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推動修復式司法執行小組 

編號 職務 姓名 職稱 備註 

1 主任委員 邢泰釗 檢察長  

2 諮詢委員 廖英藏 中崙聯合診所院長  

3 諮詢委員 陳祖輝 臺北大學教授  

4 諮詢委員 黃蘭媖 臺北大學教授  

5 委員 陳淑貞 台北律師公會  

6 委員 陳韻琴 
國際教練協會 ICF 認證專業教練、更

生輔導員 

 

7 委員 謝澤銘 心理諮商師  

8 委員 曾俊魁 牧師  

9 委員 釋淨玄 法師  

10 委員 黃連福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主任

委員 

 

11 委員 林炳耀 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主任委員  

12 委員 徐慧英 
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科

長 

 

13 委員 黃冠運 本署主任檢察官  

14 委員 張智堯 本署主任檢察官  

15 委員 劉寬宏 本署主任觀護人  

16 委員 邱秀玉 本署書記官長  

17 委員 楊千慧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

執行秘書 

 

18 委員 劉宗慧 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主任  
  

附件 1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修復式司法方案專責小組 

編號 職務 姓名 現職 備註 

1 召集人 廖英藏 中崙聯合診所院長  

2 副召集人 黃冠運 本署主任檢察官  

3 副召集人 張智堯 本署主任檢察官  

4 副召集人 劉寬宏 本署主任觀護人  

5 評估委員 徐慧英 

前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社會工作科科長 

曾任台北市家防

中心組長及秘

書，協助家暴案

之評估 

6 派案人(督導) 陳韻琴 

國際教練協會 ICF

認證專業教練 

美國 True Colors 性

格特質測評認證講

師 

救國團義務張老師 

台北市政府訴願

委員會主任秘書

退休 

7 派案人(督導) 謝澤銘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

師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心理諮商督導 

 

8 專責小組秘書 林雅櫻 本署觀護人  

9 專責小組秘書 沈雅靜 本署觀護人  

 

  

附件 2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人才資料庫 

編號 姓名 現職 備註 

1 廖英藏 中崙聯合診所院長 召集人 

2 陳韻琴 國際教練協會 ICF 認證專業教練  

3 曾俊魁 牧師  

4 釋淨玄 法師  

5 謝澤銘 諮商心理師  

6 黃耀進 精神科醫師  

7 鄧文章 諮商心理師  

8 潘琴葳 諮商心理師  

9 詹素芬 律師  

10 史淑貞 
前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兒童少年保護組督導 

 

11 劉尚敏 淡江大學諮輔組卓越計畫兼任輔導老師  

12 劉芳棋 榮譽觀護人  

13 陳維若 保護志工  

14 楊秀梅 更生輔導員  

15 湯忠正 更生輔導員  

16 謝瑤偉 空中大學面授老師  

17 鄧樂維 研究助理  

18 曾子奇 社團法人放心窩社會互助協會總幹事  

19 
許芳萍 義務張老師志工、 

任林基金會讀書會帶領人 

 

20 陳玉華 高蓋茨法律事務所經理  

21 陳廣圻 臨床心理師  

22 康慧貞 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辦公室主任  

23 陳淑貞 律師  

24 杜俊謙 律師  

25 李靜華 律師  

26 李錫永 律師  

附件 3 



編號 姓名 現職 備註 

27 江皇樺 律師  

28 辛佩羿 律師  

29 李基益 律師  

30 林子琳 律師  

31 張紋綺 律師  

32 古宏彬 律師  

33 施泓成 律師  

34 朱健興 律師  

35 林國忠 律師  

36 張敏玲 律師  

37 徐黛美 律師  

38 吳怡德 律師  

39 許宏宇 律師  

40 許家華 律師  

41 施怡君 律師  

42 孫斌 律師  

43 胡志彬 律師  

44 林盛煌 律師  

45 邱瓊儀 律師  

46 陳奕光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  

47 甘秀瓊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  

48 張忠誠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  

49 張毓桓 律師  

50 蔣大偉 國防大學法律系講師  

51 林玉恩 聖約翰科技大學諮商輔導組  

52 王瑋琪 
中國文化大學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約聘心理師 

 

53 沈若楠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醫療專案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