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 

111 學年總結性學習成果展 

2023年 5月 3日（三）於本校濟時樓 9F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8:50 發表學生報到(地點 JS9F) 

08:50-09:00 開幕式(地點國際會議廳) 

09:00-11:43 
 

※每組時間分

配如下： 

主持人 2 分鐘 

發表人 8 分鐘 

提問與討論 6

分鐘 

 

※組與組間換

場 3分鐘 

分組發表 

時間分配 地點：國際會議廳 時間分配 地點：第一會議室 

09:00-09:02 主持人 
林桂碧老師 

(8位) 
09:00-09:02 主持人 

劉燕萍老師 

(9位) 

09:02-09:10 發表人 楊心惠 09:02-09:10 發表人 薛采汝 

09:10-09:18 發表人 沈峻璽 09:10-09:18 發表人 邱 傑 

09:18-09:26 發表人 林渝庭 09:18-09:26 發表人 孟祥庭 

09:26-09:34 發表人 江翊鳳 09:26-09:34 發表人 李子霆 

09:34-09:42 發表人 沈育婕 09:34-09:42 發表人 温娸淇 

09:42-09:50 發表人 陳柏延 09:42-09:50 發表人 張鈺婕 

09:50-09:58 發表人 李瑾瑄 09:50-09:58 發表人 王麗勤 

09:58-10:06 發表人 吳忻柔 09:58-10:06 發表人 吳俊成 

10:06-10:12 綜合討論 10:06-10:14 發表人 邱詩軒 

  10:14-10:20 綜合討論 

10:12-10:15 換場             10:20-10:23 換場 

10:15-10:17 主持人 
李閏華老師 

(9位)       
10:23-10:25 主持人 

陳怡青老師 

(9位) 

10:17-10:25 發表人 吳孟紘 10:25-10:33 發表人 黃敏珊 

10:25-10:33 發表人 劉沛忻 10:33-10:41 發表人 唐昕 

10:33-10:41 發表人 黃 璽 10:41-10:49 發表人 江沁芸 

10:41-10:49 發表人 林舫亘 10:49-10:57 發表人 張嘉儒 

10:49-11:57 發表人 曹凱寧 10:57-11:05 發表人 吳沛盈 

11:57-11:05 發表人 李少彤 11:05-11:13 發表人 李 昀 

11:05-11:13 發表人 蔡辰郁 11:13-11:21 發表人 林怡君 

11:13-11:21 發表人 陳欣阡 11:21-11:29 發表人 林政寬 

11:21-11:29 發表人 何書涵 11:29-11:37 發表人 吳冠璇 

11:29-11:35 綜合討論 11:37-11:43 綜合討論 

11:35-13:00 午餐時間 

 

13:00-13:02 主持人 
林珍珍老師 

(9位)       
13:00-13:02 主持人 

劉香蘭老師 

(9位) 

13:02-13:10 發表人 呂芊芊 13:02-13:10 發表人 李愷恩 

13:10-13:18 發表人 陳 璁 13:10-13:18 發表人 邱士豪 

13:18-13:26 發表人 潘昱廷 13:18-13:26 發表人 黃立穎 

13:26-13:34 發表人 徐 昉 13:26-13:34 發表人 郭穎 



 
 

13:00-16:42 

時間分配 
地點：國際會議廳 

時間分配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林珍珍老師 

(9位)       
主持人 

劉香蘭老師 

(9位) 
13:34-13:42 發表人 施秉秀 13:34-13:42 發表人 凃佳孜 

13:42-13:50 發表人 陳幼萍 13:42-13:50 發表人 王重陽 

13:50-13:58 發表人 李思賢 13:50-13:58 發表人 洪紹淳 

13:58-14:06 發表人 葉涵韵 13:58-14:06 發表人 謝妤潔 

14:06-14:14 發表人 王月芳 14:06-14:14 發表人 林鈺蕙 

14:14-14:20 綜合討論 14:14-14:20 綜合討論 

14:20-14:23 換場 14:20-14:23 換場 

14:23-14:25 主持人 
劉一龍老師 

(7位)               
14:23-14:25 主持人 

王潔媛老師 

(9位) 

14:25-14:33 發表人 黃湙荃 14:25-14:33 發表人 蕭兆彤 

14:33-14:41 發表人 林聲鑫 14:33-14:41 發表人 蕭家薪 

14:41-14:49 發表人 高 芳 14:41-14:49 發表人 蔡宜珊 

14:49-14:57 發表人 黃晞瑗 14:49-14:57 發表人 姚秉洋 

14:57-15:05 發表人 吳子健 14:57-15:05 發表人 楊玟馨 

15:05-15:13 發表人 林軒彤 15:05-15:13 發表人 許寧恩 

15:13-15:21 發表人 陳佳儀 15:13-15:21 發表人 葉昱秀 

15:21-15:27 綜合討論 15:21-15:29 發表人 吳芷融 

15:27-15:30 換場 15:29-15:37 發表人 江曉涵 

15:30-15:32 主持人 
莊文芳老師 

(7位)                
15:37-15:43 綜合討論 

15:32-15:40 發表人 江容瑄  

 

15:40-15:48 發表人 陳姿穎 

15:48-15:56 發表人 王耀德 

15:56-16:04 發表人 詹詠然 

16:04-16:12 發表人 尤胡倍慈 

16:12-16:20 發表人 李沅螢 

16:20-16:28 發表人 王綉惠 

16:28-16:34 綜合討論 

16:34~ 閉幕式(國際會議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