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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師資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序） 

109.07.22 更新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1. 丁雁琪 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執行長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生

存及發展權、尊重兒童

意見） 

cathwelservice@cs.org.t

w 

2. 王韻茹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lawyjw@ccu.edu.tw 

3. 王招萍 雲林縣雲萱基金會執行長 

1. 第 16 條 

2. 第 5、9-10、18-21、

27(4)條 

unsen0716@yahoo.com

.tw 

4. 王枝燦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所社會工作

組助理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chihtsan@nhu.edu.tw 

5. 王兆慶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組組長 第 18 條 bernard@pwr.org.tw 

6. 王舒芸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

教授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shuyung@gmail.com 

7. 王俐容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教授 

1.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2. 特別保護措施 
ljwang@ncu.edu.tw 

8. 王麗容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wanglr@ntu.edu.tw 

wanglr@ccms.ntu.edu.t

w 

9. 王明鳳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教授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x00003235@meiho.edu

.tw 

mailto:cathwelservice@cs.org.tw
mailto:cathwelservice@cs.org.tw
mailto:wanglr@ntu.edu.tw%20;%20wanglr
mailto:wanglr@ntu.edu.tw%20;%20wanglr
mailto:wanglr@ntu.edu.tw%20;%20wang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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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10. 王金敦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南台中家扶中心主任 

1. 生存及發展權 

2. 保護權 

3. 參與權 

king327@ccf.org.tw 

11. 王薇君 
中華民國兒童權益促進協會理

事長 

1.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生命權、生存及發

展權） 

2. 受照顧權（防止暴力

侵害兒童） 

angela510505@gmail.c

om 

12. 白麗芳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執行

長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pailifang@cwlf.org.tw 

13. 呂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小兒胸腔與加護醫學科主任 

1.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2. 受照顧權 

3. 兒童人權與健康 

frankllu@ntu.edu.tw 

14. 李玉璽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副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nccurantaro@gmail.co

m 

15. 李惠宗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htlee@dragon.nchu.edu.

tw 

16. 李宏文 兒童福利聯盟政策中心主任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5. 特別保護措施 

harold@cwlf.org.tw 

carryon76@gmail.com 

17. 李碧琪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

基金會研發專員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3. 結論性意見第 98點 

rd@goodshepherd.org.t

w 

18. 李惠娟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主任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zzpeach@cwlf.org.tw 

mailto:pailifang@cwlf.org.tw
mailto:frankllu@ntu.edu.tw
mailto:nccurantaro@gmail.com
mailto:nccurantaro@gmail.com
mailto:rd@goodshepherd.org.tw
mailto:rd@goodshepherd.org.tw
mailto:zzpeach@cwl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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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19. 李健維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

學校長 

教育人員推動兒童權利

公約 
post@nehs.hc.edu.tw 

20. 李長燦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5. 特別保護措施 

x00002084@meiho.edu

.tw 

21. 宋家慧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主任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sophias@cwlf.org.tw 

22. 沈俊賢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新竹家扶中心主任 

1. 生存及發展權 

2. 保護權 

3. 參與權 

hc.dt@ccf.org.tw 

23. 吳啟安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cpu601408@gmail.com 

24. 吳煜宗 世新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kure2000@cc.shu.edu.t

w 

25. 吳書昀 
國際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工作

學系副教授 

1. 遊戲權 

2. 表意權 

3. 不受任何形式之不當

對待 

sywu@ncnu.edu.tw 

26. 江元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

懷協會秘書長 

1. 受照顧權（保護安

置） 

2. 特別保護措施（司

法） 

hope.taipei@msa.hinet.

net 

27. 何振宇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

理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特別保護措施 

nsrho@nqu.edu.tw 

28. 呂豐足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ftleu@mail.cpu.edu.tw 

mailto:sophias@cwlf.org.tw
mailto:kure2000@cc.shu.edu.tw
mailto:kure2000@cc.s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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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兒童意見） 

3. 違反兒童權利公約之

相關法制 

29. 周大堯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社會工作處處長 

1. 生存及發展權 

2. 保護權 

3. 參與權 

chao8291@ccf.org.tw 

30. 林沛君 
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助

理教授 

1. 第 12 條 

2. 第 20 條 

3. 第 34 條 

97652001@nccu.edu.tw 

31. 林潔 
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助理

教授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87004@mail.wzu.edu.t

w 

rddean@mail.wzu.edu.t

w (許秘書) 

32. 林瑞霞 桃山人文館館長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rslin243@gmail.com 

33. 林月琴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

金會執行長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aileen1685@gmail.com 

34. 林秉賢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國際發展室主任 

1. 生存及發展權 

2. 保護權 

3. 參與權 

max1028@ccf.org.tw 

35. 林金陽 林金陽律師事務所律師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linchenyuang@yahoo.c

om.tw 

36. 林武雄 兒童福利聯盟中區辦事處處長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 兒童最佳利益、生

