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講師 職稱 單位名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可宣導地區
J01001 周玉琦 庭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71 全國各區

J01002 吳承學 法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71 全國各區

J01003 吳志強 法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71 全國各區

J01004 歐陽儀 法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71 臺北

J01005 張谷瑛 法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71 臺北

J01006 趙書郁 法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71 臺北

J01007 王靜琳 司法事務官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71 雙北

J02001 許必奇 庭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23652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9號 02-22616714 全國各區

J02002 時瑋辰 法官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23652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9號 02-22616714 全國各區

J02003 王國耀 法官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23652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9號 02-22616714 北部、花東地區

J02004 趙悅伶 法官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23652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9號 02-22616714 雙北、桃園

J02005 陳佳妤 法官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23652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9號 02-22616714 雙北

J03001 蘇素娥 院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154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02-28312321 全國各區

J03002 李昭然 法官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154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02-28312321 士林

J03003 江哲瑋 法官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154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02-28312321 雙北

J03004 林季緯 法官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154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02-28312321 臺北

J04001 鄭吉雄 庭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33053 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 03-3396100 全國各區

J04002 林蕙芳 法官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33053 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 03-3396100 全國各區

J04003 梁志偉 法官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33053 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 03-3396100 桃園

J04004 謝承益 法官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33053 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 03-3396100 桃園

J04005 徐漢堂 法官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33053 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 03-3396100 桃園

J04006 潘曉萱 法官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33053 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 03-3396100 桃園

J05001 華澹寧 法官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30274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265號 03-6586123 新竹

J05002 王凱平 法官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30274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265號 03-6586123 新竹

J06001 尚安雅 庭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40342 臺中市自由路一段91號 04-22232311 臺中

J06002 高文崇 庭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40342 臺中市自由路一段91號 04-22232311 臺中

J06003 胡宜如 庭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40342 臺中市自由路一段91號 04-22232311 臺中

J06004 施懷閔 法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40342 臺中市自由路一段91號 04-22232311 臺中

J06005 謝長志 法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40342 臺中市自由路一段91號 04-22232311 臺中

J07001 蔡霈蓁 法官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5405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759號 049-2242590 南投

J07002 吳瓊英 書記官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5405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759號 049-2242590 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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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8001 紀佳良 庭長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51045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2段1號 04-8343171 彰化

J08002 吳永梁 法官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51045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2段1號 04-8343171 彰化、臺中、南投

J08003 陳彥志 法官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51045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2段1號 04-8343171 全國各區

J08004 林于捷 法官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51045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2段1號 04-8343171 彰化、臺北

J08005 黃士瑋 法官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51045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2段1號 04-8343171 彰化

J09001 王子榮 法官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63244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05-6336511 雲林

J09002 黃偉銘 法官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63244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05-6336511 雲林

J09003 許佩如 法官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63244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05-6336511 雲林

J09004 簡鈺昕 法官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63244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05-6336511 雲林

J09005 洪秀虹 股長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63244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05-6336511 雲林

J09006 林麗娟 科長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63244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05-6336511 雲林

J10001 蘇姵文 庭長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60072 嘉義巿林森東路282號 05-2783671 嘉義

J10002 張志偉 法官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60072 嘉義巿林森東路282號 05-2783671 嘉義

J11001 陳本良 庭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70802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308號 06-2956566 臺南

J11002 陳欽賢 法官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70802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308號 06-2956566 臺南以南、澎湖

J12001 莊珮君 庭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80144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07-2161418 高雄

J12002 侯弘偉 法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80144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07-2161418 高雄

J12003 法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80144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07-2161418 高雄

J12004 蔡書瑜 法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80144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07-2161418 高雄市

J13001 黃宗揚 庭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82546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911號 07-6110030 高雄市

J13002 姚怡菁 法官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82546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911號 07-6110030 高雄市

J13003 簡祥紋 法官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82546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911號 07-6110030 全國各區

J14001 黃柏霖 法官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90005 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9號 08-7550611 屏東市

J15001 朱貴蘭 法官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95048 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128號 089-310130 臺東

J16001 黃柏憲 法官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7058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5號 03-8225144 花蓮

J16002 許芳瑜 法官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7058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5號 03-8225144 花蓮

J16003 粘柏富 法官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7058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5號 03-8225144 花蓮

J16004 林育賢 法官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7058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5號 03-8233422 花蓮

J16005 羅仕健 股長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7058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5號 03-8225144 花蓮、臺東

J17001 王耀興 庭長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26060 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03-9252001 宜蘭

J17002 鄭貽馨 庭長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26060 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03-9252001 宜蘭

J17003 許乃文 法官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26060 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03-9252001 宜蘭

