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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性 別 人 才 資 料 庫 

備註：本資料庫專家名單之順序係以是否曾參與性別影響評估者分為兩大類，並依姓名筆劃再予排序。 

編號 
專家名單 曾參與性別

影響評估 

性別領域專長 聯絡方式 

(依個人意願公開) 

推薦 

單位 姓名 現職 性別主流化 性別平等政策領域 CEDAW 

01 王淑楨 

台灣復原力社
會福利協會秘
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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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人
身安全與環境、健康
醫療與照顧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12 條健康權、第 16 條婚姻與
家庭生活 

Tel: (02)89911891 

Cell: 0928-450538 

Add: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 116巷
3弄 13號 2樓 

Email: iris0922@hotmail.com 

人事處 

02 朱宜寧 
新北市政府主
計處科長 

是 性別統計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社會參與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Tel: (02)29603456#7488 

Cell: 0963-069575 

Add: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號 12樓 

Email: AG9119@ntpc.gov.tw 

主計處 

03 李兆環 
得聲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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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環境、健康醫
療與照顧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9條國籍權、第 10條教育權、
第 11條就業權、第 12條健康
權、第 13 條經濟與社會福利
權、第 15 條法律之前人人平
等、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3131183 

Add: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51 號
12樓之 1 東側 

Email: evanleeoffice@gmail.com 

觀光局 

04 李  萍 

中華民國基督
教女青年協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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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文化與媒體、社會
參與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7條政治和公共生活、第 10條
教育權、第 11 條就業權、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314-0408 #18 

Add:臺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7號
10 樓 Email: 

pinglee@ywca.org.tw 

經發
局、農
業局 

05 李麗慧 
現代婦女基金
會專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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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環境、社會參與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13 條經濟與社會福利
權、第 15條法律之前人人平、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Cell: 0912-571160 

Email: sw571160@gmail.com 
人事處 

06 邱惟真 

淡江大學教育
心理與諮商研
究所助理教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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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環境、社會參
與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6條人口販運和賣淫、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 26215656#3594 

Cell: 0918269631 

Add: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Email: arnold@wolflord.com 

淡江 

大學 



資料時間：106/03/14本府性別主流化工具小組會議通過 

2 

編號 
專家名單 曾參與性別

影響評估 

性別領域專長 聯絡方式 

(依個人意願公開) 

推薦 

單位 姓名 現職 性別主流化 性別平等政策領域 CEDAW 

07 林滄崧 

中央警察大學
中隊長暨兼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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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安全與環境 第 6條人口販運和賣淫 

Tel: (03)3278411 

Cell: 0918-935265 

Add: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
路 56號 

Email: song@mail.cpu.edu.tw 

城鄉局 

08 林麗珊 

中央警察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暨研究所專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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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環境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7條政治和公共生活、
第 10條教育權、第 11條就業
權、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3)3281992 

Email: lishan@mail.cpu.edu.tw 
警察局 

09 祝春紅 

台北慈濟醫院
婦女保健中心
主任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健康醫療與照顧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12條健康權 

Add: 23142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Email: 
xd903073@tzuchi.com.tw;rosecch

@hotmail.com 

人事
處、環
保局 

10 范國勇 

銘傳大學犯罪
防治學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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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
人身安全與環境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6條人口販運和賣淫、
第 13 條經濟與社會福利權、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3)350-7001 #3776 

Add: 桃園市龜山區 333 大同村
德明路 5 號社科大樓(BB 棟)(銘
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Email: jackvan2@yahoo.com.tw 

社會局 

11 韋愛梅 

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行政警察
科助理教授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人身安全與環境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6條人口販運和賣淫 

Tel: (02)22308512 #3408 

Add: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53號(行政警察科) 

Email: amywei905@cc.tpa.edu.tw 

警察局 

12 徐慶發 
明新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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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環境、社會參與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6條人口販運和賣淫、
第 7 條政治和公共生活、第 9

