偏差行為輔導

副專長：

親職教育、網路沉迷及交友輔導、社

區工作、犯罪防治、權益倡導、非營

利組織管理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桃園)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桃園市政

府 

215 黃愛珍 女 東華大學／

講師

中正大學／

法律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勞工政策和法令、職業災害、勞資爭

議

副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暴力/性騷擾與性

侵害防制、性別影響評估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花蓮縣政

府 

216 林春良 女 社團法人台

灣婦女團體

全國聯合會

／理事

國立空中大

學／社會科

學系／學士

主專長：

議題－性別主流化、婦女權益、婦女

社會參與、婦女社區工作、婦女就

業、創業、性別平等與親職教育、人

際關係與溝通輔導、國際禮儀、商業

行銷、商業服務流程建立。

副專長：

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

宜蘭縣美

容協會 

217 畢恆達 男 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

究所／教授

美國紐約市

立大學／環

境心理學／

博士

主專長：

空間與性別，男性研究，質性研究方

法，環境心理學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教育

部性平會)／各縣市婦女

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

會委員(臺北市女權會)／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環

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 臺北市政

府 

218 陳嘉鴻 男 四合院玩聚

雅舍／共同

創辦人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男性研究、性別主流化之概念與操

作、媒體識讀、性別平等教育、性騷

擾防治、身體與心理界限、性別觀點

的親職教育、男性研究、性別與流行

文化、家暴防治

副專長：

性別與運動社會學、性別多元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北市府研究員、桃

園市政府文化局)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男性研究／性別與環境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所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19 彭治鏐 男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副秘書長

國立台灣大

學／社會工

作學系／學

士

主專長：

同志教育、同志議題融入教學，性別

平等意識，同志人權與同志運動，同

志與社會福利，同志與兒童、青少年

福利，同志與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

，同志與健康、醫療照護，同志親密

關係、同志婚姻與同志家庭，同志收

養，同志與警察執法

副專長：

同志的性與身體議題，同志與勞動、

職場平等議題，同志友善空間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空

間、工程、設計／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男

性研究／性別與環境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220 許家瑋 男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協會／社

群資源部主

任

國立臺北大

學／社會工

作學系／學

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與同志教育、愛滋防治教

育、方案規劃與執行

副專長：

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宣導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法律／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221 陳來紅 女 桃園市愛鎮

協會＆桃園

市大溪區體

育會／顧問

，理事長

稻江商職／

會計／無

主專長：

婦女組織,幹部研習,組織發展,主持會議

&討論會,資源整合,募款策略,運動議題

研發,專欄寫作,政策研議

副專長：

合作社事業發展顧問.文化社造.

北部／東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健康、醫療

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政治／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別與運

動、休閒／性別與農業／性別與文史

藝術（文化產業等）／性別與環境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222 王玥好 女 勵馨基金會

／副執行長

國立陽明大

學／衛生福

利政策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兒少、婦女保護工作之預防宣導、個

案工作及議題管理

副專長：

心理諮商輔導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外交部 

223 張美玲 女 新北市蘆洲

區農會／推

廣部組長

中國文化大

學／家政系

／農學院學

士

主專長：

家政推廣-，家政班輔導、農村婦女領

導才能訓練、第二專長暨才藝訓練、

推動綠色飲食生活及食農教育；，高

齡者生活輔導-，松年大學、關懷據點

…等業務。

副專長：

中華民國技術士證-中餐烹調丙級證照

（82.8證照號碼076-004511），中華

穀類食品供工業技術研究所烘培組綜

合研究班第22期結業（83.8），中華

穀類食品供工業技術研究所教師在職

裝飾班第1A期結業（84.2），新北市

政府社區動健康種子講師（105.12.5

新北府社老字第1052315609號），第

二屆鄉村性別平等種子師資（

106.10.16財團法人國家婦權基金會）

北部／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

展／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農業

／性別與環境／其他新興議題／性別

與食農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224 吳淑玲 女 衛生福利部

嘉南療養院

／社會工作

科主任

私立東海大

學／社會工

作學系／碩

士班畢

主專長：

婚姻與家庭、家暴與性侵加害人處

遇、性別平等、臨床精神醫療社會工

作(家庭評估與治療、資源連結)

副專長：

志工管理

中部／南部／

東部／外島

其他(醫院性平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衛生福利

部 

225 斯儀仙 女 內政部警政

署／科長

中央警察大

學／警察政

策研究所／

博士肄業

主專長：

一、性別暴力防治(家庭暴力防治、性

侵害犯罪防治、性騷擾防治)，二、婦

幼安全工作(性剝削防制、兒少保護)，

二、警政婦幼安全政策規劃與執行

副專長：

一、性別主流化，二、犯罪被害人保

護，三、犯罪預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內政部警政署性別

平等工作小組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性

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案、

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性別與

國防

內政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26 鍾秀華 女 署立桃園療

養院臨床心

理科／臨床

心理師

私立中原大

學／心理系

臨床組／碩

士

主專長：

個別深度心理治療，團體心理治療，

心理衡鑑，社區心理衛生，司法鑑定

之心理評估，性侵害加害人，診療和

評估，家庭婚姻與兩性關係，NGH和

艾瑞克森之催眠，性別溝通，性騷擾

防治，正念認知療法(已完成牛津正念

中心M1-M4，以及M4後之團督訓練)

，臨床心理學

副專長：

特教專業、太極拳教練(C級、乙級)、

太極拳裁判(C級)、池坊正教授

北部／ 其他(中正機場、國道公

路警察局性別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

衛生福利

部 

227 王品 女 國立台北大

學社會工作

學系／助理

教授

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社

會工作學院

／博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與老年議題、長期照顧政策

副專長：

跨文化老年研究、社會福利行政、社

區組織與發展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交通

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其他／長期照顧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其他新興議題

／性別與照顧、性別與人口政策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228 許雅惠 女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社會

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

教授

University 

of Bath／社

會科學與政

策學院／

Ph.D.

主專長：

家庭政策、性別與社會政策分析、婦

女福利服務、弱勢家庭服務、性別影

響評估、新移民婦女服務、單親家庭

服務、性別分析

副專長：

社會福利理論、志願服務、方案設計

與評估

北部／中部／

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治／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

俗、宗教

衛生福利

部 

229 劉杏元 女 長庚科技大

學／副教授

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

院／教育博

士

主專長：

護理教育,性與性別教育，台灣大學護

理研究所畢業

副專長：

精神衛生護理,服務學習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其他(學校性平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性

別與災難／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健

康

長庚學校

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

大學

230 游美惠 女 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育

研究所／教

授

美國猶他大

學／社會學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

副專長：

多元文化教育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環

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空

間、工程、設計／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

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環境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231 張翰璧 女 中央大學客

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

／教授

德國

Bielefeld大

學／社會學

學院／博士

主專長：

全球化與婚姻移民、族群研究、族群

經濟、東南亞華人研究

副專長：

多元文化主義、永續發展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政治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政治／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環

境

中央大學

性/別研究

室 

232 賴芳玉 女 律州聯合法

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東海大學／

法律系／學

士

主專長：

專擅於婚姻、夫妻財產、子女監護、

財產信託、繼承、預立遺囑、家庭暴

力、性侵害等案件。舉凡與家庭有關

的法律問題，都在研究的範疇。

副專長：

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財團法人

現代婦女

教育基金

會 

233 萬東茵 女 亞洲大學社

工系／兼任

講師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

碩士

主專長：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處遇，兩性關

係與性別平等教育，心理衛生及壓力

管理，家族與婚姻治療，團體治療

副專長：

藥酒癮戒治輔導與認知治療，自殺防

治與處遇，親子關係協談

中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海洋委員

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34 賴文珍 女 勵馨基金會

桃園分事務

所／主任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社

會工作學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1.性別教育2.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三級服

務3.未成年懷孕防治三級服務

副專長：

親職教育/家事調解/婚姻協談/心理協

談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桃園

市/新竹縣)／教育部、各

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桃園地院家事調解

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犯罪／性別、科技

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俗、宗教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235 許秀雯 女 社團法人台

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

執行長

法國史特拉

斯堡第三大

學／法律研

究所／法學

碩士

主專長：

歐盟法、國際人權法、勞動法、經濟

法、性別/同志法律、醫療法、多元成

家、（多元）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

教育、反歧視法

副專長：

環境保護、原住民土地政策、能源政

策、友善同志職場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臺北捷運公司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

聘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環

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政治／性別、婚姻與家庭／其

他新興議題／婚姻平權、多元成家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236 徐珊惠 女 國立成功大

學／副教授

美國喬治亞

大學／人體

運動學系／

哲學博士

主專長：

體育教學法、體育課程設計、多媒體

教學、多元文化教育、性別與運動文

化

副專長：

多媒體運動教學、休閒文化研究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教育部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

群)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

體／性別與運動、休閒／男性研究／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成功大學

性別與婦

女研究中

心 

237 林妙蓁 女 台灣士林地

方法院／法

官

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

育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刑事案件之偵查及性別與法律

副專長：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

人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法律／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

犯罪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238 蔡瑩芝 女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秘書長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世新大學

主專長：

跨性別專題，雙性戀專題，多元性別

與原生家庭，多元性別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

性別）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所 

239 蔡曉玲 女 高雄市輔育

人員職業工

會／理事

高雄師範大

學／成人教

育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女性與勞動研究，原住民部落互助托

育照顧托育公共化倡議

副專長：

幼兒性別教育

北部／南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人權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其他新興議題／公共托育

高雄市輔

育人員職

業工會 

240 莊泰富 男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性別倡議

專員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侵害、性騷擾、性別教育

副專長：

同志研究、情感教育、性教育

南部／東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空間、工程、設計／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男性研究／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241 范順淵 男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愛滋

感染者權益

促進會／社

工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愛滋、同志教育與研究

副專長：

個案管理、方案計畫撰寫、團體輔導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所 

242 嚴祥鸞 女 實踐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

／教授

美國亞利桑

那州立大學

／哲學（社

會學）／博

士

主專長：

研究方法、法律社會學、勞工政策和

法令、社會政策、性別和族群研究，

人權相關公約檢視，兩公約和CEDAW

，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

副專長：

未成年懷孕預防，家暴相對人(多元觀

點)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經濟

部 國防部 考選部)／各縣

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

關委員會委員(台北市 基

隆市)／教育部、各級學

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運動、休閒／性暴力與人身

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犯罪／性別、科技與日常生

活／性別與農業／性別與國防／性別

與財經／性別與環境

國家發展

委員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43 唐莉玲 女 新北市社會

局新泰社福

中心 志工隊

／隊長

中國文化大

學／家政系

／學士

主專長：

1.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松年大學~性別

平等宣導講師，2.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松年大學~高齡者交通安權宣導~路師

傅，3.教育部+交通部~高齡者自主學

習帶領人，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

福利科~動健康推廣老師，5.新北市政

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自癒力推廣講

師，6.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第一屆種子師資，7.新北市政府-防

暴紫絲帶達人，8.五股德音國小樂齡中

心專任講師

副專長：

1.小學代課導師(泰山.新莊.三重區)，2.

