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服務機關
1 李○宸 政治大學刑事法組
2 趙○倢 政治大學刑事法組
3 高○瓊 台大法研所
4 黎○文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暨心理輔導學系
5 陳○甫 臺北大學法研所
6 陳○伃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
7 蔡○安 行政院
8 詹○臻 國北教大文教法律碩士班
9 盧○鎮 行政院

10 邵○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 王○富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2 尹○菁 政治大學
13 王○凱 高等檢察署
14 陳○鈴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5 翁○富 國立政治大學
16 彭○暉 立法院
17 陳○財 新竹市警察局
18 楊○絜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在學）
19 洪○軒 寰瀛法律事務所
20 陳○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1 趙○灝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22 黃○達 中國文化大學
23 翁○芳 中華⺠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24 羅○翔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
25 劉○承 立法委員邱顯智國會辦公室
26 王○翔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研究生
27 蘇○蓁 桃園地方法院
28 楊○榛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29 蕭○豪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刑法組
30 力○佑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31 王○渝 輔仁大學
32 鍾○蕙 國立臺北大學
33 郭○介 玄奘大學∕法律系
34 蘇○瑄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35 葉○瑜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36 林○敏 司法官學院
37 石○儒 司法官學院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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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丁○欣 TransPerfect 翻譯公司
39 陳○年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40 張○維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41 伍○蓉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42 林○惠 國立空中大學
43 方○洀 方錫洀律師事務所
44 方○ 財團法人中華⺠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
45 黃○恩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46 范○銘 耕莘護專
47 林○君 永平國小
48 范○麟 臺北醫學大學
49 范○云 中國醫藥大學
50 許○銘 彰化縣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1 尹○菁 政治大學法研所
52 李○⻘ 中央警察大學
53 王○婷 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
54 汪○影 東海大學
55 劉○薇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56 葉○君 刑事警察局
57 林○君 刑事警察局
58 鄭○譯 銘傳大學
59 呂○寧 銘傳大學
60 趙○慶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61 陳○如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62 張○領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
63 劉○廷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
64 李○龍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65 魯○遠 法務部檢察司
66 陳○君 中央警察大學
67 林○子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桃園分會
68 林○頻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桃園分會
69 陳○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70 李○香 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1 李○臻 社會局
72 許○亭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73 劉○豪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74 許○瑋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75 張○維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76 林○碧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77 劉○豪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78 石○銓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79 蔡○樺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80 張○銘 財團法人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
81 彭○堡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82 蔡○亮 文化法研所
83 張○忻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84 劉○蓁 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85 詹○文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86 郭○恩 法務部廉政署
87 王○婷 法務部廉政署
88 張○鈞 法務部廉政署
89 王○ 法務部廉政署
90 李○惠 內政部警政署
91 鄭○語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92 鄭○騰 文化大學法學院
93 李○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4 紀○光 法務部檢察司
95 賴○穎 誠正中學
96 徐○然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97 楊○妤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
98 李○渝 衛生福利部心口司
99 林○雯 臺北地院
100 何○玉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101 陳○珠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102 劉○英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103 王○義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104 易○君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105 潘○美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106 張○婷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107 陳○鈴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08 高○發 桃園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09 徐○洋 桃園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0 簡○程 桃園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1 李○相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