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WCPA 心理諮商督導認證通過名單 
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職稱 E-mail 

1 丁宥允 女 癒心鄉心理諮商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Kellyding1102@yahoo.com.tw  

2 方惠生 男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Hunysun.tw@yahoo.com.tw/Hunysun.fhs@gmail.com  

3 方紫薇 女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tzuwei@mail.nctu.edu.tw  

4 王文秀 女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系教授 Wwang@mail.nhcue.edu.tw 

5 王仲匡 男 國軍桃園總醫院心理輔導員  kuangkim@yahoo.com.tw 

6 王秀文 女 華梵大學資源教室暨專任諮商老師 alinta0604@gmail.com 

7 王佳玲 女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glin@scu.edu.tw 

8 王孟心 女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monhsin@msn.com 

9 王怡蓉 女 瑞祥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dichild@seed.net.tw 

10 王昱純 女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joylife@nccu.edu.tw  

11 王琇慧 女 
北市任兆璋修女林美智老師教育基金會心理諮商

所諮商心理師 
shwanggreen@gmail.com 

12 王琮瑞 男 東方設計學院副教授  w1081x.wang@msa.hinet.net 

13 石麗君 女 東吳大學諮商心理師 lilyian@scu.edu.tw 

14 朱妍叡 女 台中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師  yenjuei@hotmail.com 

15 江承曉 女 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cc0613@mail.cnu.edu.tw 

16 何艾倫 女 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輔導員  catgirlho@yahoo.com.tw 

17 何淑津 女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諮商心理師 tinaho66@hotmail.com 

18 余振民 男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兼任諮商心理師  yu.jm@msa.hinet.net  

19 吳嘉瑜 女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諮商心理師 wu_chia_yu@yahoo.com.tw 

20 吳佩璇 女 旭立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polly5tw@yahoo.com.tw 

21 吳郁芬 女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兼督

導 
rainwu@ntw.edu.tw 

22 吳錦鳳 女 嶺東科技大學副教授兼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主任  cfwu@teamail.ltu.edu.tw  

23 吳麗娟 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linlc@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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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呂嘉惠 女 杏陵心理諮商所心理師 cherishlotus@gmail.com  

25 李亦欣 男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 ellislee@ntu.edu.tw 

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職稱 E-mail 

26 李島鳳 女 實踐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taofeng@mail.usc.edu.tw  

27 李素芬 女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leesufen@ms18.hinet.net  

28 李訓維 男 華梵大學資源教室暨專任諮商老師 fatbearkk@yahoo.com.tw 

29 李清茵 女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諮商心理師 cylee@nccu.edu.tw 

30 李彥徵 男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輔導老師、講師 willyousaygrace@gmail.com 

31 汪慧瑜 女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任心理師  hywang@mail.vnu.edu.tw 

32 辛宜津 女 正修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jennifer@csu.edu.tw ; jenniferhsin627@gmail.com 

33 周姵嫻 女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輔導資料組組長 echo0791@hotmail.com 

34 周淑儀 女 第一科技大學諮商心理師  tjudy@nkfust.edu.tw 

35 林千立 女 醒吾科技大學副教授  084007@mail.hwu.edu.tw 

36 林世莉 女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諮商心理

師、督導  
big-li@yahoo.com.tw 

37 林如文 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lin_juwen@yahoo.com.tw 

38 林秀玲 女 勤益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  hllin@ncut.edu.tw  

39 林俊德 男 台中護專助理教授兼學輔中心/主任 jdlin@ntcnc.edu.tw  

40 林俐 女 旭立文教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 bearbearmia@gmail.com 

41 林盈慧 女 中正大學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  yhlin@ccu.edu.tw ; starrose1024@ccu.edu.tw 

42 林美珠 女 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meeijulin@gmail.com  

43 林家興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jlin@ntnu.edu.tw 

44 林烝增 女  張老師基金會諮商心理師  Jean.lin9@gmail.com  

45 林淑君 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兼任諮商心理師 shuchun8@gmail.com 

46 林慈玥 女 建國中學諮商心理師(輔導老師) tzuyuehlin@gmail.com 

47 林麗純 女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諮商心理師 wanan47@ms2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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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邱美華 女 僑光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alisapolly@gmail.com  

49 侯南隆 男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諮商心理師 hulung@gmail.com 