社區.救國團.農會~手工藝.美勞.氣球

等-教學老師，3.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新泰社福中心-高風險家庭志工~溫馨

天使，4.中華一心協進會，副祕書長，

5.國際佛光會五股第二分會，秘書，6.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泰社福中心志工

隊-隊長，7.救國團泰山團委會-副總幹

事

北部／ 其他(新北市社會局-松年

大學-性平講師)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

別與犯罪／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農業／性別與環境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244 徐慶發 男 明新科技大

學老人服務

事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兼性別平等

委員會委員

文化大學／

法學院／法

學博士

主專長：

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社會福利，勞

工法益，家庭暴力，婚姻暴力，性別

平等意識，性別與法律，性別與犯罪

，性別與社會福利

副專長：

社會心理學，社會學，身障者權益，

兒少權益，婦女權益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新北

市、新竹縣、苗栗縣)／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環

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工

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犯罪／性別、科技

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俗、宗教／性

別與農業／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

業等）／性別與國防／性別與環境／

性別與災難

明新科技

大學

245 陳君山 男 國立聯合大

學文化創意

與數位行銷

學系暨資訊

與社會研究

所／專任助

理教授

德國特里爾

(Trier)大學

／社會學系/

社會政策／

博士

主專長：

社會政策、非營利組織管理、社區總

體營造實務、老年社會學

副專長：

性別研究、地理資訊系統(GIS)應用、

文化統計與文化研究、終身學習與社

區大學研究

北部／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苗栗

縣政府)／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其

他(臺中市、新竹縣、彰

化縣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

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俗、

宗教／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

等）

苗栗縣政

府 

246 張秀如 女 台灣大學護

理學系所／

教授

國立臺灣大

學／護理學

系所／博士

主專長：

1.性別與健康，2.性別與教育，3.婦女

健康(1)婦女健康與行政管理(2)婦女健

康課程與女性主義(3)婦女健康與研究

，4.父權醫療照護體系及處置與政策，

5.母嬰健康照護

副專長：

1.泌尿生殖，2.性功能，3.生活品質，

4.情緒障礙

北部／中部／ 其他(擔任科技部「性別

與科技研究計劃」審查委

員; 擔任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聯會研究委員負責「性

別通訊課程」)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男性研究

台灣護理

學會 

247 胡愈寧 女 國立聯合大

學經濟與社

會所／副教

授

加拿大卑詩

大學／女性

人力資源／

博士後

主專長：

1.女性人力資源，2.創新與創業管理，

3.老年社會學，4.產業管理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

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苗栗縣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48 姚淑文 女 現代婦女基

金會／執行

長

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

治系／博士

主專長：

1.從事受暴婦女保護工作十九年經驗，

2.參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

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法案制動

與推動，3.協助地方縣市政府對於婦女

人身安全政策落實之督導工作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新北市政

府 

249 杜瑛秋 女 勵馨基金會

／總督導

輔仁大學／

社工所／碩

士

主專長：

1.直接服務：家庭暴力被害人、目睹暴

力兒童、受暴/弱勢婦女就業服務、新

移民協助、約會暴力被害人，2.倡議：

家庭暴力防治政策、實務相關倡議、

CEDAW，3.社會工作相關實務研究、

論文，4.督導及專業訓練：家庭暴力及

兒童相關服務、性別議題

副專長：

北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其他／性別與生活、

子女教養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財政部 

250 吳宜臻 女 志遠法律事

務所／律師

國立交通大

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

法學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法律.性別政策與預算,，法律與

經濟分析.婚姻與家庭.兩性溝通與技巧

，民法婚姻與家庭.兩性差異與職場競

爭。政策性別影響分析與評估

副專長：

產業經濟、生物科技法律、智慧財產

權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客委會)／各縣市婦女

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

會委員(桃園市政府地政

局)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運動、休閒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農業／

性別與財經／性別與地政

財政部 

251 邱曉英 女 勵馨基金會

／資深性別

及倡議專員

中國文化大

學／社會福

利學系／碩

士

主專長：

l兒童、少年福利服務及婦女暨家庭領

域之社工實務經驗、性別教育宣導、

青少女懷孕及青少年父母支持、兒少

性剝削防制、網路交友安全宣導

副專長：

北部／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男性研究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252 陳斐虹 女 朝陽科技大

學社工系／

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

諮商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關係/自我成長/婚姻與家庭

副專長：

個別諮商/團體諮商/

中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經濟

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

分處加工出口區中港園區

性別平等委員會)／各縣

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

關委員會委員(台中市、

南投縣)／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

南投縣政

府 

253 楊櫻華 女 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通

識中心兼任

講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在職專班

／碩士

主專長：

本人擔任性別、人權課程授課將近10

餘年，主要專長在，性侵害與性騷擾

之防治、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婚

姻家庭、親密關係等領域，曾任是大

專院校校園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調查

專業核心人員。軍職場域之組織文

化、性騷擾、女性軍人晉遷探討等性

別議題也是本人研究領域。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54 張典婉 女 無／作家 世新／社會

發展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台灣社會變遷中女性觀察，女性口述

史，客家女性研究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其他(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

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無

關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其他／女性口述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農業／性別

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其他新

興議題／女性口述史

海洋委員

會 

255 賴淑玲 女 賴淑玲律師

事務所／律

師

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系

／法學士

主專長：

婦幼保護法令，性別平權法令，家事

法，勞工法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外交

部,國防部,內政部)／各縣

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

關委員會委員(台北市,新

北市,苗栗縣)／教育部、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

苗栗縣政

府 

256 鄒慧芬 女 國立臺東專

科學校／副

教授

La Sierra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Administrat

ion and 

Leadership

／Ed.D.

主專長：

飲料調製創新研究，研究方法與問卷

設計，職場安全與衛生，飲食文化、

飲料管理，餐飲服務

副專長：

服務學習理論與實踐，性別平等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

與農業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257 林純真 女 臺北市立大

學／助理教

授

國立臺灣師

大／特教系

／博士

主專長：

身心障礙者性別平等教育,，身心障礙

者性教育,，性別主流化,，身心障礙者

性議題之處遇,

副專長：

特殊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運動、休閒／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其

他新興議題／性別與身心障礙

臺北市立

大學 

258 范國勇 男 現代婦女基

金會／董事

兼執行長

紐約州立大

學Albany 校

區／刑事司

法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主專長：

1.婦女人身安全，2.婦女與社會福利，

3.婦女與法律，4.性別主流化

副專長：

性別主流化議題，CEDAW

北部／中部／

東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內政部、僑委會、原

民會、體委會)／各縣市

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

委員會委員(台北市、新

北市、桃園市、宜蘭縣)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新北市政

府 

259 徐森杰 男 社團法人台

灣露德協會

／秘書長

東海大學／

社工／博士

主專長：

伴侶與家族治療、愛滋平權、弱勢社

群培力行動（研究）、性別與助人工

作、心理劇、成癮減害暨戒治處遇

副專長：

體驗式平權教育、服務與靈修整合

中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臺中

市)／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男性研究

社團法人

台灣露德

協會 

260 趙建剛 男 高雄榮民總

醫院屏東分

院／院長

博士／人類

性學研究祈

／樹德科技

大學

主專長：

1.精神精神科專科醫師，2.老年精神科

專科醫師，3.性教育，(於慈濟技術學

院開設相關課程及在玉里鳳林台東三

榮院講授相關課程)，4.性功能障礙，

5.身心醫學

副專長：

督導本院性侵、家暴之業務

中部／南部／ 其他(台北榮總王里分院

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61 孫旻暐 男 亞洲大學心

理系/醫學暨

健康學院/性

平教育暨研

究中心／副

教系/系主任

/副院長/ 主

任

英國伯明罕

大學／心理

學院／社會

心理學博士

主專長：

當代性別議題、社會心理學、人際關

係與溝通、自我認識及潛能激發工作

坊、同理心工作坊、情緒管理工作

坊、悲傷輔導工作坊

副專長：

教育部性騷擾與性侵害事件調查專業

人員，專家委員，教育部性別平等課

程，合格講師，台中市政府性別平等

委員會，專家委員，南投縣政府性別

平等委員會，專家委員，108年中央部

會實地考核，專家委員，亞洲大學性

別教育暨研究中心，主任，幸福9號專

業（青少年親善門診專業人員訓練）

課程，專業講師，勞委會身心障礙者

社區化就業服務方案，輔導訪視委

員、評鑑委員，前中山醫學大學諮商

輔導中心，主任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性平

處)／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台中市、南投縣)／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空間、

工程、設計／性別與犯罪

南投縣政

府 

262 林滄崧 男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股

長

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

治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1.性別主流化與性偏差防治。2.校園霸

凌防治。3.少年偏差與輔導。

副專長：

1.犯罪學與被害者學。2.犯罪預防。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內政部 

263 何碧珍 女 台灣展翅協

會／副理事

長

私立淡江大

學／法文系

／學士

主專長：

1.性別主流化之推動，包括課程講授、

政策分析、影響評估審議等。

2.CEDAW之落實，包括課程講授、法

規檢視、民間影子報告撰寫。3.婦女權

益及性別平等議題探討，包括政策、

法案、福利、預算、倡議等。

副專長：

1.NGO組織經營，包括運作管理、企

劃撰寫、方案規劃、方案執行、補助

核銷等。2.婦女人才與性別意識培力。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衛福部,經濟部,內政部,

國防部,飛安會,故宮博物

院)／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

北市,台中市)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政

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

間、工程、設計／性別與民俗、宗教

／性別與農業／性別與財經／其他新

興議題／性別與人口

衛生福利

部 

264 廖玉蕙 女 退休教授 自

由作家／教

授 作家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與文學，散文創

作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文化

部 故宮 農委會)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文史藝術（文

化產業等）

教育部 

265 黃馨慧 女 台灣師大／

副教授

台灣大學／

農業推廣／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家庭教育，成人教育，性

別主流化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環境、

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發

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男

性研究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266 江秋樺 女 國立嘉義大

學／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

學／美國北

科羅拉多州

／特殊教育

博士

主專長：

身心障礙者性別平等教育，情緒行為

障礙，自閉症

副專長：

家庭婚姻與愛情通識課程，教育與心

理

中部／南部／

東部／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無關 其他／身心障礙學生性平教育相

關議題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

國立嘉義

大學 

267 陳瓊蕙 女 長安醫院／

總技師

中台科技大

學／放射技

術系／理學

士

主專長：

童話世界看性平，性別偏見，職場性

騷擾，性別/婚姻與家庭教育，長期照

顧政策

副專長：

多元性別

中部／ 其他(在職醫院性別平等

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農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68 張婉如 女 高雄市婦女

新知協會／

會員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性別與遷移

副專長：

性騷擾

南部／ 其他(交通部公路總局高

雄區監理所「性騷擾防治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269 王秀燕 女 靜宜大學社

會工作與兒

童少年福利

學系／副教

授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

／博士

主專長：

1.長期照顧與家庭照顧者角色2.貧窮女

性化3.人身安全如受暴、受虐及受騷擾

婦女4.社會參與5.性別平等6.新移民福

利等，參與規劃與宣導與在職訓練講

授課程，7.政策或計劃方案之整個設

計、執行、監督、和評估的過程

副專長：

志願服務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彰化

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委

員)／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社區

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臺中市政

府 

270 王秀雲 女 成功大學醫

學系及STM

中心／副教

授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History of 

Science／

PhD

主專長：

性別與科技，性別與醫療史，台灣戰

後身體史

副專長：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其他／醫療與健康 性別與健康 高雄市政

府 

271 魏美娟 女 建國科技大

學／助理教

授

國立政治大

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

法學博士

主專長：

憲法，性別議題

副專長：

中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基

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政

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

彰化縣政

府 

272 林綠紅 女 台灣女人連

線／常務理

事

政治大學／

法律科際整

合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公

共政策、性別與社會保險、長期照護

政策、立法政策與實務，研究倫理與

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議題

副專長：

醫學研或社會行為研究相關倫理與法

律

北部／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立法院性平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基

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環境

桃園市政

府 

273 黃瑞汝 女 行政院性平

會、中華民

國書香關懷

協會／委

員、理事長

國立中正大

學／成人及

繼續教育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1.性別平等方面：性別主流化政策、

CEDAWM與施行法；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性別平等方案設計與活動規劃；

，性別平等與文化習俗、性別平等與

文學閱讀、性別平等與婚姻家庭、性

別平等與健康、性別平等與照顧婦女

社會參與及生涯規劃。2.家暴暨性侵

害、性騷擾防治方面：，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犯罪防治ｌ；性騷擾防治。3.性

教育方面：性青少年與成人性教育。4.

