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會人員名單 

 

共計 153校、183人 

序號 學校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 大仁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組長 林靜幸 

2 大同大學 學務處生涯諮詢中心 主任 余玫靜 

3 大華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中心 主任 于善淳 

4 大葉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張秋蘭 

5 大漢技術學院 技術合作處 處長 李英蘭 

6 中山醫學大學 生活與就業輔導組 組長 楊建洲 

7 中州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鄭朝旭 

8 中州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吳錦惠 

9 中信金融管理學院 輔導諮商中心 主任 林記民 

10 中原大學 產業學院推動中心就業輔導組 組長 李國誠 

11 中國文化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組長 謝昕晏 

12 中國科技大學 研發處 研發長 羅文陽 

13 中國醫藥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連絡組 約聘輔導人員 林欣儀 

14 中華大學 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 主任 林鑫琪 

15 中華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服務組 組長 洪榮泰 

16 中華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温東成 

17 中華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服務組 辦事員 鄭慧娟 

18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研發處就輔組 組長 王靜瑛 

19 中臺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 陳妤瑄 

20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主任 鄧明宇 

2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楊幸怜 

22 元智大學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組長 詹秀蓉 

23 文藻外語大學 生涯發展中心 主任 董莊敬 

24 世新大學 學務處生涯組 組長 王淑雲 

25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組 組長 蔡尚容 

26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助理教授 許維玿 

2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李坤龍 

28 台灣首府大學 學生發展處就業輔導組 組長 陳郁雯 

29 弘光科技大學 研發處就業輔導組 組長 陳筠錡 

30 正修科技大學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張倩華 

31 玄奘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組員 陳曉貞 

32 佛光大學 教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主任 楊俊傑 



序號 學校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33 吳鳳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秘書 許慧雲 

34 吳鳳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李貞宜 

35 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學務處/輔諮組 組長 許玉容 

36 育達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 輔導人員 施宏達 

37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 組長 彭愛茹 

38 亞東技術學院 實習與就業輔導組 組員 吳怡霙 

39 亞洲大學 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 主任 蕭芳華 

40 亞洲大學 生涯發展暨就業輔導組 組長 林家仰 

41 亞洲大學 學生學習輔導組 組長 郭俊顯 

42 和春技術學院 就業輔導組 主任 陳慧姮 

43 明志科技大學 學務處校友服務組 組長 沈明得 

44 明新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孫毓英 

45 東方設計學院 研究發展處 職涯發展組 組長 趙靖如 

46 東吳大學 生涯發展中心 主任 王俊雯 

47 東南科技大學 學生諮商中心 諮商心理師 阮聖立 

48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副主任 蔡家幸 

49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職涯發展組 組長 陳仕偉 

50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主任 彭泉 

51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兼課講師 常國強 

52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計畫助理 陳力全 

53 法鼓文理學院 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 心理諮商師 徐偉玲 

54 長庚大學 諮商輔導組 專任心理師 黃芸瑩 

55 長庚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助教 林淑芬 

56 長榮大學 職涯發展與校友中心 代理主任 謝兆貞 

57 南亞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 林紋妃 

58 南華大學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行政副校長兼處長 林辰璋 

59 南華大學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行 陳怡汝 

60 南開科技大學 職涯輔導組 組長 陳欣蘭 

61 南榮科技大學 校友服務暨就業輔導中心 主任 施永淳 

62 南臺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組長 顏榮祥 

63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主任 林文雄 

64 美和科技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室 主任 蔡光男 

65 致理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中心 主任 李淑媛 

66 修平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主任 姜永鎮 

67 真理大學 就業輔導組 組長 曾儀婷 

68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身心健康促進組 組長 黃瑞媛 

69 馬偕醫學院 就業輔導及校友聯繫組 辦事員 蔡維華 



序號 學校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70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 周佩諭 

