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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更新) 
更新日期：107 年 1 月 10 日 

說明： 

一、本人才庫係教育部（含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0 條第 3項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凌防治準則第 22 條第 1項規定，自 92 年至 105 年培訓及核可符合前條所定「調查專業素養」之調

查專業人員，並依據 102 年 8 月 23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108892B 號令頒「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凌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下稱建置要點）管理本人才庫資料。 

二、依據教育部於 106 年 4 月至 6月辦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盤點計畫」成果，

清查調查專業人員之留任意願，以及依據建置要點第 5點及第 7點規定，於 106 年 9 月 22 日更新本人

才庫（公告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三、請各級學校配合事項：應依據更新後本人才庫邀聘調查委員，並檢視調查程序，如於 106 年 9 月 22 日

前組成之調查小組應於調查報告標示組成日期，或視需要重組符合規定之調查小組。 

人才庫管理承辦人：教育部 黃先生 02-77367819 

                  教育部 高小姐 02-77367823 
   



2 
 

（依姓氏筆畫排列） 

  姓名 性別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舊版分類 

1 丁相元 男 國立臺北大學 專任助理 (02)86741111*66129  vanhs29@mail.ntpu.edu.tw  二之九 

2 尤建捷 男 國立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學務主任 08‐7805510‐500  vin0918@yahoo.com.tw  二-五（五） 

3 尤麗媛 女 國立屏東女中 教學組長 087362204#210  inicialmente@ptgsh.ptc.edu.tw  二-五（五） 

4 尹蓉先 女 銘傳大學法律系 副教授 02‐23625707  jsyin@mail.mcu.edu.tw  二之八 

5 方敏睿 男 國立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實習輔導主任 08‐7805510#600  fangminjui@pses.ptc.edu.tw  二-五（五） 

6 方慧 女 中國科技大學 講師 (02)29313416 ex. 2507  fang@cute.edu.tw  二之九 

7 王大維 男 
國立屏東大學教育心理與

輔導學系 
助理教授 

08‐7210850 
08‐7663800 轉 31358 

wangtwdavid@gmail.com  二之十一 

8 王正豪 男 正豪法律事務所 律師 02‐2921‐2300  bartolus1215@yahoo.com.tw  二之十三 

9 王玉輝 男 國立屏東高中 秘書 08‐7656444 轉 102  w0933303413@yahoo.com.tw  二之十二 

10 王如玄 女 常青國際法律事務所 顧問律師 02‐33221123  greenlaw@ms23.hinet.net  一之一 

11 王作仁 男 衛生福利部嘉南療養院 副院長 06‐2795019#1502  wangtsojen@gmail.com  
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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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克誠 男 玄奘大學 組員 03‐5302255*5263  joe35009@hcu.edu.tw  二之十一 

13 王秀禾 女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35381183‐8626  hsiuho@gmail.com  二之十三 

14 王秀里 女 國立岡山農工 輔導教師 (07)6217129‐238  noname501388@gmail.com  二-五（三） 

15 王秀惠 女 嘉南藥理大學軍訓室 護理教師 06‐2664911 轉 1580  catherine7715@mail.cnu.edu.tw  二之八 

16 王良榮 男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諮商中心 主任 02‐22733567#618  daddywang2001@yahoo.com.hk  二之十 

17 王佳玲 女 東吳大學 
健康暨諮商中心

輔導員 
(02) 28819471#7542  glin@scu.edu.tw  二之十三 

18 王怡文 女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心理諮

商組 
輔導員 02‐23226103  w1202@ntub.edu.tw  二之六 

19 王怡淳 女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約聘辦事員 03)4789866  wyc@hsc.edu.tw  二之十三 

20 王玫華 女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秘書

室 
專門委員 (05)5342601#2102  wangmh@yuntech.edu.tw  二之十三 

21 王芬雅 女 朝陽科技大學 組員 04‐23323000 *7853  iwang@cyut.edu.tw  二之十一 

22 王冠華 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性平會承辦人 06‐2531980  s10043@mail.tut.edu.tw  二之六 

23 王威盛 男 
屏東縣私立民生高級家事

職業學校 
輔導組長 08‐7213234  w661031@gmail.com  二之十四 

24 王建岳 男 
國立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教師 03‐4929871  jiangyueiwang@gmail.com  二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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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王昱婷 女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 
承辦人員 02‐77367827    僅供諮詢 

26 王秋蘭 女 
國立台東高商、廖國棟立

委服務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委員 
0915‐881100  obs430617@yahoo.com.tw  二之三 

27 王素貞 女 國立關西高中 教師 03‐5872049#292  khvs292@khvs.hcc.edu.tw  二之十三 

28 王素華 女 

華德學校財團法人 高雄

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

學校 

教師 07‐6921212  27216@yahoo.com.tw  二之四 

29 王素闌 女 

國立竹東高級中學  (曾

任服務大華科技大學 諮

商輔導中心主任) 

專任合格教師 03‐5343718  rocky11825@yahoo.com.tw 
二之十五 

30 王梅林 女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微免

科 
副教授 04‐24730022 #12021  wml@csmu.edu.tw  二之十三 

31 王淑娟 女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行政講師 03‐4117578 # 180  a589295@yahoo.com.tw  二之八 

32 王淳厚 男 中山醫學大學 教授兼主任秘書 04‐24730022 分機 11025 chwang@csmu.edu.tw  二之十一 

33 王媄慧 女 中國醫藥大學 社工師/輔導老師 04‐22053366‐1260  mh@mail.cmu.edu.tw  二之十三 

34 王富課 男 岡山高中 主任 07‐6212033#500  fukuwang@yahoo.com.tw  二-五（四） 

35 王智忠 男 國立新竹女子高級中學 訓育組長 03‐5456611#301  ahchung38@gmail.com  二之十四 

36 王朝宏 男 
玄奘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 
組員 03‐5302255‐800  wangfall@hcu.edu.tw  二之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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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王瑞珉 男 苗栗農工 訓育組長 037‐329281  min629355@gmail.com  二之十五 

38 王瑞鋒 男 東海大學學生事務處 組員(約聘) 04‐23590121#23700  jfw@thu.edu.tw  二之十一 

39 王瑱瑄 女 國立體育大學 副教授 03‐3283201‐8522  hsuan@ntsu.edu.tw  二之十 

40 王碧霞 女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系 副教授 07‐7358800 轉 6016  K0155@gcloud.csu.edu.tw  二之十三 

41 王銀寬 女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社工師 07‐6979320  xj4cp3dj0@ms.szmc.edu.tw  二之十一 

42 王慧菱 女 弘光科技大學 書記 0426318652 轉 1602  huilin@sunrise.hk.edu.tw  二之十三 

43 王燕秋 女 桃園市育達高中 教師 03‐4934101  yeh@yuda.tyc.edu.tw  二之十二 

44 王燦槐 女 
國立中央大學法律與政府

研究所 
教授 0936‐943390  chwang@cc.ncu.edu.tw  一之一 

45 王警宇 女 
中臺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

組 
組長 04‐22391647 轉 8310  genwang@ctust.edu.tw  二之十 

46 古旻艷 女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69264115 轉 5423  cathyku@gms.npu.edu.tw  二之八 

47 古明哲 男 國立台灣戲曲學院 人事室主任 02‐27962666#1120  mjku@tcpa.edu.tw  二之十一 

48 田詠萱 女 黎明技術學院 
總務處文書組組

長 
02‐29097811 分機 1310 melodytain333@yahoo.com.tw  二之八 

49 田意民 男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04‐24730022 ext.12320  tien@csmu.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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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石佩瑤 女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護理師 07‐3814526#8535  speiyao@gmail.com  二之十一 

51 石致華 女 靜宜大學 助理教授 0912‐356889  cwshzh@gm.pu.edu.tw  二之十一 

52 石雅惠 女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心理諮

商組 
副教授兼組長 0988‐178712  ten.stars66@gmail.com  二之一 

53 朱芬郁 女 實踐大學 助理教授 (02)2538‐1111#6909  fenyu@g2.usc.edu.tw  二之一 

54 朱添德 男 中國文化大學 總務處駐衛警 02‐28610511 轉 11911  ztd@staff.pccu.edu.tw  
二之八 

55 朱義芬 女 真理大學 性平委員 02‐26212121 轉 5351  au1115@mail.au.edu.tw  
二之九 

56 朱寶青 男 
中州科技大學時尚創意設

計與管理系 
助理教授 (04) 8359000 # 3602  chumike@gm.ccut.edu.tw  二之九 

57 江心怡 女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03‐5783271#138  heart101643@fs.wvs.hc.edu.tw  二之十五 

58 江宜芬 女 苗栗農工 輔導教師 929138047  psyfanny@gmail.com  二-五（四） 

59 江承曉 女 嘉南藥理大學 助理教授 06‐2664911 轉 5519  cc0613@mail.cnu.edu.tw  二之二 

60 江昱明 男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幼兒保育科助理

教授兼學務主任
03‐4117578#300  ymchiang@hsc.edu.tw  二之九 

61 江秋樺 女 
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副教授 05‐2263411‐1254  lotus@mail.ncyu.edu.tw  二之十一 

62 江崇源 男 
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

學系 
專任副教授 (02)2538‐1111#8926  Kerrysjd@g2.usc.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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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江瑞菁 女 
天主教聖母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 
講師 0918‐181765  jillian.chiang@gmail.com  二之十三 

64 江蓮碧 女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副

教授 
04‐22299163  lanbichiang@gmail.com  二之二 

65 何玉菁 女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

技大學 
助理教授 03‐8572158  bessie@tcust.edu.tw  二之十一 

66 何坤峰 男 臺中市明台高中 社團活動組組長 04‐23393071 轉 222  hoqunfeng@gmail.com  二之十五 

67 何冠瑩 女 輔仁大學 組員 02‐29053003  074786@mail.fju.edu.tw  二之四 

68 何詠碩 男 輔英科技大學 副教授 07‐7811151 轉 2400  sc052@fy.edu.tw  二之十三 

69 何慧卿 女 玄奘大學 助理教授 0931‐821527  chin@hcu.edu.tw  二之三 

70 何璟芸 女 華梵大學諮商輔導組 代理組長 02‐26632102#2321  hcy423@cc.hfu.edu.tw  二之十一 

71 余沛慈 女 國立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系 教授 03‐5712121*56357  yup@faculty.nctu.edu.tw  二之十一 

72 余命宗 男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秘書 06‐6930100#1025  mtyu@tnnua.edu.tw  二之十三 

73 余念潔 女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03)3887528 分機 500  jiemiss119@gmail.com  二之十七 

74 余婌禎 女 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輔導員 02‐29603456#2693  yujean2001@gmail.com  二之十六 

75 余漢儀 女 台大社工系 教授（兼任） 02‐89660363  honyeiyu@ntu.edu.tw  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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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余麗娟 女 臺東縣警察局 科長 089‐353656  tracy@mail.ttcpb.gov.tw  一之二 

77 吳文雯 女 南華大學 學務處 專員 05‐2721001 轉 1221  wenwen@mail.nhu.edu.tw  二之四 

78 吳宏仁 男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教務處組員       二之十一 

79 吳志光 男 輔仁大學學士後法律學系 教授 02‐29052710  049555@mail.fju.edu.tw  一之一 

80 吳志祥 男 新北市新北高工 教師 0937‐361422  seanwu@alumni.nccu.edu.tw  二之七 

81 吳秀珍 女 
國立北港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 
專任教師 05‐7832246‐581  jane@pkvs.ylc.edu.tw  二之十四 

82 吳秀梅 女 雲林科技大學-衛教組 護理師 05‐5524105  wusm@yuntech.edu.tw  二之十 

83 吳育修 女 嘉義市私立輔仁高級學 幹事 05‐2281001‐309  effie@fjsh.cy.edu.tw  二之五 

84 吳貝庭 女 健行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3‐4581196#6304  sumeiwu@uch.edu.tw  二之十一 

85 吳亞如 女 萬能科技大學 講師兼組長 03‐4515811‐22201  beauty@vnu.edu.tw  二之十一 

86 吳佩晃 女 東海大學學生事務處 專案人員 0919‐684741  pochacco328@thu.edu.tw  二之十六 

87 吳尚書 男 台灣觀光學院諮輔中心 輔導老師 03‐8653906#113  jimmy309@mail.tht.edu.tw  二之十三 

88 吳怡瑱 女 
臺中市立臺中特殊教育學

校 
教師兼生教組長 04‐22582289#3003  uaresomeone@yahoo.com.tw  二-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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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吳怡靜 女 
國立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 
校聘組員 06‐2757575#50324  ejingwu@mail.ncku.edu.tw  二之十一 

90 吳芳德 男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專任講師兼人事

室主任 
03‐9897396#120  law@msc.edu.tw  二之十 

91 吳信輝 男 亞洲大學心理學系 講師 04‐23323456#1738  hwu@asia.edu.tw  二之十 

92 吳姿音 女 
中州科技大學保健與諮商

中心 
主任 04‐8359000*1350  cwty@dragon.ccut.edu.tw  二之二 

93 吳建鋒 男 國立彰化師大附工 學務主任 
04‐7252541#224 
0920‐050742 

tanwu@sivs.chc.edu.tw  二-五（五） 

94 吳建興 男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

容造型科 
助理教授兼主任 03‐4117578#622  jswu@hsc.edu.tw  二之九 

95 吳政璟 男 國立苑裡高中 教師 037‐868680  ylshwu@gmail.com  二之十四 

96 吳春生 男 嘉義縣私立協同高級中學 秘書 05‐2213045 轉 202  wcs0716@cmsh.cyc.edu.tw  二之十七 

97 吳柳嬌 女 輔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0963‐133996  wujoannester@gmail.com  二之十三 

98 吳玲 女 
淡江大學學務處職涯輔導

組 
組長 (02)26215656#3005  lingwu@mail.tku.edu.tw  二之十一 

99 吳苑綺 女 聖約翰科技大學 辦事員 02‐28013131#6107  yucwu@mail.sju.edu.tw  二之十三 

100 吳茉朱 女 
國立屏東大學實習就業輔

導處校友組 
組長 08‐7663800#16305  mochu@mail.nptu.edu.tw  二之十 

101 吳海助 男 弘光科技大學 副教授 0935‐410804  hkcwu@yahoo.com.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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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吳淑美 女 嘉義大學 教授 05‐2717854  sumei@mail.ncyu.edu.tw  二之十三 

103 吳淑華 女 國立臺南家齊高中 護理師 06‐2133265  suwablue@yahoo.com.tw  二之十五 

104 吳慈恩 女 長榮大學 助理教授 06‐2785123#7059  gracewu@mail.cjcu.edu.tw  二之七 

105 吳敬 女 臺北市立大學教務處 組員 02‐28718288*7505  oedrnop@utaipei.edu.tw  二之六 

106 吳榮堂 男 
陽明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

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校長 06‐6901608  ym123@ymvs.tn.edu.tw  二-五（五） 

107 吳震能 男 吳鳳科大安管系 系主任/副教授 05‐2789293  jnwu@wfu.edu.tw  一之二 

108 吳謦如 女 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輔導組長 0956‐686170  p453717@yahoo.com.tw  二之十四 

109 呂秀梅 女 東昇法律事務所 律師 04‐23768182  ttq6682@yahoo.com.tw  二之七 

110 呂明蓁 女 國立臺南大學 副教授 06‐213‐3111*900  mlu@mail.nutn.edu.tw  
二之三 

111 呂虹慶 男 大同大學電機系 教授 0952‐533715  luhung@ttu.edu.tw  二之十一 

112 呂家鑾 女 國立東華大學 專門委員 03‐8632102  chrisleu@gms.ndhu.edu.tw  二之十三 

113 呂宿菁 女 國立羅東高工 輔導主任 03‐9514196#802  lusuc@ltivs.ilc.edu.tw  二-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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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呂穎昭 男 雲林縣私立永年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05‐6622540#216  andrew54912@ynhs.ylc.edu.tw  二之十四 

115 呂豐真 女 中國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2)29313416 ex.2512  ben79@cute.edu.tw  一之二 

116 宋之華 女 國立東華大學 編審 03‐8634116  chihhua@mail.ndhu.edu.tw  二之十三 

117 宋吉清 男 基隆市二信高中圖書館 主任 02‐24623131#668  essh1025@yahoo.com.tw  二之十四 

118 宋芊迎 女 健行科技大學 輔導員 (03)4581196 分機 3518  iris@uch.edu.tw  二之八 

119 宋佩芳 女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護理

系 
專任講師 0939‐580986  pfsang@gmail.com  二之九 

120 宋國榮 男 臺東縣私立工東高工 輔導主任 (089)222877#501  fodo@mail.ktus.ttct.rdu.tw  
二-五（五） 

121 巫由惠 女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組長 02‐77341340  e52044@ntnu.edu.tw  二之十三 

122 李文良 男 
國立金門大學 運動與休

閒系 
助理教授 0972‐093679  yenjeu@gmail.com  二之二 

123 李月娟 女 
（已退休）國立臺北護理健

康大學 
     lunalee1011@gmail.com  二之八 

124 李正仁 男 治平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03‐4823636 轉 301  neo@cpshs.org.tw  二之十二 

125 李正文 女 世新大學 軍訓室主任 02‐22368225 轉 3081  jangwain@mail.shu.edu.tw  二之十一 

126 李立行 女 
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進

修教育中心 
組員 (02)22368225~63813  kwg@mail.shu.edu.tw  二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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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李伯恩 女 國立潮州高中 學務主任 087882017*301  poen4343@gmail.com  二之十四 

128 李志平 女 開南大學 助理教授 03‐3412500 轉 7974  luciali@mail.knu.edu.tw  二之十一 

129 李志鴻 男 亞洲大學心理學系 副教授 0423323456#6382  someday@asia.edu.tw  二之四 

130 李秀芳 女 南英商工 訓育組長 06‐2132222*302  sflee@mail.nyvs.tn.edu.tw  二之十二 

131 李秀華 女 國立體育大學 助理教授 03‐3129747  leehh@ntsu.edu.tw  二之六 

132 李佩怡 女 中信金融管理學院 學務處辦事員 06‐2873335#2633  peipei2406@ctbc.edu.tw  二之十一 

133 李佩芬 女 
靜宜大學校友聯絡就業輔

導室 
執行秘書 0978‐778‐239  pfli@gm.pu.edu.tw  

二之六 

134 李佳容 女 桃園市大興高中 訓育組長 033862330 轉 14  a0910568941@msn.com  二之十七 

135 李卓穎 女 國立花蓮高級中學 輔導教師 038242236 轉 530  b744021@msn.com  二之十二 

136 李孟容 女 台中市私立致用高級中學 兼任輔導教師 (04)26872354#642  lmr0306girl@gmail.com  二之十二 

137 李宛靜 女 國立成功大學 資源教師 06‐275757 50329  lwc62@mail.ncku.edu.tw  二之十一 

138 李旺庭 男 繪心庭心理諮商所 
負責人(諮商心理

師) 
07‐5530101  pmg9999@gmail.com  二之四 

139 李明燕 女 李明燕律師事務所 律師 75853800  trilobita0401@gmail.com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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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李花環 女 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0956‐936129  flowers@mail.ksu.edu.tw  二之十三 

141 李芳媛 女 國立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教師 0935‐139995  un893698@mail.tnssh.tn.edu.tw  二之十五 

142 李姵讌 女 
高雄市立高雄啟智學校輔

導處 
社會工作師 07‐2235940*141 142  fanglee700927@gmail.com  二-五（五） 

143 李玲玲 女 國立臺南大學 組長 06‐213‐3111  lingling@mail.nutn.edu.tw  二之十八 

144 李秋吟 女 台中市私立嘉陽高中 專任輔導教師 04‐26152166 分機 6051 7903@cysh.tc.edu.tw  二之十七 

145 李英蘭 女 大漢技術學院 副教授 03‐8210812  julielee@ms01.dahan.edu.tw  二之八 

146 李貞宜 女 吳鳳科技大學 輔導員 0912‐639637  cili@wfu.edu.tw  二之二 

147 李家蓀 女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中心 社工師/輔導老師 0928‐514150  chiasunlee@gmail.com  二之六 

148 李泰嘉 男 南開科技大學 技佐 04‐23306466  taichia945@yahoo.com.tw  二之十三 

149 李海莉 女 國立新豐高級中學 教師 06‐2304082*20  herry@sfsh.tn.edu.tw  二-五（一） 

150 李能慧 女 國立金門大學 助理教授 082‐312753  daphne@nqu.esu.tw  二之十一 

151 李淑敬 女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研究助理 04‐7232105#1443  Shuchingli239@hotmail.com  二之四 

152 李淳禾 女 萬能科技大學營建科技系 副教授 03‐4515811‐54615  lee2787@mail.vnu.edu.tw  二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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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李菁 女 新榮高中 專任教師 06‐6222222#228  Lee02792003@sr5.srsh.tn.edu.tw  二-五（四） 

154 李雅芬 女 吳鳳科大衛保組 組長 05‐2267125  yflee@wfu.edu.tw  二之十一 

155 李雅慧 女 樹德科技大學 

組長、講師、性

平會委員兼召集

人 

07‐6158000#2202  jasmin@stu.edu.tw  二之二 

156 李瑞華 女 國立秀水高工 輔導教師 04‐7697021#331  Se3704@ms01.ssivs.chc.edu.tw  二-五（三） 

157 李嘉文 女 國立頭城家商 輔導主任 03‐9778527  chiawen.lee@tcvs.ilc.edu.tw  二-五（二） 

158 李維娜 女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 
專任輔導教師 05‐6322767 轉 322  wina0211@yahoo.com.tw  二-五（二） 

159 李蓉蓉 女 台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臨床心理師 0920‐569667  nisa1739@yahoo.com.tw  二之七 

160 李銘毓 男 達德商工 輔導主任 048753929 轉 282  dt1287@tdvs.chc.edu.tw  二之十二 

161 李寬群 男 國立大湖農工 輔導主任 037‐992216  t101077@thvs.mlc.edu.tw  二之十四 

162 李輝誌 男 
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學務主任 087523781 轉 239  leehg@ptivs.ptc.edu.tw  二之十四 

163 李錦智 男 台灣首府大學 飯店系系主任 06‐5718888 轉 871  pastiche@tsu.edu.tw  二之十一 

164 李錫永 男 昌銘法律事務所 執業律師 27854678  henry588588@gmail.com  二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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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李靜如 女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通識教

育中心 
副教授 03‐5381183 轉 8635  lijr0630@yahoo.com.tw  二之十一 

166 杜怡萱 女 國立成功大學 副教授 06‐2757575#54140  yhtu@mail.ncku.edu.tw  
二之九 

167 杜信志 男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

技大學 
助理教授 038572158#2659  sctu@ems.tcust.edu.tw  二之十一 

168 束義正 男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講師 0910‐940283  yjshu@must.edu.tw  二之四 

169 汪以仁 男 
東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

系 
副教授兼學務長 02‐86625880  yjwang@mail.tnu.edu.tw  二之九 

170 汪孝慈 女 明新科技大學 副教授 03 5593142 ext 3215  uang@must.edu.tw  二之十三 

171 汪家琪 女 致理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 副教授 (02)22576167#2202  ccwang@mail.chihlee.edu.tw  二之八 