條國籍權、第 10 條教育權、
第 11條就業權、第 12條健康
權、第 13 條經濟與社會福利
權、第 14 條農村婦女、第 15

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第 16

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87323296 

Cell: 0928-853825 

Add: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76巷
31弄 8號 

Email: king700701@gmail.com 

社會局 

13 郭玲惠 
臺北大學法律
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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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身安全與環境、健康
醫療與照顧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11條就業權 

Tel: (02)26748189 #67668 

Add: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Email: a22313@mail.ntpu.edu.tw 

人事
處、城
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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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張綉鈐 

新北市泰山區
農會家政指導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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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健康
醫療與照顧、社會參
與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10條教育權、第 14條
農村婦女、第 16 條婚姻與家
庭生活 

Cell: 0928-289873 

Add: 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路 31巷
12號 2樓 

Email: lisa530404@yahoo.com.tw 

社會局 

15 張錦麗 
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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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身安全與環境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7 條政治和公共生活、第 8 條
國際參與代表權、第 13 條經
濟與社會福利權、第 16 條婚
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9603456 #3772 

Add: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25樓 局長室 

Email: ah1811@ms.ntpc.gov.tw 

社會局 

16 黃怡翎 

台灣女人連線
理事長 /台灣職
業安全健康執
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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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身安全與環境、健康
醫療與照顧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11條就業權、第 12條健康
權 

Tel: (02)2321-7940 

Add: 100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4-2號 4樓 

Email: curly.1023@yahoo.com.tw 

勞工局 

17 黃淑琳 
黃淑琳律師事
務所主持律師 

是 
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案、計
畫、措施) 

人身安全與環境 第 15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Tel: 89511231 法制局 

18 黃瑞汝 

中華民國書香
關懷協會理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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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
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環境、.健康
醫療與照顧、社會參
與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7條政治和公共生活、第 10條
教育權、第 12 條健康權、第
14 條農村婦女、第 16 條婚姻
與家庭生活 

Tel: (04)23179777 

Cell: 0936-282877 

Add: 407臺中市西屯區漢成三街
4號 

Email: r2041@ms18.hinet.net 

社會局 

19 黃煥榮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
務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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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Tel: (02)23113040#4952 

Email: 

hrhuang@go.utaipei.edu.tw 

經發局 

20 廖素娟 
新北市政府主
計處副處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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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社會
參與 

第 13 條經濟與社會福利權、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9603456#7407 

Add: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號 12樓 

Email: AA0888@ntpc.gov.tw 

主計處 

21 劉梅君 
國立政治大學
勞工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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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健
康醫療與照顧社會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9393091#51241 

Add: 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段 64號(勞工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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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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 Email: meicliu@nccu.edu.tw 

22 鄭瑞隆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教授兼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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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
人身安全與環境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6條人口販運和賣淫、
第 13 條經濟與社會福利權、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5)2720411 #36305 

Add: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
路 168 號(中正大學犯防治學系
暨研究所) 

Email: crmjlc@ccu.edu.tw 

社會局 

23 蔡瓊姿 

臺北大學休閒
運動管理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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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醫療與照顧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10條教育權、第 12條健康權 

Tel: (02)2674-8189#66533 

Email: cttsai@gm.ntpu.edu.tw 

城鄉局 

24 顏玉如 

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家庭
暴力研究中心
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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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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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環境、社會參與 

第 1-4 條婦女歧視、國家義
務、第 5 條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第 13 條經濟與社會福利
權、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Email: hopeyen@gmail.com 社會局 

25 蘇瑛敏 
台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副教授 

是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人口婚姻與家庭、人
身安全與環境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7712171 #2909 

Email: ymsu@ntut.edu.tw 
工務局 

26 毛菁華 

致理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
育文化與媒體 

第 10條教育權、第 16條婚姻
與家庭生活 

Cell: 0916-027621 

Email: 

chcmao@mail.chihlee.edu.tw 

致理科
技大學 

27 吳姿慧 
中原大學財經
法律系副教授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就業經濟與福利 N/A 
Tel: (03)2655507 

Email: frwu@cycu.edu.tw 
勞工局 

28 汪家琪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副
教授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教育文化與媒體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2576167#2202 

