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政府辦理性別事務專業人才名冊

現職服務機關(單位) 職稱 學經歷 性別事務專業領域專長 聯絡方式 審核結果

1 冬山國中 輔導主任 通過

2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通過

3 世新大學 通過

4 東飛雁發展協會 理事長 通過

5 社會服務室主任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 通過

6 醫學訓練課程(性別議題) 通過

7 約用社工員

姓名
(性別)

蘇子堯(
男)

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所碩士
2.冬山國中輔導主任
3.宜蘭縣國教輔導團性平議題小組專任輔導員

性別平等教材研發(全國性平研討會教案入選)、
校園性平事件處理、校園性別平等宣導

電話：(03)9592076#24/0920550043
信箱：tziyao@tmail.ilc.edu.tw

吳芳德
(男)

專任講師兼人事
室主任

1.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法學組學士
2.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研究所碩士
3.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員」
4.教育部性平教育師資人才資料庫

法律與生活(含性別議題之相關法律)、性別平等
與法律規範、性騷擾構成要件與法律(以醫療院所
為例)

電話：(03)9897396#120/0958858335
信箱：law@smc.edu.tw

伍維婷
(女)

性別研究所助理
教授

1.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國際關係組學士/法律輔系
2.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系博士
3.行政院第一期女性領導發展研究班
4.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公共政策分析碩士
5.Susan B. Anthony Institute 性別及婦女研究學術證書
6.財團法人勵馨基金會顧問
7.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8.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
9.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年度大會委員
10.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理事
11.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紐約分會副理事長
12.紐約協和基金會秘書長
13.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
14.台北市社會局永樂婦女服務中心主任

公共政策分析、女性主義理論、性別關係社會運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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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236-8225轉3595
信箱：wwt313@yahoo.com

李佩珍
(女)

1.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2.新北市鶯歌區婦女會理事長特助
3.新北市鶯歌區婦聯會秘書
4.蘭陽窯負責人
5.東飛雁發展協會理事長
6.經濟部中小企業企業榮譽指導員

7.行政院女性政策諮詢人才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性別與勞動、性別
與經濟財經、性別與社會福利婦女創業營利事業
登記、公司品牌設計及辨識度

電話：(03)9611766/0910361221
信箱：p9611766@gmail.com

李素滿
(女)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社
會服務室

1.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班
3.頭城鎮公所性別平等及性騷擾評議委員會委員

4.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性別平等及性騷擾評議委員會當然委員

電話：(03)9325192#10960/0905027850
信箱：10503@ymuh.ym.edu.tw

吳芬芳
(女)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社
會服務室

護理長兼辦醫病
關係組組長

1.經國管理學院護理系
2.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性別平等及性騷擾評議委員會當然委員

3.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性別平等及性騷擾評議委員會員工代表委員

4.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宜蘭工務段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電話：(03)9325192#10966/0937911088
信箱：11140@ymuh.ym.edu.tw

陳建勳
(男)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社
會服務室

1.玄奘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2.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性別平等及性騷擾評議委員會委員

本縣國中小學、國防部軍備局規格監測中心處大
福兵試場性別平等教育演講

電話：(03)9325192#10962/0910052377
信箱：13579@ymuh.ym.edu.tw



現職服務機關(單位) 職稱 學經歷 性別事務專業領域專長 聯絡方式 審核結果

8 國立羅東高中 輔導教師 通過

9 國立宜蘭高中 輔導主任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與宣導、性別事件調查 通過

10 禾理律師事務所 律師 通過

11 國立宜蘭高中 英文教師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同志議題 通過

12 國立交通大學 副教授 通過

13 博士後研究員 通過

14 淡江大學

15 國立東華大學 通過

姓名
(性別)

胡敏華 
（女）

1.東吳大學社會系社會工作組

2.國立羅東高中輔導教師

3.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
4.宜蘭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5.教育部性別教育專業人才庫/調查人員
6.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5屆委員

7.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8屆委員

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性別事件調查、性別
平等教育、親職教育、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生
命教育

電話：03-9567645*411/0920512974 
信箱：teresa19690211@yahoo.com.tw

陳美璊
(女)

1.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2.台北市立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心理輔導組進修中