172 汪慧瑜 女 萬能科技大學 副教授 03‐4515811  轉 63668  hywang@mail.vnu.edu.tw  二之四 

173 沃國瑋 男 
臺北醫學大學學務處生涯發

展與就業服務組 
組長 (02)27361661#2241  kuowei@tmu.edu.tw  二之四 

174 沈欣怡 女 
國立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 
教師 05‐2267120  shenyi701003@gmail.com  二之十五 

175 沈英俊 男 樹德科技大學 組長 07‐6158000  aaker@stu.edu.tw  二之十六 

176 沈素伸 女 立仁高中 專任 05‐2226420  t9@ligvs.cy.edu.tw  二之十二 

177 谷麗娟 女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主任 0226585801#2620  chuan@takming.edu.tw  二之十三 



16 
 

178 辛佩羿 女 元大律師事務所律師 律師 0905‐141709  s0933750038@gmail.com  二之十三 

179 辛宜津 女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系 教授兼系主任 07‐7358800 轉 5140  jennifer@gcloud.csu.edu.te  二之八 

180 阮淑美 女 立仁高中 主任 05‐2226420#212  tel2266216@limo.com  二-五（四） 

181 卓本田 男 
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專任教師 05‐2782421  honda@cyvs.cy.edu.tw  二之十四 

182 周佩君 女 輔仁大學 專任心理師 229053003  046831@mail.fju.edu.tw  二之十三 

183 周明華 男 景文科技大學 講師 02‐82122877  joy@just.edu.tw  二之十三 

184 周玫君 女 
臺中市立臺中特殊教育學

校 
輔導主任 04‐22582289‐6003  richo2204@yahoo.com.tw  二-五（三） 

185 周惠文 女 大葉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助

理教授 
0919‐812885  chou4566@yahoo.com.tw  二-五（二） 

186 周麗楨 女 南開科技大學 副教授 0912‐968021  oct1003@nkut.edu.tw  二之八 

187 易秉諒 男 朝陽科技大學秘書室 性平會行政專人 04‐23323000*3905  ypl610305@cyut.edu.tw  二之十三 

188 易星萍 女 關西高中 教師 0919‐599794  bifido@gmail.com  二-五（五） 

189 林久玲 女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觀光事

業系 
講師 02‐8927154#8881  jeouling@gmail.com  二之三 

190 林正賢 男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旅職業

學校 
人事主任 06‐2640175  lcs@mail.asvs.tn.edu.tw  二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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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林玉晴 女 復旦高級中等學校 輔導主任 03‐4932476 轉 233  yuching@fdhs.tyc.edu.tw  二-五（三） 

192 林玉欽 男 中山醫學大學 育成中心主任 04‐24730022~11340  chin0430@csmu.edu.tw  二之二 

193 林仲修 男 義守大學 
諮商輔導組組長 

性平委員 
07‐6577711 轉 2231  chlins@isu.edu.tw  一之二 

194 林夙慧 女 林夙慧律師事務所 律師 07‐2158589  lawyerlin99@gmail.com  一之二 

195 林次吟 女 金陵女中輔導室 輔導教師 (02)29956776 轉 181  alice0718xd@yahoo.com.tw  二-五（一） 

196 林宏旻 男 臺中市立臺中高工 輔導教師 (04)22613158‐6301  thmlin@tcivs.tc.edu.tw  二之十七 

197 林宏澤 男 國立臺南啟智學校 校長 06‐3554591 轉 1100  a0939205265@gmail.com  二-五（三） 

198 林秀珍 女 亞洲大學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04‐23323456#1916  hclin@asia.edu.tw  二之十 

199 林育平 男 國立土庫商工 導師 05‐6622538#313  arcadian@tkvs.ylc.edu.tw  二之十七 

200 林良蕙 女 國立臺南女子高級中學 
圖書館讀者服務

組組長 
06‐2131928  ＃  536  betty0828@yahoo.com  二之十七 

201 林佳玟 女 明新科技大學 辦事員 0915‐881176  lcw@must.edu.tw  二之十一 

202 林佳璇 女 
國立二林高級工商職業學

校 
專任教師 04‐8962132  thsung1203@yahoo.com.tw  二-五（五） 

203 林坤男 男 無 無 03‐3166853  fhk83015@yahoo.com.tw  二-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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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林孟君 女 明道大學 秘書處組長 04‐8876660  lr630@mdu.edu.tw  二之十一 

205 林宛玲 女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學務處

學生諮商中心 

身心障礙學生輔

導人員 
08‐7703202 轉 7628  linwanlin@mail.npust.edu.tw  二之十 

206 林昀嫺 女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

究所 
副教授 03‐5742427  yunhsien0720@yahoo.com.tw  二之十一 

207 林明燦 男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講師 0920‐582754  mingtsan1969@gmail.com  二之二 

208 林炎富 男 景文科技大學 行政人員兼講師 0936‐059100  jonesest@just.edu.tw  二之四 

209 林俊德 男 苗栗農工 教務主任 037‐32928/1*201  henryjd2001@mlaiv.mlc.cdu.tw  二之十四 

210 林俞學 女 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助理教授 07‐3811765  yuxue@ms.yuhing.edu.tw  二之十三 

211 林冠宇 男 國立東石高中 輔導主任 05‐3796440  Help834@tssh.cyc.edu.tw  二之十二 

212 林帥月 女 
德霖技術學院創設系暨通

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02)22733567*270  wulin0126@yahoo.com.tw  二之四 

213 林建沁 女 國立臺南啟智學校 學務主任 06‐3554591 轉 2201  kelly0067@gmail.com  二-五（二） 

214 林珍玫 女 國立永靖高工 學務主任 933272369  sammimother@gmail.com  二-五（三） 

215 林秋英 女 真理大學  組員 26212121 分機 2501  au1645@mail.au.edu.tw  二之十三 

216 林秋蓉 女 
台中市天主教私立衛道高

級中學 
專任教師 04‐22911187#216  D05@vtsh.tc.edu.tw  二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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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林科辰 女 
彰化縣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學生發展處主任 04‐8311005  kclin@dcvs.chc.edu.tw  二-五（四） 

218 林美吟 女 國立桃園啟智學校 教師 03‐3647099  maiyn@mail.tsad.tyc.edu.tw  
二-五（五） 

219 林郁芬 女 僑光科技大學 行政助理 04‐27016855#1105  vivi1688@ocu.edu.tw  二之十三 

220 林素霞 女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組長 02‐27376945  suhsia6323@mail.ntust.edu.tw  二之十三 

221 林國泰 男 國泰法律事務所 主持律師 03‐8232361  gtlin0510@yahoo.com.tw  一之一 

222 林崇堯 男 
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

明德高級中學 
高中職少校教官 04‐22877676#507  chungyao1012@mdhs.tc.edu.tw  二之十七 

223 林淑份 女 南開科技大學 組員 049‐2563489#2932  sun@nkut.edu.tw  二之十 

224 林淑芸 女 正修科技大學/電子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07‐7358800 轉 3211  K0117@gcloud.csu.edu.tw  二之十 

225 林淑娟 女 佛光大學人事室 人事主任 0921‐130667  joycelin@mail.fgu.edu.tw  二之三 

226 林淑敏 女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心理師 04‐22195248  smlinsmlin@nutc.edu.tw  二之十一 

227 林清壽 男 南開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958‐555832  david594david@gmail.com  二之十三 

228 林惠理 女 國立陽明大學 學務處秘書 02‐28267236  hllin3@ym.edu.tw  二之十一 

229 林惠慈 女 
嶺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

系 
副教授 (04)23892088  分機 3542 huitzulin@teamail.ltu.edu.tw  二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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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林朝文 男 南榮科技大學學務處 夜間學務組長 
06‐6523111‐1221.  06‐
6534153 

linchuwu@mail.njU.edu.tw  二之六 

231 林雅雯 女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 
班級導師 05‐6322767#326  yawenck@hotmail.com  二-五（五） 

232 林義正 男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總務主任       二之十一 

233 林嘉雅 女 建國科技大學 組長 04‐7111111#2170  cclcy@ctu.edu.tw  二之八 

234 林榮岳 男 
臺中市立東勢工業高及中

等學校 
教師 04‐25872136#107  rylin0927@gmail.com  二-五（二） 

235 林睿琳 女 建國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 副教授 0919‐841123  linrl2002@gmail.com  
二之十一 

236 林維信 男 元豪法律事務所 執業律師    ahsin822@yahoo.com.tw 
二之七 

237 林慧貞 女 開南大學 
助理教授兼諮商

中心主任 
03‐3412500  轉  1551  hclin@mail.knu.edu.tw  二之四 

238 林憲宏 男 長榮大學 人事室主任 06‐2785123 分機 1080  kenkoo@mail.cjcu.edu.tw  二之十 

239 林曉芳 女 明道大學 副教授 04‐8876660  goodly@mdu.edu.tw  二之二 

240 林曉萍 女 臺中市立啟明學校 
社會工作師兼復

健輔導組長 
04‐25562126‐1102  lina@cmsb.tc.edu.tw  二-五（五） 

241 林燕卿 女 
樹德科技大學人類性學研

究所 
講座教授 07‐6158000#4400  chin@stu.edu.tw  一之二 

242 林錦煌 男 中華大學科技管理系 
教授兼人事室主

任 
(03)5186180  chlin@chu.edu.tw  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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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林黛琿 女 國立金門大學 專任助理教授 0921‐200677  alice@nqu.edu.tw  二之四 

244 林藍萍 女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高齡

照顧福祉系 

助理教授兼任學

生輔導中心主任
02‐24372093#320  lanping518@gmail.com  二之十三 

245 林嬿粢 女 
南投縣國立南投特殊教育

學校 
教師 049‐2390773#301  ntss301@ntss.ntct.edu.tw  

二-五（三） 

246 林瓊華 女 銘傳大學 副教授 28215875  chiuhlin@mail.mcu.edu.tw  二之十一 

247 林藝芳 女 
國立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 
教務主任 06‐5721137 分機 201  yvonnelin0708@gmail.com  二-五（四） 

248 林麗芳 女 苗栗農工 輔導教師 037‐329281 *703  lifan@mlaivs.mlc.edu.tw  二-五（一） 

249 林麗惠 女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資圖中

心 

講師兼圖書管理

組組長 
02‐22733567#519  lynn@dlit.edu.tw  二之十 

250 林麗燕 女 華夏科技大學通識中心 講師 02‐89415100#2002  rebecca@go.hwh.edu.tw  二之六 

251 林鶯熹 女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3‐5381183  yhlin@mail.ypu.edu.tw  二之十一 

252 林鑫琪 女 
中華大學諮商與職涯輔導

中心 
諮輔中心主任 03‐5186259  chi@chu.edu.tw  二之十一 

253 武麗英 女 國立臺南高商 專任教師 05‐2866646  milk‐wu@mail.tncvs.tn.edu.tw  二之十二 

254 邱大春 男 國立陽明高中 主任教官 33672716  navy3344@yahoo.com.tw  二之十五 

255 邱宛琳 女 衍義國際法律事務所 律師 0963‐074123  wanlinchiu@gmail.com  二之十三 



22 
 

256 邱淑卿 女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組長 07‐6011000 轉 1820  ching0629@nkfust.edu.tw  二之六 

257 邱雅梅 女 花蓮縣私立海星高級中學 設備組長 03‐8242560  melody@smhs.hlc.edu.tw  二-五（五） 

258 邱椽茵 女 臺北市立百齡高級中學 專任輔導教師 02‐28831568#401  t1819@mail2.blsh.tp.edu.tw  二-五（三） 

259 邵伊芬 女 靜宜大學 助理教授 928039399  yfshaw@pu.edu.tw  二之六 

260 金雪玲 女 新竹市曙光女中 專任教師 03‐5325709#601  chin@sggs.hc.edu.tw  二-五（二） 

261 侯雪娟 女 大葉大學 主任秘書 048511888 分機 1003  sghou@mail.dyu.edu.tw  二之十一 

262 侯麗惠 女 嘉義縣私立協同高級中學 衛生組長 05‐2213045*234  lihui@cmsh.cyc.edu.tw  二之十四 

263 俞百羽 男 蔚理法律事務所 律師 02‐2552‐8919  yby2330@gmail.com  二之十三 

264 姚文婷 女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諮商心理師(性平

會承辦人) 
2462‐2192 分機 1196  claudiayao@ntou.edu.tw  二之十三 

265 姚思萱 女 長庚大學 學務處組員 03‐2118800#2037  ssyao@mail.cgu.edu.tw  二之十三 

266 姜貞吟 女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

社會科學學系 
副教授 03‐4227151*25817  chenyin@ncu.edu.tw  

一之二 

267 宣增華 女 臺南市六信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06‐2654793‐301  esther221003560@yahoo.com.tw  二之十七 

268 施冠瑋 男 日新工商 教師 0983‐261797  jakone@gmail.com  二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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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施秋蘭 女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

護管理專科學校 
講師 28584180  ivussu@gmail.com  二之三 

270 施雅芝 女 臺北市立大學 諮商心理師 02‐2875‐2663  yigunkimo@yahoo.com.tw  二之九 

271 施學誠 男 大葉大學 專門委員 0937‐755585  tke@mail.dyu.edu.tw  二之十一 

272 柯乃熒 女 國立成功大學護理系 教授 06‐2353535#5838  nyko@mail.ncku.edu.tw  二之十一 

273 柯玲琴 女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助理教授 06‐2050014  allisonko2013@gmail.com  二之六 

274 柯惠玲 女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護理科副主任 06‐6226111*695  a056@o365.mhchcm.edu.tw  二之八 

275 柯澍馨 女 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 暨 海青

班科主任 
0939‐028‐999  annyko@faculty.pccu.edu.tw  二之十三 

276 柯寶鵬 男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師 04‐7252541#240  paupon39@mail.sivs.chc.edu.tw  二之十四 

277 段成富 女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學輔中心 
輔導老師 0986‐716722  cftuan@sce.pccu.edu.tw  二之十三 

278 洪美連 女 
國立花蓮高級農業職業學

校 
導師 03‐8312321  hung23630@hla.hlc.edu.tw  二-五（五） 

279 洪素珍 女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心理與

諮商學系 
副教授 (02)27321104 轉 55031  suchenhung@tea.ntue.edu.tw  一之一 

280 洪慈珮 女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生

活輔導組 
校務基金人員 (07)3814526#2516  at29375@kuas.edu.tw  二之十三 

281 洪照惠 女 吳鳳科技大學 組員 05‐2267125#22132  0721rita@gmail.com  二之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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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洪葦倉 男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講師兼教學服務

組組長 
02‐24372093#212  h1126671435@yahoo.com.tw  二之十 

283 洪碧芬 女 龍華科技大學 講師 02‐82093211#6903  daisy56@mail.lhu.edu.tw  二之四 

284 洪碧卿 女 
朝陽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

發展中心 
社會工作師 04‐23323000 轉 5052  piching@cyut.edu.tw  二之八 

285 洪櫻芬 女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教授 069260915 轉 5320  mlhung@gms.npu.edu.tw  二之十一 

286 紀雅惠 女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

導中心 
助教 07‐7219054  yahuichi@nknu.edu.tw  二之四 

287 紀靜蓉 女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學生發展中心 
副主任 (04)2332‐3000#5061  cjchi@cyut.edu.tw 

二之二 

288 胡正申 男 長庚大學通識中心社會科 副教授 03‐2118800#3715  hjs74709@gmail.com  二之十三 

289 胡流安 男 僑泰高級中學 
生輔副組長(性平

會承辦人) 
04‐24063936 轉 216  hu7701@ctas.tc.edu.tw  二之十七 

290 胡善炘 男 慈明高中 專任教師 04‐22634810  mail2every@yahoo.com.tw  二之十五 

291 胡錦玉 女 南榮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主

任 
0920‐581937  me014@mail.nju.edu.tw  二之九 

292 范惠珍  女 國立嘉義大學 專門委員 05‐2717007  hjfan@mail.ncyu.edu.tw  二之六 

293 郎亞琴 女 晴朗心理諮商所 所長 04‐22542238  sun.sun520@msa.hinet.net  二之六 

294 唐清華 男 靜宜大學 技士 04‐26328001‐11331  chtang@pu.edu.tw  二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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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唐愉華 女 國立中正大學 專員 05‐2720411#10208  admyht@ccu.edu.tw  二之十一 

296 唐瑞霞 女 
明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

中心 
副教授 02‐26033395  tang@must.edu.tw  二之十一 

297 唐慧君 女 國立旗美高中 輔導主任 07‐6612502*600  tanghuichun@ms1.cmsh.khc.edu.tw  二-五（三） 

298 孫大倫 男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 學務輔導老師 06‐2110330  social@mail.ntin.edu.tw  二之二 

299 孫旻暐 男 亞洲大學心理學系 副教授/系主任 04‐23391745  blake547@yahoo.com.tw  二之六 

300 孫淳美 女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

系 
助理教授 066903100 ext. 2616  suncm@tnnua.edu.tw  二之十三 

301 孫錫忠 男 國立花蓮高級中學 教師 038242236 轉 210  hsichong@yahoo.com.tw  二之十四 

302 徐嘉璐 女 僑光科技大學 行政助理 04‐27016855#1203  jalutw@ocu.edu.tw  二之十三 

303 徐維宏 男 品律法律事務所 律師 02‐27041575  stoon1219@hotmail.com  二之十三 

304 徐緯羲 男 教育部國教署 專員 04‐37061324  hsu0114@gmail.com  僅供諮詢 

305 桑銘忠 男 牛津法律事務所 律師 
04‐22221333/  0926‐
149369 

oxford.lawfirm@msa.hinet.net  一之一 

306 翁怡珮 女 新北市私立樹人家商 輔導組長 2687‐0391*171  oldchen0106@yahoo.com.tw  二-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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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翁政興 男 長庚科技大學 

副教授兼嘉義分

部通識教育學科

召集人 

05‐3628800#2539 或

2547 
chweng@mail.cgust.edu.tw  二之八 

308 翁雅玲 女 國立臺北大學 專員 (02)86741111*66025  yaling@gm.ntpu.edu.tw  二之十一 

309 翁瑜璘 女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講師(本校性平會

委員) 
03‐9897396 ext.112  ylweng@smc.edu.tw  二之十三 

310 翁肇偉 男 國立臺南高商 專任教師 06‐2657049  airkey1107@hotmail.com  二-五（五） 

311 翁櫻芬 女 崑山科技大學 性平會承辦人 06‐2050245  ing6868@mail.ksu.edu.tw  二之十一 

312 袁世禮 男 國立中山大學 秘書 07‐5252000#2201  nsysuid@mail.nsysu.edu.tw  二之十一 

313 高妙芬 女 國立竹南高中 護理師 037‐476855 分機 417  windy@webmail.cnsh.mlc.edu.tw  二之十四 

314 高志瀚 男 國立金門大學 副教授 082‐313515  al@nqu.edu.tw  二之十一 

315 高泉元 男 國立臺東大學 軍訓教官 08‐9517364  herojeff0218@gmail.com  二之十五 

316 高員仙 女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專任講師 02‐24372093#245  kaoyuan@ems.cku.edu.tw  二之十 

317 高悅慈 女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輔導員 08‐7220089  akaoyz@gmail.com  二之十一 

318 高琦玲 女 德霖科技大學 副教授 （02）2273‐3567 #148  kau7503@mail.dlit.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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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高瑞蓮 女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 
承辦人員 02‐77367823    僅供諮詢 

320 高筠善 女 辰信法律事務所 律師助理 03‐3015888  kmss777.tw@yahoo.com.tw  二之十三 

321 高憶婷 女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02‐28250133  eating0401@gmail.com  二之十三 

322 張文耀 男 
成功大學心理健康與諮商

輔導組 
心理師 06‐2757575 ext 50330  gustav@mail.ncku.edu.tw  二之八 

323 張木雄 男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學務處體育組長 0930‐072229  Mon.chang@whs.tc.edu.tw  二之十七 

324 張永政 男 國立體育大學 
副教授兼師培中

心主位 
0925‐366179  cychen@ntsu.edu.tw  二之十三 

325 張如穎 男 
如穎心理成長中心心理治

療所 
臨床心理師 04‐22282220  ru.yin@msa.hinet.net  二之七 

326 張育嘉 女 台北市立復興高中 專任輔導教師 02‐28914131#514  ikuka@livemail.tw  二-五（三） 

327 張育甄 女 大葉大學 組員 048511888 分機 1004  seasad29@mail.dyu.edu.tw  二之十三 

328 張貝萍 女 慈惠醫專 幼保科主任 08‐8647367*291  paiping@gmail.com  二之六 

329 張佳穎 女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學生

事務處 
薦任九職等秘書 02‐227221811353  koomi@ntua.edu.tw  二之十三 

330 張其清 男 新北市立新北高工 教務主任 02‐22612483#40  40@ntvs.ntpc.edu.tw 
二-五（一） 

331 張明璇 女 
致理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

心 
組員 (02)66215550  mingshuan@mail.chihlee.edu.tw  二之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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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張松年 男 國立宜蘭大學 講師 
03‐9317935 
0929942681 

snchang@niu.edu.tw  
二之三 

333 張治遙 男 南台科技大學 副教授 06‐2533131 轉 8206  changcy@sutst.edu.tw  二之十一 

334 張芬茹 女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

技大學 
技士 04‐24961100#7109  fen@mail.hust.edu.tw  二之十一 

335 張金蓮 女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學生

事務處 
學務處秘書 (05)5342601#2301  changcli@yuntech.edu.tw  二之二 

336 張映 女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護理科助理教授 037‐730937  c.y1885@yahoo.com.tw  二之四 

337 張皆欣 男 國立金門農工職業學校 科主任 082‐333508#626  peter0846@gmail.com  二之十四 

338 張秋蘭 女 大葉大學 助理教授 048511888 分機 1240  w0466@mail.dyu.edu.tw  二之十三 

339 張容碩 女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社工系講師兼任

心輔組組長 
05‐3622889  轉 360  shuo44@mail.toko.edu.tw  二之八 

340 張婉娟 女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生事

務處 
約用行政人員 (02)27321104 轉 82044  shirley@tea.ntue.edu.tw  二之十三 

341 張捷安 女 群業法律事務所 資深合夥律師 04‐22270055  e188611@yahoo.com.tw  二之七 

342 張淑君 女 國立彰化高中 教師 04‐7222121*36505  csc728952100@gmail.com  二之十五 

343 張淳翔 男 中國科技大學 副教授 (02)29313416 ex.1451  chchang@cute.edu.tw  二之十三 

344 張清宗 男 致用高級中學 專任輔導教師 (04)26872354#641  chingwind@gmail.com  二-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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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張博超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副教授兼造船及

海洋工程系系主

任 

07‐3617141#3412  bcchang@webmail.nkmu.edu.tw  二之二 

346 張惠真 女 台中市私立新民高中 輔導教師 04‐22334105#6330  H1141@shinmin.tc.edu.tw  二-五（二） 

347 張惠智 女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訓導處組長       二之十 

348 張惠琴 女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理

系 
講師 04‐27016855*2272  chin518@ocu.edu.tw  二之十三 

349 張智銘 男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

技大學 
人事室主任 03‐8572158#2350  per00@tcust.edu.tw  二之三 

350 張菊芬 女 台中市明德中學 專任教師 0987‐650065  tony881020@mdhs.tc.edu.tw  
二-五（五） 

351 張雅琪 女 國立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導師 03‐6676639  keykao@nhs.hcc.edu.tw  二-五（五） 