Add: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號 

Email: 

ccwang@mail.chihlee.edu.tw 

致理科
技大學 

29 呂嘉寧 

馨培心理治療
所院長暨臨床
心理師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N/A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567-0167 

Email: kathy008@gmail.com 
人事處 

mailto:kathy0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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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宋鴻燕 

淡江大學教育
心理與諮商研
究所副教授兼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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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
育文化與媒體、健康
醫療與照顧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12條健康權、第 16條婚姻
與家庭生活 

Tel: (02) 2621-5656 * 3003, 2931 

Add: 新北市英專路 151號(淡江
大學) 

Email: sunghy@mail.tku.edu.tw 

淡江 

大學 

31 林育苡 
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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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
育文化與媒體、社會
參與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15 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Tel: (02)29603456分機 3845 

Cell: 0905-090678 

Add: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25樓 局長室 

Email: 

am0742@ms.ntpc.gov.tw;b95a01

229@yahoo.com.tw 

社會局 

32 林坤宗 
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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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
全與環境、健康醫療
與照顧、社會參與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6 條人口販運和賣淫、第 7 條
政治和公共生活、第 8條國際
參與代表權、第 9條國籍權、
第 10條教育權、第 11條就業
權、第 12條健康權、第 13條
經濟與社會福利權、第 14 條
農村婦女、第 15 條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第 16 條婚姻與家
庭生活 

Tel: (02)29649041 

Cell: 0963-563822 

Add: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號 25樓 

Email: ah9150@ms.ntpc.gov.tw 

社會局 

33 林瑞華 玄奘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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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濟與福利、人
口婚姻與家庭、教育
文化與媒體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10條教育權、第 11條就業權、
第 13 條經濟與社會福利權、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Cell: 0927-573361 

Email: ljheric2050@gmail.com 
原民局 

34 姜  穎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
系助理教授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人口婚姻與家庭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12 條健康權、第 16 條婚姻與
家庭生活 

Email: 

ying.chiang1982@gmail.com 

致理科
技大學 

35 張純吉 

北榮新竹分院
兼任臨床心理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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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Cell: 0963-197034 

Add:臺北市文山區景美街 113號 

Email: psychang@gmail.com 

人事處 

36 景玉鳳 

新北市新移民
女性關懷協會
前理事長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人口婚姻與家庭、社
會參與 

第 15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Tel: (02)9616677 

Add: 22067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
1段 36-1號 3樓 

Email: a29611001@yahoo.com.tw 

社會局 

mailto:am0742@ms.ntpc.gov.tw
mailto:b95a01229@yahoo.com.tw
mailto:b95a0122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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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潘秀菊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
會委員 

否 
性別主流化概論(含概念、緣起、國
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就業經濟與福利 
第 11條就業權、第 15條法律
之前人人平等 

Cell: 0952-995264 

Email: pansc49@yahoo.com.tw 
勞工局 

38 劉亞蘭 

真理大學人文
與資訊學系副
教授 

否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健康醫療與照顧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第
12條健康權 

Tel: (02)26212121#5605 

Add: 25103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
32號(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Email: lylan0811@gmail.com 

真理 

大學 

39 鄭瑞成 
新北市政府主
計處處長 

否 性別預算基礎概念/案例分析 N/A N/A 

Tel: (02)29683973 

Add: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號 12樓 

Email: AP8507@ntpc.gov.tw 

主計處 

40 謝馥如 

嶺東科技大學
實習諮商心理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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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文化與媒體、人
身安全與環境、.社
會參與 

第 1-4條婦女歧視國家義務、
第 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Cell: 0910-589585 

Add:臺中市南屯區大富街 198-7

號 

Email: fuju0421@gmail.com 

新聞局 

41 竇春慧 

致理科技大學
校際合作處專
員 

否 

N/A 

(具性別基礎概念：性別與教育、性
暴力與人身安全) 

N/A N/A 

Tel: (02)22576167#1294 

Cell: 0918-287350 

Add: 220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
31巷 23號 2樓 

Email: 4523@mail.chihlee.edu.tw 

致理科
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