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校 承辦單位
學校所在

「縣市」
報名專線

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基隆市 02-24372093轉811

2
實踐大學 老人生活保健研究中心 臺北市

02-2538-1111轉

6321、6322

3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

北城市科技大學
運休系/推廣教育中心 臺北市 02-2894-4965

4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

華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臺北市 02-2787664

5
臺北醫學大學 進修推廣處 臺北市 (02)23785855

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北市 02-2822-7101#3332

7
東吳大學 推廣部 臺北市

02-23111531轉

2751~2765

8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臺北市 02-27962666轉1242

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社會教育

學系
臺北市 02-77345812

10
東南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新北市 02-86625838

11
國立空中大學

生活科學系健康家庭研究

中心
新北市 02-22897895

12 亞東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新北市 02-77388000轉1932

13 致理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新北市 02-2258-0763

14
華梵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新北市

02-26632102轉3700-

3702

15 景文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新北市 02-82122000轉2140

16 輔仁大學 醫學院老人學學程 新北市 02-2905-3444

17 華夏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新北市 02-89415268轉11

18 元智大學 終身教育部 桃園縣 03-4345454

19 中原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桃園縣 03-2651313

20
健行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桃園縣 03-4581196分機3771

102學年度樂齡大學辦理單位一覽表



21
開南大學

觀光運輸學院休閒事業管

理學系
桃園縣

03-3412500*5022、

5023（休閒系辦）

22 長庚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處 桃園縣 03-2118999轉5784

23 龍華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桃園縣 02-82091467

24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推廣暨職業訓練中心
桃園縣 03-4220595轉268、9

25 元培科技大學 健康管理中心 新竹市 03-6102249

26 玄奘大學 終身教育處 新竹市 03-5391246

27 中華大學 推廣教育處 新竹市 03-5186266  陳小姐

28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進修及推廣教育處 新竹市 03-5213132轉8212

29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新竹縣 03-699-1111轉1281

30 大華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處 新竹縣 03-5927700轉2357

31 明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新竹縣 03-559-3142轉3901

32 國立聯合大學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苗栗縣 037-381036

33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苗栗縣 037-605680

34 逢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臺中市 04-2451-7250-2144

35 嶺東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部 臺中市 04-23895637

36 中國醫藥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中市 04-22054326

37 修平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處 臺中市 04-24961100~6611

38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臺中市

04-23323000#7642-

7645或5207

39 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臺中市 04-26329840

40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臺中市 04-26318652轉3513

41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臺中市 04-22391647轉6251

42 國立中興大學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臺中市 04-2284-0584

4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進修推廣部 臺中市 04-22183259

44
中山醫學大學 教務處推廣服務組 臺中市

04-24730022分機

11162

45
僑光科技大學 研發處推廣教育中心 臺中市

04-24511533

04-24511493

4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 臺中市 04-23924505#2633



47
亞洲大學 進修推廣部 臺中市

04-23323456轉6251-

6254

48 南開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 南投縣 049-2563489轉1377

49
建國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與推廣教育

中心
彰化縣 04-7111111轉2503

50 大葉大學 進修推廣部 彰化縣 04-8511062

51
明道大學

管理學院休閒保健學系、

終身教育處
彰化縣 04-8876660轉2312

52 中州科技大學 終身教育處、通識教育中 彰化縣 04-8359000轉1700

5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中心 雲林縣 05-631 5084

54 大同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嘉義市 05-2223124-702

55 吳鳳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嘉義縣 05-2268040

56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學系 嘉義縣

0973-990195

0973-990230

57 南華大學 教務處-進修及推廣中心 嘉義縣 05-2721001轉1181

58 長榮大學 高齡產業研究中心 臺南市 06-2785123轉3098

59 崑山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位學程 臺南市 06-2050760

60
南臺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臺南市 06-2533131轉6501

61
台灣首府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南市

06-5718888轉633、

637～639

62
國立成功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南市 06-2757575轉51006

63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高齡產業發展中心 臺南市 06-2664911轉3721

64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臺南市 06-5979566轉7678

65 國立臺南大學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臺南市 06-2139993

66 真理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臺南市 06-5703100轉7712

6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臺南市 063-2535200

68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系 臺南市 06-2893587

69 南榮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臺南市

06-6523111轉

6111,2104

70 高雄醫學大學 推廣教育暨社會資源中心
臺南市

07-3121101轉2270、

2654

71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
進修推廣部綜合業務組 高雄市

07-3617141轉2857、

2865

72 文藻外語大學
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 07-3458212



73
樹德科技大學

成人學習及休閒遊憩研究

中心
高雄市 07-6158000 分機4203

74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高雄市

07-7889888轉3151

劉小姐

75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輔導處 高雄市 07-8066761

76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高雄市 07-6577711#2135

77 高苑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 07-6077221

78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高雄市 07-781-1151轉6100

79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

07-8060505 分機

1831-1836

80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進修推廣處 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 07-3814526轉2842

81 東方設計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及設計行銷 高雄市 07-6939517

82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高雄市 07-731-0606-6102

8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高雄市 07-7172930轉1751

84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
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

07-6011000分機1461-

1465

85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餐旅事業管理系 屏東縣

08-7626365分機

1151~1153

86 永達技術學院 時尚美容造型設計系 屏東縣 08-7233733 轉 362

8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 屏東縣 08-765-2670

88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

院

進修推廣部推廣組
屏東縣 08-7238700轉16000

89 大仁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屏東縣 08-7628006

9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社區學習中心 屏東縣 08-770-32025轉3402

91
美和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屏東縣 08-7799821轉8350

92 國立宜蘭大學 進修推廣部 宜蘭縣 03-9317078

93
佛光大學 終身教育處 宜蘭縣 03-9871000轉12501

94
蘭陽技術學院 技術合作處 宜蘭縣 03-9771997轉165

95
慈濟技術學院 進修推廣部 花蓮縣

(03)8572158轉398、

314



96 慈濟大學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進修教

育組 花蓮縣 03-8565301轉1704

97 臺灣觀光學院 進修部 花蓮縣 03-8242902~3

98 大漢技術學院 技術合作處 花蓮縣 03-8210814

99 國立臺東大學 進修暨推廣部 臺東縣 089-352292

10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通識教育中

心
澎湖縣

06-9264115分機1405

或5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