352 張雯玲 女 國立屏東大學 專門委員 (08)7663800 轉 10201  eileen@mail.nptu.edu.tw  二之十一 

353 張瑛玿 女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助理教授 06‐2785123*4101  jenny757@ms29.hinet.net  二之八 

354 張鈺珮 女 輔英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937‐310632  OL015@fy.edu.tw  二之八 

355 張嘉玲 女 實踐大學 輔導員 2538‐1111 分機 3619  chia‐lin@g2.usc.edu.tw  二之十三 

356 張碧玉 女 中臺科技大學 組長 04‐22391647 轉 8110  byjang@ctust.edu.tw  二之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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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張銘湄 女 新生醫護管理職專科學校 專任講師 03‐4117578‐510  x00766@hsc.edu.tw  二之十三 

358 張韶砡 女 亞東技術學院 諮商心理師 02‐77380800#1361  fx048@mail.oit.edu.tw  二之十一 

359 張慧美 女 
文藻外語大學通識教育中

心 

講師（升等中）

兼諮輔中心主任
07‐3426031 轉 2271  79013@mail.wzu.edu.tw  二之十 

360 張燕鵲 女 
私立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

校 
教師 049‐2553109  c58930@yahoo.com.tw  二之十四 

361 張蕙珠 女 東南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系主任 0937‐855261  hcchang@mail.tnu.edu.tw  二之八 

362 張雙華 女 張雙華律師事務所 律師 02‐23921031  grace.chang53@msa.hinet.net  一之二 

363 張麗君 女 
國立陽明大學心理諮商中

心 
諮商心理師 02‐28267000#2001  jiun@ym.edu.tw  二之七 

364 張麗君 女 明志科技大學 學務長 02‐29089899  lcchang@mail.mcut.edu.tw  二之九 

365 張馨文 女 玄奘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03‐5302255 轉 5222  hsinwen@hcu.edu.tw  二之十 

366 張鐸嚴 男 國立空中大學 主任秘書 02‐2282‐9355  dwoyan@mail.nou.edu.tw  二之四 

367 曹玫蓉 女 成功大學性平會暨心輔組 性平會副執秘 06‐2757575‐50325  meitsao@mail.ncku.edu.tw  二之六 

368 梁文俐 女 臺北醫學大學藥學系 副教授 0910‐179876  wenlee@tmu.edu.tw  二之十 

369 梁育誠 男 
嘉南藥理大學(資訊多媒

體系) 
講師 06‐2667911 轉 5709  ycliang@mail.cnu.edu.tw  二之十三 



31 
 

370 梁復興 男 
新北市私立復興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 
秘書 02‐29224569  affairs@mail.fhvs.ntpc.edu.tw  二-五（二） 

371 梁麗珍 女 嶺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副教授 0929‐648815  li‐jeng@teamail.ltu.edu.tw  二之十 

372 莊文庭 女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0919‐220088  wentingwhsh@gmail.com  二-五（三） 

373 莊妙雪 女 
嘉義縣私立協志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主任 05‐2264264 轉 218  miawsheue@msa.ccivs.cyc.edu.tw  二之十四 

374 莊佩芬 女 國立臺東大學教育系 助理教授 0911‐739545  siraya@nttu.edu.tw  二之二 

375 莊宗憲 男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秘書 049‐2910960‐2102  thchuang@ncnu.edu.tw  二之四 

376 莊怡俐 女 
真理大學秘書室校友與公

共關係組 
組員 02‐26212121#1095  au1828@mail.au.edu.tw  二之十一 

377 莊芳濱 男 南開科技大學 
講師兼秘書室綜

合業務組組長 
0910‐568062  chuang@nkut.edu.tw  二之十 

378 莊美盈 女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英文講師 4117578‐270  cathy305@hotmail.com  二之十三 

379 莊琬琳 女 東吳大學 
校友服務暨資原

拓展中心主任 
(02) 28819471#5431  cwl@scu.edu.tw  二之十三 

380 許文孄 女 國立中正大學 秘書 05‐2720411 轉 10201  admwlh@ccu.edu.tw  二之十一 

381 許弘憲 男 臺中市立啟明學校 學務主任 04‐25562126#1301  patricktnt@cmsb.tc.edu.tw  二之十二 

382 許先媜 女 國立臺東高中 導師 0922‐684034  sweetdddy@gmail.com  二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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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許安邦 男 
國立清華大學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總務處 
顧問 03‐5731088  absheu@mx.nthu.edu.tw 

二之四 

384 許伶楓 女 
國立陽明大學心理諮商中

心 

諮商心理師(專案

專員) 
(02)2826700#2026  lfhsu2@gmail.com  二之十 

385 許育菁 女 
大同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

心 
主任 0933‐626657  yujin@ms2.ttc.edu.tw  二之四 

386 許佩惠 女 國立桃園啟智學校 總務主任 03‐3647099*230  smallmather@mail.tsad.tyc.edu.tw  二-五（五） 

387 許唐敏 男 國立桃園啟智學校 校長 03‐3647099*200  stm19720825@yahoo.com.tw  二-五（五） 

388 許峰益 男 樂活育幼院 生活輔導員 0919‐132490  610083002@gms.ndhu.edu.tw  二之十三 

389 許純昌 男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專任幹事 
04‐7232105 分機 1040  chandlerhsu@gmail.com  二之十三 

390 許惠君 女 恩平律師事務所 律師 03‐3582186  vicky.hc.hsu@gmail.com  二之十三 

391 許菊芸 女 
陽明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

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商業經營科主任 06‐6901190#22  jearshu@gmail.com  二之十二 

392 許雅秀 女 明道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中

心主任 
04‐8876660‐1211  yahsiu@mdu.edu.tw  二之十三 

393 許雅雯 女 慈明高中 輔導組長 04‐22713911#252  b89305237@yahoo.com.tw  二-五（三） 

394 許雅鈴 女 桃園市六和高中 輔導教師 0933‐579315  winnie690517@yahoo.com.tw  二-五（二） 



33 
 

395 許瑋倫 女 馬偕醫學院 辦事員 2636‐0303#1113  layla0914@mmc.edu.tw  二之十三 

396 許瑞其 男 國立雲林特殊教育學校 專任教師 05‐5969241  ccolor_tw@yahoo.com.tw  二-五（二） 

397 許絹屏 女 
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學務主任 03‐9512875*301  christina0131@gmail.com  二之十七 

398 許瑰琦 女 國立基隆海事職業學校 教師 02‐24633655#371  kueichyi@yahoo.com.tw  二-五（五） 

399 許禎元 女 國立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導師 05‐2858549#654  z182@mail.cy.edu.tw  二-五（五） 

400 許瑩劭 女 國立曾文農工 特教教師 0912‐317788  wishcloud@gmail.com  二-五（五） 

401 許樹全 男 
高雄縣私立高苑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進修部主任 07‐6124129  hsussc@yahoo.com.tw  二之十五 

402 許鶯珠 女 國立交通大學諮商中心 副教授 03‐5712121*51315  ingju@cc.nctu.edu.tw  二之六 

403 連約瑟 男 國立西螺農工 專任輔導教師 0937‐265411  previa3638745@gmail.com  二之十四 

404 郭大海 男 育達科技大學軍訓室 校安人員 0977‐107023  sum482@yahoo.com.tw  二-五（五） 

405 郭明惠 女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附屬餐

旅高級中等學校 
專任輔導教師 07‐8060705‐42  agathakuo@mail.nkuht.edu.tw  二之十七 

406 郭俊豪 男 大同技術學院/性平委員 助理教授 0913‐059358  gjh12345@ms2.ttc.edu.tw  二之十 

407 郭品禎 女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037‐476855  sforzak@gmail.com 
二-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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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郭洪國雄 男 
樹德科技大學人類性學研

究所 
助理教授 07‐6158000 轉 4409  kuoshung@stu.edu.tw  二之六 

409 郭秋君 女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

私立慈濟高級中學 
專任教師 06‐2932323＃372  celinekuo2000@yahoo.com.tw  二之十二 

410 郭美祺 女 國立成功大學 秘書 06‐2757575#53005  z9509002@email.ncku.edu.tw  二之十一 

411 郭軒仲 男 慈惠醫護管理專校 講師 0928‐275848  guosj0522@gmail.com  二之十三 

412 郭淑君 女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諮商心理師 02‐24622192*1199  vickie@ntou.edu.tw  二之十一 

413 郭葉珍 女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副教授 0975‐525592  kuoyeh@tea.ntue.edu.tw  二之六 

414 郭達勳 男 國立嘉義高工 退休教師 06‐6324010  kuo0127@gmail.com  二-五（四） 

415 郭碧娥 女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

屏榮高級中學 
輔導教師 087223409*5  bill8704077@yahoo.com.tw  二之十四 

416 郭德田 男 馥詠德章法律事務所 律師 227087739  seankuolawyer@gmail.com  二之十三 

417 郭璞真 女 長榮大學人事室 組員 06‐2785123 分機 1084  carol@mail.cjcu.edu.tw  
二之十四 

418 郭麗安 女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 
教授 04‐7244744  lakuo@cc.ncue.edu.tw   一之一 

419 陳文玲 女 國立北科附工 專任輔導教師 03‐3373745  wenling219@yahoo.com.tw  二-五（二） 

420 陳文燕 女 
國立花蓮女子高級中學教

務處 

公民與社會科專

任教師 
03‐8321202#170  yen@mail.hlgs.hlc.edu.tw  二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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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陳永振 男 臺中市立啟聰學校 心理諮商師 04‐23589577  xcv168@yahoo.com.tw  二之五 

422 陳玉純 女 待業休養中 待業休養中 07‐3868130  g970304@gmail.com  二之十一 

423 陳立賢 男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專任助理教授 02‐22191131 ext 6986  heinzchen@ctcn.edu.tw  二之十六 

424 陳宏仁 男 靜宜大學 技士 04‐26328001  hrchen@pu.edu.tw  二之十三 

425 陳志標 男 僑光科技大學 講師 04‐27016855#7635  cpchen@ocu.edu.tw  二之四 

426 陳志霖 男 明志科技大學 講師 02‐29089899  clchen@mail.mcut.edu.tw  二之九 

427 陳秀峯 女 長榮大學 副教授 06‐2224885  sirayachen@yahoo.com.tw  一之二 

428 陳幸只 女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輔導員 0913‐888003  chih2003@npust.edu.tw  二之十 

429 陳怡均 女 理紳法律事務所 律師 (02)2314‐2099  ichun6.chen@gmail.com  二之七 

430 陳怡均 女 
中興大學學務處健康及諮

商中心 

資源教室輔導老

師 
04‐2284‐0241*24  ichun@nchu.edu.tw  二之十三 

431 陳昀昀 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講師 06‐2532106#5016  t00021@mail.tut.edu.tw  二之八 

432 陳昀鑫 女 育達高中 專任兼導師 03‐4934101  nicerairy0218@gmail.com  二之十二 

433 陳昌霖 男 
國立宜蘭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進修部主任 03‐9384147＃600  s8831108@gmail.com  二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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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陳金燕 女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 
教授 04‐7232105*2117  gucychen@cc.ncue.edu.tw  一之一 

435 陳俊煌 男 國立員林高中 總務主任 04‐8320364#401  junfun@mail.ylsh.chc.edu.tw  二之十四 

436 陳俊銘 男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特教組長 06‐2322131#308  jiuminchenster@gmail.com  二之十七 

437 陳冠華 女 國立北斗家商 專任輔導教師 04‐8882224#502  raalyhua@pthc.chc.edu.tw  二之十二 

438 陳奕君 女 
蘭陽技術學院健康休閒管

理系 
講師 03‐9771997 #813  jiun@sgms.fit.edu.tw  二之十三 

439 陳姚萍 女 國立彰師附工 健康與護理教師 無  Pins1217@sivs.chc.edu.tw  二之十二 

440 陳威銓 男 國立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輔導主任 05‐2858549‐500  wekan0@yahoo.com.tw  二之四 

441 陳宣萱 女 杏和醫院 專員 832769947  tina680501@gmail.com  二之九 

442 陳建良 男 國立宜蘭特殊教育學校 教學組長 03‐9509788*113  canoe0707@gmail.com 
二之十二 

443 陳彥杏 女 國立玉里高中 時尚造型科主任 03‐8886171#511  tea030@ylsh.hlc.edu.tw  
二-五（四） 

444 陳彥銘 男 淡江大學 約聘行政人員 0986‐190911  ggyymail@gmail.com  二之十三 

445 陳昭吟 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秘書室
行政組組長兼講

師 
06‐2535642  s00089@mail.tut.edu.tw  二之八 

446 陳秋媛 女 輔仁大學學務處生輔組 組員 02‐29053103  029559@mail.fju.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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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陳秋蓉 女 東吳高職 教學組長 05‐2246161#301  rong@dwvs.cy.edu.tw  二-五（四） 

448 陳美玲 女 中臺科技大學 組員 04‐22391647 轉 3986  mlchen1@ctust.edu.tw  二之十一 

449 陳美玲 女 文藻外語大學 
資源教室輔導人

員 

07‐3426031 轉 2277 
0937‐623396 

95165@mail.wzu.edu.tw 
二之二 

450 陳美璊 女 國立宜蘭高中 輔導主任 03‐9355503  chenmeimen@gmail.com  二-五（三） 

451 陳衍源 男 台中市立啟明學校 職能治療師 0425562126‐1109  0938889733@yahoo.com.tw  二之十五 

452 陳郁庭 女 嘉南藥理大學(學綜組) 約聘人員 06‐2664911 轉 1209  lala1127@mail.cnu.edu.tw  二之十三 

453 陳家欣 女 
臺北市私立喬治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註冊組長 27386515*232  star69@tp.edu.tw  二-五（五） 

454 陳恕慧 女 國立台南女中 教師 0911‐322642  shuhui620@gmail.com  二-五（五） 

455 陳素珠 女 南開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49‐2563489  t055@nkut.edu.tw  二之十六 

456 陳素真 女 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專職約聘心理師 (02)2905‐3003  095143@mail.fju.edu.tw  二之十三 

457 陳迺葒 女 長庚科技大學 組長、講師 0953‐861405  nhchen@gw.cgust.edu.tw  二之十一 

458 陳淑華 女 國立羅東高工 導師 39514196  chenshua@ltivs.ilc.edu.tw  二之十二 

459 陳淑雲 女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助理教授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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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陳清華 女 國立聯合大學 行政組員 037‐382121  chinghug@nuu.edu.tw  二之四 

461 陳紹聖 男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講師、組長 (02)2660‐5563‐5215  bob@ctcn.edu.tw  二之十三 

462 陳莉榛 女 
東南科技大學-通識教育

中心 

副教授兼學生諮

商中心主任 
02‐86625853  lcchen22002@gmail.com  二之四 

463 陳連興 男 國立竹山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049‐2643344 轉 120  cs20086@gm.cshs.ntct.edu.tw  二之十七 

464 陳勝吉 男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組員       二之十一 

465 陳斐虹 女 朝陽科技大學 教授 (04)23323000#7694    二之二 

466 陳朝政 男 國立善化高級中學 主任教官 06‐5834273  jacktp6@yahoo.com.tw  二之十七 

467 陳閔華 女 
國立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

校 
輔導主任 08‐8662726#321  neuvemin@gmail.com  二之十五 

468 陳隆天 女 牛津法律事務所 律師  
04‐22221333/  0926‐
149971 

oxford.lawfirm@msa.hinet.net  一之一 

469 陳瑞文 男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教官 037‐470177  a584r@webmail.cnsh.mlc.edu.tw  二之十四 

470 陳筠昀 女 義守大學 資管系 副教授 (07)657‐7711#6569  lisachen@isu.edu.tw  二之九 

471 陳筱嵐 女 國立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實習復健組長 049‐2390773‐204  ntss315@ntss.ntct.edu.tw  二-五（五） 

472 陳葳菕 女 豫達法律事務所 律師 04‐22625525  weilun.chen413@msa.hinet.net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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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陳嘉雯 女 
國立苗栗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專任輔導教師 0953‐709568  mlvs514@mlvs.mlc.edu.tw  二之十二 

474 陳碧霞 女 
新竹市私立磐石高級中學

學務處 
學務主任 03‐5223946#220  chen_P_S_0917@yahoo.com.tw  二之十二 

475 陳肇華 男 淡江大學 學輔人員 0952‐999839  137880@mail.tku.edu.tw  二之十一 

476 陳儀頻 女 
國立台南高級海事水產職

業學校 
資源班導師 06‐3910772#182  intense713@hotmail.com  二-五（五） 

477 陳慧玲 女 康寧大學 講師 02‐26321181 *230  hlchen@ukn.edu.tw  二之八 

478 陳慧玲 女 
東南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

心 
副教授 0918‐912970  5667dh@gmail.com  二之九 

479 陳震齊 男 新竹縣自強國中 專任輔導教師 03‐5103291#143  blackro1979@yahoo.com.tw  二-五（四） 

480 陳學驊 男 
陳學驊律師事務所主持律

師 
律師 02‐27060255  nergalchen@gmail.com  二之七 

481 陳靜欣 女 國立中興大學學生事務處 行政組員 04‐2284‐0610  snoopy@nchu.edu.tw  二之三 

482 陳瞻吾 女 中原大學 性平會助理 03‐2652127  ch8665@cycu.edu.tw  二之十三 

483 陳韻如 女 國立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校長 0918‐271287  alice00828@yahoo.com.tw  二-五（三） 

484 陳麗文 女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教務組長       二之十 

485 陳麗真 女 南亞技術學院 助理教授 03‐4361070ext8604  LCHEN@nanya.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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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陳寶雲 女 
雲林縣私立大成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 
專業教師 05‐6322534  lusycy@yahoo.com.tw  二-五（五） 

487 陳龔聲 男 國立鳳山高中 校長 07‐7990559  sa0125.tw@yahoo.com.tw  二之十五 

488 陳觀彬 男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

護管理專科學校 
助理教授 28584180  s322@eip.mkc.edu.tw  二之九 

489 陸啟超 男 僑光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4‐27016855#2186  chichao@ocu.edu.tw  二之六 

490 傅琇悅 女 
國立中央大學學務處諮商

輔導中心 
專任諮商心理師 03‐422‐7151*57263  yuehfu@cc.ncu.edu.tw  二之十三 

491 喬虹 女 亞洲大學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04‐23323456#20010  chiao@asia.edu.tw  二之十一 

492 彭于凌 女 國立聯合大學 行政組員 037‐381041  mylene@nuu.edu.tw  二之十一 

493 彭明玲 女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護理系講師兼研

發處就輔組組長
02‐24372093#611  mlperng@ems.cku.edu.tw  二之三 

494 彭昕鋐 男 
國立苗栗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教師兼總務主任 037‐356001‐311  oppenheim@mlvs.mlc.edu.tw  二-五（四） 

495 彭武德 男 高雄醫學大學 
助理教授兼心輔

組組長 

07‐3217997#809 
0987‐029548 

pengbrian@gmail.com  
二之八 

496 彭芯俞 女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護理師 37605515  mxx1151@gmail.com  二之十一 

497 彭美珠 女 雲林縣私立福智高中 教師 55828222  jjmeichupeng@gmail.com  二之十二 

498 彭惠敏 女 
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

級中學 
護理師 089‐383629  0922415614@yahoo.com.tw  二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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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曾玉桂 女 國立雲林特殊教育學校 
專任教師兼任輔

導組長 
05‐5969241  springtseng889@gmail.com  二-五（五） 

500 曾芝煜 女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行銷與

流通管理系 
講師 02‐28927154e    ext8802 cytseng@ml.tpcu.edu.tw  二之十三 

501 曾建城 男 國立鹿港高級中學 教師兼秘書 04‐7772403#102  latrary@mail.lksh.chc.edu.tw  二之十五 

502 曾春惠 女 遠東科技大學 辦事員 06‐5979566#7272  Jann520910@mail.feu.edu.tw  二之十一 

503 曾郁純 女 屏東高工輔導室 專任教師 08‐7523781#253  kamet1206@yahoo.com.tw  二-五（四） 

504 曾國正 男 國立屏北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08‐7937493 轉 530  tseng27@ppsh.ptc.edu.tw  二之十四 

505 曾淑華 女 國立苑裡高中 輔導主任 037‐868680*400  tbbann@ylsh.mlc.edu.tw  二-五（五） 

506 曾靜瑜 女 台中市立清水高中 導師 04‐26222116#841  chingyu210@gmail.com  二-五（四） 

507 曾麗娟 女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副教授兼諮商心

理學系主任 
0910‐849938  tsenglc0723@gmail.com  二之四 

508 温宗鎮 男 苗栗縣私立建臺高級中學 人事主任 037‐266369  ccw0505@yahoo.com.tw  二之十四 

509 游美惠 女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

育研究所 
教授 07‐7172930 *2012、2014 meiyou@nknu.edu.tw  一之一 

510 游淑婉 女 國立基隆商工 輔導教師 (02)24567126*207  t3033@klcivs.kl.edu.tw  二-五（四） 

511 游曉佩 女 朝陽科技大學 副人力資源長 04‐23323000#3022  yuspay@cyut.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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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游雙毓 女 常春藤高中 教學組長 04‐25395066‐113  ysy04109@yahoo.com.tw  二之十七 

513 程千芳 女 長榮大學健康心理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0920‐579516  Anna94@mail.cjcu.edu.tw  二之八 

514 費婕婷 女 國立台北商業大學 
學務處心理諮詢

組諮商心理師 
02‐23226102  kelly57371@gmail.com  二之十一 

515 閔肖蔓 女 
國立中央大學學務處諮商

輔導中心 
專任心理諮商師 03‐4227151*57263  rosana@ncu.edu.tw  二之八 

516 隋杜卿 男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主任秘書 02‐24372093#107  dcswei@ems.cku.edu.tw  二之四 

517 黃乙軒 男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 
承辦人員 02‐77367819    僅供諮詢 

518 黃小玲 女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心

理諮商中心 
講師兼輔導老師 03‐4117578 分機 371  sheaulia@hsc.edu.tw  

二之八 

519 黃仁芬 女 吳鳳科技大學 系主任/助理教授 0933‐601321  hjf@wfu.edu.tw  二之八 

520 黃仕勳 男 晟勳法律事務所 律師 04‐22216537  hsunwen570628@gmail.com  二之十三 

521 黃玉幸 女 正修科技大學 副教授 0931‐315087  tswing@gmail.com  二之十 

522 黃育玲 女 黃育玲律師事務所 執業律師 0973‐398633  ulin170@yahoo.com.tw  
一之一 

523 黃宗慈 女 東吳大學 
健康暨諮商中心

輔導員 
0928‐231237  tthuang@scu.edu.tw  二之三 

524 黃承啟 男 嶺東科技大學 
財經法律研究所

副教授 
0937‐246870  barbri@seed.net.tw  二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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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黃泠秀 女 東吳大學 
健康暨諮商中心