存及 發展權、尊重兒童

意見） 

leon@cwlf.org.tw 

37. 官曉薇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hwkuan@mail.ntpu.edu

.tw 

38. 孟維德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教

授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mon@mail.cpu.edu.tw 

mailto:rddean@mail.wzu.edu.tw
mailto:rddean@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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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兒童意見） 

39. 姚淑文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winniyao@scu.edu.tw 

40. 洪文惠 臨床督導（自由受聘者）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wenhuei5262@gmail.co

m 

41. 邱坤玉 屏東縣榮華國小校長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4. 特別保護措施 

ckyu1212@yahoo.com.

tw 

42. 施逸翔 臺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特別保護措施 

riverrain308@gmail.co

m 

43. 施慧玲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5. 特別保護措施 

lawamy@ccu.edu.tw  

44. 韋明淑 
嶺東科技大學綜合規劃處附屬

幼兒園籌備處主任 

1. 第 5、9-10、18-19條 

2.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3.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mindywei66@gmail.co

m 

45. 紀惠容 第六屆監察委員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特別保護措施 
secretary@goh.org.tw 

46. 徐仲欣 
社團法人台灣愛克曼兒童及青

少年體驗學習協會創會理事長 

1.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2.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3. 特別保護措施 

hsu.joss@msa.hinet.net 

47. 唐宜楨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

工作學系教授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itang@csmu.edu.tw  

mailto:wenhuei5262@gmail.com
mailto:wenhuei5262@gmail.com
mailto:itang@cs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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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48. 高玉泉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4. 特別保護措施 

bnrdkao@dragon.nchu.

edu.tw 

49. 翁正義 金門縣政府參議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liniou1314@mail.kinme

n.gov.tw 

50. 孫世恆 

1. 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2. 台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常務理事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身

心障礙兒童之教育、訓

練、健康照顧服務、復

健服務） 

lukesuncmu@gmail.co

m 

51. 梁鶯贏 
台灣世界展望會事工發展資源

處資深專員 

1.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2. 受照顧權 

3. 特別保護措施 

lucy_liang@worldvisio

n.org.tw 

52. 陳宜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 第 37(a)條 

2. 受照顧權 

3. 特別保護措施 

ysichenchen@gmail.co

m 

53. 陳政智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

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 受照顧權 

2.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3.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chchchen@kmu.edu.tw 

54. 陳竹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教授 

1. 第 9-10、19、27(4)條 

2. 特別保護措施 
jwushang@gmail.com 

55. 陳逸玲 財團法人台灣展翅協會秘書長 

1.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2. 第 34 條 

yiling.chen@ecpat.org.t

w 

56. 陳志道 
台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理

事長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cdchen0815@gmail.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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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57. 陳乘斌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社工處企劃組主任 

1. 生存及發展權 

2. 保護權 

3. 參與權 

ch37@ccf.org.tw 

58. 陳雅敏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審判長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yeamin@judicial.gov.tw 

59. 許坋妃 
樹德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士學

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特別保護措施 

fenfeil@gmail.com 

60. 許翠玲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法官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tsuiling@judicial.gov.t

w 

hsu.tsuiling@gmail.co

m 

61. 郭淑美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南高雄家扶中心主任 

1. 生存及發展權 

2. 保護權 

3. 參與權 

shu_mei1207@ccf.org.t

w 

62. 張開華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南區辦

事處主任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kaihwa@cwlf.org.tw 

63. 張英陣 

1. 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

金會執行長 

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

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yc66c@ncnu.edu.tw 

64. 張淑慧 台灣照顧管理協會理事長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crime1201@gmail.com 

65. 胡中宜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

授兼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表意權 cyhu@mail.ntpu.edu.tw 

66. 程恩蓓 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講師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生
emily.bb@msa.hinet.net 

mailto:yeamin@judicial.gov.tw
mailto:yc66c@ncnu.edu.tw
mailto:emily.bb@msa.hinet.ne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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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及發展權、尊重兒童

意見） 

67. 黃葳威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vhuang@nccu.edu.tw 

68. 黃俊杰 
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特

聘教授 
公民權及自由權 law.cch@msa.hinet.net 

69. 黃嵩立 

1.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

人 

2.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

所教授 

1.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2. 人權與社會正義 

3. 人權公約原則及政府

義務 

songlih@gmail.com  

70. 黃淨愉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125693@mail.fju.edu.t

w 

71. 黃慧玲 雲林縣婦幼關懷協會理事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Marcela520@gmail.co

m 

72. 黃翠紋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

教授 

1. 受照顧權 

2. 特別保護措施 
wen@mail.cpu.edu.tw 

73. 黃詩淳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受照顧權 schhuang@ntu.edu.tw 

