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WCPA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心理諮商督導認證通過名單 
(1) 109 年 02 月 18 日資料更新。 

(2) 名單排序依照姓氏筆畫，非有效期限。 

(3) 服務單位、職稱可能有所不同。 

(4) 資料錯誤或需更新，請來信通知本會秘書處。 

編號 姓名 有效期限 服務單位 職稱 

001  丁宥允 109.06.21 癒心鄉心理諮商中心 專任諮商心理師  

002  王文秀 110.12.26 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系 兼任教授 

003  王仲匡 114.07.06 國軍桃園總醫院 心理輔導員 

004  王秀文 112.01.19 華梵大學 諮商心理師 

005  王佳玲 109.01.18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 專任諮商心理師 

006  王昱純 109.06.21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 專任諮商心理師  

007  王郁青 114.04.13 心北市板橋區江翠國小 專輔教師 

008  王琇慧 1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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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  石麗君 114.10.20 東吳大學生涯發展中心 諮商心理師 

010  朱妍叡 114.04.13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學務處諮商中心 兼任諮商心理師 

011  江承曉 111.10.08 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 助理教授 

012  何淑津 111.10.08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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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余玉珠 110.07.18 台北市立大學 兼任諮商心理師 

014  吳佩璇 114.07.06 旭立心理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015  吳嘉瑜 112.03.11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諮商心理師 

016  李玉嬋 114.04.13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院長 

017  李彥徵 113.06.0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心理諮商中心 輔導老師 

018  李訓維 111.10.08 點亮心燈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019  李清茵 109.06.21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 諮商心理師 

020  周姵嫻 110.12.26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輔導資料組長 

021  周麗玉 114.04.25 力人心理治療所 專業督導 

022  林子翔 115.01.04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 輔導教師 

023  林世莉 112.03.11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諮商心理師/督導 

024  林如文 112.11.1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專任諮商心理師 

025  林秀玲 112.09.09 勤益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心理師 

026  林杰勳 114.04.15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兼任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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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林俐 110.12.26 旭立文教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 

028  林盈慧 114.07.06 中正大學輔導中心 諮商心理師 

029  林美珠 109.06.21 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主任  

030  林家興 112.01.1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授 

031  林淑君 111.06.0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助理教授 

032  林慈玥 111.10.08 建國中學 諮商心理師/輔導教師 

033  林麗純 111.10.08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 

034  邱美華 111.12.11 僑光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035  邱獻輝 114.01.19 中正大學犯防系 教授 

036  侯南隆 110.09.19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諮商心理師 

037  施香如 110.12.26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038  洪念哲 115.01.04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諮商心理師 

039  洪怡菁 109.09.13 致理技術學院 兼任諮商心理師 

040  洪莉竹 110.12.2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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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洪雅鳳 111.06.04 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042  洪詩婷 113.03.03 台灣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兼任諮商心理師 

043  洪鐘穗 114.07.06 樂為診所／啟宗心理諮商所 諮商心理師 

044  紀盈如 110.03.28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諮商心理師 

045  徐西森 111.08.0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專任教授 

046  徐麗明 114.07.06 長庚科技大學 講師 

047  翁令珍 111.08.06 美和科技大學 專任助理教授兼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048  張吟慈 113.03.03 
新北市新泰國筱/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

務所「心理諮商中心 
專任輔導教師/諮商心理師 

049  張怡敏 111.10.08 安立身心診所 諮商心理師 

050  張莉莉 111.06.04 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 副教授 

051  張貴傑 111.06.04 淡江大學 副教授 

052  莊淑婷 114.07.06 吳火獅紀念醫院自殺藥癮防治中心 諮商心理師 

053  莫茲婷 111.10.08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 所長 

054  許瑛玿 111.08.06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傷心理系 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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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郭凡琦 111.08.06 新竹市培英國中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056  郭倩嵐 110.12.26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諮商心理師 