婚姻教育方面：婚前教育與婚姻教育

．

副專長：

1.成人教育方面：，終身學習與組織學

習、方案規劃與活動設計。2.閱讀、讀

書會方面：，親子共讀、讀書會與教

學、讀書會帶領人培訓。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俗、宗

教

衛生福利

部 

274 林曉芳 女 明道大學課

程與教學研

究所／副教

授

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教育心理、教學評量、教育統計、性

別平等意識、校園性騷擾與性侵害防

治

副專長：

性別主流化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彰化

縣)／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科技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75 曾雅玲 女 中國醫藥大

學護理學系

／教授兼系

主任

國立台灣大

學／護理學

研究所／理

學博士

主專長：

孕產週期之症狀護理、產科護理、婦

女健康及其照護、性別與健康照護

副專長：

傳統醫學與護理

中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CEDAW

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 台灣護理

學會 

276 余麗娟 女 臺東縣警察

局／科長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自89年起開始從事婦幼人身安全維護

工作，專責於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

擾)防治、兒童保護，以及兒少性交易

(性剝削)防制等工作，並投入性別教育

及性別暴力之探討，除擔任臺東縣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臺東縣性騷擾防

治委員會、臺東縣就業歧視評議及性

別工作平等委員會、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家事調解委員會、東部地區巡防局

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行政院衛生

署臺東醫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

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

改良場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評議委員

會、臺東縣警察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等委員外，並應邀前往臺東縣內各機

關、學校、民間團體等擔任相關講座

，以及協助多起相關性平事件之調

查。

副專長：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臺東

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等)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其他(臺東

縣就業歧視評議及性別工

作平等委員會、臺灣臺東

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

會、東部地區巡防局性騷

擾申訴評議委員會、行政

院衛生署臺東醫院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

農業改良場性騷擾防治及

申訴評議委員會、臺東縣

警察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等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277 黃菁瑜 女 Alliant 

Internation

al 

University／

博士後研究

專員

英國劍橋大

學／社會及

發展心理學

系／博士

主專長：

兒童發展，父母教養，法庭心理，兒

童證人，跨文化適應

副專長：

兒童性別發展，多元家庭，兒虐及家

暴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臺中市書

香關懷協

會 

278 葉靜宜 女 臺北市性別

平等辦公室

／研究員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性別研究

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親密關係、陽剛特質研

究、同志研究、性騷擾與性侵害、性

別主流化概念與工具應用

副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與法律、性別

霸凌、多元性別、親密暴力、性別與

政策分析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教

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體／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

別與民俗、宗教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所 

279 洪于珊 女 彰化縣學生

輔導諮商中

心／諮商心

理師

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

碩士

主專長：

同志收養推廣、同志收養評估及會

談、同志家庭權益倡議、認識同志家

庭、同志家庭生養歷程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婚姻與家庭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家庭權益

促進會 

280 林育苡 女 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局

長機要秘書

國立交通大

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一、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二、法律服

務，三、性別平等、婦女權益、性別

暴力防治宣導，四、方案設計與活動

策劃，五、媒體行銷及記者會規劃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新北市政府 青年事

務委員會 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

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治／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

與民俗、宗教／其他新興議題／代理

孕母

新北市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81 謝儒賢 男 朝陽科技大

學社會工作

系／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社

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政策分析、非營利組織管理、方案規

劃與評估

副專長：

性別平等倡導、志願服務規劃與管理

北部／中部／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交通

部高速公路管理局)／各

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委員(台中

市、彰化縣)／教育部、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彰化縣政

府 

282 蕭鈴珍 女 社團法人台

灣產業促進

會／總幹事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

理研究所／

碩 士

主專長：

1.地方婦女教育與培力，2.性別主流化

推動，3.婦女與青年就業輔導，4.台灣

女性地標，5.傳統習俗與性別，6.心理

諮商

副專長：

1.社工督導，2.成人教育，3.休閒管理

，4.觀光導覽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勞動部核心職能  講

師)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運

動、休閒／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

業等）／性別與財經／性別與環境

台灣婦女

團體全國

聯合會 

283 曾琬鈴 女 曾琬鈴律師

事務所／律

師

臺灣大學／

法律系／學

士

主專長：

民事、刑事、土地法令、消費者保

護、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勞

資爭議、婦女及親子保護、兒少及醫

療方面訴訟。

副專長：

中部／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平等運

動之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

別歧視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

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犯罪

南投縣政

府 

284 胡敏華 女 國立羅東高

中／輔導教

師

彰化師範大

學／諮商輔

導研究所／

碩士學分班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親職教育，心理諮商

，團體諮商，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心

理衛生

副專長：

影像閱讀，媒體識讀，精神醫療

北部／中部／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俗、

宗教／性別與環境

社團法人

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

協會 

285 呂明蓁 女 國立臺南大

學／助理教

授

美國紐約州

立大學水牛

城分校／教

育領導與政

策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比較與國

際教育、高等教育、教育領導與管

理、政策分析、移民與教育

副專長：

諮商者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其他(倡議

性別平等相關NGO理監

事)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男性研究／性別、科技與

日常生活／性別與民俗、宗教

臺南市政

府 

286 林靜儀 女 立法院／立

法委員

台灣大學／

分子醫學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1.臨床婦產科:，產前遺傳診斷及諮商,

青春期生育健康諮詢,，青少女婦科，

2.醫療健康與性別議題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

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政治／性別、婚姻與家庭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87 王晴怡 女 桃園地檢署

／檢察官

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主專長：

1.性別相關刑事法律及實務：刑法妨害

性自主案件、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

騷擾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檢

察官）；2.同志家庭議題：認識同志、

認識同志家庭、親職實踐、婚姻、收

養、人工生殖等議題（同家會理事

長）。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家庭權益

促進會 

288 謝臥龍 男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 性別

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辛辛那

提大學／課

程與教學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性/別校園、性別暴力研究、族群與文

化、男性研究、多元文化諮商、敘說

研究、女性主義理論研究…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屏東縣)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

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

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

性研究／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

等）／性別與國防

高雄市政

府 

289 鄭維鈞 男 臺北市性別

平等辦公室

／研究員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工具、性別與政治、性別

文化批判

副專長：

CEDAW、組織經營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桃園

市文化局)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人

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

與農業

臺北市政

府 

290 呂敏昌 男 社團法人彰

化縣生命線

協會／主任

中國文化大

學／兒童福

利研究所／

理學碩士

主專長：

1.心理輔導，2.優勢觀點個案管理，3.

自殺防治與危機處理，4.志願服務工作

管理

副專長：

1.志工教育訓練，2.性別平等推廣與宣

導，3.多元文化促進與宣導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彰化

縣)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

彰化縣政

府 

291 鄭瑞隆 男 國立中正大

學犯罪防治

學系／教授

兼學生事務

長

伊利諾大學

香檳校區／

社會工作學

院／社工博

士(Ph.D.)

主專長：

性侵害及家庭暴力之加害人、被害人

評估及處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輔導。新移民婦

女受暴（家暴及性侵害）之評估及處

遇。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及調查實務。

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之規劃及實踐。

副專長：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方法、矯正及司

法社會工作、青少年問題及輔導、個

案諮商及團體輔導。兩性關係研究。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

罪

社團法人

台灣防暴

聯盟 

292 陳麒文 男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究

所／研究助

理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性別與特殊教育

副專長：

性別與情感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別與運動、休閒／性別與農業

／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特殊教育、

性別與情感教育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293 吳學儒 男 臺東縣同寮

協會／總幹

事

國立臺東大

學／教育學

系／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含性教育、情感教

育、多元性別教育、原住民同志

副專長：

各級機關與學校演講、多元性別倡

議、中學國文科教育、戲劇演出、活

動企劃與主持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

家庭／男性研究／性別、科技與日常

生活／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文

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294 洪瑞兒 女 國立中山大

學／特聘教

授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研究,教育心理學研究,，科學

情意因素研究,教育測驗與評量研究,探

究論證教學研究

副專長：

人格發展研究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

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析

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別、科技與日常生

活

科技部 

295 陳秀惠 女 社團法人台

灣婦女團體

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英

語學系／學

士

主專長：

1.性別與習俗/文化2.性別與綠食育3.性

別與生態環保，4.女性文化地標與旅行

休閒文化，5.婦女運動史6.性別主流化

，7.高齡者的善生與善終(拒絕無效醫

療)，8.性別與社區營造，9.女人老後/

長照2.0

副專長：

女性與公共參與(選舉)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環境、能源與科技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人權／性別政

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別與

運動、休閒／性別與民俗、宗教／性

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性別

與環境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296 黃璉華 女 台灣大學護

理學系／教

授

科羅拉多大

學／護理／

博士

主專長：

社區護理、遺傳諮詢、護理行政、老

人護理

副專長：

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健康 台灣護理

學會 

297 尤美女 女 尤美女律師

事務所／律

師

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婦女法律、婚姻、兩性平權、性別主

流化、人權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

勞動部 

298 王秀紅 女 高雄醫學大

學護理學院

／教授/副校

長

德州奧斯汀

大學／護理

系／博士

主專長：

1.婦女健康(Women’s，Health)與性

別議題(Gender，Issues)，2.高齡長期

照護(Aging，and，Long-Term，

Care)，3.社區衛生(Community，

Health)與健康促進(Health，

Promotion)，4.護理教育(Nursing，

Education)，5.健康政策(Health，

Policy)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

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

衛生福利

部 

299 紀惠容 女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Valparaiso 

Universit／

Master of 

Art／

Master 

Degree

主專長：

議題倡導，弱勢關懷，多元性別教育

，公關募款，媒體交流，促進社會政

策改革

副專長：

節目主持

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行政院)／教育部、各

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 

300 陳月娥 女 大葉大學／

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1.性別主流與性別平等，2.婦女與勞動

，3.就業安全制度，4.勞動法令，5.工

會組織與勞工運動

副專長：

人力資源管理與勞資爭議處理，社會

工作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衛生福利

部 

301 邱淑卿 女 國立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

／組長

國立中正大

學／社會福

利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1.性侵害、性交易、家庭暴力防治輔導

，2.助人工作理念與實務分享，3.校園

性騷擾防治調查

副專長：

1.性別主流化宣導，2.性別影響評估理

念與實務，3.家事案件調解實務，4.多

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

大學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02 劉明香 女 亞東技術學

院通識教育

中心／助理

教授

國立臺灣大

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

法學碩士

主專長：

政治學，性別研究

副專長：

全球化議題

北部／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新北

市政府勞工局工作平等宣

導團講師)／教育部、各

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政治／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亞東技術

學院

303 林秀珍 女 亞洲大學心

理學系／助

理教授

德州大學奧

斯汀校區／

特殊教育／

哲學博士

主專長：

失能、失落與復元、心理健康議題、

性別議題

副專長：

人際歷程與互動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健康／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經濟部 