輔導員 
(02) 28819471#7543  lingtsai@scu.edu.tw  二之十三 

526 黃芬鈴 男 大慶商工 代理老師 0985‐935409  n525354@yahoo.com.tw  二之十三 

527 黃金鈴 女 大德工商 組長 05‐5970977#112  itright100@yahoo.com.tw  二-五（五） 

528 黃思萍 女 國立中山大學 行政助理 07‐5252200  szuping@mail.nsysu.edu.tw  二之十一 

529 黃若臻 女 東海大學人事室 專員 04‐23590121‐28306  meiling@thu.edu.tw  二之十三 

530 黃素惠 女 中華大學 教授 03‐5186620  suhui@chu.edu.tw  二之十一 

531 黃培雯 女 中山工商 輔導主任 07‐7815311‐135  0820811@mail.csic.khc.edu.tw  二-五（四） 

532 黃培瑜 女 國立臺南啟智學校 專任教師 0939‐576111  yveen1965@gmail.com  二-五（五） 

533 黃淑玲 女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系 教授 04‐24730022*12301  shuling@csmu.edu.tw  一之二 

534 黃淑惠 女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專員 04‐22183370  sunnyhuang@gm.ntcu.edu.tw  二之十一 

535 黃惠菊 女 國立金門大學 事務組組長 082‐313361  loc@email.nqu.edu.tw  二之十三 

536 黃惠慈 女 南台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918581178  dagmar@stust.edu.tw  二之十一 

537 黃景珩 女 
國立中央大學學務處諮商

輔導中心 
專任心理諮商師 03‐422‐7151*57263  annieh@cc.ncu.edu.tw  二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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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黃棋甄 女 國立臺南啟智學校 實習組長 0912‐552976  carolyn8089@gmail.com  二之十七 

539 黃琴雅 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講師 0958‐680082  t10043@mail.tut.edu.tw  
二之八 

540 黃舒薇 女 臺北市立大學 組員 23113042  ci‐suvi@utaipei.edu.tw  二之十三 

541 黃雅文 女 
逢甲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

學系 
副教授 04‐24517250 Ext.4108  ywhwang@fcu.edu.tw  二之十三 

542 黃雅芬 女 臺中市青年高中 教師 04 ‐24954181#711  yf0419@gm.youth.tc.edu.tw  二-五（五） 

543 黃意婷 女 修平科技大學 組員 04‐24961100#7110  julie@mail.hust.edu.tw  二之十三 

544 黃暐婷 女 
樹德科技大學諮商與特教

資源中心 
心理師 0928‐922707  hwt97@stu.edu.tw  二之十 

545 黃楷翔 男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南部辦

公室、芯耕圓心理諮商

所、 樹德科技大學 

主任、心理師、

講師 
0953‐308716  iamkhh@gmail.com  二之十一 

546 黃瑞宜 女 玄奘大學 法律學系 副教授 0918‐655497  zuigiko@hcu.edu.tw  二之十一 

547 黃竫棻 女 岡山農工 護理師 07‐6217129#216  v074@mail.ksvs.khc.edu.tw  二-五（五） 

548 黃靖雅 女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

理大學 
組員 06‐2664911 轉 1205  box145@mail.cnu.edu.tw  二之十一 

549 黃銘琚 女 私立文興高中 教師 04‐8323579  mchu@hshs.chc.edu.tw  二-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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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黃慧美 女 長庚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組長 032118999‐5868  jullie0130@gmail.com  二之十三 

551 黃燕玲 女 大同技術學院 輔導老師 05‐2223124 轉 315  linda880941@ms2.ttc.edu  二之十三 

552 黃燕馨 女 長榮大學 大傳系 助理教授 
0930875750  /  06‐
2785123#4110 

angelina@mail.cjcu.edu.tw  二之八 

553 黃瓊婷 女 台灣首府大學 心輔組組長 06‐5718888 轉 563  backey@tsu.edu.tw  二之十 

554 黃麗分 女 靜宜大學 助理教授 0938‐535356  LFHuang@pu.edu.tw  二之六 

555 黃麗君 女 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 常務理事 0920‐503536  Ljune2814@gmail.com  二之四 

556 黃麗娟 女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輔導主任 

04‐7697021#330 
0928‐979768 

alice23as@yahoo.com.tw  二-五（二） 

557 黃齡瑩 女 慈惠醫專 學輔中心主任 08‐8647367*120  lin641022@yahoo.cccom.tw  二之十 

558 黃囇莉 女 國立台灣大學心理系 教授 02‐33663077  lilihuang@ntu.edu.tw   一之一 

559 楊天燕 女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衛生保健組護理

師 
02‐24372093#341  health@ems.cku.edu.tw  二之十三 

560 楊心蕙 女 前新北市校長 校長 0960‐025199  sunny3811@gmail.com  一之一 

561 楊文河 男 桃園市大興高中 學務住任 03‐3862330‐34  yosa0730@yahoo.com.tw  二之十七 

562 楊文蘭 女 朝陽科技大學 稽核長 04‐2332‐3000#3501  tellay@cyut.edu.tw  二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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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楊孟容 女 
國立體育大學學務處諮商

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03)3283201 分機 1301  meng@ntsu.edu.tw  二之四 

564 楊季華 女 靜宜大學 組員 0910‐502700  jhyang@pu.edu.tw  二之二 

565 楊宗桓 男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館員 0912‐529959  thy@mail.hsc.edu.tw  二之九 

566 楊芳梅 女 國立斗六家商 輔導教師 0910‐592523  liu8596@gmail.com  二之十二 

567 楊淑如 女 國立台南大學學務處 組員 06‐2133111 轉 367  anita@mail.nutn.edu.tw  二之九 

568 楊淑昭 女 
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

校 
輔導組長 05‐2246161*111  tina@dwvs.cy.edu.tw  二之十四 

569 楊淑敏 女 
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退休） 
      yumy@ms.ltcvs.ilc.edu.tw 

二-五（四） 

570 楊晴惠 女 長庚科技大學護理系(科)
講師兼任性平會

副執秘 
(03)211‐8999#3406  chyang@gw.cgust.edu.tw  二之十一 

571 楊朝安 男 國立成功大學 組長 06‐2757575‐50881  z10007056@email.ncku.edu.tw  二之十六 

572 楊紫璿 女 雲林縣私立福智高級中學 生輔組長 05‐5828222‐6422  shyuan34@gmail.com  二之十七 

573 楊雅妃 女 國立彰化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04‐7222121#31001  yafei@chsh.chc.edu.tw  二之十四 

574 楊雅雯 女 
國立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

中 
輔導組長 03‐4932181#51  yywy@clhs.tyc.edu.tw  二-五（四） 

575 楊碩文 女 
臺中市立東勢工業高級中

等學校-進修部 
專任輔導教師 04‐25872136#281  smallq0926@gmail.com  二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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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楊鳳平 女 長庚大學 
組長(校長室管理

二組) 
03‐2118800#5178  yangng@mail.cgu.edu.tw  二之十三 

577 楊慧真 女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主

任 
(02)26585801#2230  hjyang@takming.edu.tw  二之九 

578 楊靜玫 女 國立基隆特殊教育學校 社會工作師 02‐24526332  amyyang30@hotmail.com  二-五（五） 

579 楊懿淑 女 大葉大學 兼任副教授 04‐26326336  joanna0749@gmail.com  二之一 

580 溫宗鎮 男 私立建臺高中 人事主任 0933‐458832  Ccw0505@yahoo.com.tw  二之十四 

581 溫媺玫 女 嶺東科技大學 講師兼輔導老師 0952‐696502  wen4281@yahoo.com.tw  二之六 

582 萬怡灼 女 國立中央大學學務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行政專員 
03‐422‐71514*57268  yichowan@gmail.com  二之十一 

583 葉東茂 男 花蓮縣私立海星高級中學 總務主任 03‐8242580  yehtm@smhs.hlc.edu.tw  二之十四 

584 葉姵君 女 國立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代理專任教師 05‐2858549  peichuntea@gmail.com  二之十四 

585 葉倩亨 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6‐2427783  t00246@mail.tut.edu.tw  二之八 

586 葉筱楓 女 臺中私立僑泰高級中學 校務主任 04‐24063936 #150  rock@ctas.tc.edu.tw  二之十五 

587 葉德蘭 女 
國立台灣大學文學院外國

語文學系 
教授 02‐33663148  theresay@ntu.edu.tw  一之二 

588 葛蕙容 女 國立玉里高中 教師 03‐8886171#721  modx3219@yahoo.com.tw 
二-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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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 董俞伯 男 辰信法律事務所 主持律師 03‐3015888  tunglaw555@yahoo.com.tw  二之十三 

590 詹正婷 女 宜蘭縣私立慧燈中學 專任教師 03‐9220627  Carisachan2001@yahoo.com.tw  
二之十二 

591 詹前威 男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

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二校區主任 03‐3796996  vincent@imss.hshs.tyc.edu.tw  二之十七 

592 詹素珠 女 台中市立清水高中 輔導主任 04‐26222116#611  suchu@mail.cshs.tc.edu.tw  二-五（一） 

593 詹雅竹 女 國立臺中啟聰學校 導師   livechu@yahoo.com.tw  二-五（五） 

594 鄒翊宸 女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

文書組 
工友 

(02)2462‐2192分機

2107 
pamela@mail.ntou.edu.tw  二之九 

595 鄔佩麗 女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理與輔導學系 
教授 (02)7734‐3775  t05017@ntnu.edu.tw  一之一 

596 靳淳𧃙 女 台南市港明高中 合格專任教師 06‐7952025  marida@mail.kmsh.tn.edu.tw  二之十二 

597 廖玉玲 女 逢甲大學註冊課務組 組員 04‐24517250 Ext.2129  ylliao@fcuoa.fcu.edu.tw  二之九 

598 廖先豪 男 市立豐原高中 專任教師 0932‐862337  annkokhao@gmail.com  二之十五 

599 廖芳娟 女 國立虎尾農工 退休教師 0919‐699019  fjliao0215@yahoo.com.tw  二-五（四） 

600 廖珮如 女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

育中心 
助理教授 08‐7703202‐7259  r.pei.liao@gmail.com  二之十一 

601 廖偉志 男 國立後壁高中 生活輔導組組長 06‐6872431  james400832@gmail.com  二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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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廖敏伊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秘書室約聘行政

助理 
07‐3617141#2012  minyi@webmail.nkmu.edu.tw  二之十一 

603 廖梨君 女 朝陽科技大學資工系 助理教授 04‐23323000‐4883  lcliao@cyut.edu.tw  二之十 

604 廖淑如 女 南亞技術學院 秘書室專員 03‐4361070#1407  espan90@yahoo.com.tw  二之八 

605 廖惠君 女 
南開科技大學(休閒事業

管理系) 
辦事員 049‐2563489#2913  flora@nkut.edu.tw  二之八 

606 廖朝財 男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

物技術系 
副教授 04‐22391647#7056  ctliao@ctust.edu.tw  二之六 

607 廖逸貞 女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教師 03‐8572823  ycliao@mail.tcu.edu.tw  二-五（五） 

608 廖鳳蓮 女 國立彰化高級中學 人事室主任 04‐7222121‐39101  fenglian580301@gmail.com  二之十五 

609 廖緩宙 女 靜宜大學圖書館典閱組 組長 0953‐180007  jow@lib.pu.edu.tw  
二之六 

610 廖麗娜 女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導師 049‐2913483*316  lina@pshs.ntct.edu.tw  二之十四 

611 榮珮琪 女 國立高雄大學 組長 07‐5919070  peichi@nuk.edu.tw  二之十一 

612 熊敏慧 女 屏東屏榮高中 專任教師兼導師 (08)7223409  osidobear@yahoo.com.tw       
二之十 

613 熊賢芝 女 東吳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秘

書 
(02) 28819471#6102  hchsiung@scu.edu.tw  二之十三 

614 管志明 男 明道大學 體育中心主任 04‐8876660‐2200  kuan.cm@mdu.edu.tw  二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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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趙吉敏 男 臺中市立啟聰學校 導師 04‐23589577  jimmy58501064@gmail.com  二-五（五） 

616 趙美惠 女 修平科技大學 學務處秘書 04‐24961100‐6209  chaomh@hust.edu.tw  二之八 

617 趙素敏 女 國立嘉義女子高級中學 總務主任 05‐2254603#1501  sumin690910@gmail.com  二之十二 

618 趙淑美 女 空軍軍官學校 副教授 0916‐349071  Chaostr2004@gmail.com  二之十三 

619 劉又菁 女 
臺中市立臺中家事商業高

級中等學校 
輔導教師 04‐22223307‐616  guorange@tchcvs.tw  二之十五 

620 劉士賓 男 國立民雄農工 主任教官 05‐2269885  danile777@yahoo.com.tw  二之十七 

621 劉伊婷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學生諮商組約聘

行政助理 
07‐3617141#2098  ting1211@webmail.nkmu.edu.tw  二之十一 

622 劉完淳 女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副教授 (02)2658‐5801 #5217  shane@takming.edu.tw  二之十三 

623 劉秀鳳 女 國立和美實驗學校 實習輔導主任 04‐7552009 分機 801  rainysky8@gmail.com  二-五（五） 

624 劉秀孌 女 國立馬祖高中 學務主任 0836‐25668#301  mk5433@mssh.matsu.edu.tw  二-五（四） 

625 劉依函 女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輔導人員 976519376  Yihang1130@gmail.com  二之十一 

626 劉依玫 女 國立中正大學 社工師 0963‐328126  admlim@ccu.edu.tw  
二之六 

627 劉玟伶 女 國立基隆特殊教育學校 專任教師 02‐2452‐6332  kurapicaxhunter@msn.com  二-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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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劉芝茜 女 
馬偕醫學院 心理諮商中

心 
約聘輔導員 02‐2636‐0303 #1182  ccliu@mmc.edu.tw  二之十三 

629 劉芷寧 女 國立桃園啟智學校 導師 03‐3647099  chamjau@mail.tsad.tyc.edu.tw  二之十七 

630 劉冠佑 男 嶺東科技大學 書記 04‐23892088#2103  liukuangyu@teamail.ltu.edu.tw  二之十三 

631 劉秋蘭 女 國立卓蘭高中 退休教師 0932‐520433  Lanhua2088@gmail.com  二-五（三） 

632 劉香蘭 女 國立臺東高中 輔導主任 (089)322070#1008  insbruck@gm.pttsh.ttct.edu.tw  二之五 

633 劉家忻 女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女中 心輔組長 (06)274‐0126 分機 229  jessieliu@mail.skgsh.tn.edu.tw  二-五（二） 

634 劉素芬 女 
國立屏東大學行銷與流通

管理學系 
副教授 08‐7663800 轉 31608  sfliu@mail.nptu.edu.tw  二之四 

635 劉惠華 女 國立土庫商工校長室 秘書 05‐6622538#212  liuhuihua@tkvs.ylc.edu.tw  二之十七 

636 劉慈倫 女 國立東勢高工 
退休輔導老師、

諮商心理師 
0937‐588728  lun511126@gmail.com 

二之七 

637 劉瑞娥 女 景文科技大學 
護理師兼衛生保

健組組長 
02‐82122000‐2072  lre@just.edu.tw  二之十一 

638 劉雋迪 男 國立金門高中 專任教師 082‐325450 #532  kmscout1983@gmail.com  二-五（四） 

639 劉嘉倫 女 醒吾科技大學 性平會行政秘書 02‐26015310#1122  092028@mail.hwu.edu.tw  二之十三 

640 劉碧鈴 女 
國立臺南大學學務處軍訓

室 
校安人員 06‐2133112  biling@mail.nutn.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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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劉福明 男 華夏科技大學 副教授 02‐89415100 轉 2206  fuming@go.hwh.edu.tw  二之六 

642 劉維群 男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通識教

育中心 
教授兼中心主任 07‐8060505#1900  tomwcliu@gmail.com  二之十 

643 劉翠芬 女 聖約翰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組組長 02‐28013131#6880  tfliu@mail.sju.edu.tw  二之四 

644 劉憶瑩 女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講師 (02)26585801#5511  annie@takming.edu.tw  二之十三 

645 劉薏君 女 國立中興高中 輔導教師 無  picaliu@mail.chsh.ntct.edu.tw  二之十四 

646 劉薏蓉 女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副教授 222191131  ijliu@ctcn.edu.tw  二之十三 

647 劉權澤 男 臺中市嶺東高中 主任教官 04‐23826157  Chentse0916@gmail.com  二之十七 

648 歐陽郁文 女 私立文興高中 學務主任 8753889#301  oy@hshs.chc.edu.tw  二之十七 

649 潘佩麟 女 元智大學 秘書 03‐4638800 分機 2030  pan@saturn.yzu.edu.tw  二之十一 

650 潘季涵 女 屏東縣私立民生家商 輔導主任 08‐7213234  jihan621006@yahoo.com.tw  二-五（五） 

651 潘雪屏 女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組長 07‐6011000  pansp@nkfust.edu.tw  二之十六 

652 蔡文卿 男 
國立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

校 
總務主任 06‐2306604  legato175@hotmail.com  二-五（五） 

653 蔡月禎 女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講師 0952‐606953  fmoontw@gmail.com  二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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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蔡玉敏 女 
臺南巿私立長榮女子高級

中學 
校長 06‐2740381#201  ud7355@gmail.com  二之十五 

655 蔡如棠 女 國立內埔農工 輔導主任 08‐7992518  jutang0712@gmail.com  二之十四 

656 蔡佐良 男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學務長

/營建工程學系 
教授兼學務長 05‐5342601#2300  tsaicl@yuntech.edu.tw  二之十三 

657 蔡佩芳 女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

系副教授 
06‐2052141  psogeneral@mail.ksu.edu.tw  二之十 

658 蔡佳玲 女 
臺南市私立長榮高中輔導

處 
輔導處主任 06‐2086139  cj1584@cjshs.tn.edu.tw  

二之十七 

659 蔡佳燁 女 合謙法律事務所 律師 06‐2987975  emmatsai0302@gmail.com  二之十三 

660 蔡孟倫 男 淡江大學 
組員(性平會承辦

人) 
26215656 分機 3056  139982@mail.tku.edu.tw  二之十一 

661 蔡宜芯 女 
國立屏東大學-學生事務

處衛生保健組 
專案企劃 08‐7663800 轉 12306  yixin168@mail.nptu.tw  二之十一 

662 蔡宜玲 女 國立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導師 0929‐977203  eillen111@yahoo.com.tw  二之十四 

663 蔡昇熹 男 義守大學學生事務處 副組長 (07)6577711#2272  samson@isu.edu.tw  二之十一 

664 蔡明松 男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助理教授 0926‐010816  mi51318@yahoo.com.tw  二之十三 

665 蔡林煌 男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諮商心理師 (02)2892‐7154 轉 2400  Lhchai@tpcu.edu.tw  二之一 

666 蔡武霖 男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

技大學 
人事室主任 038572158#2350  per00@tcust.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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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蔡芝穎 女 中信金融管理學院 圖資長 0926‐102560  libtsai@ctbc.edu.tw  二之九 

668 蔡芬芳 女 台中市青年高中 圖書館主任 04‐24954181  fen@gm.youth.tc.edu.tw  二之十二 

669 蔡青芬 女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理教授 
06‐2785123 
ex4151(office) 

patuark@gmail.com  二之八 

670 蔡美惠 女 東海大學法律學系 專員 04‐23590229  mai@thu.edu.tw  二之九 

671 蔡美輝 女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所 助理教授 04‐22391647‐6352  mhtsay@ctust.edu.tw  二之十三 

672 蔡素玲 女 國立花蓮高級中學 輔導教師 038242236 轉 532  daisy197160@yahoo.com.tw  二之十四 

673 蔡淑怡 女 明新科技大學 
輔導員/社會工作

師 
03‐5593142*2312  judytasi@must.edu.tw  二之六 

674 蔡淑慧 男 中國科技大學 副教授 02‐29313416 ex.2383  shtsai@cute.edu.tw  二之十三 

675 蔡登南 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講師 06‐2430322  ta0012@mail.tut.edu.tw  二之十三 

676 蔡雅竹 女 明德中學 專任教師 04‐22877676#306  yoyo@mdhs.tc.edu.tw  二之十二 

677 蔡雅萍 女 國立彰化高級中學 護理師 04‐7222121#32202  lanwu_pin@chsh.chc.edu.tw  二之十四 

678 蔡雅蕙 女 國立旗山農工 導師 07‐6612501#273  honeytwia@hotmail.com  二-五（五） 

679 蔡照文 女 美和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8‐7799821‐8371  x00003104@meiho.edu.tw  二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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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 蔡嘉容 男 東昇法律事務所 律師 04‐23768182  timo4099@ms39.hinet.net  二之十一 

681 蔡榮順 男 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副教授 07‐3811765~1005  hopetsai775@gmail.com  二之八 

682 蔡維華 女 馬偕醫學院 約僱辦事員 02‐26360303‐1133  k925697@mmc.edu.tw  二之十三 

683 蔡語宸 女 國立東華大學 助理 03‐8635672  yuchen@gms.ndhu.edu.tw  二之三 

684 蔡謙誠 男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教師兼實習主任 06‐2322131‐236  ptivs231@yahoo.com.tw  二之十五 

685 蔡馥妃 女 大仁科技大學 護理系講師 08‐7624002#3068  fufei@tajen.edu.tw  二之十一 

686 蔣如萍 女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原住民族學生資

原中心主任 
03‐7728855  chiang0107@yahoo.com.tw  二之六 

687 鄧思文 男 眾宥法律事務所 律師 02‐77453271  multitudelawfirm@gmail.com  二之十三 

688 鄭亦君 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務長 06‐2532106#245  t20042@mail.tut.edu.tw  二之十六 

689 鄭伊婷 女 馬偕醫學院 招生組辦事員 (02)2636‐0303 分機 1123 michelle520333@mmc.edu.tw  二之十一 

690 鄭如秀 女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教務處註冊組長 07‐6979381  zoshu@ms.szmc.edu.tw  二之十一 

691 鄭宇真 女 建國科技大學 組長 0921‐361178  jenny@ctu.edu.tw  二之十三 

692 鄭俊炫 男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秘書室組員 02‐24372093#111、167 vincent@ems.cku.edu.tw  二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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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鄭美惠 女 文藻外語大學 
校園性別事件受

理窗口 
07‐3426031 #1113  78012@mail.wzu.edu.tw  二之十 

694 鄭家雯 女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

導中心 
諮商心理師 07‐7172930*1613  wen.h2981@gmail.com  二之四 

695 鄭淑君 女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

級農業職業學校 
輔導主任 04‐22810010#620  scjen68@gmail.com  二-五（四） 

696 鄭淑芬 女 高苑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主

任 
07‐6077803  t00042@cc.kyu.edu.tw  二之四 

697 鄭崴隆 男 臺中市立啟聰學校 總務主任 04‐23589577‐2100  cheng368.tw@yahoo.com.tw  二-五（五） 

698 鄭琬蓉 女 
國立清華大學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 
行政助理 03‐5742626  wjcheng67@gmaill.com 

二之十一 

699 鄭雅文 女 台中市華盛頓中學 生教組長 0912‐583871  cyw724@gmail.com  二之十五 

700 鄭意玲 女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外語學院 
專員 07‐6011000#5901  iling@nkfust.edu.tw  二之十三 