057  郭瓈灔 111.10.08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專任助理教授 

058  陳佑昇 112.03.11 國立臺南大學輔導中心 校聘心理師 

059  陳怡蓓 110.12.26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兼任諮商心理師 

060  陳明珠 113.06.02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061  陳秉華 111.06.0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授 

062  陳姿璇 114.01.19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諮商心理師 

063  陳美淑 112.11.11 嘉南藥理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諮商心理師 

064  陳若璋 110.09.19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教授 

065  陳淑雲 114.04.13 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專任諮商心理師 

066  陳莉榛 110.12.27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067  陳詩潔 110.03.28 私立東吳大學 專任諮商心理師 

068  陳韺 113.03.03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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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喬虹 115.01.0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070  曾美鳳 114.01.19 杏陵性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071  曾素梅 110.03.28 私立元智大學 兼任諮商心理師 

072  曾雪美 110.07.18 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心理師督導 

073  馮喬琳 109.01.18 中國科技大學臺北校區 學輔中心輔導員 

074  黃傳永 114.04.13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副教授 

075  黃暐超 114.04.13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EAP 專案經理/諮商心理師 

076  黃瑛琪 111.06.04 高雄市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專任輔導教師/督導 

077  楊昕瑜 113.03.03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諮商心理師 

078  楊淑貞 112.09.09 寛自在心理諮商所 所長 

079  楊淑珠 114.07.06 三民高中 諮商心理師 

080  楊雅婷 112.09.09 國立清華大學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081  楊靜芬 110.03.28 天力亞太心理諮商所 資深諮商心理師 

082  楊鎧宇 113.06.02 我們心理諮商所 所長/督導 



TWCPA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心理諮商督導認證通過名單 

編號 姓名 有效期限 服務單位 職稱 

083  溫嬛椿 111.08.06 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兼任諮商心理師 

084  葉致芬 112.03.11 國立清華大學諮商中心 兼任心理師 

085  葉毓峰 114.01.19 勤益科技大學 兼任諮商心理師 

086  葉寶玲 111.06.04 朝陽科技大學 兼職諮商師 

087  賈紅鶯 112.03.11 花蓮諮商中心 督導 

088  管貴貞 113.06.02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副教授 

089  趙慧香 111.06.04 台北市國際社區服務文教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 

090  趙慧敏 111.12.11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主任 輔導教師 

091  趙曉詩 11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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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劉素鳳 114.04.13 聖約翰科技大學 諮商心理師/講師 

093  劉惠禎 110.12.26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心輔員 

094  劉翠芬 113.03.03 聖約翰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組組長 

095  蔡素琴 111.08.06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發展中心 兼任諮商心理師 

096  蔡翊楦 114.07.06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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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蕭文 1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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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蕭真真 112.09.09 彰化基督教醫院心理諮商中心 主任 

099  賴姳臻 113.06.02 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諮商中心 專任諮商心理師 

100  賴聖洋 112.01.19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 督導 

101  錢靜怡 111.06.04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諮商心理師 

102  謝昀融 111.10.08 張老師基金會臺北分事務所 諮商心理師 

103  謝喆瑋 110.12.26 國立成功大學學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諮商心理師 

104  謝曜任 111.06.04 臺北市東門國小輔導室 專任輔導教師 

105  鍾玉蓮 114.07.06 國軍桃園總醫院 心理輔導員 

106  顏欣怡 113.03.03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右昌國小) 諮商心理師 

107  魏金桃 113.03.0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諮商心理師 

108  魏慧珠 109.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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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羅明榮 112.09.09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兼任心理師 

110  羅皓誠 111.08.06 嘉南藥理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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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蘇貞 109.06.21 華梵大學諮商輔導組組長 專業督導  

112  蘇倫慧 111.08.06 環球科技大學 專任講師兼諮商中心專業督導 

113  蘇庭進 114.07.06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諮商組組長 

114  蘇曉憶 111.06.04 屏東縣建興國小 教務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