304 陳易芬 女 國立台中教

育大學／副

教授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PhD

主專長：

性別教育，質性研究

副專長：

發展心理學

中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305 楊芳婉 女 海國法律事

務所／律師

美國德州大

學奧斯丁分

校／圖管資

訊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法律、性別主流化、CEDAW法

規檢視、性別人權等議題

副專長：

北部／中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性別與農業／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

產業等）

教育部 

306 謝佳容 女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副教授

臺灣大學／

衛生政策與

管理／博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衛生政策、社區心理衛

生、長期照護、老人護理

副專長：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中華心理

衛生協會 

307 蘇婷玉 女 彰化縣立芬

園國中／教

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1、性別教育，2、性別主流化，3、女

性主義與文化理論，4、性別與伴侶關

係，5、性別與媒體，6、性別與習俗

，7、女性主義理論

副專長：

中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俗、

宗教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08 秦季芳 女 玄奘大學法

律系／兼任

講師

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

士

主專長：

身分法(親屬、繼承)、性別與法律、婚

姻及家庭中的性別平等、CEDAW及法

規檢視、家事事件法、性別主流化

副專長：

國際人權公約、性別平等教育、學生

懷孕事件處遇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新竹

縣)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其他／性別與法律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

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與民俗、宗教

玄奘大學 

309 李玉珍 女 國立政治大

學宗教研究

所;／副教授

Cornell 

University／

Asian 

Literature／

Ph. D

主專長：

佛教研究,宗教與性別,中國小說與宗教,

台灣佛教,比丘尼研究

副專長：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階級與族群 性別與民俗、宗教 文化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10 李麗容 女 社團法人南

投縣外籍配

偶關懷協會

／總幹事

彰化師範大

學／復健諮

商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從事身心障礙者、外籍新移民、婦女

福利20年，擅長諮商、企管、就業權

利爭取，為身心障礙女性自我創業典

型。畢業於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

究所，敘事研究是偏好，期能協助追

求心理健康者,尤其是特殊境遇或身心

障礙女性在生命的困境中找出新的生

命動力。

副專長：

企業管理與創業與激勵課程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南投縣公彩基金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

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社團法人

南投縣外

籍配偶關

懷協會 

311 姚淑芬 女 嘉義基督教

醫院／早療

主任

私立東海大

學／社會工

作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社會工作，親職教育，兒童發展

副專長：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民間機構性騒擾

防治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健康／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嘉義市政

府 

312 黃翠紋 女 中央警察大

學警察政策

研究所／教

授

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

治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與人身安全；性別

議題與執法；性別與家庭；多元文化

副專長：

家庭與婚姻諮商；青少年問題與輔

導。

北部／中部／

南部／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考試

院、陸軍師令部、內政部

警政署)／各縣市婦女權

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

委員(桃園市政府)／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性別與

民俗、宗教／性別與國防

內政部 

313 賴亮呈 女 能仁家商／

教師

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農

企所／研究

所

主專長：

餐飲服務

副專長：

飲料調製，中西餐製作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別與農業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314 陳月端 女 高雄市政府

法制局／局

長

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系

／法學博士

主專長：

1.性別、人權與法律，2.民商法、政府

採購法、促參法，3.醫事倫理及法規，

4.智慧財產權法

副專長：

北部／南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高雄市政

府 

315 王淑楨 女 社團法人台

灣復原力社

會福利協會

／秘書長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

系／博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分析與運用、家庭

暴力、兒童及少年福利、社會政策與

立法、婚姻與家庭

副專長：

親職教育、身心障礙福利、家庭政策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北

市)／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交通部 

316 黃雅琴 女 鼎生法律事

務所／主持

律師

國立成功大

學／法律研

究所／法學

碩士

主專長：

從事律師實務工作，除長期辦理家事

事件，並致力於協助救援家暴及性侵

害被害人保護事件，以及長期投入性

騷擾事件調查、校園內性平事件（性

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之調查，並

長期協助無依兒童及老人保護事件之

處遇。

副專長：

長期擔任家事事件法、家暴暨性侵害

相關法令、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

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CEDAW公

約等相關領域之演講講座，宣導性別

平等意識、性別主流化。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犯罪

臺中市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17 周月清 女 國立陽明大

學 衛生福利

研究所／教

授

美國明尼蘇

達大學／社

會工作學／

博士

主專長：

1.障礙福利（Disability，Welfare）:

性別與障礙，2.照護、性別、與國家，

(care,，gender，and，state)，3.婦

女與家庭暴力（Women，&，Family

，Violence）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原子能委員會、客委

會)／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桃園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 

318 廖紀華 女 國軍高雄總

醫院／社工

室主任

樹德科技大

學／人類性

學研究所／

博士班

主專長：

性騷擾調查，性別意識，親密關係，

家庭暴力

副專長：

中部／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

國防部 

319 洪玉映 女 彰化區漁會

／家政指導

員

中華大學／

企管系／學

士

主專長：

副專長：

中部／ 其他(無) 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婚姻與家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320 莊喬汝 女 德臻法律事

務所／律師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工作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人權／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

罪

財團法人

現代婦女

教育基金

會 

321 黃欣慧 女 高雄市立英

明國中／教

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同志教育

副專長：

中部／南部／

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22 曾嬿融 女 台灣性別平

等教育協會

／政策倡議

部主任

國大台灣大

學／社會學

系／碩士

主專長：

同志家庭議題、同志親職教養

副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

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家庭權益

促進會 

323 王政彥 男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成

人教育研究

所教授兼副

校長

英國倫敦大

學教育學院

／政策研究

系／哲學博

士

主專長：

成人教育社會學、社區成人教育、隔

空教育、決策分析、終身學習

副專長：

中部／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教育

部)／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高雄市)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

家庭／男性研究／性別、科技與日常

生活

高雄市政

府 

324 劉金鎮 男 信安醫療社

團法人信安

醫院／社工

主任

國立中正大

學法律系／

法律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一、人權及公約法，二、性別研究與

社會工作，三、兒童/少年/婦女保護，

四、性別平等評估分析

副專長：

一、精神醫療社工，二、社會工作，

三、法律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CEDAW民間專家/

雲林縣性別平等師資)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

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農業／性別與財經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CEDAW

培訓師

資) 

325 王麗容 女 臺大社工系

／教授

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

校／社會福

利學院／博

士

主專長：

性別與工作;，性別與福利；性別與人

身安全

副專長：

Work，and，family，issues，

Gender-based，violence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性別政治／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海洋委員

會 

326 陳毓棻 女 優朵國際企

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國立台灣藝

術學院／舞

蹈／藝術

主專長：

婦女微型創業輔導，文化創意產業研

發，品牌規劃與企劃行銷，商圈經營

與街廓改造，空間設計生活美學，社

區規劃與城鄉發展，女性自主與職涯

規劃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工

程、設計／性別與農業／性別與文史

藝術（文化產業等）／性別與環境／

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產業發展

經濟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27 彭渰雯 女 中山大學公

事所／副教

授

美國羅格斯

大學／規劃

與公共政策

／博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國際趨勢、性別治理機

制、性別影響評估、性別與管理、性

別與環境、性別與科技、性別與空

間、台灣婦女運動史

副專長：

公民參與、城市規劃、社區發展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教育

部、交通部、原能會、勞

委會)／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高雄市)／教育部、各

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口、婚姻

與家庭／環境、能源與科

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空間、工程、設計／男性研究／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農業／

性別與環境

經濟部 

328 黃璨瑜 女 河堤診所／

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

究所／性別

研究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醫療

副專長：

南部／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男性研究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329 李宥嫺 女 社團法人中

華慈宥教育

成長協會／

理事長

國立中興大

學／生活科

學系／學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性平三法、家庭暴力防治

及性侵害防治、就業經濟與福利、新

住民家庭、家庭婚姻親職教育、婆媳

等姻親關係經營、婚姻變奏曲之調

適、家庭危機與管理(歷任婦幼醫院行

政副院長、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醫

療工作委員會執行長、社團法人雲林

縣生命線協會總幹事、社團法人李綜

合醫療集團總裁機要祕書、醫務社工

主任、國稅局組長、更生輔導員等實

務工作三十餘年，社福資歷完整。榮

獲中華民國第十三屆全國十大輔導工

作楷模、中華民國第十一屆全國十大

志工楷模-金駝獎、國際生命線協會中

華民國總會最高榮譽-金螢獎)

副專長：

志願服務教育、非營利組織管理、社

會工作管理、方案設計與執行、紫微

斗數、易經占卜、姓名學(八字、生

肖、筆劃、易卦等學派)、居家風水、

開運術

中部／ 其他(新住民工作委員會

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健康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其他新興議題／

幸福開運術

社團法人

臺中市慈

宥關懷協

會

330 李嫈絨 女 高雄市立裕

誠幼兒園／

教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親職教育、同志議

題、幼兒教育、性教育

副專長：

性別教育融入幼兒園教保課程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高雄市

性別主流化專家學者名

單)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

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空間、工程、設

計／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俗、

宗教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31 溫秋蘭 女 嘉義市政府

參議秘書室

／秘書

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1.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宣導，2.婦女

福利政策與分析，3.性騷擾防治相關業

務，4.推動性別主流化議題，

5.CEDAW公約推動與宣導，6.兒童少

年保護與通報，7.建置長期照顧體系與

宣導，8.單親家庭福利服務

副專長：

1.社會福利政策與分析，2.志願服務法

規與宣導，3.社會行政與管理

中部／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嘉義

市政府)／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嘉義市政

府 

332 楊孟容 女 國立體育大

學學務處諮

商輔導暨校

友服務中心

／主任/講師

國立體育大

學／體育研

究所運動心

理組／博士

候選人

主專長：

運動心理學、體適能、性別平等教育

副專長：

健康心理學、生涯規劃與發展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

運動、休閒／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教育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33 林郡雯 女 國立嘉義大

學師資培育

中心／助理

教授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

育系／博士

主專長：

教育社會學，社會階級與教育

副專長：

多元文化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中部／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

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國立嘉義

大學 

334 南玉芬 女 亞洲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

系／博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影響評估、婦女心

理衛生、婦女福利

副專長：

志願服務管理與教育訓練、毒品防制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中

市、苗栗縣)／其他(區公

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

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臺中市政

府 

335 陳怡君 女 曙光之地工

作室／負責

人/主持人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社會工作、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與諮

詢、校園法律議題等

副專長：

身心靈療癒工作:塔羅牌教學與諮詢、

身心靈牌卡教學與諮詢、AURA，

SOMA，彩油諮詢、花精諮詢等。

中部／南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台中航

空站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

外聘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犯罪／性別與民俗、

宗教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36 許貽雅 女 雲林縣政府

勞工處／職

業重建個案

管理員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教育學

碩士

主專長：

協助身心障礙者處理職場性別與就業

相關困境。

副專長：

中部／東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37 張盈堃 男 政大幼教所

／副教授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博士

主專長：

批判教育學、同志研究、兒童文化研

究、陽剛研究

副專長：

性別運動、性別教育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

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男性研究 臺北市政

府 

338 馬財專 男 國立中正大

學勞工關係

學系／教授

英國愛塞克

斯大學／社

會學／博士

主專長：

勞動社會學，性別社會學，社會與組

織網絡分析，勞工政策分析

副專長：

質化研究，發展社會學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嘉縣

縣市，台中市，彰化縣)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政治／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政治／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

國立中正

大學

339 吳啟安 男 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助

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

學／犯罪防

治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性別暴力議題(家庭暴力、

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及性騷擾案件

調查實務。

副專長：

兒童少年保護（性剝削防制）、少年

犯罪、婦幼保護工作網絡合作方案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內政

部)／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苗栗縣、新竹市)／教育

部、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

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

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犯罪

雲林縣政

府 

340 黃志中 男 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局

長

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

育博士學位

學程／博士

主專長：

婚姻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心理治療

，婦女健康，性別暴力，性騷擾防治

，性別主流化

副專長：

臨床流行病學，衛生行政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人

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

療與照顧／人口、婚姻與

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健康／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

別與犯罪／男性研究／性別、科技與

日常生活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41 蔡志東 男 新竹市築心

生命教育協

會／理事長

國防醫學院

／生命科學

所／博士

主專長：

病毒基因體，生物學

副專長：

生理性別研究，性別平等教育，青少

年大腦科學，性別醫學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環境、

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科技

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俗、宗教

花蓮縣洄

瀾婦女權

益發展協

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42 侯建州 男 國立金門大

學／助理教

授

國立東華大

學／中國語

文學系／博

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與文學，性別文

化，性別相關議題，思想史，東南亞

華人文化

副專長：

多元文化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台灣伴侶權益推動

聯盟理事)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

庭／男性研究／性別與民俗、宗教／

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文學

社團法人

臺灣伴侶

權益推動

聯盟 

343 陳珮淇 女 慈心社會工

作師事務所

／所長

國立中興大

學／社會學

系／學士

主專長：

1.家暴、性侵害防治教育，2.家庭、婚

姻相關教育，3.婦女社會參與及生涯發

展規劃，4.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訓練，5.

