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基隆市 曾安源助教 02-24622192#1021~1204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基隆市 黃郁琪 行政人員 (02)2437-2093 轉811

3 崇右技術學院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

中心 基隆市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許崇義 (02)23817059

4 實踐大學
老人生活保健研究中

心
臺北市 廖祤庭專員 (02)2538-1111#6321、6322

5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

城市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系 臺北市 劉明金 (02)2892-7154分機1703

6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

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臺北市 蔡季蓉 助教 02-27821864轉235

7 臺北醫學大學 進修推廣處 臺北市 支敬德 02-27361661#2409

8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北市 李育棻/約聘專員 02-28227101#3332

9 東吳大學 推廣部 臺北市 陳欣如約聘組員 02-23812915

10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臺北市 常志環 2796-2666分機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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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進修推廣部 臺北市 黎珮琳進修推廣部辦事員 (02)2810-2292分機2612

1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進修部推廣教育中心 臺北市 林一為經理 02-2771-2171 # 1720

13 東南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新北市 鄭婷丰行政助理 02-86625962

14 國立空中大學
生活科學系健康家庭

研究中心
新北市 張歆祐 助理教授 02-22897895

15 亞東技術學院
(職涯發展處)推廣教

育中心
新北市 呂美花 77388000#1931

16 致理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新北市 孫本禎 22576167*1293

17 景文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新北市 徐秀蘭 組員 (02)8212-2000 #2204、2143

18 華夏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新北市 李明達  室內設計助理教授 89415100@5402

19 德霖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 新北市 趙榮輝產學合作組組長 02-22733567轉807

20 財團法人元智大學 終身教育部 桃園市 宋狄勇行政助理 03-4638800#2490、2492

21 中原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桃園市 林嘉琦 03-2651326

22 開南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桃園市 林慧貞助理教授 03-3412500#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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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

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處 桃園市 辦事員 許嘉容 03-2118999#5780、#5784

24 龍華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桃園市 林惠萍(推廣教育中心辦事員) 02-82091467或02-82093211#2303

25 桃園創新科技學校財團

法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推廣暨職業訓練中心 桃園市 許亞欣 行政講師 03-4361070轉4132

26 元培科技大學 健康管理中心 新竹市 林沂鎂 03-6102248

27 玄奘大學 終身教育處 新竹市 楊智雅 組員 03-5391246

28 中華大學 推廣教育處 新竹市 莊心宜 專員 03-518-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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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中國科技大學 新竹校區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
新竹縣 范梅英 系秘書 (03) 699-1111 ext. 1281

31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

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處 新竹縣 劉瑞雯 秘書 03-5927700分機2357

32 明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新竹縣 隗振琪 (03)559-3142-3901

33 國立聯合大學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

組
苗栗縣 黃瑋瑄 037-381443

34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苗栗縣 蔡美華主任 037-60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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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

科技大學
進修部推廣教育組 苗栗縣 呂淑惠組長 037-651188分機8620~8623

36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臺中市 莊硯華 組員 04-22213108#2071

37 東海大學 推廣部 臺中市 蔡芳姿 04-23591239

38 逢甲大學 進修暨推廣教育處 臺中市 洪立縈 專案經理 04-24517250轉2411

39 嶺東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部 臺中市 孫明進 (04)23895637

40 中國醫藥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中市 柯欣儀 專案經理人 04-22054326

41 修平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處 臺中市 石欣予 專案企劃專員 04-24961100~6611

42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臺中市 楊千慧研究助理 04-23323000#7645

43 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臺中市 陳怡伶 04-26329840

44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臺中市 林雅文 助理教授 04-26318652-3513

45 國立中興大學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臺中市 行政辦事員 周盈君 04-22840455#2153

4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進修推廣部 臺中市 吳齊庭 專案經理 04-22183455; 04-2218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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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山醫學大學 教務處推廣服務組 臺中市 魏若琳組員 04-24730022分機11162

48 僑光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中市 陳怡華 04-2451533

4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 臺中市 賴雨昕小姐 04-23914962

50 亞洲大學 進修推廣部 臺中市 許哲耀 04-23323456#6254

5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 南投縣 賴美貞祕書 049-2917132

52 南開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 南投縣 王意菁(行政助理) 049-2563489分機1377