701 鄭瑞隆 男 國立中正大學 教授 0926‐103521  crmjlc@ccu.edu.tw  一之一 

702 鄭德芳 女 
臺中市立豐原商業高級中

等學校 
輔導主任 04‐25283556 轉 280  cfang0112@gmail.com  二-五（五） 

703 鄭璟隆 男 臺北市立大學 助教 02‐23113040 轉 1022  bza227@yahoo.com.tw  二之十三 

704 鄭韓秀鳳 女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輔導員 08‐8647367‐141  fc4191fc4191@yahoo.com.tw  二之十一 

705 鄭瓊月 女 義守大學大傳系 副教授 07‐6577711 轉 5220  judy@isu.edu.tw  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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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鄭麗雪 女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組員 037‐728565  snow66106@jente.edu.tw  二之四 

707 黎小萍 女 台東縣私立公東高工 教師 089‐222877#325  lsp@mail.ktus.ttct.edu.tw  二之十四 

708 盧綉珠 女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專任教師/助理教

授 
05‐2721001#56607  hsiuchulu@gmail.com  二之十一 

709 盧靜美 女 國立桃園啟智學校 教師 03‐3647099*338  jmlu@mail.tsad.tyc.edu.tw  二-五（五） 

710 蕭奕祺 女 國立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導師 05‐2858549‐652  z298@mai.cy.edu.tw  二-五（五） 

711 蕭昭君 女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

潛能開發學系 
副教授    jjh@mail.ndhu.edu.tw  

一之一 

712 蕭彩琴 女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講師 03‐9897396*632  tsaichin@smc.edu.tw  二之六 

713 蕭雅柏 男 明道大學 國際長 04‐8876660  ypshiao@mdu.edu.tw  二之十一 

714 蕭聖奇 男 大葉大學 約聘人員 048511888 分機 1221  bokan@mail.dyu.edu.tw  二之九 

715 蕭詩庭 男 國立雲林特殊教育學校 輔導主任 55969241  eightniney2k@yahoo.com.tw  二之十四 

716 賴文珍 女 勵馨基金會桃園分事務所 主任 03‐4226558*11  janelai@goh.org.tw  一之一 

717 賴宏彰 男 
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隆市

二信高級中學 
教師 24623131#633  li633@yahoo.com.tw  二之十四 

718 賴俊生 男 國立馬公高中 輔導教師 06‐9270522#632  rlaisun@gmail.com  二-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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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賴哲民 男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理系專任

講師 
03‐5381183 轉 8862  jermin@mail.ypu.edu.tw  二之四 

720 賴國正 男 國立桃園啟智學校' 教師 03‐3647099*223  lai@mail.tsad.tyc.edu.tw  二之五 

721 賴國誠 男 國立苗栗特殊教育學校 教師 037‐266498  pumas71427@yahoo.com.tw  二-五（五） 

722 賴靜慧 女 
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

心 
組員 0933‐454819  chlai@ctust.edu.tw  二之八 

723 錢芷萍 女 國立宜蘭大學 講師 03‐9317923  cpchien@niu.edu.tw  
二之九 

724 錢芷萍 女 
國立宜蘭大學通識教育中

心 
講師 0905‐191627  cpchien@niu.edu.tw  二之九 

725 龍清榮 男 僑泰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04‐24063936#120  long@ctas.tc.edu.tw  二-五（五） 

726 戴伯芬 女 修平科技大學 組員 04‐24961100#4399  philips@hust.edu.tw  一之二 

727 戴秀玲 女 
陽明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

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多媒體設計科科

主任 
66901190  taiart0731st@ymvs.tn.edu.tw  二之十七 

728 戴易靜 女 臺中市立啟明學校 教師兼教務主任 04‐25562126‐1201  bolade66@cmsb.tc.edu.tw  二-五（五） 

729 戴淑慧 女 國立台南家齊高中 護理師 06‐2133265‐2262  dayshwu@gmail.com  二之十七 

730 戴儀蘋 女 中臺科技大學人事室 組員 22391647#8603  ypt3171@ctust.edu.tw  二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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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戴瑩瑩 女 國立清華大學教育學院 秘書 03‐5715131‐73004  yingying@mx.nthu.edu.tw  
二之十三 

732 糠明珊 女 元智大學通識教學部 專任講師 03‐4638800‐2173  kangms@saturn.yzu.edu.tw  二之十一 

733 薛人瑋 男 國立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總務主任 049‐2390773#401  ntss401@ntss.ntct.edu.tw  二之十四 

734 薛玲玲 女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性平委員 0933‐343405  ilwinnie@ems.cku.edu.tw  二之三 

735 謝秀貞 女 
國立中央大學學務處諮商

輔導中心 
專任心理師 03‐4227151*57263  showjane@cc.ncu.edu.tw  二之四 

736 謝俊銘 男 
和春技術學院/商品設計

系 
講師 0986‐896093  jumymail@gmail.com  二之十 

737 謝淑惠 女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

私立慈濟高級中學 
人事主任 06‐2932323＃160  sophia033@tn.edu.tw  二-五（五） 

738 謝富麗 女 臺南市六信高中 主任輔導教師 06‐2619885 轉 501  grace201010@gmail.com  二之十二 

739 謝毓貞 女 美和科技大學 文書組組長 08‐7799821#8127  X00001009@meiho.edu.tw  二之十一 

740 謝漢東 男 國立成功大學 簡任秘書 (06)2757575 轉 50025  z9705004@email.ncku.edu.tw  二之十一 

741 謝禮丞 男 國立中興大學 副學務長兼主任 04‐22840222  lchsieh@nchu.edu.tw  二之二 

742 謝豐檡 男 新竹市世界高中 教師 (03)5783271  fanzer@fs.wvs.hc.edu.tw  二之十二 

743 鍾定先 男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專任教師 03‐5318742  cth99tw@gmail.com 

二-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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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鍾美齡 女 
真理大學觀光數位知識學

系 
助理教授 934481129  mei1991mei@gmail.com  二之十三 

745 鍾國允 男 
國立中央大學法律與政治

研究所 
教授 03‐4227151*25879  kuoyun@cc.ncu.edu.tw  

二之十一 

746 鍾國良 男 弘光科技大學 組長 04‐26318652  chungk2008@gmail.com  二之九 

747 鍾莉娟 女 
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教師 03‐8634878  lchung@gms.ndhu.edu.tw  二之三 

748 鍾筱郡 女 
國立台東大學附屬特殊教

育學校 
教務主任 089‐229912 轉 200  agatha49153027@hotmail.com  二-五（五） 

749 鍾群珍 女 
國立永靖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學務主任 04‐8221810  yjcg0720@yahoo.com.tw  二之十二 

750 韓玉滿 女 嘉義市興華高中 實習組長 05‐2718999  full2588@yahoo.com.tw  二之十七 

751 韓初梅 女 國立雲林特殊教育學校 就業輔導組長 0952‐617498  snow84718@yahoo.com.tw  二-五（五） 

752 簡志娟 女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幼教系講師 0933‐092926  n60039@yahoo.com.tw  二之十一 

753 簡秀芳 女 
國立台北商業大學桃園校

區心理諮商組 
諮商心理師 03‐4506333*8022  hfchien1128@gmail.com  二之十三 

754 簡良育 女 臺中市私立明道高級中學 專任輔導老師 04‐23341133  yupopi@ms.mingdao.edu.tw  二-五（四） 

755 簡建忠 男 國立中正大學 副教授 05‐2720411#32358  labccj@ccu.edu.tw  二之十三 

756 藍文敏 女 國立聯合大學 輔導員 037‐381253  b18280@nuu.edu.tw  二之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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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 顏一誠 男 
國立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

業學校 
輔導室主任 06‐9261101#601  ecy@ms26.hinet.net  二之十四 

758 顏世慧 女 樹德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長 07‐6158000#2100  shih_hui@stu.edu.tw  二之十一 

759 魏美娟 女 建國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47‐111‐111 分機 3731  meichan@ctu.edu.tw  二之十一 

760 魏素鄉 女 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聘任督學   a0972177716@gmail.com 
一之二 

761 羅文雄 男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就

輔組 
組長 0911‐205909  ly10954c@hsc.edu.tw  二之十 

762 羅明華 女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

用心理學系 
副教授 04‐22183031  lmh@mail.ntcu.edu.tw  二之二 

763 羅瑞玉 女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心理師 0952‐805703  ilowue@yahoo.com.tw  二之二 

764 羅瑞芬 女 
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教師 0961‐367576  tree@ms.ltcvs.ilc.edu.tw  二-五（五） 

765 羅詩欽 男 國立聯合大學秘書室 組長 0932‐616148  sober@nuu.edu.tw  二之十一 

766 羅龍華 男 國立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生輔組長 04‐25686850#1310  stud1310@nehs.tc.edu.tw  二之十七 

767 羅燦煐 女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教授 02‐22367123  echoluo@mail.shu.edu.tw  
一之一 

768 羅聰欽 男 
國立斗六高級家事商業職

業學校 
校長 05‐5322147  principal@mail3.tlhc.ylc.edu.tw  二之十四 

769 嚴敏秀 女 
國立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

業學校 
主任輔導教師 0918‐689696  yanminhsiu@gmail.com  二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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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 竇秀蘭 女 衛生福利部旗山醫院精神科 臨床心理師 07‐6613811 轉 2117  rusiguwan@gmail.com  二之七 

771 竇春慧 女 
致理科技大學招生宣傳中

心 
專員 (02)22576167#1294  4523@mail.chihlee.edu.tw  二之三 

772 竇麗滿 女 國立雲林特殊教育學校 導師 055969241‐739  tou620303@gmail.com  二-五（五） 

773 蘇于菁 女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

理大學 
組員 06‐2664911 轉 1562  nunusu@mail.cnu.edu.tw  二之六 

774 蘇安仲 男 
國立清華大學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化學工程學系

副主任委員、教

授 
03‐6589479  acsu@mx.nthu.edu.tw  二之十一 

775 蘇羽真 女 國立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秘書 05‐2858549#210  yinyu2012@gmail.com  二之十四 

776 蘇芊玲 女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監事    clsu3899@gmail.com   一之一 

777 蘇亞萍 女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性平會秘書 03‐5592158  su451@ms37.hinet.net  二之十五 

778 蘇芳怡 女 國立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高職部專任教師 04‐8727303  fresa520@gmail.com  二-五（五） 

779 蘇真以 女 
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

心 
代理主任 04‐22396629  jysu@ctust.edu.tw  二之九 

780 蘇淑蕙 女 玄奘大學 組員 03‐5302255#2189  sammi@hcu.edu.tw  二之十三 

781 蘇惠珍 女 
逢甲大學水利工程與資源

保育學系 
副教授 04‐24517250‐3240  hcsu@fcu.edu.tw  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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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蘇滿麗 女 亞洲大學財經法律學系 助理教授    pedanaaa@asia.edu.tw  一之二 

783 蘇錦霞 女 衍義國際法律事務所 主持律師 225568318  joannsu@beacon‐law.com  一之一 

784 顧雅利 女 輔英科技大學護理系 副教授 07‐7811151 轉 5612  ns126@fy.edu.tw  一之二 

785 權守治 男 育達高中 導師 03‐4934101  chyuan@yuda.tyc.edu.tw  二之十七 

786 權淑薏 女 國立武陵高級中學 教師 0939‐568490  0214shui@gmail.com  二-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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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二之十三：104年度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結訓

及核可名單 

研習名稱：104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 

研習時間：104 年 7 月 1 日至 7月 3日 

104.09.16 教育部第 6 屆第 7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定名單計 165 人 

編

號 
學校 姓名 

性

別 
職稱 學校電話 Email 

1 
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 
蔡登南 男 講師 06-2532106#346 ta0012@mail.tut.edu.tw 

2 真理大學 鍾美齡 女 助理教授 06-570-3100 #7436 mei1991mei@gmail.com 

3 
國立臺南藝術大

學 
孫淳美 女 

助理教授暨

性別平等委

員會委員 

066930100-2616 suncm@mail.tnnua.edu.tw 

4 
國立臺南藝術大

學 
余命宗 男 組長 066930100-1810 mtyu@mail.tnnua.edu.tw 

5 崑山科技大學 李花環 女 副教授 06-2050328 flowers@mail.ksu.edu.tw 

6 嘉南藥理大學 陳郁庭 女 約聘人員 06-266491#1227 lala1127@mail.cnu.edu.tw 

7 嘉南藥理大學 梁育誠 男 講師 06-2664911#5709 ycliang@mail.cnu.edu.tw 

8 遠東科技大學 邱郁文 女 副教授 06-5979566-5329 jessica@cc.feu.edu.tw 

9 大仁科技大學 葉香秀 女 秘書 08-7624002#1124 hhyeh@tajen.edu.tw 

10 國立屏東大學 梁菊香 女 組員 08-7663800#12405 liang@mail.nptu.edu.tw 

11 國立屏東大學 梁昭君 女 組長 08-7663800#10210 liangcc@mail.nptu.edu.tw 

12 
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 
葉至盈 女 輔導員 08-7703202#7634 chihying@mail.npust.edu.tw 

13 空軍軍官學校 趙淑美 女 副教授 07-6268795 chaostr2004@gmail.com 

14 正修科技大學 王碧霞 女 副教授 07-7358800#6016 pihs.wang@gmail.com 

15 正修科技大學 李泳緹 女 學務處助理 07-7358800#2728 yungti77@gmail.com 

16 
育英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 
林俞學 女 

專任助理教

授 
+88678113287 yuxue@ms.yuhing.edu.tw 

17 
國立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鄭意玲 女 專員 07-6011000*1201 iling@nkfust.edu.tw 

18 臺東大學 吳宸希 女 諮商心理師 07-3333375 gin38421@gmail.com 

19 輔英科技大學 吳柳嬌 女 副教授 07-7811151#6450 wujoannester@gmail.com 

20 輔英科技大學 何詠碩 男 學務長 07-7811151#2200 sc052@fy.edu.tw 

21 
國立雲林科技大

學 
王玫華 女 組長 05-5342601#2211 wangmh@yuntech.edu.tw 

22 
國立雲林科技大

學 
蔡佐良 男 

學務長/性別

平等教育委

員會委員 

05-5342601-2301 tsaicl@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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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 姓名 

性

別 
職稱 學校電話 Email 

23 環球科技大學 黃于恬 女 助理教授 919873732 yutienh@gmail.com 

24 大同技術學院 黃燕玲 女 輔導老師 05-2223124#305 linda880941@ms2.ttc.edu.tw 

25 大同技術學院 蔡嘉偉 男 輔導老師 05-2223124#305 paddy0804@ms2.ttc.edu.tw 

26 國立中正大學 簡建忠 男 副教授 05-2720411#32358 labccj@ccu.edu.tw 

27 中山學大學 王梅林 女 副教授 0424730022 #12021 wml@csmu.edu.tw 

28 中國醫藥大學 黃可榮 女 書記 04-22053366#1052 huangkj@mail.cmu.edu.tw 

29 中國醫藥大學 王媄慧 女 
社工師/輔導

老師 
04-22053366-1260 mh@mail.cmu.edu.tw 

30 中臺科技大學 蔡美輝 女 助理教授 04-22391647-6377 mhtsay@ctust.edu.tw 

31 中臺科技大學 張振榮 男 教授 0422391647#7102 jrchang@ctust.edu.tw 

32 弘光科技大學 王慧菱 女 書記 04-26318652#1603 huilin@hk.edu.tw 

33 弘光科技大學 鄭宛婷 女 書記 04-26318652#2222 sarah6@sunrise.hk.edu.tw 

34 東海大學 黃若臻 女 組員 04-23590121-28306 meiling@thu.edu.tw 

35 
國立勤益科技大

學 
廖麗吟 女 輔導員 04-23924505#2301 yin@ncut.edu.tw 

36 
國立彰化師範大

學 
許純昌 男 專任幹事 04-7232105#1040 chandler@cc.ncue.edu.tw 

37 
國立臺中科技大

學 
劉怡秀 女 輔導人員 04-22195244 blliu@nutc.edu.tw 

38 逢甲大學 黃雅文 女 副教授 04-24517250#4108 ywhwang@fcu.edu.tw 

39 逢甲大學 呂長禮 男 
組員兼中心

秘書 
04-24517250#2143 cllu@fcuoa.fcu.edu.tw 

40 僑光科技大學 徐嘉璐 女 行政助理 04-27016855#2182 jalutw@ocu.edu.tw 

41 僑光科技大學 林郁芬 女 行政助理 04-27016855#1105 vivi1688@ocu.edu.tw 

42 僑光科技大學 張惠琴 女 講師 04-27016855#7680 chin518@ocu.edu.tw 

43 臺中科技大學 林婉如 女 
資源教室輔

導員 
04-22196834 wjlin@nutc.edu.tw 

44 靜宜大學 陳宏仁 男 技士 04-26328001#11745 hrchen@pu.edu.tw 

45 靜宜大學 唐清華 男 技士 04-26328001#11670 chtang@pu.edu.tw 

46 嶺東科技大學 劉冠佑 男 行政人員 04-23892088#2103 liukuangyu@teamail.ltu.edu.tw

47 嶺東科技大學 黃承啟 男 

財經法律研

究所助理教

授 

0423892088-3672 barbri@seed.net.tw 

48 南開科技大學 林清壽 男 助理教授 958555832 david594david@gmail.com 

49 南開科技大學 李泰嘉 男 技佐 049-2563489#3102 ltch@nkut.edu.tw 

50 大葉大學 張育甄 女 組員 04-8511888#1004 seasad29@mail.dyu.edu.tw 

51 大葉大學 張秋蘭 女 助理教授 04-8511888#3081 w0466@mail.dyu.edu.tw 

52 大葉大學 蕭聖奇 男 專案助理 04-8511888#1221 bokan@mail.dyu.edu.tw 

53 建國科技大學 鄭宇真 女 組長 04-7111111#2175 jenny@ctu.edu.tw 

54 國立中興大學 陳怡均 女 
資源教室輔

導老師 
04‐22840241#24  ichun@nchu.edu.tw  



  66

編

號 
學校 姓名 

性

別 
職稱 學校電話 Email 

55 中國文化大學 柯澍馨 女 

副教授兼海

外青年技訓

班科主任 

02-28610511#31521 annyko@faculty.pccu.edu.tw 

56 中國文化大學 李嫺柔 女 

性平會委員/

人事室組長/

國際企業管

理學系副教

授 

02-28610511#15201 lyz@ulive.pccu.edu.tw 

57 中國文化大學 段成富 女 輔導老師 02-27005858#8465 cftuan@sce.pccu.edu.tw 

58 中國科技大學 張淳翔 男 副教授 02-29313416 chchang@cute.edu.tw 

59 中華科技大學 翁彩瓊 女 副教授 02-27821862# wtcbee@cc.cust.edu.tw 

60 世新大學 李立行 女 組員兼秘書 02-22368225#3502 kwg@cc.shu.edu.tw 

61 東吳大學 熊賢芝 女 編纂 02-28819471#6102 hchsiung@scu.edu.tw 

62 東吳大學 莊琬琳 女 秘書 02-28819471＃5027 cwl@scu.edu.tw 

63 東吳大學 黃泠秀 女 

專任輔導員

（諮商心理

師） 

02-28819471-#7543 lingtsai@scu.edu.tw 

64 東吳大學 王佳玲 女 
專任諮商心

理師 
02-28819471#7542 glin@scu.edu.tw 

65 大同大學 宋如怡 女 職員 02-25925252 #3148 ruyi@ttu.edu.tw 

66 中原大學 陳瞻吾 女 研究助理 03-2652127 ch8665@cycu.edu.tw 

67 長庚大學 姚思萱 女 
性平會專案

助理 
03-2118800#2037 ssyao@mail.cgu.edu.tw 

68 長庚大學 楊鳳平 女 性平會委員 03-2118800#5178 yangng@mail.cgu.edu.tw 

69 長庚大學 胡正申 男 副教授 03-2118800 Ext.2010 hjs74709@mail.cgu.edu.tw 

70 長庚科技大學 黃慧美 女 教官 032118999#5546 jullie0130@gmail.com 

71 國立中央大學 黃景珩 女 
專任諮商心

理師 
03-4227151#57263 annieh@cc.ncu.edu.tw 

72 國立中央大學 傅琇悅 女 
專任諮商心

理師 
03-4227151#57263 yuehfu@cc.ncu.edu.tw 

73 開南大學 李羽榛 女 約聘人員 03-3412500#1554 w0919313810@mail.knu.edu.tw 

74 健行科技大學 詹世宏 男 輔導員 034581196#7901 jan@uch.edu.tw 

75 健行科技大學 鄭聖樺 男 輔導員 03-4581196#3555 b88207077@ntu.edu.tw 

76 大華科技大學 林佩姍 女 雇員 03-5927700#2116 peggylin@tust.edu.tw 

77 
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 
鄭瑞恒 男 

資訊工程系

教授 
03-5381183#8655 reiheng@gmail.com 

78 
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 
王秀禾 女 

護理系副主

任 
03-5381183#8626 hsiuho@gmail.com 

79 明新科技大學 汪孝慈 女 副教授 03-5593142#3215 uang@must.edu.tw 

80 新竹教育大學 戴瑩瑩 女 秘書 03-5213132#1102 eing@mail.nhcue.edu.tw 

81 
台中市衛道高級

中學 
林秋蓉 女 專任老師 04-22911187#217 D05@vtsh.tc.edu.tw 

82 晟勳法律事務所 黃仕勳 男 律師 04-22216537 hsunwen57062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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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學校 姓名 

性

別 
職稱 學校電話 Email 

83 
永然聯合法律事

務所 
張柏涵 男 律師 02-2395-6989#261 OWENCHANG0901@GMAIL.COM 

84 昌銘法律事務所 李錫永 男 執業律師 02-27854678 henry588588@gmail.com 

85 
長江大方國際法

律事務所 
郭德田 男 律師 02-27087739 SeanKuoLawyer@gmail.com 

86 品律法律事務所 徐維宏 男 律師 02-27041575 stoon1219@hotmail.com 

87 律師事務所 簡采怡 女 律師 920570186 jenny5210004@gmail.com 

88 眾宥法律事務所 鄧思文 男 律師 02-77453271 multitudelawfirm@gmail.com 

89 
葉慶人律師事務

所 
邱宛琳 女 律師 02-23621678 wanlinchiu@gmail.com 

90 蔚理法律事務所 俞百羽 男 律師 02-25529819 yby2330@gmail.com 

91 政豪法律事務所 王正豪 男 律師 0953-014546 bartolus1215@yahoo.com.tw 

92 合謙法律事務所 蔡佳燁 女 律師 06-2987975 emmatsai0302@gmail.com 

93 國立金門大學 黃惠菊 女 出納組組長 082-313353 loc@nqu.edu.tw 

94 

良顯堂社會福利

基金會附設陳綢

家園 

許峰益 男 心理輔導員 049-2925963#2114 sharejesuslove@hotmail.com 

95 辰信法律事務所 董俞伯 男 主持律師 03-3346555 tunglaw555@yahoo.com.tw 

96 辰信法律事務所 高筠善 女 律師助理 03-3346555 kmss777.tw@yahoo.com.tw 

97 恩平律師事務所 許惠君 女 律師 33693736 vicky.hc.hsu@gmail.com 

98 
辛佩羿律師事務

所 
辛佩羿 女 律師 02-23085800 s0933750038@hotmail.com 

99 馬偕醫學院 劉芝茜 女 心理師 02-26360303#1182 in0310@gmail.com 

100 馬偕醫學院 蔡維華 女 約僱辦事員 02-26360303-1133 k925697@mmc.edu.tw 

101 馬偕醫學院 許瑋倫 女 辦事員 02-26360303ext.1113 layla0914@mmc.edu.tw 

102 青平台基金會 張婉慈 女 研究專員 0963-120660 nancy11150518@gmail.com 

103 明道大學 許雅秀 女 
性平會承辦

人 
04-8876660#1211 yahsiu@mdu.edu.tw 

104 
慈惠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 
蔡明松 男 助理教授 (08)8647367#322 mi51318@yahoo.com.tw 