會談與團體輔導

副專長：

1.性別主流化議題，2.性別意識培力，

3.性別平權與婚姻家庭，4.CEDAW相

關

中部／南部／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嘉義

縣)／其他(嘉義縣第六屆

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嘉義市政

府 

344 吳嘉麗 女 淡江大學化

學系(退休 )

／榮譽教授

華盛頓大學

(西雅圖)／化

學系／博士

主專長：

性別與科技，性別與考選

副專長：

科技與生活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環境、能源

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345 陳月霞 女 台中市社區

婦女成長協

會／理事

台灣藝術大

學／影劇編

劇組／no

主專長：

1.性別與自然，2.性別與教育，3.性別

與攝影，性別寫作、演講、組織、

副專長：

1.性別與文創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環

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

業等）／性別與環境

台中市社

區婦女成

長協會 

346 蘇欣霞 女 高雄市大義

國中／新移

民中文班教

師

國立中山大

學／社科院

高階公共政

策碩士學程

在職專班／

碩士

主專長：

青少年性別生涯教育，、新移民識字

教育

副專長：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生涯發展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47 吳芸嫻 女 明新科技大

學／副教授

台灣師範大

學／政治學

研究所／博

士

主專長：

多元文化、族群研究、性別議題、性

別主流化

副專長：

課程與教學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新竹

縣)／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

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男性研究／性別與民俗、宗教

新竹縣政

府 

348 徐淑瑤 女 康寧大學休

閒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美國密西根

州立大學／

社會學／社

會學與都市

研究博士(雙

學位)

主專長：

性別與幸福感，性別與休閒

副專長：

性別刻板印象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運動、休

閒／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臺南市政

府 

349 于曉平 女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特殊

教育系／副

教授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特

殊教育系／

博士

主專長：

資優教育,女性資優,生涯輔導,特殊教育

行政

副專長：

特殊教育鑑定與評量,特殊教育課程與

教學

北部／中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別、科技與日常生

活

科技部 

350 羅昭瑛 女 養心心理治

療所／資深

臨床心理師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

系／輔導與

諮商博士

主專長：

心理諮商，家庭與婚姻諮商，親職教

養，心理衛生，性別與心理健康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交通

部台灣鐵路局)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交通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51 陳韻如 女 台北大學社

會系／助理

教授

德國魯爾大

學／社會科

學院／社會

學博士

主專長：

婦女運動、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學、

拉丁美洲研究

副專長：

北部／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政

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政

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

性別與生涯發展

行政院院

本部 

352 黃錦珠 女 國立中正大

學中文系／

教授

國立台灣大

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清末民初女作家小說

副專長：

晚清小說及其理論、現代小說

北部／中部／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與文

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嘉義縣政

府 

353 林桂碧 女 天主教輔仁

大學／助理

教授

國立台灣大

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職場社會工作--員工協助方案（EAP）

，金融社會工作(FSW)，就業服務--職

涯諮詢，兩岸勞動問題實務

副專長：

北部／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基隆

市)／其他(台電公司性平

會委員;耶穌會「工作場所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 是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階級與族群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別與財經

新北市政

府 

354 黃秋韻 女 育達科技大

學 通識教育

中心／副教

授

輔仁大學／

哲學／博士

主專長：

中國哲學，形上學，倫理學

副專長：

美學，女性主義

北部／中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多元性別（含同志

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 育達科技

大學

355 吳秀貞 女 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副

處長

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議題之總體規劃，性別影響

評估，性別主流化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

CEDAW

性別與政策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 

356 王招萍 女 財團法人雲

林縣雲萱基

金會／執行

長

國立嘉義大

學／家庭教

育與諮商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在婚姻暴力認知、目睹兒童辨識、未

婚媽媽方面具有十年實務工作經驗，

對監護權和婚姻議題、性騷擾、性別

和婦權議題亦頗多渉獵。

副專長：

男性單親議題、宗教、習俗與性別、

婦女自我探索團體工作。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統計基

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男

性研究／性別與民俗、宗教

財團法人

雲林縣雲

萱基金會 

357 顏玉如 女 朝陽科技大

學社會工作

系／助理教

授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社

會工作與社

會政策研究

所／博士班

主專長：

（一）性別暴力（家暴及性侵害、性

騷擾、性交易防治）、婦女權益與性

別平等議題倡導，（二）性別主流化

與性別影響評估、CEDAW等政策。（

三）青少年兩性交往、未婚懷孕、親

職性教育、婚姻與家庭教育等。（

四）社會個案工作、個案管理、方案

規劃執行與評估。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性

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環境

桃園市政

府 

新北市政

府 

358 張綉鈐 女 新北市泰山

區農會／推

廣部主任

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系

／農學士

主專長：

1.家政推廣教育，2.交通安全宣導~路

老師，3.性平教師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

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

別、婚姻與家庭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359 陳雅芬 女 台南市政府

勞工局／專

門委員

國立中正大

學／政治學

研究所／政

治學碩士

主專長：

職業訓練、，就業服務、，性別工作

平等推動、，就業歧視防制推動、身

心障障者促進就業、勞動權益

副專長：

勞資爭議協處、勞動法令解釋、外籍

勞工管理，大學兼任講師(都育部講字

第0八五八六0號)

南部／ 其他(台南縣就業歧視評

議委員會執行秘書)

就業、經濟與福利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政治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生涯發展 臺南市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60 王淑惠 女 陸軍專科學

校／講師

國立師範大

學／社會教

育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別關係，人際關係，輔導原理與實

務

副專長：

生涯規劃，心理學，小團體活動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國防部 

361 白怡娟 女 國立嘉義大

學／講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教育學

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性別教育與童書繪本、性

別家庭與婚姻、性別與教育、婦女教

育

副專長：

高齡教育、成人教育、社會工作、人

類發展、親職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經濟

部礦物局/經濟部地質調

查所)／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台南女權會/家事調解

學會)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

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空

間、工程、設計／性別與運動、休閒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

性研究／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

別與民俗、宗教／其他新興議題／高

齡

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 

362 石秋玲 女 曉律法律事

務所／律師

國立中正大

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

士

主專長：

民商法、家事案件、性騷擾防治、性

別主流化、勞工案件、CEDAW等

副專長：

刑事法、行政法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講座)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環

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犯罪／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民俗、宗教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363 楊育儀 男 國立嘉義大

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暨研

究所／副教

授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

／

Departmen

t of 

Organizatio

nal 

Psychology

／Ph. D.

主專長：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健康促進

（職場心理諮商）；生涯理論；組織

諮詢與心理方案；醫師、護理師工作

壓力與職涯發展。

副專長：

性別圖像統計與分析；性別影響評

估。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吳鳳科技大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其他／性別與工

作，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與生涯發展

國立嘉義

大學

364 陳文科 男 台南市玉井

區三和社區

發展協會／

理事長

國立新化高

級中學／普

通科／新化

高中

主專長：

友善環境水果種植

副專長：

織布機保全，生管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

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

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俗、宗

教／性別與農業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365 陳克文 男 高雄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主任秘書

國立清華大

學／工學院

／碩士

主專長：

1.政府中長程計畫、年度施政計畫及年

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之推動、審議

等。2.中長程計畫(整體計畫)實施性別

影響評估標準作業程序、實施性別影

響評估通案規範項目、及『免』實施

性別影響評估作業項目之策訂。

副專長：

策略績效目標之訂定與管理、社區發

展之推動與整合、產學合作與人才培

訓、土木工程、環境永續、機械工程

等。

南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環

境、能源與科技

是 高雄市政

府 

366 林義盛 男 衛生福利部

玉里醫院／

臨床心理師

私立輔仁大

學／臨床心

理學系碩士

班／碩士

主專長：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處遇教育

副專長：

物質濫用戒癮治療，壓力調適與情緒

管理

東部／ 其他(擔任醫院性別議題

講師)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人

身安全與司法／人口、婚

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

衛生福利

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67 邱美月 女 台南市女性

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國立成功大

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家庭法律，法律與生活，性別平等與

婚姻法規，人際關係與輔導，性別與

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平等與家事

調解

副專長：

民刑事及家事調解、修復式司法、性

騷擾議題研討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法律／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

罪

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

處 

368 盧孳艷 女 國立陽明大

學社區健康

照護研究所

／教授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Nursing／

PhD

主專長：

研究以性別與醫療為主,探討醫療科技

介入婦女身體之議題,尤其以中老年婦

女為主,對於更年期婦女成為醫療科技

發展的主要族群深感興趣.教授課程:性

別與身體、婦女健康與醫療科技專題

討論、社區健康計畫與評值、概念分

析、科學哲學、民族誌特論.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故宮,農委會,外交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健康、醫療

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政治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生涯發

展／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

環境

國立故宮

博物院 

369 王雅玄 女 國立中正大

學教育學研

究所／教授

英國劍橋大

學／教育／

博士

主專長：

多元文化教育，性別與教育，教育社

會學，教科書研究，課程與教學，女

性主義，族群研究，階級研究，認同

研究

副專長：

CEDAW、性騷擾防治、跨性別/同志

教育、性別科技、性別教養、親職教

育、文化研究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環境、

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政治／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空間、

工程、設計／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

科技與日常生活

嘉義縣政

府 

370 陳瑢娟 女 社團法人台

南市生命線

協會／主任

韓國國立釜

山大學／社

會福利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自殺防治，家庭暴力防治，性別主流

與人身安全

副專長：

志工培訓，個案輔導

北部／中部／

南部／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南

市)／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科技部 

371 謝若蘭 女 國立東華大

學／教授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Justice 

Studeis／

Ph.D

主專長：

司法正義、人權、法律與社會、族

群、性別，階級、環境正義、原住民

族議題、性別主流化、女性主義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花蓮

縣、桃園市、台南市)／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

性別與政治／性別與媒體／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

業等）／性別與環境

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

處 

372 陳麗華 女 中華民國全

國青年創業

總會／副秘

書長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1.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2.社會企業經