53 建國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彰化縣 陳美惠 047111111#2573

54 大葉大學 推廣教育處 彰化縣 柯惠娟助理 (04)8511062

55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

大學

明道大學餐旅觀光學

院休閒保健學系研究

發展推廣教育中心

彰化縣 林浣如 04-8876660#1522

56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

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彰化縣 通識教育中心行政教師劉振琪助理教授 (04)8359000分機1702

5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雲林縣 林舒婷   助理 05-631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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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大同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嘉義市 張松副教授 05-2223124轉701

59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

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嘉義縣 鄭惠娟 05-2268040

60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

學系
嘉義縣 許莉芬(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05)362-2889轉281、819

61 南華大學
教務處進修及推廣中

心
嘉義縣 蘇明結（技士） 05-2721001轉1181

62 長榮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南市 蘇意涵 專案助理 06-2785162

63 崑山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士

學位學程
臺南市 陳秀花(副教授) 06-2050760

64 南臺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臺南市 盧依萍助教 （06）2533131轉6001

65 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

台灣首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臺南市 葉亞璇 推廣教育處行政組組長 06-5718888轉639、638

66 康寧大學 進修推廣處 臺南市 張哲裕 06-2552500#58000

67 國立成功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南市 呂如虹  組員 06-2757575#51006

68 嘉南藥理大學 高齡產業發展中心 臺南市 王瑞璟    助理 06-2664911#3721

69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臺南市 謝丹婷 06-5979566#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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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國立臺南大學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臺南市 邱美雀組長 06-2139993

71 真理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臺南市 蔡晴文助理 06-5703100#771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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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戴淑貞　助理教授 06-2535200（專線）；06-2532106*332

7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系 臺南市 洪琬婷  行政助理 06-2893587

74 南榮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臺南市 講師  邱瀅儒 06-6523111轉6111或2104

75 高雄醫學大學
推廣教育暨社會資源

中心
高雄市 李秀玉 07-3121101#2270

76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綜合業務

組
高雄市 鄭淑華 組員 07-3617141轉2857、2865

77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

外語大學
推廣部 高雄市 胡珊綾  (辦事員) 07-3458212

78 樹德科技大學
成人學習與休閒遊憩

研究中心
高雄市 郭潔綾 07-6158000#1706

79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高雄市 李鴻鵬 副教授 07-7889888 ext.3155

80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輔導處 高雄市 邱新茗/ 陳欣欣助理教授研究助理 07-8012008-1117

81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高雄市 釋依昱副教授 07-6577711#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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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高苑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 葉瓊韋  副教授/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07-6077221, 07-6077072

83 輔英科技大學
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

程
高雄市 黃晏葶 組員 07-7811151#6180

8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 洪珮瑜 07-8060505#1831

8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 蔡宛汝 07-3814526#2841

86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

設計學院

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

中心
高雄市 蘇承仕 (招生與出版組　組長) 07-6939517

87 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休閒與

運動管理學系
高雄市 劉文禎 (07)7310606轉6114

8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高雄市 李玉蘭 規劃管理師 07-7172930轉1753  

89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

中心
高雄市 范師齊臨時人員 07-6011000#1465

90 國立中山大學
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

處
高雄市 盧加達 副理 07-5252700

9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 屏東縣 邱筱棋 行政助理 (08)765-2650

92 大仁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屏東縣 蔡耀德 08-7624002#1903

93 國立屏東大學
進修推廣處社區學習

中心 屏東縣 姚建雯 專案助理 08-7663800#1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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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

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 陳玉書行政助理 08-7799821#8350

95 佛光大學 終身教育處 宜蘭縣 游子瑩 (03)9871000轉12512

96 蘭陽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宜蘭縣 張素真/助理 03-9771997#182' 186

97 國立宜蘭大學
研究發展處產學推廣

組
宜蘭縣 張佩婷約用事務員 03-9317052

98 慈濟技術學院 進修推廣部 花蓮縣 陳秋娟 03-8572158#2398

99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大學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花蓮縣 李庭慧 03-8565301#1704

100 臺灣觀光學院 進修部 花蓮縣 許月燕主任 03-8653906#162

101 大漢技術學院 技術合作處 花蓮縣 柯孟君 03-8210813/03-8210814

102 國立臺東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臺東縣 行政助理 郭晏妤 089-352259

10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澎湖縣 陳貝珊/專案書記.李淑欣/行政助理 06-9264115分機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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