74. 黃怡碧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兒童權利公約重要理念

導讀 

yibee.huang@cwtaiwan

.org.tw 

yibee.huang@gmail.co

m 

75. 童小珠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

教授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hctung105@gmail.com 

76. 游美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

研究所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特別保護措施 

mkyu@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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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77. 葉大華 

1. 第六屆監察委員 

2. 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

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3. 特別保護措施 

vitayeh@pchome.com.t

w 

78. 楊芳婉 第五屆監察委員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fangwyang@gmail.com 

79. 楊金寶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幼兒保

育系教授兼副校長 

1. 受照顧權 

2.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kinbao@ntunhs.edu.tw 

80. 楊丹琪 
兒童福利聯盟研究發展處研究

員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 兒童最佳利益、生

存及 發展權、尊重兒童

意見） 

tanchiyang@cwlf.org.t

w 

81. 廖宗聖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5. 特別保護措施 

lawtsl@ccu.edu.tw 

82. 廖福特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

員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ftliao@sinica.edu.tw 

83. 蔡沛倫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政策

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2.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 

3.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兼任助

理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5. 特別保護措施 

peilun.ts@gmail.com 

84. 蔡盈修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

福利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yhtsai@pu.edu.tw 

85. 蔡穎芳 靜宜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 第 3 條 

2. 特別保護措施 
iftsai@pu.edu.tw 

86. 蔡坤湖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who@judicial.gov.tw 

mailto:ftliao@sinica.edu.tw
mailto:who@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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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87. 蔡雯瑾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社工處研發組主任 

1. 生存及發展權 

2. 保護權 

3. 參與權 

ccflinda@ccf.org.tw 

88. 劉梅君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1. 受照顧權 

2.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3.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meicliu@nccu.edu.tw 

89. 劉黃麗娟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

教授 

1. 特別保護措施 

2. 人權理事會審查機制 
liuhuang7@gmail.com 

90. 葉郁菁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

授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ycyeh@mail.ncyu.edu.t

w 

91. 葉肅科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yesuke@ngu.edu.tw 

92. 郭貴蘭 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秘書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 兒童最佳利益、生

存及 發展權、尊重兒童

意見） 

nana195661@gmail.co

m 

93. 鄧衍森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系教授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teng@scu.edu.tw 

94. 鄭津津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特別保護措施 

lawccc@ccu.edu.tw  

95. 鄭麗燕 

1. 前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2. 世新大學助理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 

特別保護措施 liyen333@hotmail.com 

96. 鄭瑞隆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暨研

究所教授兼任學務長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crmjlc@gmail.com 

97. 賴月蜜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emily328@mail.tcu.edu

.tw 

mailto:teng@scu.edu.tw
mailto:lawccc@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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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5. 特別保護措施 

98. 賴芳玉 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info@oasislaw.com.tw 

99. 賴淳良 

1.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兼任專業技術人員副教授

級 

2.華嚴法律事務所律師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hlcllay@gmail.com 

100. 盧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

教育學系副教授 

1.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2.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snoopylu001@gmail.co

m 

101. 盧禹璁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教授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landman@mail.cnu.edu.

tw 

102. 謝惠真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台南嬰兒之家主任 

1. 概論 

2.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3. 替代性照顧服務 

babycenter@goodsheph

erd.org.tw 

103. 謝靜慧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 與兒權公約有關議題 simon@judicial.gov.tw 

104. 謝曉雯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台北家扶中心主任 

1. 生存及發展權 

2. 保護權 

3. 參與權 

amy1952@ccf.org.tw 

105. 鍾宜芳 

1.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

工作團隊召集人 

2. 台灣南方社會力聯盟秘書長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4. 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5. 特別保護措施 

e09210813@gmail.com 

mailto:info@oasislaw.com.tw
mailto:landman@mail.cnu.edu.tw
mailto:landman@mail.cnu.edu.tw
mailto:babycenter@goodshepherd.org.tw
mailto:babycenter@goodshepherd.org.tw
mailto:simon@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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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可講授重點 E-MAIL 

106. 鄒國蘇 

1.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兒童發

展評估療育中心兼任主治醫

師 

2. 台灣兒童青少年發展障礙學

會理事長 

1. 原則性條文（禁止歧

視、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及發展權、尊重

兒童意見） 

2.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kstsou624@gmail.com 

107. 魏季李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南投家扶中心主任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wei5433@ccf.org.tw 

108. 顏永銘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概論 

2. 兒童權利保障的國際

面向 

3. 兒童權利與文化 

yyen76@gmail.com 

109. 蘇益志 

1.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所

講師 

2. 有心人兒少家庭輔導工作室

負責人 

1. 公民權及自由權 

2. 受照顧權 

3. 特別保護措施 

t8879576@gmail.com 

110. 蘇碧珠 
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

會執行長 

1. 受照顧權 

2.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suchild29@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