營管理，3.創業管理人才培訓，4.國際

創業社群經營，5.創業創新管理，6.中

小企業資源運用

副專長：

1.創業方案評估，2.創業投資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環

境、能源與科技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財經

經濟部

373 王瑞壎 女 國立嘉義大

學／教授

國立中正大

學／教育學

研究所／博

士

主專長：

師資培育、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育

政策與行政、性別平等教育、教師專

業發展

副專長：

性別主流化、婦女權益、CEDAW、國

際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嘉義

市)／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分析原

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

體／性別與生涯發展

嘉義市政

府 

374 陳貞樺 女 勵馨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

會 台南分事

務所／主任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

所／碩士班

就學中

主專長：

1.服務議題：親密關係暴力、家庭暴

力、性別平權。2.專長：家暴加害人服

務、團體領導(含加害人、受害人)、專

講、社會工作服務、修復式司法、活

動規劃。

副專長：

1.(副)服務議題：性侵害、未成年懷

孕。2.(副)專長：議題規劃、組織管

理。

南部／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南

市政府)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與民俗、宗教／性

別與國防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75 張錦麗 女 台灣警察專

科學校／副

教授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社

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博士

主專長：

婦幼保護工作，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

，性別主流化，民間團體的經營與運

作，家庭關係與經營，心理諮商輔導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

新北市政

府 

376 邱美華 女 僑光科技大

學／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意識.CEDAW訓練講師.性別事件

調查人員.性騷擾及性侵害之概念.性別

教育法.表達性藝術治療.遊戲治療

副專長：

情感教育，婚姻與家庭動力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女性學

學會理事)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文史藝術

（文化產業等）／性別與環境／其他

新興議題／多元性別

社團法人

台灣女性

學學會 

377 李培芬 女 社團法人台

灣服務業發

展協會／總

顧問

國立台灣大

學／國際企

業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其他(Ø 財團法人現代婦

女基金會董事)

就業、經濟與福利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378 曾琳雲 女 長榮大學醫

務管理系／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成

人教育所／

博士

主專長：

高齡學習；非營利組織；社會心理

學；性別教育;親子教育

副專長：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南

市財稅局、勞工局)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康寧學校

財團法人

康寧大學

379 鄭妙君 女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科

長

國立中山大

學／高階公

共政策／碩

士

主專長：

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兒童及

少年保護業務

副專長：

兒童少年輔導

南部／ 其他(中華社會福利聯合

勸募協會審查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臺南市政

府 

380 陳鶴勳 女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多重歧視性

別暴力防治

中心／督導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

人文學士

主專長：

一、多元性別文化、性/別研究、性別

教育。二、性剝削、性侵害、家庭暴

力等保護議題。三、校園性別議題倡

議。四、青少年非預期懷孕相關議

題。

副專長：

一、性別主流化，二、跨領域性別分

析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俗、宗

教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381 劉素鈴 女 衛生福利部

中區兒童之

家／社會工

作員

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

育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382 郭明旭 男 屏東縣幼兒

托育職業工

會／理事長

樹德科技大

學／人類性

學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教育、性/別教育、性侵害/騷擾防治

副專長：

公共托育議題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教

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男性研究／性別與民俗、宗教

高雄市教

保人員職

業工會 

383 王大維 男 國立屏東大

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

／助理教授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主專長：

心理諮商、伴侶與家族治療、性別平

等教育、男性研究、多元文化諮商、

同志/多元性別研究、社區諮商與心理

學、家庭研究

副專長：

女性主義治療、敘事治療、論述分析

中部／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

／其他新興議題／多元性別（LGBT）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84 卓耕宇 男 高雄市立中

正高工／專

任輔導教師

慈濟大學／

教育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自1997年開始擔任高中職輔導老師，

在校園裡關注性別議題，尤其聚焦同

志/性少數學生、感染者學生的校園處

境。2002年開始參與民間團體（台灣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倡議性別平等教

育。專長：助人工作的性別敏感度、

同志與家庭、同志/性平教育課程與政

策。

副專長：

諮商輔導/助人者性別敏感度訓練/感染

者的校園處境/同志教育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北

市、高雄市)／教育部、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體／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男性研究

社團法人

高雄市婦

女新知協

會 

385 楊嘉宏 男 高雄市立路

竹高中／輔

導教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同志教育、教師意識成長

副專長：

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教育／男性研究 社團法人

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

協會 

386 郭耀隆 男 國防部南部

地區法律服

務中心／法

制官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博士學

位學程進修

中

主專長：

一、陽剛氣質研究。二、婆媳關係研

究。

副專長：

一、性別平權教育。二、性騷擾防治

教育。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運動、休

閒／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男性研究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387 卓春英 女 長榮大學／

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

學／社會福

利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婦女福利服務，婦女社會工作，老年

社會工作

副專長：

社會政策分析，社會工作倫理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衛福部)／各縣市婦女

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

會委員(高雄市台南市)／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

與災難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388 韋薇 女 天主教修會

聯合會全人

發展組／執

行秘書

菲律賓

Ateneo 

Univ. of 

Manila／宗

教教育／碩

士

主專長：

原住民服務、移工服務、女性勞動、

社會正義

副專長：

天主教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授課

北部／南部／

東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性別平等委員會)／各

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委員(桃園市

婦女權益委員會暨性別平

等委員會)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389 顧燕翎 女 台北市女青

年會／董事

Indiana 

University／

Instructiona

l Systems 

Technology

／Specialist

主專長：

女性主義理論,婦女運動歷史,性別與公

共政策研究,性別主流化批判研究,，性

別平等政策之執行與檢討,高齡社會照

顧政策,代理孕母議題，性別分析

副專長：

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其他(考試院)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性

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健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環境

教育部 

390 王月喬 女 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講

師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議題、性別主流化、性別與海上

工作、CEDAW

副專長：

社會工作

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高雄港

務局性平委員及交通部公

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性騷

擾防治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社團法人

高雄市婦

女新知協

會 

391 趙善如 女 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社會

工作系／教

授

東海大學／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

系／博士

主專長：

1.方案設計與評估，2.社會團體工作，

3.兒童與家庭，4.婦女福利

副專長：

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屏東縣)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階級與族群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392 劉梅君 女 政治大學／

教授

美國南加州

大學／社會

學系／博士

主專長：

勞動社會學，性別研究

副專長：

北部／南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勞動部 

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

員會 

393 佘青樺 女 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

主任觀護人

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

治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

，家庭暴力防治

副專長：

犯罪預防

南部／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性騷擾

防治委員會委員.性騷擾申

訴處理調查小組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 性別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與犯罪

臺南市政

府 

394 藍玉春 女 國立中正大

學政治系／

教授

法國巴黎第

一大學／政

治系／國際

關係博士

主專長：

國際關係理論，歐洲聯盟與區域整合

，法國政府與政治，法國文化政策與

創意產業，女性主義與女權

副專長：

南部／ 其他(中正大學性別平等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政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

業等）

國立中正

大學

395 王淑芳 女 華人泌乳顧

問協會／理

事長

高雄醫學大

學／護理學

院／護理哲

學博士

主專長：

母乳哺育；順勢生產；性別教育；性

別照護；行動實踐

副專長：

女性增能、親子溝通、專業諮詢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花蓮

縣)／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政治／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災難

花蓮縣政

府 

396 黃淑華 女 空軍航空技

術學院／副

教授

台南大學／

教育經營與

管理學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意識與發展，性別平等教育，親

密關係，婚姻與家庭

副專長：

人際關係與溝通，生涯諮商與輔導，

壓力調適與適應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國防

國防部 

397 靳菱菱 女 國立臺東大

學公共與文

化事務學系

／教授

國立中山大

學／中山學

術研究所政

治組／博士

主專長：

政治學

副專長：

族群文化與政策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東

縣)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治 國立臺東

大學

398 王翊涵 女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導

諮商學系／

副教授

University 

of York, UK

／Women's 

Studies／

PhD

主專長：

性別研究、新住民研究、家暴防治初

級預防、新二代研究、多元文化助人

專業

副專長：

兒少保護與責任通報、社會安全網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彰化

縣)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人

身安全與司法／人口、婚

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

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

暴、性騷擾防治）

彰化縣政

府 

399 高琇鈴 女 國立臺東專

科學校／專

任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溝通、性別諮商、性別意識覺察

副專長：

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

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

家暴、性騷擾防治）

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

400 莊佩芬 女 國立台東大

學／助理教

授

美國德州女

子大學／婚

姻與家族治

療／博士

主專長：

性別與多元文化探索、同志與異性戀

伴侶關係諮商、家族與系統治療、多

元家庭療癒與探索、性別職場探索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

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男性研

究／性別與環境

文化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01 楊稚慧 女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高雄分事務

／主任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

系／碩士

主專長：

1.性剝削、性侵害、家庭暴力等婦幼保

護議題與實務工作。2.性別工作平等法

與性騷擾防治工作議題。3.青少年非預

期懷孕相關議題

副專長：

1.兒童收出養服務實務工作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402 陳美燕 女 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

院／法官兼

院長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與法律、婦幼保護、青少年性侵

害加害人處遇

副專長：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人

身安全與司法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403 張菊惠 女 中華心理衛

生協會／副

理事長

國立台灣大

學／衛生政

策與管理研

究所／公共

衛生博士

主專長：

性別影響評估、CEDAW、性別統計、

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平政策、青

少女健康、心理衛生、經期健康、女

性健康管理

副專長：

醫療行銷、醫療倫理、健康方案規劃

與管理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原民

會)／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健康／性別與運動、休閒／性別與

環境／性別與災難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 

404 劉秀蘭 女 中華育幼機

構兒童關懷

協會社工師

／中區工作

站社工組長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成

人與繼續教

育研究／碩

士

主專長：

1.性別意識與自我認同，2.性別教育

(婚姻與家庭)，3.家庭暴力與性侵害之

預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海洋委員

會

405 劉宜 女 新北市江翠

國小／教師

花蓮師範學

院／多元文

化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

副專長：

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其他(新北市

教育局輔導團)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

性別與教育 社團法人

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

協會 

406 蔣琬斯 女 國立屏東大

學通識教育

中心／兼任

講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同志教育、性別與科學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環

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

，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

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體／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別與運

動、休閒／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民俗、宗教

高雄市女

性權益促

進會 

407 吳宜霏 女 社團法人高

雄市婦女新

知協會／總

幹事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教育、性別主流化、性別研究、

多元性別文化、愛滋防治與諮詢相關

議題。

副專長：

媒體識讀、體育與性別

南部／東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

體／性別與運動、休閒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408 張佳琳 女 國立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

／講師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課

程與教學研

究所／教育

學博士候選

人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與身體、課程設

計、教學創新與多元評量設計

副專長：

情感教育、親密關係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

發展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409 陳逸婷 女 台灣勞工資

訊教育協會

／記者／編

輯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教育碩

士

主專長：

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媒體與性

別、社會運動與性別、同志運動、性/

別研究、婚家批評、性工作研究

副專長：

勞動與性別、電影中的性別角色、新

聞寫作技巧、何謂獨立媒體、媒體批

判學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政治／性別與媒體／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

其他新興議題／性別與身體

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

所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10 蘇芊玲 女 銘傳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美國加州州

立大學／英

文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相關議題；校園

性騷擾/性侵害防治；婦女運動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政治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