3.宜蘭高中、頭城家商輔導主任

4.教育部性別平等調查人員/性別教育師資
5.宜蘭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6.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性侵害犯心理治療評估委員

電話：(03)9355503/0953066692 
信箱：chenmeimen@gmail.com

曾培雯
(女)

1.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學士

2.宜蘭縣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

地方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本縣國中小學身體自
主權演講、宜蘭監獄防治家暴演講

電話：(03)9252908/09128600383
信箱：attorneytseng@gmail.com

林書毅
(男)

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研究所語言學組

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英語系雙主修

3.羅東社區大學講師(影像、性別、心理學)

4.國立宜蘭高級中學性別教育研習(男性與性別成長)

5.2015-2017年台灣同志大遊行前導花車主持人

6.宜塊來彩虹元遊會執行團隊

7.全台教育工作者串連「我支持認是同志教育」發起人

電話：(03)9890889/0921824851
信箱：mars6618@gmail.com

蔡晏霖
(男)

1.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人類學(性別研究)博士

2.美國奧勒岡大學人類學系研究所碩士

3.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
4.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5.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6.宜蘭「原色思潮」社團指導老師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性別及宜蘭農業相
關著作、研究、出版、授課或演講、處理校內性
別平等事件、校內及宜蘭地區性/別有善活動

電話：0912434904
信箱：yenlingtsai@gmail.com

黃淑怡
(女)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
中心

1.荷蘭烏特列支大學性別研究所博士

2.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3.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修暨英國語文學系輔修學士

4.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書記

5.台灣科技大學工程院兼任助理教授

6.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利事業基金會國際事務部專員務部專員
7.社團法人檢察官改革協會執協會執行秘書

8.財團法人臺灣促進和平文教平文教基金會國際事務部專員務部專員

9.婦權基金會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推薦專家學者

家庭暴力司法服務、兩岸反家庭暴力專業人員實
習交流計劃、校內外與政府機關性別平等相關宣
導活動與座談、校內外性平事件處理業務、協助
法案推動、與國外相關非政府組織連結織連結、
推廣反戰和平社會教育、國際參訪聯繫、翻譯臺
灣時事、撰寫國際合作企劃案

電話：0978442097
信箱：syhusr@gmail.com

王蔚婷
(女)

英美語言文化學
系主任

1.美國喬治亞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哲學博士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性別人口、婚姻及
家庭、消除性別歧視、性別教育

電話：0933400110
信箱：133321@mail.tku.edu.tw

黃愛珍
(女)

教育行政學系講
師

1.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2.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碩士

3.東華大學法律相關課程教學講師

4.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獨任調解人

CEDAW與生活、婦女權益倡導及性別平等、性
別與法律、特殊境遇家庭暨兒童少年福利相關法
律問題、針對不同對象設計課程及運用影音教

CEDAW、職場性騷擾與性別平權宣導、性別法
治教育、花蓮縣政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學者

電話：0913624285
信箱：carolhij@gms.ndhu.edu.tw
carolhij32@gmail.co



現職服務機關(單位) 職稱 學經歷 性別事務專業領域專長 聯絡方式 審核結果

16 野百合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家暴社工專業訓練 通過

17 國立宜蘭大學 講師 通過

18 花蓮縣政府 公職社工師 通過

19 理事長 通過

20 宜蘭社區大學 文史工作者 通過

21 佛光大學社會大學社會系 助理教授 通過

22 社團法人女人連線 副秘書長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 通過

23 執行長 通過

24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 通過

25 執行長 性別與勞動、性別與經濟財經、性別與社會福利 通過

26 宜蘭市公所 主任秘書 通過

姓名
(性別)

翁慧真
(女)

社工師事務所負
責人

1.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

2.婦女機構外聘督導

3.婦女救援基金會研究員主任

電話：02-25319060/0922712572
信箱：socialwork@formosa-lily.com.tw

張松年
(男)

1.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碩士

2.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諮商組組長

性別教育‧媒體‧文化、消除性別歧視、人身安
全與性主權保障、消除性別歧視、人身安全與性
主權保障(含家庭及性別暴力防治)

電話：(03)931-7171
信箱：snchang@niu.edu.tw

陳尹雪
(女)

