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 108 學年度樂齡大學一覽表 

108 學年度預定上課時間為 108 年 9 月至 109 年 7 月，實際上課時間以各校公布為準 

序號 縣市 學校 承辦單位(系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 

1 基隆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齡照顧福祉系 黃郁琪 行政助理 (02)2437-2093#811 

2 
基隆市 

崇右學校財團法人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許崇義 推廣教育中心任 

(02)24237785#201 

(02)23817059 

3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曾安源 助教 (02)2462-2192#1201 

4 
臺北市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李孟芬 

鄭霈誼 

老師 

助理 
(02)2538-1111#6320-6322 

5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賴純玉 行政組員 (02)27376926 

6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薛育婷 約聘專員 (02)2822-7101#3332 

7 臺北市 東吳大學 推廣部 顏志佳 組員 (02)2311-1531#2854 

8 臺北市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常志環 組長 (02)2796-2666#1242 

9 
臺北市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 

中華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李玉珍 副教授 (02)2782-1862#716 

10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 進修推廣處 支敬德 辦事員 (02)6638-2736#1312 

11 臺北市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劉明金 職員 (02)2892-7154#1703 

12 新北市 國立空中大學 生活科學系 吳秀雲 行政組員 (02)2282-9355#7551 

13 
新北市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 

醒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千立 企管系副教授 0930008906 

14 新北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 黃振紅 副教授兼學務長 (02)2801-3131#6200 

15 新北市 華夏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李明達 助理教授 (02)8941-5100#1412 

16 新北市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蔡依文 秘書 0970059007 

17 新北市 亞東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呂美花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02)7738-8000#1931 

18 
新北市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 

法鼓文理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高聖婷  組員 (02)8978-2131#8013 

19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劉懿嫺 行政助理 (02)2272-2181#1615 

20 新北市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部推廣組 郭姿麟 部長 (02)2805-9999#2681 

21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陳永玲 組員 (02)8212-2000#2390 

22 新北市 東南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陳莉榛 副教授 (02)8662-5853 

23 新北市 輔仁大學 醫學院老人學程 李婉如 助理 (02)2905-2569 

24 
桃園市 開南大學  學務處諮商暨就業輔導中心 何寶珠 

觀光運輸學院研究所 

觀光休閒組研究生 
(03)341-2500#1560 

25 桃園市 龍華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張正享 辦事員 (02)8209-3211#2303 

26 桃園市 中原大學 推廣教育處 陳慧珊 組長 (03)2651326 

27 
桃園市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 

南亞技術學院 
推職中心 彭詩晴 主任 (03)436-1070#2122 

28 桃園市 元智大學 終身教育部 陳紫妤 行政助理 (03)463-8800#2484 

29 
桃園市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處 王辰豪 行政助理 (03)2118-999#5784 

30 桃園市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處 孫嘉穗 行政專員 (03)328-3201#5012 

31 新竹市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張家蓁 辦事員 (03)610-2415 

32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鄭珈圩 行政助理 (03)571-5131#7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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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竹市 玄奘大學 終身教育處 胡淑媛 專員 (03)530-2255#5143 

34 新竹市 中華大學 創新產業學院 莊心宜 專員 (03)518-6257 

35 新竹縣 大華科技大學 終身學習與地方合作交流中心 賴貴美 組員 (03)592-7700#2357 

36 
新竹縣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 

明新科技大學 

樂齡產業管理系 

(原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黃久秦 助理教授 0928529797 

37 新竹縣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范梅英 系秘書 (03)699-1111#1281 

38 
苗栗縣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林家瑜 約僱辦事員 (03)7651-1188#8613 

39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 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 張嫚容 計畫助理 (037)381-447 

40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劉惠敏 行政助理 (04)2239-1647#6251  

41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陳瑛治 計畫職主持人 (04)2631-8652#3515 

42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 研發處推廣教育中心 陳怡華 行政助理 (04)2451-1533 

43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張恩綾 專案經理人 (04)2205-4326 

44 
臺中市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 

修平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處 林靜文 辦事員 (04)2496-1100#6622 

45 臺中市 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廖冠彰 專案助理 (04)2632-8001#19107 

46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部 邱一峰 

推廣教育部 

南湖社區大學主任 
(04)2389-2088#2011 

47 臺中市 東海大學 推廣部 蔡芳姿 組員 (04)2359-1239#675 

48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 教務處推廣服務組 魏若琳 職員 (04)2473-0022#11162 

49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章懿琇 行政辦事員 (04)2840-455#3502 

