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栗 縣 性 平 人 才 資 料 庫
序號

1

姓 名

現

職

學

歷

加拿大卑詩大學女性人力
資源博士後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
會科學所博士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
胡愈寧
美國聖母大學企業管理碩
會所專任副教授
士
東吳大學社會學(社會工作
組)碩士學士

私立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
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肄業

經

歷

聯絡方式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所專任副教授兼所
長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專任副教授兼
系主任
電話：02-29308097
經濟部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CPC)管理師 行動：0912787161
兼經理
E-mail：maggie@nuu.edu.tw
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專任副研究員副
教授
台灣經濟研究院兼任副研究員
海洋大學、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
合作金庫銀行領組
造橋鄉公所調解會秘書

2

黃淑齡 律師

3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教育部縣市政府社區大學業務推動評鑑委員
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
與數位行銷學系助理教 德國特里爾(Trier)大學社 暨社區大學獎補助款審查委員
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複審委員
授
會學博士
陳君山 社團法人台灣夢想城鄉 東吳大學社會學學士、社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顧問
政大社區學習研究發展中心委員
營造協會理事長
會學碩士
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培訓講師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社區大學「學校經營與
公共參與」認證委員

電話：037-377801
行動：0983007408
E-mail：
lawyer.slh@gmail.com

電話：037-382675
行動：0989905304
E-mail：chen201@nuu.edu.tw
js.chen201@gmail.com

曾參與性
別影響評
估案

性別

是

□男
■女

否

□男
■女

是

■男
□女

4

5

6

7

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
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
羅明華 台中市、苗栗縣、彰化
博士
縣性別平等教育會委員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中正大學成人教育暨犯罪
黃瑞汝 中華民國書香關懷協會
防治研究所
理事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
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
授
許雅惠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彰化縣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曾國修

英國巴斯大學社會政策博
士
（University
of Bath）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碩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短期訪問
學者（2008）

玄奘大學法律系專任講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博
師
士班(肄)

台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
事
台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常務監事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行政院性平委員性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財團法人拓凱教育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
彰化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玄奘大學人事主任、主任秘書
新竹市副市長
新竹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
新竹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新竹縣不動產糾紛調解委員

電話：0422183031
行動：0926387070
E-mail：
lmh@mail.ntcu.edu.tw
電話：0422183031
行動：0926387070
E-mail：
r2041huang@gmail.com

電話：049-2910960#2855
行動：0920336803
E-mail：yhds@ncnu.edu.tw

電話：0225022773轉5526
行動：0916050740
E-mail：
tgs@wmail.hcu.edu.tw

是

■男
□女

是

□男
■女

是

□男
■女

是

■男
□女

8

9

11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
協會總監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
員會委員暨社會參與小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
王介言 組召集人
屏東縣性別平等促進委 究所碩士
員會委員
高雄市性騷擾防治委員
會委員

翁慧真

何振宇

野百合社會工作師事務 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
所 負責社工師
學系

金門大學社會工作系
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學士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
班（就讀中）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高雄市家暴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漢聲電台高雄台「男人、女人」主持人
漢聲電台高雄台「讀書會開步走」主持人南
洋台灣姊妹會理事
社區工作者交流站召集人
讀書會資源網絡召集人

電話：07-2294060
行動：0933016012
E-mail：
b9041041@ms74.hinet.net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助理
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三立漁夫評論企劃編輯
婦女救援基金會研究員／社福部主任
台北市單親家庭服務中心主任
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總幹事
九十年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及格

電話：02-25319060
行動：0922712572
E-mail：
socialwork@formosalily.com.tw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中區辦事處處長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秘書兼主任
台中縣南投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台中縣兒童及少年福利委員會委員
國立空中大學、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秘書長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台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理事長
任林教育基金會董事
台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東海大學社工系、朝陽科技大學社工系、及
台中教育大學區社系講師