50 施香如 女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shjshih@mail.nhcue.edu.tw 

51 洪莉竹 女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系教授/主任 tina@tea.ntue.edu.tw 

52 洪惠嘉 女 杏語心靈診所諮商心理師  Huichia1213@gmail.com  

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職稱 E-mail 

53 洪雅鳳 女 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yafenghungster@gmail.com 

54 范幸玲 女 美和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兼任諮商心理師  King0317@ms28.hinet.net  

55 徐于婷 女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任心理師  babyyayu@gmail.com  

56 徐西森 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所長 paul@cc.kuas.edu.tw 

57 徐君楓 女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  mapleleona@gmail.com 

58 徐麗明 女 長庚科技大學講師 lmhsi@gw.cgust.edu.tw 

59 翁令珍 女 美和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兼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evayalom@yahoo.com.tw 

60 常以方 女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諮商心理師   

61 張一璇 女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cihsuan11@gmail.com 

62 張怡敏 女 安立身心診所諮商心理師、藝術治療師 yimin912@gmail.com 

63 張虹雯 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社區心理諮商及潛能發展中心

助理研究員 
changhw@cc.ncue.edu.tw  

64 張莉莉 女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副教授 lilichang642@yhoo.com.tw 

65 張貴傑 男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cgcjeff@gmail.com 

66 張麗鳳 女 高雄市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兼督導  magiclifeng@gmail.com  

67 莊淑婷 女 吳火獅紀念醫院自殺藥癮防治中心諮商心理師  Office.kobashi@gmail.com 

68 莫茲婷 女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所長 ttmok@mygrace.com.tw 

69 許瑛玿 女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與諮商暨潛能發展

中心助理教授兼中心主任 
ivonne@mail.mcu.edu.tw 

70 郭凡琦 女 新竹市培英國中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kuo.fanch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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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郭倩嵐 女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兼任諮商心理師 sophia0722@gmail.com 

72 郭瓈灔 女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olivekuo2002@yahoo.com.tw 

73 陳美淑 女 嘉南藥理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心理師 amormia.07@gmail.com 

74 陳佑昇 男 國立臺南大學輔導中心校聘心理師 eric198207@hotmail.com 

75 陳  韺 女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Cying2012@yahoo.com.tw  

76 陳怡蓓 女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兼任諮商心理師 snoopyloveer@gmail.com 

77 陳秉華 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phchen@ntnu.edu.tw 

78 陳姿璇 女 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約聘心理師 ththen@tscc.tp.eud.tw 

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職稱 E-mail 

79 陳若璋 女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東華大學諮商

中心主任 
rodachen@mail.ndhu.edu.tw 

80 陳莉榛 女 東南科技大學副教授兼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g0752503@nccu.edu.tw 

81 陳詩潔 女 私立東吳大學／專任諮商心理師  scchen0421@gmail.com  

82 陳慧女 女 嘉義縣學生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Chen1624@ms17.hinet.net ; 

huinuchen@yahoo.com.tw  

83 陳明珠 女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輔導主任 cherry@mail.hhsh.chc.edu.tw 

84 曾素梅 女 私立元智大學／兼任諮商心理師 sumei7049@gmail.com 

85 曾雪美 女 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心理師督導 meiformosa@gmail.com  

86 曾嘉卿 女 基隆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sandydy.asm@gmail.com 

87 游淑瑜 女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助理教授  yousy@tmue.edu.tw  

88 馮喬琳 女 中國科技大學 臺北校區 學輔中心輔導員 Fon_90@hotmail.com 

89 黃佩娟 女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諮商心理師  middlemu@yahoo.com.tw 

90 黃淑芬 女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兼任諮商心

理師 
Feun0505@1980.org.tw  

91 黃瑛琪 女 高雄市小港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yingchi007@yahoo.com.tw； 

yingchi007@mail.hkhs.kh.edu.tw 

mailto:Chen1624@ms17.hinet.net
mailto:Chen1624@ms17.hinet.net
mailto:sandydy.asm@gmail.com
mailto:yousy@tmue.edu.tw
mailto:Fon_90@hotmail.com
mailto:Feun0505@1980.org.tw


TWCPA 心理諮商督導認證通過名單 
92 楊淑貞 女 寛自在心理諮商所所長 janny5406@gmail.com 

93 楊淑珠 女 三民高中諮商心理師  lynn211yang@gmail.com 

94 楊雅婷 女 國立清華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yangyating@gapp.nthu.edu.tw 