71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學輔中心 職輔老師 吳冠群 

72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資訊管理科 主任 鍾智超 

73 高苑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鄭淑芬 

74 高雄醫學大學 職涯輔導組 輔導老師 林嘉雯 

75 健行科技大學 技術合作處 處長 詹益臨 

76 國立中山大學 諮商與職涯發展組 組長 于欽平 

77 國立中央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陳思妤 

78 國立中正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吳徐哲 

79 國立中興大學 生涯發展中心 行政組員 李金玲 

80 國立交通大學 就輔組 專員 鄒立宇 

81 國立成功大學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組長 陳孟莉 

82 國立宜蘭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辦事員 林欣瑩 

8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專案助理 楊琇惠 

84 國立金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鄭志中 

85 國立屏東大學 實習處 處長 許蔚農 

8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 組員 李俐婷 

8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 處長 蔡展維 

88 國立政治大學 學務處職涯中心 總監 廖良意 

89 國立高雄大學 學務處畢輔組 組長 佘志民 

9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就業與實習輔導組 行政助理 陳佳專 

91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暨校友服務中心 助理 黃昱詠 

9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學務處實習就業及校友服務組 副學務長兼組長 李臻勳 

9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組 組長 蔡欣佑 

9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校友聯絡暨職涯輔導中心/人資系 組長 陳必碩 

95 國立清華大學 綜合學務組 組長 張淑嫺 

96 國立陽明大學 職涯發展組 專案組員 陳貞吟 

9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發處就業暨校友聯絡組 行政助理 蔡沂璇 

9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行政助理員 陳映蓉 

99 國立嘉義大學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林仁彥 

10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專案助理 金聖峯 

10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組長 姜祖華 

10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組長 蔡樹芬 

10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李金玲 

10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就業輔導組 組長 許碧芬 

105 國立臺北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職涯諮商師 李珮華 

10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蘇昭瑾 



序號 學校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0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專任助理 黃琳蓉 

10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 簡慧紋 

10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約用行政組員 王柔懿 

11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約用行政組員 王顗琳 

11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生住宿中心 主任 王亮月 

112 國立臺北護理健康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組長 邱瓊慧 

113 國立臺東大學 學務處 學務長 洪煌佳 

114 國立臺東大學 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組員 蔡蕙如 

115 國立臺東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行政助理 陳亭圻 

116 國立臺東大學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程鈺雄 

117 國立臺東大學 總務處 總務長 施能木 

118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講師 吳明灝 

119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研究發展處 主任 洪瑞廷 

120 國立臺南大學 校友中心就業輔導組 組長 鄭建星 

12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學務處 組員 吳莉茗 

122 國立臺南護理專科學校 實習就業輔導處 辦事員 張育慈 

123 國立臺灣大學 學務處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幹事 李坤聰 

12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組長 陳翊群 

12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就業輔導中心 執行長 王敏齡 

12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 實就組 行政專員 陳正龍 

127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組員 游郁珊 

12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學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主任 賴文堅 

129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校友暨就業服務組 組長 蔡國晢 

13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研發處 組長 陳志誠 

131 國立聯合大學 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李中芬 

132 國立體育大學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楊孟容 

133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就業輔導與校友事務組 組長 劉麗君 

134 崇右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張敏捷 

135 崇右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 組長 陳星宇 

136 崑山科技大學 職涯中心 組長 林伶瑾 

137 康寧大學 校友暨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曾琳雲 

138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 主任 黃貞裕 

139 淡江大學 職涯輔導組 組長 吳玲 

140 逢甲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處 秘書 賴嫦卿 

141 逢甲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處 校輔長 王壘 

142 景文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主任 王玉英 

143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副主任 紀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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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組員 陳玲君 

145 華夏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李承宗 

146 華梵大學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組員 王子昂 

147 華梵大學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技佐 陳建瑋 

148 開南大學 學務處諮商暨就業輔導中心 主任 林慧貞 

149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輔組 組長 劉佳怡 

150 慈濟大學 學務處職就組 組長 張美玉 

151 慈濟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組 組長 陳立仁 

152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組長 羅文雄 

153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研究發展處就業輔導組 組長 彭明玲 

154 義守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組長 孫志彬 

155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 主任 張忠義 

156 聖約翰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組 組長 陳政傳 

157 萬能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組長 吳亞如 

158 僑光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邱美華 

159 嘉南藥理大學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組長 王嘉鈴 

160 實踐大學 職涯發展組 組長 宋承羲 

161 臺北市立大學 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職涯發展組 組長 林建銘 

16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研發處 實習就業組 組長 黃明瀚 

163 臺北醫學大學 生涯發展與就業服務組 組長 沃國瑋 

164 臺灣觀光學院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 廖書羽 

165 輔仁大學 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組長 鄭光育 

166 輔英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劉思煌 

167 銘傳大學 前程規劃處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陳柏宇 

168 銘傳大學 前程規劃處 處長 王智立 

169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 雇員 郭怡鑫 

170 德霖技術學院 研發處職涯組 組長 陳文三 

171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研發處產學與就業輔導組 組長 許莉芬 

172 黎明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就業輔導組 組員 張吟如 

173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就業輔導組 約聘辦事員 李瑋菘 

174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 就業輔導組 組長 藍宇彥 

175 樹德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楊主行 

176 醒吾科技大學 教資中心 組員 林建興 

177 靜宜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主任 張愛卿 

178 靜宜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秘書 李佩芬 

179 龍華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洪碧芬 

180 龍華科技大學 教務處課務組 組長 趙娟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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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嶺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 處長 陳志樺 

182 環球科技大學 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 組員 許惠娥 

183 蘭陽技術學院 技術合作處 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 蔡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