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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呂欣潔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執行長

同志運動史、多元性別與社會工

作、親密關係暴力、性別教育、

國際工作等

是，學生社團

可討論。
0912214321 jenlutw@equallove.tw

2 鄧筑媛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副執行長

女性主義、性別與法律、政治倡

議

是，學生社團

可討論。
0919275115 cyteng@equallove.tw

3 林均諺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對外關係資深專案經理

性平教育、情感教育、群眾對話

與溝通、同志社群文化與社會處

境

是，學生社團

可討論。
0928341456 seblin@equallove.tw

4 陳玉珂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公眾對話與募款專案經理

公投經驗分享、認識同志、民眾

對話與溝通、地方政治倡議與合

作

是，學生社團

可討論。
0917898707 zoeyyuke@equallove.tw

5 朱一宸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政治倡議組研究員兼任法務

性別與法律、社會運動與法律變

遷、法實證研究

是，學生社團

可討論。
0987717120 cyc@equallove.tw

6 陳荐宏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政治倡議暨企劃專員

性別與社群媒體、認識同志、同

志生命經驗分享

是，學生社團

可討論。
0989795775 leochen@equallove.tw

7 許乃丹
女權會／理事長

許乃丹律師事務所／律師

性別與法律、性別主流化、多元

性別暴力
是

8 蔣琬斯

女權會／副理事長

國立屏東大學大武山學院／

兼任助理教授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性別議題、

情感教育、性別與科學
是

9 黃嘉韻
女權會／副理事長

張銘峰律師事務所／顧問

性別與法律、性別平等教育、多

元性別議、情感教育
是

10 鄭子薇

女權會／理事

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

性別與法律、同婚專法、同志相

關法律權益
是

11 吳宜霏

女權會／理事

中華民國拳擊武術有氧

體適能協會／理事

多元性別議題 是

12 吳品賢

女權會／理事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助理教授

多元性別議題 是

13 黃璨瑜
女權會／理事

高雄市河堤診所／主治醫師

性別與醫療、多元性別議題、跨

性別議題
是

14 蔡麗玲

女權會／監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研究所／教授

性別教育、性別主流化、多元性

別議題
是

15 游美惠

女權會／監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研究所／教授

性別教育、性別主流化、多元性

別議題
是

16 林豫芬

女權會／常務監事

高雄國教輔導團性平小組／

榮譽輔導員

性別教育、多元家庭議題、繪本

教學
是

17
楊嘉宏 女權會／理事

高雄路竹國中專任輔導老師
性別教育、多元性別議題 是

18 王紫菡

女權會／秘書長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

士／高雄市政府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委員

性別教育、多元性別議題 是

19

承辦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社會大

眾認識多元型態家庭教育推廣計

畫」課程主題包含：認識多元型

態家庭(含多元性別與同志家庭議

題，線上課程亦可)

否

辦公室電話：07-

3979672分機32

女權會公務機：

0968318589

20 王秀雲

高雄婦女新知協會/理事

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

醫學科/教授

性別平權、女性議題 是 0937-707374 dafay65@gmail.com

21 焦婷婷
高雄婦女新知協會/監事

高雄市三民高中/退休教師
性別平權、女性議題 是 0931-857001 chiaotting@gmail.com

女權會公務機：

0968318589

kapwr1999@kapwr.org

女權會種子講師群

1.若有CEDAW／性別主流化在職訓練需求

或性別平等教育演講需求皆可申請。

2.若需符合性別人才資料庫／教育部性平

人才師資褲可提前告知。

高雄市多元性別課程講師資源
講師名單係由各單位(團體)提供，倘有課程等需求各局處請逕洽團體或與講師討論。

製表日期：1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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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鍾安峻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副秘書長/嘉南藥理大學兼任

講師

多元性別議題研究

男同志戒癮研究

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意識培

力

性別主流化概論與政策實務(含概

念、緣起、國內發展與國際現狀

方案、計畫、措施)

是 07-2351010 gaygay101010@gmail.com

23 吳孟姿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社工主任/嘉南藥理大學兼任

講師

多元性別議題研究、男同志戒癮

研究、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

意識培力、性別主流化概論與政

策實務(含概念、緣起、國內發展

與國際現狀方案、計畫、措施)

是 07-2351010 rose_wu@hotmail.com

24 劉昭妤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企劃專員

多元性別議題研究、男同志戒癮

研究、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

意識培力

是 07-2351010 sunshine10khh@gmail.com

25 陳皇旭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企劃專員

多元性別議題研究、男同志戒癮

研究、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

意識培力

是 07-2351010 sunshine10khh@gmail.com

26 劉境琳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企劃專員

多元性別議題研究、男同志戒癮

研究、性別基礎概念或性別平等

意識培力

是 07-2351010 sunshine10khh@gmail.com

27 余庭煇博士

WorldPride2025籌備委員會/

委員

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副

研究員

酷兒理論、華人同志文化；性

別、種族與遷移、性別與多元性

別等

可討論 0979154251 tingfai.yu@cefc.com.hk

28 高偉恩
社團法人高雄市同志遊行聯

盟協會/ 常務理事
變裝皇后、性別展演、戲劇教育 是 0938909721 beautyn44632@gmail.com

29 林亞彤
社團法人高雄市同志遊行聯

盟協會/ 理事

變裝皇后、性別展演、戲劇、非

二元性別認同分享
是 0938675681 asakimu77@gmail.com

30 梁展輝

WorldPride2025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

社團法人高雄市同志遊行聯

盟協會/ 常務理事

跨國同婚、生涯規劃、同志婚後

生活、創業與行銷
可討論 0905750512 guzifernoa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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