治／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與民俗、宗教

文化部 

411 吳慈恩 女 長榮大學神

學系／副教

授

台南神學院

／牧範學博

士班／

D.Min

主專長：

諮商輔導、性別研究、神學與性別議

題、性別暴力防治（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災難與創傷心靈重建、教

牧諮商

副專長：

修復式正義、婦女神學、婚姻諮商與

家族治療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災難

高雄市政

府

412 馬梅芬 女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基金會／主

任

私立東海大

學／社會工

作學系／碩

士

主專長：

兒少性剝削防制、性侵害防治、家庭

暴力防治、未婚懷孕防治、安置機構

管理、青少年輔導、青少年就業、收

出養

副專長：

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苗栗

縣、台中縣、雲林縣)／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413 張懿云 女 輔仁大學財

經法律系／

教授兼法律

學院院長

德國慕尼黑

大學／法律

系／博士

主專長：

法律：經濟法、智慧財產權法、電子

商務法

副專長：

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414 趙淑美 女 空軍軍官學

校／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成

人教育／博

士

主專長：

婚姻與性別，諮商與輔導，性別統計

性平事件調查，性騒擾防治

副專長：

心理測驗，心理學，壓力調適

中部／南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國防

國防部 

415 劉素芬 女 國立屏東大

學／副教授

美國喬治亞

大學／成人

教育系／博

士

主專長：

中高齡人力資源發展

副專長：

性別教育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CEDAW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農業／其他新興

議題／高齡人口議題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416 鄧華玉 女 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參

議

美國西喬治

亞學院／社

會學系／碩

士

主專長：

CEDAW公約及國家報告撰寫

副專長：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婚姻與家庭 行政院院

本部

417 周芬姿 女 美和科技大

學 社會工作

系／副教授

私立東海大

學／社會學

系／博士

主專長：

性別社會制度、高齡婦女福利

副專長：

社區照顧、女性照顧者與受照顧者之

關係

南部／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屏東縣)／教育部、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

國移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社區

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民

俗、宗教

屏東縣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18 許儱淳 女 瀛睿律師事

務所／合夥

律師

天主教輔仁

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法律事件之實務經驗：，一、民事、

刑事、商事、智慧財產權（商標、專

利、著作權），二、家事、婦女、親

子保護。三、兩岸商務法律

副專長：

一、對於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學生、

及社工人員進行家庭暴力防治、性騷

擾防治、性侵害防治、性別平等事項

之宣導演講；，二、受託調查校園性

騷擾事件。

中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南投縣政

府 

419 陳莉榛 女 東南科技大

學／副教授

政治大學／

心理系／博

士

主專長：

心理諮商與督導，校園事件調查技巧

與心理調適，性平法調查處理程序，

被害人心理輔導，性別教育教學課程

，親職教育

副專長：

具有諮商心理師證照，訪談中當事人

的心理輔導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

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

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與運

動、休閒／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

罪／性別與民俗、宗教

文化部 

420 陳淑玫 女 現代婦女基

金會新竹工

作站／社工

督導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

系／碩士

主專長：

性別暴力防治、家庭暴力、性騷擾防

治，性別平權議題、親職教育、婚姻

與家庭，司法社會工作、，社工人身

安全，職場人身安全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新竹

縣、新竹市)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現代婦女

教育基金

會 

421 朱淑貞 女 社團法人高

雄市台灣女

性創業研究

發展協會／

理事長

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

／商務經營

研究所／碩

士畢

主專長：

1.成人教育訓鍊2.倡導性別意識，3.女

性社會參與及女性自我學習成長，4.擅

長創業知識領域之輔導及演講(包含創

業計畫書撰寫及財務課程)，5.創業女

性志工培訓、就業服務及勞工相關事

務，6.規劃新移民學習就業訓練課程、

家庭與婚姻及子女關係，7.青少年職場

態度與倫理演講講座及營隊，8.人生導

航-生命成長及身心靈系列演講講座及

營隊，9.產官學合作媒合、政府資源諮

詢服務平台

副專長：

八字姓名學研究

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教育部、各級學

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遷移（跨國

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

販運等）／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性別與民俗、宗教

經濟部 

422 林麗珊 女 中央警察大

學行政管理

學系暨研究

所／專任教

授兼主任/所

長

輔仁大學／

哲學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議題與性別關係，後現代多

元文化與酷兒，警察品格教育與執法

倫理，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

副專長：

文學、電影與人生哲學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人口、婚姻與

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治／

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

產業等）／其他新興議題／多元性

別、腐女議題

內政部 

423 洪櫻芬 女 澎湖科技大

學／教授

輔仁大學／

哲學系／博

士

主專長：

性別倫理

副專長：

南部／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澎湖

縣政府)／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

俗、宗教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424 伍維婷 女 世新大學性

別研究所／

助理教授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

所／博士

主專長：

性別主流化，性別與婦女福利，性別

影響評估，CEDAW與性別關係的轉換

，性別政策與法律，台灣婦女運動史

，中國性別政治，多元家庭論述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在上面欄位無法填

寫：中央研考會、地方彰

化縣、台中市、新北市、

桃園市)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人身安

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移（

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政治／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

與家庭／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性別與民俗、宗教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25 吳怡靜 女 國立成功大

學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校聘組員

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性

霸凌防治、同志/多元性別研究

副專長：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

研究所 

426 阮美嬴 女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行銷企劃部

主任

國立臺灣大

學／社會工

作學系／社

會工作碩士

主專長：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媒

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427 沈中元 男 國立空中大

學／教授

上海復旦大

學／公共事

務所／法學

博士

主專長：

台大法學碩士，上海復旦法學博士。

一年演講超過百場，擅長以法律修正

，社會現象，將CEDAW消除對婦女一

切歧視的公約及婦女權益鬆綁與取得

，以案例做深入淺出的說明；並在實

務上以性別平權，婦權保護，性騷擾

防治，家庭法律，作系統化的演講與

說明。

副專長：

曾任文化局長，擅長以文化現象結合

性別主流題目，做幽默生動的分析。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立法

院)／各縣市婦女權益或

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教育部、各級

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

育／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與犯罪／性別與環境

經濟部 

428 石致華 女 靜宜大學／

助理教授

中央大學／

哲學研究所

／博士

主專長：

1.倫理學，2.生命倫理學，3.女性主義

倫理學，4.性別與倫理，5.教育部性平

事件調查員人才庫成員

副專長：

1.基本邏輯，2.人生哲學

中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其

他新興議題／性別與倫理

靜宜大學

429 李元貞 女 淡大中文系

／榮譽教授

台灣大學／

中文研究所

／碩士

主專長：

台灣現代婦女運動史,女性詩學,性別理

論

副專長：

東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政

治／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產業

等）

文化部所

屬國立臺

東生活美

學館 

430 張萍 女 人本教育文

教基金會／

南部聯合辦

公室主任

政治大學／

法律系法制

組／學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

防治

副專長：

南部／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屏東)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其他／校園性平事件實務

性別與教育／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監察院人

權保障委

員會

431 邱珍琬 女 屏東大學／

教授

Texas Tech 

Univ.／

Counselor 

Education

／Ed.D

主專長：

性別議題，親職教育，諮商師教育與

實務

副專長：

寫作

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健康／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

罪／男性研究／性別、科技與日常生

活

科技部

432 劉玉鈴 女 南華大學應

用社會系／

助理教授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社

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博

士

主專長：

性別平等教育及性別主流化推廣，性

別暴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

宣導，專業人員(教師/社工員/警政/醫

護人員)性別敏感度教育訓練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新竹

縣、新竹市、彰化縣)／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

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法律／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現代婦女

基金會新

竹工作站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33 劉念琪 女 國立中央大

學人力資源

管理研究所

／教授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 

Campus／

Human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Ph.D.

主專長：

策略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診斷與組織

變革,，工作家庭措施與工作生活平衡,

，員工獎酬與福利,，利害關係人觀點

之企業社會責任與多元管理活動,，雇

用關係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口、婚姻

與家庭／環境、能源與科

技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生涯發展／性

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財經

經濟部 

434 林玉芬 女 花蓮縣瑞穗

鄉鄉民代表

會／代表

國立東華大

學／族群關

係與文化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婦女權益』、『婦女福利與脫

貧』、『婚姻與家庭』、『婦幼福利

政策,』、『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

意識培力』

副專長：

『原住民文化』、『原住民飲食文

化』、『原住民風味餐料理與實

作』、『親職教育』、『幼兒教

育』、『中華民國導遊』、『阿美族

族語教學』、『原住民創業實務』

東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政

治／性別、婚姻與家庭

原住民族

委員會 

435 劉慧冠 男 阿尼色弗兒

童之家專業

外聘督導／

督導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

系／博士候

選人

主專長：

社會工作，社會政策與立法，社工管

理，性別主流,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偏見與歧視,兩性關係,親職關係,等

副專長：

家事調解，更生人輔導，物質濫用者

輔導

北部／南部／

東部／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臺東

縣)／教育部、各級學校

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委員會委員／其他

(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家

事調解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

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等）

／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

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

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私立台東

基督教阿

尼色弗兒

童之家

436 黃秀蘭 女 昭明法律事

務所／律師

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

究所／碩士

主專長：

熟稔婦幼及勞工權益相關法律，性別

議題及性別工作平等、性別教育平

等、性犯罪等相關法律之研究與宣

導。性別主流化之研究及其他民、

刑、商、土地等法律之專長、勞工法

律議題專長、國家賠償法議題。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人口、婚姻與家庭／環

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

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

防治）／性別與犯罪／性別與民俗、

宗教

科技部 

437 許乃丹 女 許乃丹律師

事務所／主

持律師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包括婚姻、

子女監護、家暴保護令聲請、性侵

害、性騷擾、教師/學生權益等案件）

副專長：

性別法治教育諮詢與推廣；性別主流

化宣導；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專

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工作實務研習

中部／南部／

東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其他(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高雄分署性平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

認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犯

罪／性別與民俗、宗教

高雄市女

性權益促

進會 

438 高靜懿 女 t慈濟大學／

助理教授

倫敦大學國

王學院／精

神醫學中心

／博士

主專長：

臨床心理學，精神流行病學，酒癮，

自殺，原住民健康

副專長：

族群認同，偏見與歧視

東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39 陳明珍 女 臺南市政府

／參議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研

究所／博士

主專長：

社會政策與立法、長期照顧政策與實

務、性別平等工作法實務、社會工

作、社會福利、老人機構實務、居家

照顧、失智照顧、志願服務、家庭教

育、毒癮防制與處遇

副專長：

婦女兒童少年福利、身心障礙福利、

原住民福利服務、個案輔導與處遇、

社區工作、職場心理健康促進與管

理、家族治療、法院調解工作、司法

程序監理、學生網路成癮輔導與防

制、性騷擾處遇與防制

南部／ 人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統

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預

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

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犯罪

臺南市政

府 

440 朱惠琴 女 樹德科技大

學／助理教

授

Uni. of 

Arkansas／

Edu. & 

Health Prof.