電話：02-27189595
行動：0921-330657
E-mail：nsrho0813@gmail.tw

是

□男
■女

是

□男
■女

是

■男
□女

12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社
政治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 會科學學院院長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 究所博士 東吳大學社會研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授
朱美珍 會工作學系專任教授兼 究所社會工作組碩士輔仁 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系專任教授兼主時
學務長
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教授
學士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教授
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系專任教授

13

苗栗縣勞資關係協會
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
苗栗縣防制就業歧視暨
陳宗禮
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外
聘委員

台灣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採油工程處
出磺坑礦場 場長
育達科技大學企管系兼任講師
苗栗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勞資爭議獨
任調解人
苗栗縣政府防制就業歧視暨性別工作平等委
員會委員

鄭麗燕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書記官、台灣板橋地方法
院法官、法務部民法親屬編修正委員會委
員、中國時報生活法律信箱主筆、現兼任內
政部兒童局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委
員、台北市政府社會福利委員會委員

國立空中大學畢

中國國民黨獅潭鄉黨部主任
縣黨部組長
大湖鄉婦女會理事長
鄉民代表
婦聯會苗栗縣分會總幹事
苗栗縣婦幼安全協進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婦女會總會工作委員
苗栗縣女童軍會常務理事

14

15

胡娘妹

大湖鄉鄉長

電話：03-5302255
行動：0910-211828
E-mail：
janeju64@hcu.edu.tw

電話：037-221300 -260
行動：0955654270
傳真：037-229428
E-mail：050008@cpc.com.tw
m0955654270@gmail.com

電話:02-23146871-6043
E-mail：
Liyen333@hotmail.com

電話：037-995868
行動：0937-586762
傳真：037-993833
E-mail：
mlc_meyhwu@yahoo.com.tw

是

□男
■女

是

■男
□女

否

□男
■女

否

□男
■女

16

郭悅枝 苗栗縣婦女會理事長

17

苗栗縣婦幼安全協進會
理事長、法務部修復式
司法試行方案苗栗地檢
署督導、促進者法務部
矯正署苗栗看所守教誨
志工、舞蹈老師、讀書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文化創
賴梅春 會帶領人
意設計研究所設計學碩士
苗栗市公所調解委員會
委員、苗栗地方法院家
事調解委員、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苗
栗分會委員、苗栗縣性
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委員

18 王翊涵

19 王君儀

台中商專畢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 英國約克大學‧女性研究
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中心博士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理事
東海大學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
館督導

社會學系

後龍鎮婦女會理事長
苗栗縣婦女會常務理事

苗栗縣立大倫國民中學教師退休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苗栗分會主任
委員
大明寺社區大學講師

電話：037-722532
行動：0910-722532
E-mail：
ylflower@yahoo.com.tw

電話：037-263200
行動：0928489826
傳真：
E-mail：meichuen@gmail.com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專任助理
教授

電話：：(04)7232105
行動：0912-730661
Email:evawang@cc.ncue.edu.
tw

高雄加工出口區性別平等委員
報社記者

行動：0932-581997
E-mail：
jywang0121@gmail.tw

否

□男
■女

否

□男
■女

否

□男
■女

否

□男
■女

20 何碧珍

21 陳燕禎

台灣展翅協會 副理事
長
綠色21台灣聯盟 理事

私立淡江大學法文系畢
私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研
究所學分班修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 博士
英國Bath巴斯大學社會和
育達科技大學健康照顧 政策科學 博士研究
社會工作系專任副教授 英國新堡大學、美國加州
長堤大學、香港大學、日
本、荷蘭、西班牙等國進
修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內政部、經濟部、衛福部、故宮博物院等部
會性平小組委員
桃園市性平會委員及基隆市、苗栗縣婦權會
委員
台北市都發局、新北市文化局、台中市地稅
局性平小組委員
行動：0935-045243
衛福部106年度培力地方政府推展婦女福利業 E-mail：bihjenh@gmail.com
務計畫委員
國家婦女人才庫「性別主流化」、CEDAW推薦
講師
人事總局公務人力中心「性別主流化」授課
講師
衛福部地方縣市社會福利婦女業務考核委員