105 
慈惠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 
郭軒仲 男 講師 08-8647367-108 guosj0522@gmail.com 

106 
國立臺灣科技大

學 
林素霞 女 秘書 02-27376945 suhsia6323@mail.ntust.edu.tw 

107 
國立臺北教育大

學 
張婉娟 女 

行政組員/學

生性平聯絡

窗口 

02-27321104#82044 shirley@tea.ntue.edu.tw 

108 
國立臺北護理健

康大學 
馬康哲 女 組員 02-28227101#2439 kangche@ntun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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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 
巫由惠 女 性平會委員 02-77341340 e52044@ntnu.edu.tw  

110 
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 
徐佳玲 女 心理師 02-77148434 charming@ntnu.edu.tw 

111 國立台東大學 余和潔 女 

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承

辦人員 

089-517302 annayu612@nttu.edu.tw 

112 國立臺東大學 黃雅淳 女 副教授 089-517660 yachun5263@nttu.edu.tw 

113 
國立臺東專科學

校 
鄭雪花 女 助理教授 089-226389#2810 zheng01@ntc.edu.tw 

114 
耕莘健康管理專

科學校 
陳紹聖 男 講師 03-9891178#8313 bob@ctcn.edu.tw 

115 
聖母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 
翁瑜璘 女 

講師(本校性

平會委員) 
03-9897396#210 ylweng@smc.edu.tw 

116 
聖母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 
江瑞菁 女 

講師(性評會

委員) 
918181765 jill@smc.edu.tw 

117 蘭陽技術學院 陳奕君 女 專任講師 03-9771997 #242 jiun@mail.fit.edu.tw 

118 國立東華大學 呂家鑾 女 專門委員 38632003 chrisleu@mail.ndhu.edu.tw 

119 國立東華大學 宋之華 女 編審 03-8634116 chihhua@mail.ndhu.edu.tw 

120 國立東華大學 林美柿 女 組員 03-8632008 mslin10304@mail.ndhu.edu.tw 

121 臺灣觀光學院 林詣晉 男 輔導老師 03-8653906#7312 017@mail.tht.edu.tw 

122 臺灣觀光學院 吳尚書 男 輔導老師 03-8653906#7304 jimmymotor@gmail.com 

123 陸軍專科學校 唐志偉 男 副教授 03-4372313 cwtang5905@gmail.com 

124 國立體育大學 張永政 男 副教授 03-3283201#1616 cychen@ntsu.edu.tw 

125 
新生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 
王怡淳 女 辦事員 03-4117578#270 wyc@hsc.edu.tw 

126 萬能科技大學 李淳禾 女 副教授 03-4515811-54615 lee2787@mail.vnu.edu.tw 

127 
國立臺灣海洋大

學 
姚文婷 女 諮商輔導師 02-24622192#1196 claudiayao@ntou.edu.tw 

128 
經國管理暨健康

學院 
林藍萍 女 助理教授 02-24372093#820 lanping518@gmail.com 

129 
經國管理暨健康

學院 
鄭俊炫 男 組員 02-24372093#167 vincent@ems.cku.edu.tw 

130 
經國管理暨健康

學院 
楊天燕 女 護士 02-24372093#341 health@ems.cku.edu.tw 

131 臺北市立大學 鄭璟隆 男 助教 02-23113040#1022 humanart@Utaipei.edu.tw 

132 臺北市立大學 黃舒薇 女 組員 02-23113040-1201   

133 
臺北城市科技大

學 
高憶婷 女 輔導老師 02-28927154#2400 eating0401@gmail.com 

134 
臺北城市科技大

學 
曾芝煜 女 講師 02-28927154#7501 cytseng@tpcu.edu.tw 

135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 
谷麗娟 女 人事主任 02-26585801#2620 chuan@takming.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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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 
朱威靜 女 組員 02-26585801#2212 cjuno@takming.edu.tw 

137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 
劉憶瑩 女 講師 02-26585801#5511 annie@takming.edu.tw 

138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 
劉完淳 女 副教授 02-26585801#5217 shane@takming.edu.tw 

139 實踐大學 張嘉玲 女 諮商心理師 02-2538-1111#3619 chia-lin@g2.usc.edu.tw 

140 
國立臺灣藝術大

學 
張佳穎 女 秘書 02-22722181#1353 koomi@ntua.edu.tw 

141 景文科技大學 周明華 男 講師兼秘書 02-82122877 joy@just.edu.tw 

142 輔仁大學 周佩君 女 心理師 02-29053003 046831@mail.fju.edu.tw 

143 輔仁大學 王麗玲 女 組員 02-29053003 030913@mail.fju.edu.tw 

144 輔仁大學 陳素真 女 諮商心理師 02-29053003 095143@mail.fju.edu.tw 

145 醒吾科技大學 劉嘉倫 女 人事室助理 02-26015310#1613 h057@mail.hwu.edu.tw 

146 醒吾科技大學 陳品榆 女 
性平會行政

助理 
02-26015310#1113 103039@hotmail.com 

147 聖約翰科技大學 吳艾娟 女 組員 02-28013131#6108 aichuan@mail.sju.edu.tw 

148 聖約翰科技大學 吳苑綺 女 辦事員 02-28013131#6107 yucwu@mail.sju.edu.tw 

149 玄奘大學 蘇淑蕙 女 組員 03-5302255#2176 sammi@hcu.edu.tw 

150 真理大學 林秋英 女 組員 02-26257884 au1645@mail.au.edu.tw 

151 淡江大學 林怡君 女 助理教授 953307945 146286@mail.tku.edu.tw 

152 淡江大學 陳彥銘 男 行政人員 02-26215656#2220 142312@mail.tku.edu.tw 

153 朝陽科技大學 易秉諒 男 
性平會承辦

人 
04-23323000#3905 ypl610305@cyut.edu.tw 

154 
國立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 
王子安 男 生輔組長 07-3814526#2510 tyzzan@gm.kuas.edu.tw 

155 
國立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 
洪慈珮 女 校基人員 07-3814526#2516 at29375@kuas.edu.tw 

156 
國立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 
王秀民 女 

秘書室約用

專員 
07-3814526#2205 baoffice05@kuas.edu.tw 

157 
國立關西高級中

學 
王素貞 女 學務主任 03-5872049#220 khvs292@khvs.hcc.edu.tw 

158 
耕莘健康管理專

校 
劉薏蓉 女 學務主任 02-22191131#5311 ijliu@ctcn.edu.tw 

159 世新大學 詹子瑱 女 教輔助理 02-22368225#3015 kp@cc.shu.edu.tw 

160 
中國科技大學 

台北校區 
蔡淑慧 女 副教授 02-29313416#2383 tsaishwu@gmail.com 

161 修平科技大學 黃意婷 女 組員 04-24961100#6012 julie@hust.edu.tw 

162 
國立台北商業大

學 桃園校區 
簡秀芳 女 諮商心理師 0918-996350 hfchien1128@gmail.com 

163 國立嘉義大學 吳淑美 女 教授 05-2717854 sumei@mail.ncyu.edu.tw 

164 
新生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 
莊美盈 女 行政講師 03-4117578#270 cathy30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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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新生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 
張銘湄 女 美術講師 03-4117578#296 x00766@yahoo.com.tw 

 



  71

原二之十四：104 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取

得結業證明名單 

研習名稱：104 年度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 

研習時間：104 年 5 月 31 日至 6月 2日 

104.09.16 教育部第 6 屆第 7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定名單計 88 人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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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隆市二信高中 宋吉清 男 秘書 
02‐24623131 
essh1025@yahoo.com.tw

2 基隆市二信高中 姜宏宗 男 副組長 
02‐24623131 
jason59282004@yahoo.com.tw

3 基隆市二信高中 賴宏彰 男 老師 
02‐24623131 
li633@yahoo.com.tw

4 基隆市私立光隆家商 鄭新鐘 男 主任 
02‐24222237 
ivenwork@yahoo.com.tw

5 國立政大附中 應志偉 男 組長 
02‐82377500 
inthewayy@yahoo.com.tw

6 新竹縣仰德高中 楊裕黃 男 主任 
03‐5592158 
david@mail.ydvs.hcc.edu.tw

7 國立竹北高中 賴韋之 男 組長 
03‐5517330‐225 
vigi3377@yahoo.com.tw 

8 國立竹東高中 戴正新 男 
性平 

委員 
03‐5962024 
tai0116@yahoo.com.tw 

9 新竹縣私立東泰高中 何金旻 男 組長 
03‐5961232 
kingmin1.tw@yahoo.com.tw

10 國立新竹特教學校 李東霖 男 組長 
03‐6676639 
donlin119@gmail.com 

11 新竹縣私立義民高中 楊少卿 男 主任 
03‐5552020 
young@ymsh.hcc.edu.tw

12 新竹市世界高中 李 嫄 女 組長 
 03‐5643162 
j120110@yahoo.com.tw

13 
國立科學園區實驗高中

附設國小 
謝旻桂 女 老師 

03‐5777011 
kueihwa@nehs.hc.edu.tw 

14 國立新竹女中 王智忠 男 老師 
03‐5456611 
ahchung38@hotmail.com

15 國立新竹高商 林玉霞 女 主任 
03‐5712669 
shilly@hccvs.tw 

16 苗栗縣私立大成高中 謝祥君 男 主任 
03‐7663371 
a36991692@yahoo.com.tw

17 
國立大湖高級農工職業

學校 
李寬群 男 老師 

03‐7992216 
t101077@thvs.mlc.edu.tw  

18 
苗栗縣私立中興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 
柯中月 女 老師 

03‐7467360 
m220487533@csvs.mlc.edu.tw 

19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陳瑞文 男 組長 
03‐7476855 
a584r@webmail.cnsh.m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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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高妙芬 女 護理師 
03‐7476855 
windy@webmail.cnsh.mlc.edu.tw

21 
苗栗縣私立育民高級工

業家事職業學校 
邱紹一 男 校長 

03‐7358048 
schiu@ymvs.mlc.edu.tw 

22 苗栗縣私立建臺高中 温宗鎮 男 主任 
03‐7353270 
ccw0505@yahoo.com.tw

23 國立苗栗農工 林俊德 男 主任 
03‐7329281 
henryjd2001@mlaivs.mlc.edu.tw

24 國立苑裡高中 吳政璟 男 主任 
03‐7868680 
ylshwu@gmail.com 

25 國立金門農工 張皆欣 男 主任 
082‐333508 
pefer0846@gmail.com

26 苗栗縣私立龍德家商 洪居昌 男 主任 
03‐7851277 
nike0919721073@yahoo.com.tw

27 苗栗縣私立龍德家商 蔡惠雅 女 
性平 

委員 
03‐7851277 
evan0925005011@yahoo.com.tw

28 國立中科實中 陳 恕 男 主任 
04‐25686850 
ehuhric@hotmail.com

29 國立澎湖海事 顏一誠 男 主任 
03‐9951661 
ecy@ms26.hinet.net 

30 國立員林高中 陳俊煌 男 主任 
04‐8320364 
junfun@mail.ylsh.chc.edu.tw

31 國立蘇澳海事 楊菀喻 女 老師 
03‐9951661 
twinfish0220@gmail.com

32 國立彰化高中 楊雅妃 女 組長 
04‐7222121 
yafei@chsh.chc.edu.tw

33 國立彰化高中 蔡雅萍 女 護理師 
04‐7222121 
lanwu_pin@yahoo.com.tw

34 國立彰師附工 柯寶鵬 男 主任 
 04‐7252541 
paupon39@mail.sivs.chc.edu.tw

35 國立羅東高中 陳 瀅 女 老師 
03‐9567645 
51ying@yahoo.com.tw

36 南投縣私立三育高中 朱德禮 男 組長 
04‐92897212 
wartwillion@yahoo.com.tw

37 國立中興高中 劉薏君 女 老師 
04‐92332110 
picaliu@mail.chsh.ntct.edu.tw

38 南投縣私立五育高中 賴志易 男 主任 
04‐92246346 
t123164@yahoo.com.tw

39 南投縣私立五育高中 陳信良 男 組長 
04‐92246346 
liang691125@gmail.com

40 南投縣私立弘明高中 黃士哲 男 主任 
04‐92731799 
bebest99@gmail.com

41 南投縣私立同德家商 張燕鵲 女 主任 
04‐92553109 
c58930@yahoo.com.tw

42 國立南投特教學校 薛人瑋 男 主任 
04‐92390773 
Ntss301@ntss.nt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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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國立南投特教學校 陳威丞 男 組長 
04‐92390773 
ntss302@ntss.ntct.edu.tw

44 國立埔里高工 黃重發 男 主任 
04‐92982225 
puli0807@mail.plvs.ntct.edu.tw

45 國立暨大附中 廖麗娜 女 組長 
 04‐92913483 
lina@pshs.ntct.edu.tw

46 國立頭城高級家商 林明禧 男 組長 
03‐9771131 
taco.001@hotmail.com

47 雲林縣私立大成商工 嚴順政 男 主任 
05‐6322534 
sshun333@yahoo.com.tw

48 雲林縣私立大德工商 賴春錦 女 
性平 

委員 
05‐5970977 
p0972627779@yahoo.com.tw 

49 國立斗六家商 羅聰欽 男 校長 
05‐5322147 
10101@mail3.tlhc.ylc.edu.tw

50 國立斗六家商 郭建琴 女 組長 
05‐5322147 
12301@mail3.tlhc.ylc.edu.tw

51 國立北港高中 吳俊憲 男 主任 
05‐7821411 
wjs@pksh.ylc.edu.tw 

52 國立北港農工 吳秀珍 女 主任 
05‐7832246 
jane@pkvs.ylc.edu.tw

53 雲林縣私立巨人高中 林山章 男 校長 
05‐7835937 
jmw681@yahoo.com.tw

54 雲林縣私立正心高中 傅瑋宗 男 先生 
05‐5512502 
mariofu@shsh.ylc.edu.tw

55 雲林縣私立永年高中 呂穎昭 男 主任 
05‐6622540 
andrew54912@yahoo.com.tw

56 國立西螺農工 連約瑟 男 主任 
05‐5862024 
jojo@hlvs.ylc.edu.tw 

57 雲林縣私立揚子高中 楊壹婷 女 組長 
05‐6330181 
zona110@gmail.com 

58 國立雲林特教學校 蕭詩庭 女 主任 
05‐5969241 
eightniney2k@yahoo.com.tw

59 雲林縣義峰高中 林建輝 男 組長 
05‐5800088 
jinahueilin@hotmail.com

60 嘉義縣私立協同高中 侯麗惠 女 組長 
05‐2213045 
lihui@cmsh.cyc.edu.tw

61 嘉義縣私立協志工商 莊妙雪 女 主任 
05‐2264264 
miawsheue@msa.ccivs.cyc.edu.tw

62 嘉義縣私立萬能工商 吳謦如 女 老師 
05‐2687777 
p453717@yahoo.com.tw

63 嘉義市私立立仁高中 陸嘉鈴 女 老師 
0919‐507589 
t5@ligv.cy.edu.tw 

64 嘉義市私立東吳工家 楊淑昭 女 組長 
05‐2246161 
tina@dwvs.cy.edu.tw

65 國立嘉義特教學校 蘇羽真 女 組長 
05‐2858549 
yinyu2012@gmail.com

66 國立嘉義高商 卓本田 男 主任 05‐278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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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a@cyvs.cy.edu.tw

67 國立內埔農工 蔡如棠 女 主任 
08‐7992518 
jutang1@gmail.com 

68 屏東縣私立日新工商 葉姵君 女 組長 
08‐7882343 
peichuntea@gmail.com

69 國立屏東特教學校 蔡宜玲 女 主任 
08‐7899639 
eillen111@yahoo.com.tw

70 國立屏東特教學校 許烜睿 男 組長 
08‐7899639 
selfishlove222@yahoo.com.tw

71 國立屏東高工 李輝誌 男 主任 
08‐7523781 
leehg@ptivs.ptc.edu.tw

72 國立屏東高中 楊瓊茹 女 
性平 

委員 
08‐7667053 
joyes.math@yahoo.com.tw 

73 屏東縣屏榮高中 郭碧娥 女 老師 
08‐7223409 
bill8704077@yahoo.com.tw

74 國立恆春工商 邵克強 男 主任 
08‐8892010 
hcvs220@hcvs.ptc.edu.tw

75 國立潮州高中 李伯恩 女 主任 
08‐7882017 
poen@mail.ccsh.ptc.edu.tw

76 國立屏北高中 曾國正 男 主任 
08‐7937493 
art27.tw@yahoo.com.tw

77 屏東縣私立民生家商 王威盛 男 老師 
08‐7223029 
W661031@gmail.com 

78 花蓮縣上騰工商 吳昌吉 男 副校長 
03‐8538565 
a8538565@yahoo.com.tw

79 國立花蓮女中 陳文燕 女 
性平 

委員 
03‐8321202 
yen@mail.hlgs.hlc.edu.tw 

80 國立花蓮高中 蔡素玲 女 主任 
03‐8242236 
daisy197160@yahoo.com.tw

81 國立花蓮高中 孫錫忠 男 秘書 
03‐8242236 
hsichong@yahoo.com.tw

82 花蓮縣私立海星高中 葉東茂 男 主任 
03‐8223116 
yehtm@smhs.hlc.edu.tw

83 臺東縣私立公東高工 張函雯 女 主任 
08‐9222877 
nanako510@gmail.com

84 臺東縣私立公東高工 黎小萍 女 老師 
08‐9222877 
lepinping@gmail.com

85 
國立臺東大學附屬 

體育高中 
林永盛 男 主任 

08‐9383629 
ysltaitung@gmail.com 

86 國立臺東高中 許先媜 女 老師 
08‐9322070 
dddy@gm.pttsh.ttct.edu.tw

87 教育部國教署 葉信村 男 
專門 

委員 

電話：04‐37061302 
e‐3000@mail.k12ea.gov.tw 
(僅提供諮詢) 

88 教育部國教署 黃秀茶 女 科長 
電話：04‐37061310 
e‐4605@mail.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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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 姓名 性別 職稱 

聯繫方式 

(學校電話及電子信箱) 
(僅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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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二之十五：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取得結業

證明名單 
研習名稱：104 年度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第二梯次) 

104.12.16 教育部第 6 屆第 7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定名單計 54 人 

編號 學校 姓名 性別 職稱 
聯繫方式 

(電話及電子信箱) 

1 基隆高中 莊妍君 女 學務主任 
02-24582052 

klsh148@klsh.kl.edu.tw 

2 培德工家 林士元 男 體衛組長 
02-24652121 

yuan61511@gmail.com 

3 華僑高中 鄭強 男 主任 
02-29684131 

lexus7692@so-net.net.tw 

4 陽明高中 邱大春 男 生輔組長 
03-3645761 

navy3344@yahoo.com.tw 

5 啟英高中 張耀文 男 主任 
03-4523036 

22030@cyvs.tyc.edu.tw 

6 仰德高中 蘇亞萍 女 行政職員 
03-5592158 

su451@ms37.hinet.net 

7 竹東高中 王俐婷 女 導師 
03-5962024 

waliting2002@yahoo.com.tw 

8 新竹高中 莊惠名 女 護理師 
03-5736666 

eudora6@gmail.com 

9 世界高中 江心怡 女 組長 
03-5783271 

heart101643@fs.wvs.hc.edu.tw 

10 大成高中 陳謙貴 男 教官 
03-7663371 

chq12469@gmail.com 

11 苗栗農工 王瑞珉 女 教師 
037-629355 

min629355@yahoo.com.tw 

12 彰化高中 廖鳳蓮 女 主任 
04-7222121 

fenglian580301@gmail.com 

13 彰化高中 張淑君 女 祕書 
04-7222121 

csc728952100@gmail.com 

14 鹿港高中 曾建城 男 學務主任 
04-7772403 

latrary@mail.lksh.chc.edu.tw 

15 大慶商工 王麗銀 女 佐理員 
04-8311005 

P911002@hotmail.com 

16 秀水高工 簡睿瑛 女 輔導教師 
04-7697021 

ssivs330@gmail.com 

17 秀水高工 黃佳凌 女 行政助理 
04-7697021 

j722525@hotmail.com 

18 秀水高工 黃文怡 女 行政助理 
04-7697021 

ssivs330@gmail.com 

19 北港農工 蘇庭儀 女 教師 
05-7832246 

tina817512@yahoo.com.tw 

20 揚子高中 黃全勝 男 教師 05-633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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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 姓名 性別 職稱 
聯繫方式 

(電話及電子信箱) 

win700201@hotmail.com 

21 民雄農工 沈欣怡 女 教師 
05-2267120 

shenyi701003@gmail.com 

22 鳳山高中 陳龔聲 男 校長 
07-7463150 

sa0125.tw@yahoo.com.tw 

23 華德工家 王素華 女 教師 
07-6921212 

27216@yahoo.com.tw 

24 高苑工商 許樹全 男 學務主任 
07-6111107 

hsussc@yahoo.com.tw 

25 長榮女中 蔡玉敏 女 校長 
06-2740381 

tn5452@mail.tn.edu.tw 

26 臺南大學附中 盧世祥 男 主任 
06-2338501 

lukang@tntcsh.tnc.edu.tw 

27 臺南二中 李芳媛 女 學務主任 
06-2514526 

un893698@yahoo.com.tw 

28 家齊女中 吳淑華 女 護理師 
06-2133265 

suwablue@yahoo.com.tw 

29 北門高中 郭人豪 男 主任 
06-7222150 

t196857@gmail.com 

30 臺南高工 蔡謙誠 男 主任 
06-2322131 

ptivs231@yahoo.com.tw 

31 新榮高中 吳玉雲 女 主任 
06-6222222 

wuwy8055@yahoo.com.tw 

32 曾文家商 陳虹宇 女 專任教師 
06-5722079 

hungyu14@yahoo.com.tw 

33 新營高工 蕭正欣 男 主任 
06-6322377 

aceking@mail.hyivs.tnc.edu.tw

34 玉井工商 黃冠霖 男 主任 
06-5741101 

stut038@yahoo.com.tw 

35 亞洲餐旅 林正賢 男 人事主任 
06-2640175 

lcs@mail.asvs.tn.edu.tw 

36 白河商工 蘇慧娟 女 護理師 
06-6852054 

vivian@ps.phvs.tnc.edu.tw 

37 佳冬高農 陳閔華 女 學務主任 
08-8662726 

neuvemin@gmail.com 

38 育仁高中 高泉元 男 生輔組長 
08-9382839 

herojeff0218@gmail.com 

39 屏東女中 鄭尹秀 女 教師 
08-7362204 

momobabytw@gmail.com 

40 華盛頓高中 鄭雅文 女 生教組長 
04-23934712 

wen0730@hotmail.com 

41 曉明女中 李玉心 女 組長 
04-22921175 

hsin@mail.smgsh.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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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 姓名 性別 職稱 
聯繫方式 