J17004 黃永勝 法官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26060 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03-9252001 宜蘭

J17005 張文愷 法官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26060 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03-9252001 全國各區



J23001 呂煜仁 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27號 02-23713261 全國各區

J23002 紀凱峰 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27號 02-23713261 全國各區

J23003 文家倩 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27號 02-23713261 雙北

J24001 蔡名曜 庭長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40246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號 04-22600600 臺中、彰化、南投

J24002 廖健男 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40246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號 04-22600600 中部

J24003 劉柏駿 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40246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號 04-22600600 臺中

J24004 邱鼎文 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40246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號 04-22600600 全國各區

J25001 林坤志 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70003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70號 06-2283101 嘉義、臺南

J27001 許志龍 法官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89350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8號4樓 082-321564 金門

J29001 彭幸鳴 廳長 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02 黃潔茹 副廳長 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03 張道周 法官 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04 顧正德 法官 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臺北

J29005 楊明佳 法官 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06 陳思帆 法官 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07 魏俊明 法官 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臺北

J29008 邱筱涵 法官 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09 鄭昱仁 法官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雙北

J29010 張永宏 發言人 司法院發言人室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11 郭柏鴻 秘書 司法院院長室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12 唐玉盈 簡任秘書 司法院發言人室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77 全國各區

J29013 劉瓊丹 司法事務官司法院刑事廳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618582 全國各區

P00001 王亞樵 主任檢察官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81 全國各區

P00002 蕭奕弘 檢察官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146881 全國各區

P00003 廖先志 主任檢察官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23652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9號 02-22616192 雙北

P00004 蔡元仕 主任檢察官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11154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02-28331911 臺北

P00005 張家維 檢察官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33080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898號 03-2160123 全國各區

P00006 李信龍 檢察官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33080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898號 03-2160123 桃園

P00007 劉正祥 檢察官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30274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161號 03-6677999 新竹

P00008 徐雪萍 檢察官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4034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04-22232311 臺中

P00009 陳昱奉 檢察官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60072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86號 05-2782601 全國各區

P00010 姚崇略 檢察官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80144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07-2161468 南部、偏鄉地區

P00011 鄧巧羚 主任檢察官法務部 10048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30號 02-21910189 全國各區

P00012 楊淑芬 檢察官 臺灣高等檢察署 10048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02-23713261 臺北



A00001 林俊宏 律師 義謙法律事務所 10049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55號6樓 02-23225125 全國各區

A00002 簡銘昱 律師 昍業國際聯合法律事務所 10666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37號5樓之1 02-27057238 全國各區

A00003 蔡晴羽 律師 圓矩法律事務所 10088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二段207號2樓 0986-468-455 全國各區

A00004 莊巧玲 律師 立詳法律事務所 10047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34號11樓 02-23881000 全國各區

A00005 洪維德 律師 有澤法律事務所 10544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09號16樓 02-27129096 臺北

A00006 沈元楷 律師 建業法律事務所 11049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62樓 0928-642-144 臺北

A00007 徐承蔭 律師 田豐聯合法律事務所 40242 臺中市南區東興路一段143號 04-22606030 臺中

A00008 吳梓生 律師 群展國際法律事務所 4034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148號 04-22268993 臺中

A00009 陳世川 律師 靖川法律事務所 40446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190號11樓之6 04-22065099 臺中

A00010 吳莉鴦 律師 鼎康律師事務所 40343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9號5樓 0919-092-191 中區

A00011 林雅鋒 律師 10083 臺北市中正區水源路107號15樓 0937-195-041 北區、東區

A00012 陳明 律師 陳明律師事務所 10042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77號9樓之2 02-23140300 雙北、桃園

A00013 林彥宏 律師 臺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10491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25號7樓 02-25086682 雙北、新竹

A00014 劉俊霙 律師 正誠法律事務所 10491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66號 02-25155855 雙北、基隆、宜蘭

A00015 游敏傑 律師 寰宸法律事務所 10045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57號8樓之16 02-23122068 臺北、宜蘭

A00016 簡陳由 律師 簡陳由律師事務所 24748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68號2樓 02-22882802 雙北、桃園

A00017 謝孟釗 律師 圓矩法律事務所 10088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二段207號2樓 0910-021733 新竹以北

A00018 陳和君 律師 淡南法律事務所 23447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499號2樓 0960-627-282 雙北

A00019 黃靖閔 律師 維權法律事務所 40247 臺中市南區正義街53號 04-22202007 中部

（本表格係依照「法官及法院所屬人員(J)」、「檢察官(P)」、「辯護人(A)」之順序排列，種子講師人數合計11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