95 楊鎧宇 女 我們心理諮商所/所長、督導 sashayky@gmail.com 

96 溫媺玫 女 嶺東科技大學講師 wen4281@teamail.ltu.edu.tw  

97 溫嬛椿 女 國立花蓮女中主任輔導教師 wen1015@gmail.com 

98 葉致芬 女 國立清華大學諮商中心兼任心理師 chf.yeh@gmail.com 

99 葉安華 女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anhuayeh@hotmail.com 

100 葉毓峰 男 喆方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  yyf@url.com.tw  

101 葉寶玲 女 朝陽科技大學兼職諮商師 plyeh2@yahoo.com.tw 

102 廖俊傑 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特

約心理師 
psy207@hotmail.com.tw  

103 廖鳳池 男 微笑永康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 t1936@nknucc.nknu.edu.tw 

104 管貴貞 女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副教授  Goan63@mail2000.com.tw  

105 賈紅鶯 女 花蓮諮商中心督導 chiahy@gms.ndhu.edu.tw 

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職稱 E-mail 

106 趙慈慧 女 呂旭立文教基金會諮商督導/諮商心理師 Katie@ms66.hinet.net 

107 趙曉詩 女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台東區駐點服務學校(台

東高中)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hsiaoshih@yahoo.com.tw 

108 趙慧香 女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兼任諮商心理師 hschao@ces.org.tw 

109 趙慧敏 女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主任輔導教師 cocca@slhs.tp.edu.tw 

110 劉玲惠 女 喆方心理諮商所所長  linhwei@ms3.hinet.net  

111 劉惠禎 女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員心輔員 june92.tw@yahoo.com.tw 

112 劉慧華 女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諮商心理師  levanew@hotmail.com  

113 樊雪春 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輔導老師、督導、

副教授、助理研究員  
fanspring@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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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蔡坤衛 男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兼任講師 kwtsai@ms17.hinet.net 

115 蔡孟倫 男 永信國小輔導組組長  tsaimenglun@gmail.com 

116 蔡素琴 女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發展中心兼任諮商心理師 tsai.suchin@gmail.com 

117 蔡翊楦 女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  january.yh@gmail.com 

118 蔡曉雯 女 高雄市學生心理諮商中心外聘心理師  sivi9@ms17.hinet.net  

119 蕭文 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榮譽教授 
wen@ncnu.edu.tw 

120 蕭真真 女 彰化基督教醫院心理諮商中心主任 24792@cch.org.tw 

121 蕭景容 女 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  jung.hsiao@gmail.com 

122 賴聖洋 男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督導 sylai@mygrace.com.tw 

123 賴銘臻 女 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諮商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minzan@gmail.nd.nthu.edu.tw 

124 錢靜怡 女 
國立成功大學學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諮商

心理師 
chingyi2004@seed.net.tw 

125 謝昀融 女 張老師基金會臺北分事務所諮商心理師 yunjung1231@gmail.com 

126 謝喆瑋 男 
國立成功大學學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諮商

心理師 
jheweishie@gmail.com 

127 謝澤銘 男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張老師」分事務

所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ming@1980.org.tw  

128 謝曜任 男 臺北市東門國小輔導室專任輔導教師 iouzen1812@gmail.com 

129 鍾玉蓮 女 國軍桃園總醫院心理輔導員  Yulien120@yahoo.com.tw 

130 韓佩凌 女 玄奘大學應用心理系助理教授  plharn@hcu.edu.tw 

131 魏慧珠 女 
國防部軍備處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 廠心理衛生中心

/諮商心理師 
ritaw@ms45.hinet.net 

132 羅明榮 男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兼任心理師 lamminna127@gmail.com 

133 羅皓誠 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幼保系 / 學生輔導中心講師 / 

兼任諮商心理師 
haochengsta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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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蘇貞 女 華梵大學諮商輔導組組長/專業督導  suchen@gm.hfu.edu.tw  

135 蘇倫慧 女 環球科技大學專任講師兼諮商中心專業督導 lovestation@tit.edu.tw 

136 蘇庭進 男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諮商組組長  happysue00@gmail.com 

137 蘇曉憶 女 屏東縣建興國小教務主任 clearing200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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