1.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畢業

2.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碩士班畢業

3.臺北市政府駐校社工員

4.職訓局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羅東就業服務站個案管理員

5.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社工督導

性別人口、婚姻及家庭、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
發展

電話：(03)822-7171

侯元芳
（女）

社團法人宜蘭縣溫馨家庭
促進協會

1.實踐大學家專社工科畢業

2.蘭馨婦幼中心主任

3.竹林養護院執行秘書

4.宜蘭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5.宜蘭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6.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7.宜蘭縣非營利幼兒園審議會委員

8.宜蘭縣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審議會委員

性別人口、婚姻及家庭、消除性別歧視、人身安
全與性主權保障

電話：0919203303
信箱：52lilyqueen@gmail.com

張美鳳(
女)

1. 社區大學講師
2. 「宜蘭阿媽故事館籌備會」召集人

3.「宜蘭阿媽故事館籌備會」召集人

4.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四、六屆委員

女性口述歷史與文物採集、性別課程教學、女性
故事的採集與撰寫

電話：0936617660
信箱：mfong7964@gmail.com

林倩如
(女)

1.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2.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 Sociology 博士
3.新竹縣勞資和諧促進會顧問

4.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八屆委員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原理、勞動社會學、
社會變遷、全球化、性別

電話：0972724991
信箱：Chien_ru@hotmail.com

陳書芳
(女)

1.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2.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八屆委員

電話：02-33221340
信箱：twloffice555@gmail.com

黃怡翎
(女)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安全健
康連線

1.東吳大學政治系學士
2.《過勞之島：台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作者

3.立法院黃淑英委員國會助理

4.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八屆委員

性別與遷移(跨國婚姻、新移民女性、跨國移工、
人口販運等)、性別與地政

電話：02-23217648 0926-480962
信箱：curly.1023@yahoo.com.tw

洪雅莉
(女)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
業基金會

台北市分事務所
主任

1.勵馨基金會執行長、勵馨基金會專員

2.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八屆委員
電話：(03)9315995、0935280562

陳凌鳳
(女)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
聯合勸募基金會

1.國立中興大學財稅系
2.華山基金會站長

3.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八屆委員

電話：039328822分機580

楊秀川
(男)

1.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2.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副處長
3.宜蘭縣政府社會處處長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婚姻關係及家庭發
展、性別平等意識、消除性別歧視、性別與婦女
福利政策、全球化下的新移民女性台灣外籍與大
陸配偶社會排除與社會融合之研究

電話：(03)9325164 
信箱：yangshiow@mail.e-land.gov.tw



現職服務機關(單位) 職稱 3 性別事務專業領域專長 聯絡方式 審核結果

27 元日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地方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法律與性別相關議題 通過

28 執行長 通過

姓名
(性別)

林忠熙
(男)

1.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2.宜蘭縣(礁溪鄉、蘇澳鎮)教師研習講授校園正向管教、性別平等

3.花蓮經濟部工業局美崙工業區講授性別平等議題

電話：(03)9358921/0920149677
信箱：jameslin@osalaw.com.tw

黃淑玲
(女)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
婦幼中心

1.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理事

2.佛光大學通識中心性別平等教育學程講師

3.內政部移民署北區在職教育課程講師

4.宜蘭縣體育會鐵人三項運動委員會性別平等課程講師

5.宜蘭縣勞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業階訓練中心講師

6.宜蘭縣性騷擾防治教育課程講師

7.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性別工作教育課程講師

8.羅東林區管理處從CEDAW淺談職場性別平等講師

9.與國際接軌：「落實性別平等人權司法倡議計畫」

10.台灣防暴聯盟深根倡議計畫                

11.民主基金會多元文化與弱勢人權國際論壇

12.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八屆委員

司法倡議、性別就業機會、經濟安全與照顧福利
、性別人口、婚姻及家庭、性別公共參與、消除
性別歧視、人身安全與性主權保障（含家庭及性
別暴力防治、國際移動人口問題之性別人權保障
、地方性性別事務推動及發展、性別議題之總體
規劃(含預算之審議、研究發展推動、協調及政策
宣導、出版事務、人才培育、性別統計分析與資
料運用)

電話：(03)9510518#202/0921130945
信箱：Lanshinroton23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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