(電話及電子信箱) 

42 暨大附中 梁裕華 男 主任 
04-92913483 

sayohhiyo@gmail.com 

43 明台高中 何坤峰 男 活動組長 
04-23393071 

hero@mths.tc.edu.tw 

44 豐原高中 廖先豪 男 衛生組長 
04-25290381 

annkokhao@gmail.com 

45 興大附中 林隆諺 男 學務主任 
04-24875199 

michael@mail.dali.tc.edu.tw 

46 臺中家商 劉又菁 女 輔導主任 
04-22223307 

orange_ging@hotmail.com 

47 沙鹿高工 蘇麗純 女 教師 
04-26621795 

teiou0416@msn.com 

48 弘明實驗高中 雷雲霞 女 學務主任 
04-92731799 

yunshay@yahoo.com.tw 

49 嶺東高中 陳秋月 女 註冊組長 
04-23898940 

b002@lths.tc.edu.tw 

50 慈明高中 胡善炘 男 專任教師 
04-22713911 

mail2every@yahoo.com.tw 

51 臺中啟明學校 陳衍源 男 職能治療師
04-25562126 

0938889733@yahoo.com.tw 

52 僑泰高中 葉筱楓 女 教師 
04-24063936 轉 150 

rock@ctas.tc.edu.tw 

53 台南大學 管志明 男 教授 
06-2133111 

kuan.cm@msa.hinet.net 

54 教育部國教署 郭永慧 女 教官 

04-37061319 

e-3114@mail.k12ea.gov.tw 

(僅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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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二之十六：104年度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結訓

及核可名單 

研習名稱：104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第二梯次） 

研習時間：104 年 12 月 5 日至 12 月 7 日 

105.03.30 教育部第 7 屆第 1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定名單計 13 人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單位 職稱 性別 電話 E-Mail 

1 鄭亦君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 學務長 女 

06-2532106 轉

245 

t20042@mail.t

ut.edu.tw 

2 潘雪屏 
國立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 
學務處衛保組組長 組長 女 07-6011000 

pansp@nkfust.

edu.tw 

3 吳佩晃 東海大學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

導組 
約聘人員 女 04-2359-0267 

pochacco328@g

mail.com 

4 沈英俊 樹德科技大學 體育室器材組組長 

體育室器材

組組長/職工

代表委員 

男 07-6158000 
aaker@stu.edu

.tw 

5 陳立賢 
耕莘健康管理

專科學校 

化妝品與應用管理

科助理教授 
助理教授 男 

02-2219-1131

轉 6986 

jaguar25@gmai

l.com 

6 洪照惠 

吳鳳學校財團

法人吳鳳科技

大學 

就業暨校友服務組

組員 
組員 女 

05-2267125 轉

22132 

rita@wfu.edu.

tw 

7 陳素珠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理系助

理教授 
助理教授 女 

049-2563-489

轉 5368 

t055@nkut.edu

.tw 

8 葉國暉 國立東華大學 資訊管理系副教授 副教授 男 03-8633117 
khyeh@mail.nd

hu.edu.tw 

9 賴玉美 高雄醫學大學 學務處高級組員 高級組員 女 
07-3121101 轉

2823 

m765005@kmu.e

du.tw 

10 楊朝安 國立成功大學 人事室組長 組長 男 
06-2757575 轉

50881 

z10007056@ema

il.ncku.tw 

11 左智慧 國立陽明大學 學務處輔導員 輔導員 女 02-28239726 
t709@ym.edu.t

w 

12 林鳳貞 
台南市崇明國

小退休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委員 

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委

員 

女 06-2901111 
renbow.lin@gm

ail.com 

13 高榕佑 
高雄市立大仁

國中 
學務處生教組長 生教組長 男 

07-7114302 轉

21 

treeekao@yaho

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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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二之十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取得結業

證明名單 

研習名稱：105 年度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 

研習時間：105 年 4 月 18 日(星期一) 至 4 月 20 日(星期三) 

全程參訓：58 名(男 29 人，女 29 人) 

＊備 註：補列人員 2名（參加 103 年 5 月 18-20 日 103 年度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

人員進階培訓） 

105.06.22 教育部第 7 屆第 2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定名單計 60 人 

編

號 
姓名 

性

別 

服務學校 

(單位) 
職稱 

聯繫方式 

電話 電子信箱 

1 陳美瑾 女 基隆高中 導師 02‐24582051#281  meichin_tw@hotmail.com 
2 戴志光 男 成功工商 生輔組長 03‐3294188#110  tck1003@gmail.com 
3 詹前威 男 新興高中 主任 03‐3646575  vincent@imss.hshs.tyc.edu.tw 
4 劉芷寧 女 桃園啟智學校 導師 03‐3647099#107  chamjau@mail.tsad.tyc.edu.tw 
5 李佳容 女 大興高中 訓育組長 03‐3862330#14  a0910568941@msn.com 
6 楊文河 男 大興高中 學務主任 03‐3862330#34  yosa0730@yahoo.com.tw 
7 余念潔 女 至善高中 學務主任 03‐3887528#500  jiemiss119@gmail.com 
8 黃鴻文 男 龍潭高中 主任 03‐4792829#180  hongwen@ltsh.tyc.edu.tw 
9 王建岳 男 中壢高商 學務主任 03‐4929871#1301  wang@ms.clvsc.tyc.edu.tw 
10 溫文福 男 復旦高中 導師 03‐4932476#215  m954040002@gmail.com 
11 權守治 男 育達高中 教師 03‐4934101#260  chyuan@yuda.tyc.edu.tw 
12 許絹屏 女 羅東高商 學務主任 03‐9512875#301  christina0131@gmail.com 
13 陳泇玹 女 台中女中 生輔組長 04‐2220‐5108#143 smart1231@ms.tcgs.tc.edu.tw 
14 林宏旻 男 台中高工 教師 04‐22613158#6301 thmlin@tcivs.tc.edu.tw 
15 林崇堯 男 明德中學 教官 04‐22877676#511  chungyao1012@mdhs.tc.edu.tw 
16 黃建華 男 曉明女中 導師 04‐22921175#272  hankhuang2@mail.smgsh.tc.edu.tw
17 劉權澤 男 嶺東中學 主任教官 04‐23826157  chentse0916@gmail.com 
18 張木雄 男 華盛頓中學 教師 04‐23934712#121  mon.chang@whs.tc.edu.tw 
19 胡流安 男 僑泰高中 生輔組長 04‐24063936#216  hu0989765874@yahoo.com.tw 
20 司徒智 男 大明高中 主任 04‐24821027#116  steven@mail.tmsh.tcc.edu.tw 
21 盧佳鋒 男 豐原高商 體育組長 04‐25283556#223  cucu_lu750324@hotmail.com 
22 游雙毓 女 常春藤高中 教學組長 04‐25395066#113  ysy04109@yahoo.com.tw 
23 羅龍華 男 中科實中 教官 04‐25686850#1311 hua89133@gmail.com 
24 李秋吟 女 嘉陽高中 輔導教師 04‐26152166#6051 7903@cysh.tc.edu.tw 
25 許進盛 男 正德高中 專任教師 04‐7524109  cooky3690@yahoo.com.tw 
26 曾依達 男 精誠中學 教員 04‐7622790  zart13@cchs.chc.edu.tw 
27 歐陽郁文 女 文興高中 學務主任 04‐8753889#301  oy@hshs.chc.edu.tw 
28 陳連興 男 竹山高中 學務主任 049‐2643344#120  cs20086@gm.cshs.ntct.edu.tw 
29 周幸芬 女 仁愛高農 學務主任 049‐2802344#301  hfen082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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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名 

性

別 

服務學校 

(單位) 
職稱 

聯繫方式 

電話 電子信箱 

30 陳文彬 男 三育高中 主任 04‐92897212#121  st@taa.ntct..edu.tw 

31 吳春生 男 協同中學 輔導組長 05‐2218100  c2218100@yahoo.com.tw 

32 劉士賓 男 民雄農工 教官 05‐2267120  danile777@yahoo.com.tw 
33 韓玉滿 女 興華高中 實習組長 05‐2718999  full2588@yahoo.com.tw 
34 蔡心惠 女 華南高商 導師 05‐2787140#122  shirly0540@yahoo.com.tw 
35 楊紫璿 女 福智高中 生輔組長 05‐5828222#6422  shyuan34@yahoo.com.tw 
36 林育平 男 土庫商工 導師 05‐6622538  arcadian@tkvs.ylc.edu.tw 
37 劉惠華 女 土庫商工 主任 05‐6622538#215  liuhuihua@tkvs.ylc.edu.tw 
38 吳安妮 女 文生高中 生輔組長 05‐7872024#15  tea‐0073@svsh.ylc.edu.tw 
39 林良蕙 女 台南女中 學務主任 06‐2131928#201  sa@tngs.tn.edu.tw 
40 邱麗卿 女 南英商工 教師 06‐2132222#723  ajill518@yahoo.com.tw 
41 戴淑慧 女 家齊女中 護理師 06‐2133265#2262  daysh@kimo.com 

42 陳郁婷 女 
台南大學附屬

啟聰學校 
導師 06‐2222936#205  sanbrina@gmail.com 

43 陳俊銘 男 台南高工 特教組長 06‐2322131#308  jiuminchenster@gmail.com 
44 宣增華 女 六信高中 學務主任 06‐2619885#301  esther221003560@yahoo.com.tw 

45 謝思怡 女 聖功女中 教官 06‐2740126#220  milkfood2001@yahoo.com.tw 

46 張國霖 男 長榮女中 學務主任 06‐2740381#255  happyalin7@gmail.com 

47 黃棋甄 女 台南啟智 訓育組長 06‐3554591#2202  t2202@tnmr.tn.edu.tw 

48 黃詞凰 女 南科實中 主任 06‐5052916  student@ms.nnkieh.tnc.edu.tw 

49 陳朝政 男 善化高中 教官 06‐5834273  jacktp6@yahoo.com.tw 

50 李欣蓉 女 
台南大學附屬

啟聰學校 
導師 06‐5900504#223  xinrong1113@yahoo.com.tw 

51 胡開明 男 鳳和高中 教務主任 06‐6223208#26  kaiming.hu@gmail.com 
52 戴秀玲 女 陽明工商 科主任 06‐6901190#19  taiart0731st@ymvs.tnc.edu.tw 
53 楊雯因 女 正義高中 教師 07‐7225529#30  wenyin3715@gmail.com 

54 郭明惠 女 
高雄餐旅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輔導組長 07‐8060705#42  kuoagatha@gmail.com 

55 施冠瑋 男 日新工商 教師 08‐7882343  jakone@gmail.com 

56 王金香 女 
教育部國教署 

原民特教組 
教師 

04‐37061216 
(僅提供諮詢) 

e‐1116@mail.k12ea.gov.tw 

57 徐緯羲 男 
教育部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專員 

04‐37061324 
(僅提供諮詢)  e‐3306@mail.k12ea.gov.tw 

58 蔡佳玲 女 
教育部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辦事員 

04‐37061369 
(僅提供諮詢)  e‐3128@mail.k12ea.gov.tw 

59 林沛雨 女 
新北市政府教

育局 
股長 02‐29603456#2680 ag7396@ntpc.gov.tw 

60 余婌禎 女 
新北市政府教

育局 
輔導員 02‐29603456#2693 yujean2001@gmail.com 

 



  82

  



  83

106 年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 

取得結業證明名單 

研習名稱：106 年度大專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 

研習時間：106 年 7 月 26 日(星期三) 至 7 月 28 日(星期五) 
全程參訓：116 人(男 35 人，女 81 人) 

106 年 9 月 21 日教育部第 7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7 次會議核定 

編

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聯繫方式  備

註電話  電子信箱 

1  虎艾霓  女  長榮大學秘書處  雇員 
06‐

2785123#1023 
cjchan@mail.cjcu.edu.tw

2  劉旅玎  女 
大仁科技大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平委員 

08‐7624002 

#1510 
ldliu@tajen.edu.tw 

3  黃娟娟  女  大葉大學 
副教授兼學務

長 

04‐

8511888#1160 
n221218@mail.dyu.edu.tw

4  陳怡萍  女 
大葉大學性別平等

委員會 
副教授 

04‐

8511888ext1009
ypchen5768@gmail.com

5  林映伶  女 

中山大學學生事務

處諮商與職涯發展

組 

諮商心理師
(07)5252000轉

2232 

greenway@mail.nsysu.edu.

tw 

6  王郁茗  女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

學系 

副教授兼學務

處身心健康中

心主任 

04‐24730022轉

11241, 12373 

wym@csmu.edu.tw; 

magwang42@gmail.com

7  馬義傑  男 
中山醫學大學學務

處 
學務長 

04‐24730022‐

11288 
icma@csmu.edu.tw 

8  陳榮為  男 
中台科技大學通識

教育中心 
講師 

04‐22391647‐

6364 
rwchen@ctust.edu.tw 

9  許雲翔  男  中央大學法政所  助理教授  0928505239  yhhsu@cc.ncu.edu.tw 

10  胡惠婷  女 
中正大學   

秘書室 
專案工作人員

05‐2720411 

ext.10207 
admhth@ccu.edu.tw 

11  邱顯惠  女  中原大學秘書室  專員  03‐2651201  shienhui@cycu.edu.tw 

12  黃宗旻  女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

學系 
助理教授 

(02)2861‐0511轉

27126 
hzm6@ulive.pccu.edu.tw

13  陳慧蓉  女*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

系 
副教授 

(02) 2861‐

0511(37132) 
hc8677@yahoo.com 

14  蕭潤漢  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務處 
組員  06‐2674567*243 dennis@mail.hwai.edu.tw

15  吳武烈  男  仁德醫專 
兼任講師、

心理師 
0917004633  wuliehwu@yahoo.com.tw

16  鄧明宇  男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學生輔導中心 

學生輔導中心

主任 
037‐726003  umind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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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嚴如鈺  女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03‐6102351  juyu@mail.ypu.edu.tw 

18  何長志  男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學務處組員 03‐6102231  chih9896@mail.ypu.edu.tw

19  蔡振義  男 
文藻外語大學性別

平等委員會 

主任秘書兼執

行秘書 

07‐

3426031#1111 
91013@mail.wzu.edu.tw

20  梁滌祺  男  世新大學秘書室  組員 
02‐2236 8225分

機 2005 
kenzo@mail.shu.edu.tw 

21  廖韋鈞  男 
台北城市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辦事員 

02‐

28927154#8001
wcliao@tpcu.edu.tw 

22  王家琪  女 
台北海洋科技大學

視傳系 
助理教授 

02‐

28052088*5094
ccwang@mail.tcmt.edu.tw

23  羅淑君  女 
台灣首府大學  幼

兒教育學系 
行政助理 

06‐5718888 分機

822 
shuchun1029@gmail.com

24  范煥榮  男 
弘光科技大學  學

務長 
學務長 

04‐26318652 

x1600 
fan@sunrise.hk.edu.tw 

25  王榮聖  男  玄奘大學  秘書室  主任秘書 
03‐5302255 分機

2120 
201928@hcu.edu.tw 

26  駱巧玲  女  交通大學秘書室  專員 
03‐

5712121*50060
lochallin@gmail.com 

27  刁南琦  女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專任副教授 03‐6102372 
nanchitiao@mail.ypu.edu.t

w 

28  李貴翔  女 

成功大學附設高級

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學務組(性別平等

承辦人員) 

校聘組員  06‐2364072  hugo@mail.ncku.edu.tw 

29  黃于玲  女  成功大學醫學系  助理教授 
06‐

2353535#6787 
yuling13905@gmail.com

30  陳秋蓉  女 
吳鳳科技大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社工師 

05‐

2267125#61219
miaandmei@gmail.com 

31  王緯甄  女 
吳鳳科技大學應用

數位媒體系 
副教授 

05‐

2267125~21521
wjwang@wfu.edu.tw 

32  王惠玿  女 
育達科技大學學務

處 
輔導人員  .920637708  sonja@ydu.edu.tw 

33  詹雯玲  女 
亞洲大學生物資訊

與醫學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04‐23323456 

ext.20102 
wlchan@asia.edu.tw 

34  陳雅秋  女 
和春技術學院總務

處出納組 
組長 

07‐7889888 轉

2521 
winnie@fotech.edu.tw 

35  朱萱立  女 
臺灣師範大學秘書

室 
行政專員  (02)7734‐1203  slchu0131@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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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吳家豪  男 
明道大學材料與能

源工程學系 

光電研究中心

主任 

04‐8876660 轉

8410 
chiahao@mdu.edu.tw 

37  藺以雯  女  東吳大學秘書室  秘書 
02‐

28819471#5028
paula@scu.edu.tw 

38  梁瑪莉  女 
東南科技大學  通

識教育中心 
講師  08‐6625990  mlliang@mail.tnu.edu.tw

39  林美苓  女 
東海大學學生事務

處 
辦事員  04‐23590267  meimei@thu.edu.tw 

40  廖瑞珠  女  東華大學  秘書室  專員  03‐8632005  julier@gms.ndhu.edu.tw

41  劉紹萍  女 

大仁科技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 

承辦人 
08‐7624002 

#1124 
secre227@tajen.edu.tw 

42  施美企  女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學務處 
心理輔導員 07‐76250240  meichi168@gmail.com 

43  王詩華  女 
金門大學  身心健

康中心 

性別平等輔導

員 
082‐313514 

shihua46@email.nqu.edu.t

w 

44  吳靜樺  女 
長庚大學學務處諮

商輔導組 

專員  (諮商心

理師) 

03‐

2118800~2030 
alice@mail.cgu.edu.tw 

45  洪瑞鎂  女 
長庚科技大學性別

平等委員會 
副執秘  05‐3628800‐2504 rmhong02@gmail.com 

46  張文瑩  女  長榮大學人事室  技佐 
06‐

2785123#1082 
cweny@mail.cjcu.edu.tw

47  彭安麗  女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

與企業學系 
助理教授  0960719758  alpeng@nhu.edu.tw 

48  蔡蓮君  女 
南臺科技大學諮商

輔導組 
社工師 

06‐

2533131#2222 
tasi67@stust.edu.tw 

49  李亞蓉  女 

屏東科技大學學生

事務處學生諮商中

心 

組員 
08‐7703202 分機

7616 
millous@mail.npust.edu.tw

50  張麗珠  女 
屏東科技大學學生

諮商中心 
主任 

08‐7703202  轉 

7736 
ljthird@gmail.com 

51  林惟斌  男 
建國科技大學  諮

商與輔導組 
社會工作師

04‐7111111 分機

1433 
isaachere22@gmail.com 

52  李怡青  女  政治大學心理系  教授  229387394  iclee@nccu.edu.tw 

53  黃美凰  女 

美和科技大學  健

康暨護理學院  護

理系 

副教授 
08‐

7799821*8318 
x00003041@meiho.edu.tw

54  林裕淇  男 

致理科技大學創新

設計學院資訊管理

系 

助理教授  0910783036 
yuhchilin017@mail.chihlee.

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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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許清芬  女 
修平科技大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組員 

04‐24961100轉

6017 
sheuf@hust.edu.tw 

56  黃奕彰  男 
海軍軍官學校校本

部 
少校監察官

07‐5813141 轉

781747 
kyrinhuang@gmail.com 

57  賴玉墀  男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

學校數位媒體設計

科 

專任講師 
03‐9891178 轉

8513 
paco@ctcn.edu.tw 

58  張清惠  女 
真理大學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辦事員 

02‐26212121轉

1201 
au1787@mail.au.edu.tw 

59  薛美蓉  女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組員 

07‐

3814526#2515 
sml@cc.kuas.edu.tw 

60  周海娟  女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 
教師  02‐28929194 

bjamy650514@hotmail.co

m 

61  崔艾湄  女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 
教師  02‐28929194 

bjamy650514@hotmail.co

m 

62  游富翔  男 
崇右技術學院學務

處學生諮商中心 
輔導員  02‐427‐0414  fuhsiang@cit.edu.tw 

63  林秀靜  女 
陸軍專科學校學務

處學生輔導中心 
心輔老師  03‐4560745  myhome18496@gmail.com

64  柯清彬  男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總務處 
總務主任  06‐6226111‐689 cbke@mail.mhchcm.edu.tw

65  許凱翔  男 
淡江大學諮商輔導

組 
輔導員 

02‐

26215656#2491
dandelion7504@gmail.com

66  鄭書婷  女 
逢甲大學領導知能

與服務學習中心 
助理 

04‐

24517250#2292
stcheng@fcuoa.fcu.edu.tw

67  黃珮怡  女 
陸軍專科學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專任講師  03‐4372313  joyce0352@gmail.com 

68  駱惠美  女 
景文科技大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平委員 

02‐

82122000#6443

luoma182002@yahoo.com.

tw；luoma@just.edu.tw

69  曹俊德  男 
朝陽科技大學幼保

系 
教師 

04‐

23323000#3095
jdtsau@cyut.edu.tw 

70  彭俊澄  男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

與通訊系 
助理教授 

04‐2332‐3000分

機 4840 
goudapeng@cyut.edu.tw

71  薛孟倫  女 
華夏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02‐89415100‐

3113 
elic0912@gmail.com 

72  何淑梅  女 
華梵大學  學務處

諮商輔導組 
專任心理師 （02）26632102 cutelycoco@gmail.com 

73  袁聖琇  女 
開南大學諮商暨就

業輔導中心 
輔導老師 

03‐

3412500#1552 
jennyyuan24@gmail.com

74  王瀞苡  女  雲林科技大學文化 助理教授  05‐5342601 轉 wangcyi@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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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維護系  3126 

75  陳如音  女 
勤益科技大學博雅

通識中心 
兼任助理教授 0910827880  alex827880@gmail.com 

76  陳盈伸  男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 

進修部綜合管

理組組長 
08‐8647367#230 tb48841@ms42.hinet.net

77  邱雪媜  女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人事

室 

組長 
03‐

8572158#2351 
peras00@tcust.edu.tw 

78  高佩侑  女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總務處 
組長 

02‐

8052088*2320 
pykao@mail.tcmt.edu.tw

79  楊毓綾  女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

院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 

承辦人 
02‐

24372093#323 
gender@ems.cku.edu.tw

80  胡王杰  男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資訊管理科 
講師  03‐9897396#520 wchu@smc.edu.tw 