苗栗育達科技大學 主任秘書、研發長；元智
大學專任副教授；玄奘大學專任副教授；靜
宜大學、朝陽大學、空中大學副教授等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 主任秘書、秘書、專員、
股長、科員等職
台灣省立花蓮仁愛之家 院長
台灣省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社會工作組組長
台灣省彰化仁愛之家社工員
省立彰化仁愛之家（老人機構）社工員
省立南投啟智教養院 （身障機構）保育員等

電話：037-651188轉6202(研
究室)
行動：0930-947948
傳真：037651225
E-mail：
yjchen1231@yahoo.com.tw

是

□男
■女

否

□男
■女

22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所肄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
畢
事業基金會苗栗分事務
‧社工師證號 內授中社字
所 主任
葉孟欣
第1000702320號
苗栗縣社會工作師公會
‧100年度內政部社會工作
第四屆理事
專業人員-服務績優類表揚
‧107年度苗栗縣績優社工
人員-卓越貢獻獎表揚

23 李威霆

24

王佩玲

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
位行銷學系副教授兼系 巴黎第五大學人口社會學
主任
博士、巴黎第八大學精神
新竹市性平委員
分析碩士
台灣自來水公司性騷擾
申訴評議會委員

國立暨南大學社會工作 美國Rutgers 大學刑事司
暨社會政策系副教授
法博士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苗栗分事
務所 社工員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苗栗分事
務所 專案督導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苗栗分事
務所 性別與倡議專員
苗栗縣家暴相對人鑑定處遇計畫鑑定人員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外聘督導
苗栗縣社會工作師公會第三屆理事

行政院性別主流化專家學者
台中市性平委員
苗栗縣性平委員、婦權委員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
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法國國家科學院（CNRS）當代社會研究所（
IRESCO）研究員
法國家庭精神醫療協會專案研究員

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組長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組長

電話：
(037)260-035
行動：0921-323459
傳真：
(037)260-071
E-mail：goh382@goh.org.tw

電話：037-382676
行動：0912139532
傳真：
E-mail：datoyu@hotmail.com

電話：049-2910960#2893
行動：0919049060
傳真： E-mail：
plwang@ncnu.edu.tw

是

□男
■女

是

■男
□女

否

□男
■女

中華民國啟智協會 理事
苗栗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幼 玄奘大學社會科學院 社會
25 林勤妹
委員
安教養院 院長
福利學系

26

27

現任：
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
會 理事長
台中市婦女權益促進委
員會 委員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麥玉珍 越語 顧問
社會大學
彰化社區大學越語教學
講師
浩秬企業社 特助
苗栗縣新住民事務委員
會第一屆委員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及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
黃寶中 教授
台中地方法院家事事件
調解委員

學歷/證照
英國約克大學社會學系博
士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
士

彰化縣越南同鄉會 理事長
彰化縣新移民協會 理事長
彰化縣政府翻譯
彰化縣勞資關係協進會越文講師
員林美語認證中心越文講師
太陽廣播電台89.1
【溫馨越鄉情】節目主持人
國聲廣播電台810
【台灣好媳婦】節目主持人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育達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系專、兼
任助理教授
台中地方法院家事庭家事調解委員
苗栗縣政府稅務局性別平等委員
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學術顧問
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
輔導委員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志願工作服務隊志工督導

電話：037-366995
行動：0933190099
傳真： 037-366885
E-mail：
lee50420@ms24.hinet.net

行動：
0926-718339
0985-677331
yujaen123@yahoo.com.tw

行動：0911779969
E-mail：
hbc5426@yahoo.com.tw

否

□男
■女

否

□男
■女

否

■男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