／人力資源

發展博士

主專長：

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發展，企業

訓練與發展，英文

副專長：

組織行為，管理心理學，消費者行為

分析

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

涯發展

高雄市政

府 

441 王慧玲 女 原住民族委

員會／參事

國立東華大

學／原住民

民族學院族

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碩

士畢業(106)

主專長：

本人在原住民行政單位計17年,熟諳原

住民行政工作，曾受地方政府及民間

組織邀請主講運用性別主流化推動公

務等之演講.顧問.目前可參與的專業議

題如下:，1.原住民族文化與教育，2.原

住民族社會工作，3.原住民族性別文化

4.原住民族長照5.原住民族NGO參與

社會福利(含就業)

副專長：

1.性別觀點融入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策

展，2.性別觀點融入原住民族文化安全

論述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原住

民族委員會第6屆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委員)／其他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

委員●衛生福利部長期照

顧諮詢會委員●財政部公

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

作業小組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教育／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別與生涯發展

原住民族

委員會 

442 林春鳳 女 屏東縣基督

教女青年會

／理事長

美國明尼蘇

達大學／休

閒研究所休

閒治療組／

博士

主專長：

原住民族議題、性別議題、生態自然

農場、休閒治療、特殊教育導論、體

育行政、體育研究、適應體育概論、

運動與休閒活動企劃、原住民教育政

策研究、解說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原民會、教育部)／各

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委員(高雄

市、屏東縣、台東縣)／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環境、

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分

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多元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

識跨性別）／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運動、休閒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

俗、宗教

內政部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43 邱孟玲 

/Malas 

Takisda

huan

女 靜宜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兼任講師

東海大學／

政治系研究

所／博士候

選人

主專長：

1.長期關心都會原住民族就業、福利、

居住權益，並提出創意可行的政策建

議。2.了解原住民族教育的理念目標，

長期在大學國中小學教授原住民族社

會文化民族教育語言，對推展都會區

原民教育文化和產業事務甚有助益。3.

長期關切在地原住民婦女特殊議題及

領導人培力，提升多元族群參與公共

事務的機會與能力。對國內原住民族

政策相關議題有深入了解，熟悉文化

產業等業務，推動民族文化、族語傳

承和發展原住民族工藝和文化產業不

遺餘力。

副專長：

1.具有豐富的行政和政策協調的經歷，

曾擔任台中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原住民族群委員，以及矯正署台中監

獄、女監生命教育專任講師，對國內

原住民族政策相關議題有深入了解。2.

長期從事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和社

會福利工作，和台中市原住民族社團

和教會常有合作和產業聯盟的事務，

也長期從事這領域的教學和研究，對

原住民族各族群文化歷史皆有深入認

識，對推動新時代的台中市原住民族

多元族群的事務應有助益，具能建構

符合前瞻性且具文化適性的台中市原

住民族政策。3.目前擔任臺中市政府市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

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文化與媒體／健康、醫療

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

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階級與族群／性別偏見與

性別歧視／性別人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健康／性

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

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

民俗、宗教／性別與文史藝術（文化

產業等）

臺中市原

住民布農

族邁阿尚

發展協會 

444 許欣瑞 男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教育推廣部

主任

輔仁大學／

心理研究所

／心理學碩

士

主專長：

專案設計執行，組織經營運作，社會

倡議與運動，園藝植栽，性別平權議

題，婚姻家庭，親子關係，同志伴侶

關係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教育、文化與媒體／健

康、醫療與照顧／人口、

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別與生涯發展／性暴力與人身安

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性別與文史

藝術（文化產業等）

社團法人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445 蔡禎祥 男 102年6月自

移民署退休

／隊長兼召

集人

國立台北大

學／犯罪學

研究所／法

學碩士

主專長：

94年考取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取

得法學碩士學位。個人利用公餘，義

務擔任性別事務講師，多次赴公務機

關講課，多年累積上課經驗，只要有

舞台，禎祥絕對全力以赴。

副專長：

74年中央警察大學畢業後，參與刑事

警察局防爆偵查員甄試及格，於79年

奉派南非共和國普利托利亞警察學院

，接受防爆與蒐證訓練，返國後任防

爆與蒐證教官團職務，。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內政部移民署性別

平等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

人權／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與教育／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與／性別

與媒體／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

生涯發展／性別與運動、休閒／性暴

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

擾防治）／性別與犯罪／男性研究／

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農業／性

別與災難

內政部 

446 許福生 男 中央警察大

學行政警察

學系／教授

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

治所／博士

主專長：

婦幼安全、犯罪被害人保護、犯罪預

防、刑事政策、犯罪學、刑事法學、

青少年事務

副專長：

公關

北部／中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衛生

福利部)／各縣市婦女權

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

委員(新北市)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偏見與性別歧

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法律／性別與遷

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

工、人口販運等）／性別與教育／性

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性別與犯罪

社團法人

台灣防暴

聯盟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47 陳瓊花 女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美術

學系／教授

美國伊利諾

大學／藝術

與設計學校

（The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藝

術教育博士

主專長：

藝術教育課程發展與評鑑,，藝術與性

別研究,藝術鑑賞教育,審美能力之發展,

創作能力之發展,藝術評量,，當代藝術

教育議題:視覺文化,次文

化,A/R/Tography,，性別與廣告等.

副專長：

藝術，性別與教育/藝術史/藝術創作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媒

體／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

文史藝術（文化產業等）

教育部 

448 鮑素貞 女 財團法人麥

當勞叔叔之

家慈善基金

會／財務管

理

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航

運管理科／

準學士

主專長：

1.性別議題生活化，2.結合食農教育及

家庭的經濟，探討性別平等，3.性平基

本概念，性平意識培力，4.女性公共參

與(志工服務)議題

副專長：

1.導覽(台北市立古蹟撫台洋樓&都市

農耕培訓師資)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其他(鄉村性平種子師資)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環境、

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

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其他／探討農業與性平關

係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社區參與／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涯發展／

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性別與民

俗、宗教／性別與農業／性別與環境

／其他新興議題／食農教育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449 蔡麗珍 女 衛生福利部

臺北醫院／

護理督導長

臺北市立大

學／教育系

／博士候選

人

主專長：

急重症護理、護理教育、護理行政

副專長：

手作紓壓

北部／中部／

東部／外島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究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

員會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生涯發展 衛生福利

部 

450 宋玉文 女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倡議專員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

系／學士

主專長：

一、性別議題，二、性侵害及性騷擾

防治

副專長：

北部／南部／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媒體／性

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451 曹愛蘭 女 台北市政府

／市政顧問

University 

of Utah／

Special 

Education

／Master of 

Art

主專長：

社會福利政策，社會工作，婦女福利

與權益保障，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影響評估

副專長：

身心障礙婦女權益與教育

北部／南部／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評

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人權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勞動

臺南市政

府 

452 林維言 女 衛生福利部

保護服務司

／副司長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社

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碩士

主專長：

性別暴力防治(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

犯罪防治、性騷擾防治)、性剝削防

制、兒少保護、老人保護、身障者保

護、婦女福利與權益等

副專長：

人口販運防治、外籍配偶照顧與輔

導、老人福利政策與長期照顧導輔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

醫療與照顧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

與社區參與／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其他新

興議題／兒少性剝削

衛生福利

部 

453 趙淑珠 女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婚姻

與家族治療

碩士班／教

授

Univeristy 

of Georgia

／Child & 

Family 

Developme

nt／PH.D.

主專長：

婚姻與家庭研究、性別教育、性別與

親密關係、性別與諮商、同志教育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口、婚姻與家庭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

性別（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

別）／其他／性別與親密關係

性別與教育／性別、婚姻與家庭 臺中市政

府 

454 劉慧音 女 桃園市基督

教女青年會

／理事長

國立台北護

理學院／長

期照護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1.社區健康，2.婦女健康，3.老人健康

，4.長期照護，5.健康促進

副專長：

1.家庭照顧者角色2.人身安全如受暴、

受虐及受騷擾婦女4.社會參與5.性別平

等6.婦女領導才能培力計劃方案之設

計、執行

北部／中部／

南部／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CEDAW

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社區參

與／性別、婚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

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騷擾防

治）

桃園縣基

督教女青

年會 

455 朱柔若 女 國立中正大

學勞工關係

學系／教授

英國牛津大

學／社會學

系／博士

主專長：

性別與勞動、性別主流化、性別社會

化與情緒管理、性別統計

副專長：

研究方法、就業輔導、職場公民權、

性別與宗教

中部／南部／

東部／外島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健

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分析原理與技巧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階級與族

群／性別平等運動之發展與現況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性別人

權／性別政治／多元性別（含同

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

，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人口販運

等）／性別、婚姻與家庭／性別與生

涯發展／性別與民俗、宗教／性別與

環境／性別與災難

高雄市政

府 



排

序
姓名

性

別

現職機關

／職稱
學歷 專長

地理區域標

籤：願意提供

(如演講或開會

等)之區域

公共服務標籤：曾任或現

任性別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的資料庫人才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心議

題分類標籤：行政院婦權

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分工類

別

性別影響評估分類標

籤：曾撰寫政府中長

程計畫或法律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分類標籤：

可以提供的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或訓練類別

性別基礎概念類別分類標籤：可

以提供的性別基礎概念課程或訓

練

性別議題與專長分類標籤：專長或經

驗相關的項目

推薦單位

(最新)

456 王如玄 女 常青國際法

律事務所／

顧問律師

輔大／法研

所／碩士

主專長：

1法律，2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如家

暴、性侵害、性騷擾、兒童保護、親

屬及繼承，3勞工相關事務，如性別工

作平等、勞動法令，4人權相關議題，

如兩公約、CEDAW。

副專長：

北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交通部、外交部、

NCC)／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台北市、新北市)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人口、婚姻

與家庭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性別人權／CEDAW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律／性別、婚

姻與家庭／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

害、家暴、性騷擾防治）

中華民國

基督教女

青年會協

會 

457 莊苹 女 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昆明

防治中心／

公衛護理組

主任

國防醫學院

／護理研究

所／碩士

主專長：

愛滋病防治、毒品防治、內外科護理

副專長：

北部／ 其他(臺北市衛生局性平

委員)

健康、醫療與照顧 否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多元性別

（含同志人權或認識跨性別）

性別與健康／性別、科技與日常生活 台灣國際

服務學習

協會 

458 楊玉珍 女 立群聯合律

師事務所／

主持律師

嶺東科技大

學／財經法

律系／碩士

主專長：

訴訟

副專長：

中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縣市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運動之

發展與現況／性別人權

性別與法律／性別、婚姻與家庭／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性侵害、家暴、性

騷擾防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459 韋愛梅 女 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助

理教授

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

治／博士

主專長：

1.婦幼安全法規（家庭暴力防治、性侵

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及兒童保護），2.警政婦幼安

全政策規劃，3.犯罪預防

副專長：

北部／東部／

外島

各部會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各級學校或研

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委員會委員

人身安全與司法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

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

案、計畫、措施）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 性別與法律／性暴力與人身安全（性

侵害、家暴、性騷擾防治）／性別與

犯罪

內政部 

460 王秀芬 女 渣打銀行／

執行總監

美國喬治亞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

碩士

主專長：

數位落差、性別議題之政府政策研擬

與推動;，婦女就業、創業，對社會、

經濟之影響；，創業資金取得之實務

面問題、性別於金融政策應有之政

策。資訊科技於性別主流化之實務應

用。

副專長：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

外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各部會婦女權益

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

員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

方案、計畫、措施）／性別影響

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性別

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偏見與性別

歧視

性別與政策／性別與勞動／性別與法

律／性別與政治／性別與社區參與／

性別與媒體／性別與生涯發展／性別

與運動、休閒／性別、科技與日常生

活／性別與農業／性別與財經

科技部

461 陳艾懃 女 台灣大學土

木系鋪面平

坦儀驗證中

心／副研究

員

國立台灣大

學／土木工

程學系／博

士

主專長：

土木工程、鋪面工程、交通工程、物

流管理

副專長：

北部／ 各縣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

等相關委員會委員(台北

市、新北市、桃園市)／

其他(交通部國道新建工

程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委

員)

環境、能源與科技 是 性別影響評估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

析

性別平等意識／性別人權 性別與空間、工程、設計／性別、科

技與日常生活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