81  林玉恩  女  諮商輔導組  諮商心理師
02‐28013131分

機 6883 

abby680125@yahoo.com.t

w 

82  黃金恩  男 
萬能科技大學理財

系 
副教授 

03‐

4515811#64681
cehuang@mail.vnu.edu.tw

83  陳素華  女 
萬能科技大學餐飲

管理系 
講  師 

03‐4515811 轉

46006 
csh@mail.vnu.edu.tw 

84  胡正文  女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社會一組 
助理教授 

02‐

25381111*1758
ssonyhu@g2.usc.edu.tw 

85  童素儀  女 

臺中科技大學職涯

及諮商輔導中心諮

商輔導組 

資源教室輔導

人員 
04‐22195245  sui@nutc.edu.tw 

86  姜祖華  女 

臺中科技大學職涯

及諮商輔導中心諮

商輔導組 

諮商輔導組組

長 
04‐22195245  jj@nutc.edu.tw 

87  姚瓊翰  女  臺北大學  秘書室  簡任秘書 
(02)86741111轉

66044 
joanne@gm.ntpu.edu.tw

88  陳嘉惠  女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學務處生輔組 

性平會承辦人

員 

02‐

28927154#2101
gender@tpcu.edu.tw 

89  彭瑞玟  女 
臺北科技大學工業

設計系 
助理教授 

02‐27712171，

2808 
jpeng@ntut.edu.tw 

90  顏如芳  女 
臺北教育大學教育

經營與管理學系 
助教 

02‐27321104‐

62242 
jufang@tea.ntue.edu.tw 

91  曾惠  女 

臺北醫學大學人力

資源處、臺北醫學

大學性別平等教育

人力資源處副

人資長、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

(02)27361661轉

2029 
tsenghui@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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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委員 

92  桑和蓓  女 
臺北醫學大學法務

中心 
法務中心主任

02‐2734‐

1661#2081 
sharon.ts@tmu.edu.tw 

93  邱秀文  女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教官  0938056597  marchwen@ntunhs.edu.tw

94  李偉俊  男  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08‐9517572  waynelee5812@gmail.com

95  陳美利  女 
臺東專科學校通識

教育中心 
專任講師 

089‐

226389#7013 
chen102@ntc.edu.tw 

96  高振嘉  男  臺南大學  學務處  校聘組員  06‐2133111~311 chia@mail.nutn.edu.tw 

97  陳蓉  女 

臺灣師範大學  僑

生先修部  學生輔

導中心 

心理師  02‐77148434  cj@ntnu.edu.tw 

98  黃清旗  男 
臺灣海洋大學學生

事務處 
組長 

02‐24622192轉

1080 
chyi@mail.ntou.edu.tw 

99  陳增隆  男  臺灣戲曲學院  秘書  02‐27962666  lungchen64@gmail.com 

100  張佳穎  女 
臺灣藝術大學學務

處 
秘書  02‐22722181  koomi@ntua.edu.tw 

101  陳怡儒  女 
開南大學諮商暨就

業輔導中心 
性平承辦人員

03‐3412500 轉

1554 

irene770921@mail.knu.edu

.tw 

102  鍾曉慧  女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大學  行

政副校長室 

秘書  (02)29053151  060312@mail.fju.edu.tw

103  李惠暄  女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大學法務

室 

主任  (02)29053124  082244@mail.fju.edu.tw

104  朱春林  女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

商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兼系

主任 

02‐28824564 ext 

5080 
doctorjunoju@yahoo.com

105  巫玫慧  女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休閒

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037‐

651188#8740 
meihui.wu@gmail.com 

106  陳泓文  男 
德霖技術學院土木

工程系 
副教授 

02‐

22733567#376 
chenhw@dlit.edu.tw 

107  陳宜豪  男 
澎湖科技大學資訊

管理學系 
講師 

06‐

9264115#3402 

markchen@gms.npu.edu.t

w 

108  徐明宏  男 
澎湖科技大學電機

工程系教授 
教授  0972021661  hsu@gms.npu.edu.tw 

109  徐毓秀  女 
樹德科技大學諮商

與特教資源中心 
組員兼副主任

07‐6158000 轉

2135 
gloria@stu.edu.tw 

110  黃婉亭  女 
醒吾科技大學人事

室 
組員 

02‐2601‐

5310#1611 
091049@mail.h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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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陳明泰  男 
靜宜大學總務處採

購組 
辦事員 

04‐

26328001#11365
axel@pu.edu.tw 

112  林冠妤  女 
嶺東科技大學資訊

網路系 
助理教授  0911143130  ntustmislab@gmail.com 

113  吳學治  男 
聯合大學生涯發展

與諮商輔導中心 
心理師  (037)381255  s1101s@yahoo.com.tw 

114  劉玉雯  女 
蘭陽技術學院+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 
講師  03‐9771997#785

wenmay0621@yahoo.com.

tw 

115  李宜貞  女 
國立清華大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行政助理 

03‐

5715131#35075
gencom@my.nthu.edu.tw

116  蕭冠祐  男 
國立清華大學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學生代表  0935955697  g1117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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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 

取得結業證明名單 

研習名稱：106 年度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 

研習時間：106 年 4 月 16 日(星期日) 至 4 月 18 日(星期二) 

全程參訓： 32 人(男 12 人，女 20 人) 

106 年 9 月 21 日教育部第 7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7 次會議核定 

編

號 
姓名 

性

別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聯繫方式 備

註電話 電子信箱 

1 陳志忠 男 
新北市立新北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教官 0911206260 57@ntvs.ntpc.edu.tw  

 

2 周維新 男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商借

教師 
0910212425 

neo198211041159@gma
il.com 

 

3 郭威均 男 
國立中壢家事商業職業學

校 
組長 0917775065 

waynekuo1028@gmail.c
om 

 

4 黃雅伶 女 
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

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主任 0928077339 alin0105@yahoo.com.tw 

 

5 藍志帆 男 桃園市私立大華高級中學 

主任

輔導

教師 

0932371901 vincentelan@gmail.tw 

 

6 黃秋容 女 
光啟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

光啟高級中等學校 
組長 0922965576 

achiugirl.tw@yahoo.com
.tw 

 

7 趙志仁 男 
光啟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

光啟高級中等學校 
主任 0918216136 

cjchao@ms1.phsh.tyc.ed
u.tw 

 

8 張少華 男 
桃園縣私立成功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主任 0980132278 

sauwa827@yahoo.com.t
w 

 

9 劉華真 女 
臺中市立臺中第二高級中

等學校 
教師 0922922997 

t089@mail.tcssh.tc.edu.t
w 

 

10 黃維靜 女 
臺中市立大甲高級中等學

校 
組長 0911115085 

isdesign88@yahoo.com.t
w 

 

11 王翠玉 女 臺南市私立德光高級中學 教師 0912123150 tsuiyu@tkgsh.tn.edu.tw  

 

12 趙慧津 女 臺南市私立崑山高級中學 教師 0912125789 
chin.1120@yahoo.com.t
w 

 

13 陳坤良 男 國立新化高級中學 
主任

教官 
0928390804 

chenkunliang123@gmail.
com 

 

14 陳秀雅 女 
國立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

校 
校長 0915103425 

yaya@mail.ptnd.tn.edu.t
w 

 

15 陳芬茹 女 
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教師 0972332028 

chnurs66@hyivs.tnc.edu.
tw 

 

16 江宜襄 女 
國立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

學 
主任 0953334488 

maggie_jiang7@yahoo.c
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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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洪瑜娟 女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群科

主任 
0929513797 

icandoit90@yahoo.com.t
w 

 

18 張珮翎 女 
國立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

業學校 

護理

師 
0912591990 yopeistan@gmail.com 

 

19 龔子棋 女 
國立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

業學校 
導師 0912‐823252 tzuchimeow@gmail.com 

 

20 許家芳 女 彰化縣私立精誠高級中學 教師 0918609029 avonie@cchs.chc.edu.tw 

 

21 劉同凱 男 
國立員林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 
秘書 0920339002 

tungkai2517@yahoo.co
m.tw 

 

22 陳奕穎 女 南投縣私立五育高級中學 主任 0972963696 cakecat13@hotmail.com 

 

23 陳文寬 男 南投縣私立普台高級中學 主任 0913055626 
jt2008053@ptsh.ntct.ed
u.tw 

 

24 伍若梅 女 
國立水里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教師 0912687502 esther.zoe@hotmail.com 

 

25 賴郁文 男 
國立斗六高級家事商業職

業學校 
主任 0922‐674909 kkjhlai@yahoo.com.tw  

 

26 陳姿頻 女 雲林縣私立正心高級中學 教師 0910070810 
a34010874@hotmail.co
m 

 

27 尤思喬 女 
屏東縣私立日新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導師 0915041660 

s8611362002@yahoo.co
m.tw 

 

28 黃佩莉 女 
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教師 0980060928 w862133@gmail.com 

 

29 黃淑菁 女 國立馬公高級中學 
主任

教官 
0922958083 

magmag86@yahoo.com.
tw 

 

30 吳英哲 男 
國立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

業學校 
教官 0989331890 ingche@yahoo.com.tw  

 

31 黃盛傑 男 新竹市私立磐石高級中學 教師 0928225932 
sjhuang56@yahoo.com.t
w 

 

32 楊宛芝 女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專案

助理 
0919729155  Dazy0304@gmail.com 

僅
供
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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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取得結業證明名單 

研習名稱：106 年度大專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南區） 

研習時間：106 年 11 月 1 日(星期三) 至 11 月 3 日(星期五) 
全程參訓：109 人(男 21 人，女 88 人) 

106 年 12 月 21 日教育部第 7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8 次會議核定 

編
號  姓名  性

別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聯繫方式 

連絡電話(公)  電子郵件  e‐mail 

1  翁慧茹  女 長榮大學/人事室  組長  06‐2785123#1081  angela@mail.cjcu.edu.tw  

2  吳慧文  女 靜宜大學/人事室  執行秘書 04‐26328001#11401 hwwu@pu.edu.tw 

3  劉卿堯  女 靜宜大學/秘書室  組員  04‐2328001#11008  cyliu@gm.pu.edu.tw 

4  莊家慶  男 國立屏東大學/秘書室  專員  08‐7663800#10226  ccchuang@mail.nptu.edu.tw 

5  許家源  男 靜宜大學/法律學系  助理教授 04‐26328001  jiushiu@pu.edu.tw 

6  蕭麗娜  女 
吳鳳科技大學/行流系/性平

委員 
幹事  05‐2267125#61204  lino@wfu.edu.tw 

7  夏雅玲  女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

商中心 
輔導員 08‐770‐3202#7619  summersky@npust.edu.tw 

8  蔡佳芸  女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性平會 組員  08‐774‐0458  chiayun@mail.npust.edu.tw 

9  李嘉苹  女 高雄醫學大學/性平會  幹事 
07‐3121101#2114‐
14 

jiaping1005@gmail.com 

10  顏禎慧  女 
國立中山大學/學務處諮商

與職涯發展組 
諮商 
心理師

07‐5252000#2232  jenhwei@staff.nsysu.edu.tw 

11  張嘉銘  男 實踐大學/性平會  副教授 07‐6678888#3210  mischiaming@gmail.com 

12  鄭惠仁  女 遠東科技大學/性平會  雇員  06‐5979566#7182  cherine0416@gmail.com 

13  吳啟安  男 
臺灣警案專科學校/刑事警

察科 
助理教授 02‐22303579  cpu601408@gmail.com 

14  顧浩然  男 
國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學
生輔導中心 

兼任 
心理師

02‐28227101#2423  nelson83@ms41.hinet.net 

15  吳欣燁  女 國防醫學院/心理輔導室  專任 
心理師

02‐87923105  ndmc.iamwhy@gmail.com 

16  邵得溶  女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事務處 約聘組員 02‐8610511#12006  sdr@ulive.pccu.edu.tw 

17  黃惜歡  女 台灣首府大學/心理輔導組 社工師 06‐5718888#561  toheart32@hotmail.com 

18  許子翊  女 國立東華大學/國際事務處 助理  0912‐170‐620  tzui@gms.ndhu.edu.tw 

19  侯美黛  女 國立高雄大學/性平會  組長  07‐5916211  magery@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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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名  性

別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聯繫方式 

連絡電話(公)  電子郵件  e‐mail 

20  顏筠展  男 樹德科技大學/稽核室  行政助理 07‐6158000  yan729983@stu.edu.tw 

21  林慧芬  女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福利學

系 
助理教授 02‐28610511#29839 linhuifen239@gmail.com 

22  陳羿汶  女 
吳鳳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

心/資源教室 
輔導員 05‐2267125#24148  wunwun20@hotmail.com 

23  裔弘如  女 國立清華大學/性平會  學生代表 03‐5742626  yisha@gapp.nthu.edu.tw 

24  陳昱均  男 國立清華大學/性平會  學生委員 03‐5742626  destinedyue@gmail.com 

25  洪鎰昌  男 長庚科技大學/性平會  助理教授 05‐3628800#2545  hongyc@mail.cgust.edu.tw 

26  朱僑麗  女 
國立金門大學/長期照護學

系 
副教授 082‐313948  chiaoleechu@gmail.com 

27  劉麗娟  女 
國立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

事務學系 
副教授 089‐517699  tammyliu@nttu.edu.tw 

28  邱鈴真  女 
美和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

理系 
助理教授 08‐7799821  lingjan3175@gmail.com 

29  王雅倩  女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兼系主任

04‐24730022#12141 taiwantous@gmail.com 

30  陳筱婷  女 國立清華大學/性平會  性平委員 0971‐016225  cst83027@gmail.com 

31  曹文正  男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學
生事務處 

學務主任 06‐6226111  wenchengtsao@gmail.com 

32  陳珮慈  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性平會 講師  06‐2532106#301  t00195@mail.tut.edu.tw 

33  許宏斌  男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秘書室 專員  04‐92910960#2105  hphsu@ncnu.edu.tw 

34  蔡依玲  女 
台灣首府大學/通識中心/性
平委員 

講師  06‐5718888#842  bccsusan@ms51.hinet.net 

35  鄭淑芳  女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學
生事務處 

書記  06‐6226111#367  csf6210@yahoo.com.tw 

36  黃貞裕  男 
敏恵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幼
兒保育科 

副教授 06‐6226111#869  ecjoo@mail.mhchcm.edu.tw 

37  侯玟里  女 
美和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

心 
主任  08‐7799821#8219  wenli@meiho.edu.tw 

38  張瑞娟  女 嶺東科技大學/性平會  副教授 04‐23892088#3542  juichuan@teamail.ltu.edu.tw

39  賴惠雲  女 南華大學/性平會  助理教授 05‐2721001 #56347 hylai@nhu.edu.tw 

40  梁丹青  女 南臺科技大學/性平會  助理教授 062533131 #7101  liang555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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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名  性

別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聯繫方式 

連絡電話(公)  電子郵件  e‐mail 

41  周麗芳  女 國立成功大學/心理學系  副教授 06‐2757575 #56511 choulf@mail.ncku.edu.tw 

42  蕭湘鳳  女 
吳鳳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

心/性平委員 
講師  05‐2267125#21813  fang@wfu.edu.tw 

43  陳淑惠  女 
國立東華大學/心理諮商輔

導中心 
心理師 038‐632276  csh12967@gms.ndhu.edu.tw

44  翁庭芳  女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心理輔

導組 
專任 
心理師

02‐27383125  wengafang2016@gmail.com 

45  陳慧苓  女 清華大學/學務處諮商中心
專任諮商
心理師

0968198321  hlchen@mx.nthu.edu.tw 

46  王美芳  女 長榮大學/秘書處  辦事員 06‐2785123#1022  tscd@mail.cjcu.edu.tw 

47  傅瓊儀  女 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助理教授 08‐7624002#4203  chyifu@tajen.edu.tw 

48  王麗雯  女 國立嘉義大學/秘書室  專員  05‐2717010  liwen55@mail.ncyu.edu.tw 

49  吳世惠  女 文藻外語大學  教師  07‐34256031#2405  94165@mail.wzu.edu.tw 

50  鄭順丹  女 
建國科技大學/諮商與輔導

組 
社工師 04‐7111111#1439  muses0122@gmail.com 

51  周佳蓉  女 華夏科技大學/人資室  行政助理 02‐89415100#1613  judychou88@go.hwh.edu.tw 

52  蔡欣宜  女 
大同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

心暨資源教室 
社工師 05‐2223124#305  sinyi@ms2.ttc.edu.tw 

53  劉世雄  男 
國立屏東大學/學務處課指

組 
薦任組員 08‐766‐3800#12201 extracu@mail.nptu.edu.tw 

54  詹俊華  男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務處 組員  02‐22300562  pa696047@cc.tpa.edu.tw 

55  林玉涵  女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牙
體技術科 

講師  06‐6226111#768  yuhan@mail.mhchcm.edu.tw

56  謝嫣娉  女 
國立金門大學/長期照護學

系 
副教授 0912402087  yenping2010@gmail.com 

57  盧嬿任  女 明道大學/健康中心  護理師 04‐8876660#1225  pen@mdu.edu.tw 

58  林君妤  女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資源教

室 
輔導員 04‐22195247  jiunyulin@gmail.com 

59  楊玲惠  女 
大同技術學院/烘焙管理系/
性平委員 

副教授 05‐2223124#872  linghuey@ms2.ttc.edu.tw 

60  陳綿璟  女 長榮大學健康/心理系  助理教授 06‐2785123#3259  mchen@mail.cjcu.edu.tw 

61  賴麗筠  女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資源教

室 
輔導員 04‐22195246  imi@nu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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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名  性

別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聯繫方式 

連絡電話(公)  電子郵件  e‐mail 

62  張培華  男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系  講師  06‐2050521#3709  paulphchang@ieee.org 

63  侯瑀彤  女 
東南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

諮商中心 
專任 
心理師

02‐8662‐5885  1050304@mail.tnu.edu.tw 

64  王雯潔  女 中正大學/性平會  組長  05‐2720411#10202  admwjw@ccu.edu.tw 

65  吳宗翰  男 致理科技大學/秘書室  組長  02‐22576167#1202  lasonic@mail.chihlee.edu.tw 

66  吳綉華  女 
修平科技大學/數位媒體設

計系 
助理教授 04‐24961100#3126  wuhh@hust.edu.tw 

67  吳雅珍  女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性
平會 

秘書  04‐22213108#2022  yjwu@ntupes.edu.tw 

68  陳俊瑋  男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 

助理教授 04‐22213108#2084  cwchen1314@ntupes.edu.tw

69  沈豊益  男 
開南大學/諮商暨就業輔導

中心 
諮商 
心理師

03‐3412500#1553  slyi@mail.knu.edu.tw 

70  李銘薰  女 修平科大/工管系  講師  04‐24961100#1120  mhlee@hust.edu.tw 

71  趙家瑜  女 空軍軍官學校  教官  07‐6266124#977203 pyanfish0102@gmail.com 

72  吳雅玲  女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進修推

廣部學務組/組長 
副教授

04‐23924505#2720
或 8611 

qtie5168@yahoo.com.tw 

73  劉舒文  女 
育達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

會工作系 
副教授 037‐651188 #5341  saxowen@ydu.edu.tw 

74  柯秀欣  女 高雄大學性平會  副教授 07‐5916006  hhko@nuk.edu.tw 

75  許淑媖  女 
南臺科技大學/學務處/課外

組 
副教授 06‐2533131‐5131  suinghsu@stust.edu.tw 

76  王榮惠  女 南開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約聘 

行政助理
049‐2563489#1505  jhw@nkut.edu.tw 

77  林幼雀  女 
崑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

心 
副教授 06‐2053210  yu.chueh@msa.hinet.net 

78  吳鷰儀  女 
朝陽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

學院 
助理教授 04‐23323000 #7512 yywu@gm.cyut.edu.tw 

79  黃聖芳  男 中華科技大學/機械系  副教授 0227821862 #618  sfhuang@cc.cust.edu.tw 

80  邱秀香  女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

部 
助理教授 07‐6678888#4130  emichiu@g2.usc.edu.tw 

81  沈靜萍  女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律系 助理教授 04‐27016855#2202  cpshen@ocu.edu.tw 

82  黃筠宸  女 弘光科技大學/學務處  行政助理 04‐26318652 #1603 fiona753951@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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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王璟璇  女 育英醫專/性平會  執行秘書 07‐3811765#1007  jingshiuanw@gmail.com 

84  黃惠子  女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副教授 06‐2674567#508  luckviolet@gmail.com 

85  黃望金  女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校長室 監察官 07‐6260584  mis12345tw@yahoo.com.tw 

86  蕭政華  女 
國立宜蘭大學/性平會/外文

系 
助理教授 03‐9317890  chhsiao@niu.edu.tw 

87  陳穆良  男 國立中山大學/學務處  行政助理 07‐5252000#2907  chochoice@staff.nsysu.edu.tw

88  魏郁潔  女 
國立嘉義大學/學務處/學生

輔導中心 
專案諮商
心理師

05‐2717080  wyc1031@mail.ncyu.edu.tw 

89  徐珊惠  女 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  副教授 06‐2757575#81811  nckustudents@gmail.com 

90  邱怜瑋  女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
容保健科 

講師  06‐6226111#717  imoemma@gmail.com 

91  顧敏華  女 淡江大學/理學院  專門委員
兼秘書

02‐26215656#2534  joyku@mail.tku.edu.tw 

92  洪麗美  女 弘光科技大學  副教授 04‐24269851  hlm@sunrise.hk.edu.tw 

93  陳秀位  女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學務處

身心健康中心/性平會 
專員  06‐9264115#1212  godmydear@gms.npu.edu.tw

94  蘇亦莉  女 嘉南藥理大學/學務處  辦事員 06‐2664911#1202  franny1019@mail.cnu.edu.tw

95  廖芬玲  女 弘光科技大學/衛生保健組 組長  04‐26318652#1460  fanlin@sunrise.hk.edu.tw 

96  張育甄  女 大葉大學/性平會  承辦人 04‐8511888#1004  seasad29@mail.dyu.edu.tw 

97  鄭莉貽  女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  辦事員 06‐2785123  liyi@mail.cjcu.edu.tw 

98  李皇謀  男 
長榮大學/性平委員/諮商中

心 
主任  06‐2785123#3260  huangmou@mail.cjcu.edu.tw

99  黃琴芳  女 長榮大學/總務處  組長  06‐2785123#1310  fang@mail.cjcu.edu.tw 

100  許崇憲  男 
長榮大學/健康心理學系/性
平委員 

副教授 06‐2785123#3253  bluefree@mail.cjcu.edu.tw 

101  方惠毅  女 長榮大學/心理系  書記  06‐2785123#3251  huiyi@mail.cjcu.edu.tw 

102  歐利芳  女 長榮大學/課外活動組  組員  06‐2785123#1211  tiffany@mail.cjcu.edu.tw 

103  吳婉御  女 長榮大學/人事室  助理 
管理師

06‐2785123#1088  wwyu@mail.cjcu.edu.tw 

104  劉真吟  女 
長榮大學/校務研究中心/教
學品保組 

辦事員 06‐2785123#1131  violet@mail.cj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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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郭燕玲  女 長榮大學/語文教育中心  辦事員 06‐2785123#5051  guoyl@mail.cjcu.edu.tw 

106  蔡佳婷  女 長榮大學/秘書處  組員  06‐2785123#1024  sophia@mail.cjcu.edu.tw 

107  陳君雅  女 長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助理 
管理師

06‐2785123#4002  r80553@mail.cjcu.edu.tw 

108  鄭淑茵  女 長榮大學/健康科學學院  書記  06‐2785123#3001  vita@mail.cjcu.edu.tw 

109  陳幸如  女 長榮大學/航運管理學系  辦事員 06‐2785123#2251  shru@mail.cj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