50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 蔡雯琪 行政專員 (04)2392-4505#2702 

51 臺中市 亞洲大學 進修推廣部 林敬斌 行政助理 (04)2332-3456#6259 

52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進修推廣部 吳齊庭 專案經理 (04)2218-3455 

53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溫淑玲 專任助理 (04)2332-3000#7645 

54 臺中市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楊瑞涵 組員 (04)2221-3108#2090 

55 
彰化縣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休閒保健學系 林勤軒 行政助理 (04)887-6660#1522 

56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暨美容科技研究所 蕭蓉禎 系主任 (04)711-1111#2602 

57 彰化縣 大葉大學 推廣教育處 王韋力 專業助理 (04)8511-062 

58 
彰化縣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 

中州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劉振琪 助理教授 (04)8359-000#1230 

59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 賴美貞 祕書 (049)291-0960#3601 

60 南投縣 南開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 王意菁 行政助理 (049)256-3489#1377 

61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暨職業訓練中心 陳泳溱 行政助理 (05)537-0988#2642 

62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中心 陳云靖 助理員 (05)631-5074 

63 嘉義市 大同技術學院 社會工作與服務管理系 林禎萱 社會工作與服務管理系助理 (05)222-3124#261 

64 嘉義縣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許莉芬 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05)362-288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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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嘉義縣 南華大學 終身學習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蘇明結 專員 (05)272-1001#8311 

66 臺南市 長榮大學 永續教育學院 柯俞先 書記 (06)278-5123#8001 

67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陳秀花 副教授 0937367050 

68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劉小曼 助理教授 (06)597-9566#7243 

69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陳怡伶 教授 (06)266-4911#3716 

70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系 杜玉卿 副教授 (06)267-4567#591 

71 
臺南市 台灣首府大學 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與產學合作中心 王瑜希 

研究發展處 

推廣教育與產學合作中心助理 
(06)571-8888#352 

72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高齡服務系 趙品淳 助理教授 (06)253-3131#6001 

73 臺南市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馬稚昀 主任 (06)287-3335#2662 

74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呂如虹 組員 (06)275-7575#51006 

75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邱美雀 組長 (06)213-3111#245 

76 臺南市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推廣處 卓益如 校聘組員 (06)6930-100#1832 

77 
臺南市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成和正 教授 06-253-5200 

78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推廣教育組 陳懿珊 副理 (07)525-2000#2712 

79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李玉蘭 方案管理師 (07)7172-930#1753 

80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黃明媛 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07)7811-151#6190 

81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王怡文 校聘組員 (07)591-9000#8512 

82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黃欽蘭 推廣教育中心組員 (07)607-7706 

83 
高雄市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 

文藻外語大學 
推廣部 胡珊綾 辦事員 (07)345-8212 

84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教育推廣中心 陳姿瑶 事務助理 (07)381-4526#12843 

85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 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歐姿麟 組員 (07)312-1101#2270 

86 高雄市 和春技術學院 教務處通識教育組 林琪禎 副教授 (07)262-1941#2324 

87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院 朱倩儀 助理教授 0931042302 

88 高雄市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輔導處 邱新茗 陳欣欣教授研究助理 (07)801-2008#1117 

89 
高雄市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 

東方設計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蘇承仕 講師 (07)693-9544 

90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 社區學習中心 陳沄蓁 專案助理 (08)766-3800#18103 

91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王明鳳 助理教授 (08)779-9821#8354 

92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李虹叡 副教授 (08)762-4002#2007 

93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處 范育慈 行政助理 (08)7703202#7361 

94 宜蘭縣 蘭陽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張秀芬 推廣教育中心組員 (03)9771-997#167 

95 宜蘭縣 佛光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王素玉 組員 (03)931-3343#102 

96 花蓮縣 大漢技術學院 技術合作處 方雨軒 產學暨實習組雇員 (03)821-0813 

97 花蓮縣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潘心瑀 約聘助理 (03)856-5301#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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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98 花蓮縣 臺灣觀光學院 教務處推廣中心 許月燕 教務處推廣中心專門委員 (03)865-3906#128 

99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創新研究園區管理中心 池佳瑞 助理 (03)890-6952 

100 
花蓮縣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 陳秋娟 組長 (03)8572158#2398 

101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 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推廣教育中心 呂玉婷 行政助理 (089)318-855#2021 

102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進修推廣部 

李淑欣(通識中心) 

吳念恩(進修部) 
專案書記 (06)926-4115*52021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