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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召集學校 0001 國立政治大學 學務處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趙紀綱 02-29393091#63257 cgchao@ncc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02 國立清華大學 學務處綜合學務組 王怡方 03-5715131#34686 wangyf@mx.nth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03 國立臺灣大學 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連健宏 02-33662046 joe@nt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中心 詹惠珺 (02)7734-1254 hcchan@ntn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05 國立成功大學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羅詩婷 06-2757575#50485 z10410059@email.nck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生涯發展中心 李金玲 04-22840237#26 lgl0728@dragon.nch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07 國立交通大學 學生事務處 就業與升學輔導組 吳文鈴 03-5712121-31365 wenling@g2.nct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劉書齊 03-4227151#57241 scliu@cc.nc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學務處諮商與職涯發展組 翁巧芳 (07)5252000#2261 wunglinda@mail.nsys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實習暨就業輔導組 陳正龍 02-24622192#1193 jragchen@email.nto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13 國立中正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涂淑茹 05-2720411#12206 admtsj@cc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就業輔導組 黃梓綾 07-717-2930#6451 ic@nkn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1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職涯發展中心 黃靜鈞 04-7232105#1224 jumelle1009@cc.ncue.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16 國立陽明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組 洪韻涵 02-28267000#2361 yunhan@ym.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17 國立臺北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李珮華 02-8674-1111#66210 phli@gm.ntp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18 國立嘉義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吳秀香 05-2717174 career@mail.ncy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19 國立高雄大學 學生事務處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李宏修 07-5919562 toyg36@nuk.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20 國立東華大學 學務處-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 陳輝庭 03-8906284 harryserlerces@gms.ndh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劉蕓瑄 049-2910960#2381 liuyh@ncn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2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范宜文 02-2737-6125 yiwunfan@mail.ntust.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聯絡組 蔡沂璇 05-5342601#2541 tsaiyh@yuntech.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2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 徐偉玲 08-7703202#7493 weling@mail.npus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陳巧潔 02-27712171#1453 chiao@mail.ntu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2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務處 學生諮商中心 池妮聲 02-28961000 #1345 karsar2000@student.tnua.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2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學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馬忠良 02-22722181#1461 midori.kiseki@ntua.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30 國立臺東大學 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林秀真 089-517433 amandaheikuan@ntt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31 國立宜蘭大學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 林欣瑩 03-935-7400#7178 sylin@ni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32 國立聯合大學 學務處 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李侑祖 037-381251 joanlee@nu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3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陳麗娥 (05)6315902 nicole@nf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3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學務處 僑畢輔導組 吳莉茗 06-6930100#1371 em1306@tnnua.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36 國立臺南大學 校友服務中心 王冠棨 06-213-3111#506 jaff00122@mail.nutn.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3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王柔懿 02-2732-1104#82082 juyizoe@tea.ntue.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3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王秀鳳 04-22183239 wishhope01@mail.ntc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4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安秀華 06-9264115#1705 Julie069@gms.np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曾靖雯 04-23924505#2621 jwtzeng@ncu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44 國立體育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王渝津 03-3283201#1307 wangyujin0309@nts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4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務處 就業輔導組 周明潔 02-28227101#2472 mingchieh@ntunhs.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47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組 李敏綺 07-8060505#1632 m528425@mail.nkuh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48 國立金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服務中心 陳貞慧 082-313741 chenhui@nq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49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校友暨就業服務組 白碧惠 04-22213108#2096 bai0614@ntupes.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005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謝心怡 04-22195774 s995650@nutc.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05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侯可欣 02-23226214 career168@ntub.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職涯發展與輔導組 馬龍文 08-7663800#16102 mlw0221@mail.npt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05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校友中心 黃怡茹 07-3814526#12763 ericahuang@nkus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014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黃瑛欒 02-2936-7231#2330 yldaphnehuang@gmail.com
南區召集學校 0221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實習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組 張育慈 06-2110600#531 fox011604@ntin.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022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 周志政 089-226389#2711 Chou2007@ntc.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01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陳梅鄉 04-23590121#28406 kellygf@th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02 輔仁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張佳珍 02-29053002 134330@mail.fj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03 東吳大學 社會資源處 生涯發展中心 曾郁婷 02-28819471#5422 career@sc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04 中原大學 職涯發展處職涯輔導中心 陳映潔 03-2651573 yjie@cyc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05 淡江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暨職涯輔導組 鄭德成 02-26215656#2350 career@staff.tk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王琬淳 02-28610511#12502 wwc@ulive.pcc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07 逢甲大學 就業輔導及職能發展中心 林秋松 04-24517250#2270 chslinfcu@gmail.com
中區召集學校 1008 靜宜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李佩芬 04-26328001#11901 pfli@gm.p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09 長庚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游筱婷 03-2118800#2035 hsiaosky@mail.cg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10 元智大學 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趙光玉 03-4638800#2916 light@saturn.yz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11 中華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組 詹琬渝 0930-815-128 wchang@g.ch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12 大葉大學 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賴惠萍 04-8511888#1246 huiping@mail.dy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13 華梵大學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李宗明 02-26632102#2310 rc@cc.hf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14 義守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盧亭妤 07-657-7711#2824 luty1104@is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15 世新大學 學務處生涯發展組 盧崇茹 02-2236-8225 #82583 ru107@mail.sh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16 銘傳大學 前程規劃處 陳淑涓 02-28824564#2340 suwou@mail.mc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17 實踐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一組 張誼茹 02-25381111#3514 ginaaa.tw@g2.usc.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陳玲君 04-23323000#5063 icchen@cyu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19 高雄醫學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組 郭力嘉 07-3121101#2280 applemai@km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20 南華大學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陳禹奇 05-2721001#8611 yuchichen@nh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21 真理大學 就業輔導組 林熙中 02-26212121#1292 au4442@mail.a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22 大同大學 學生事務處生涯諮詢中心 劉嘉泳 (02)2182-2928#6538 mavislkw@gm.tt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23 南臺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陳宇茜 06-2533131#1301 tanyachen@stus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鄭俊婷 06-2727175#256/273 Rndct02@mail.ks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 黃琬珺 06-2664911#1408 chna1402@mail.cn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26 樹德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林宗立 07-6158000#2137 a091mail@st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27 慈濟大學 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及就業輔導組 張美玉 03-8565301#1245 apple@gms.tc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28 臺北醫學大學 生涯發展與就業服務組 沃國瑋 (02)27361661#2241 kuowei@tm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29 中山醫學大學 學務處 校友暨就業輔導組 劉權澤 04-24730022#11271 chentse@csm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30 龍華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許以璇 02-8209-3211#3355 su236@gm.lh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31 輔英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陳冠伶 07-781-1151#2251 Y1468@fy.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黃湞惠 03-5593142#2616 apple@mus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33 長榮大學 職涯發展與校友中心 方惠毅 06-2785123#1151 huiyi@mail.cjc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34 弘光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就業輔導組 鄭雅云 04-26318652#2207 zheng@hk.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35 中國醫藥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連絡組 林欣儀 04-22053366#1232 hsinyi@mail.cm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技術合作處處校友暨就業服務組 江巧鈴 03-4581196#3956 cholin1219@uch.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曾君懿 07-7358800#6453 k6205@gcloud.cs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就業輔導組 梁月香 03-4515811#24300 jessica530@vn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39 玄奘大學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魏綺玫 03-530-2255#6102 cm1017@hc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謝意婷 04-7111-111#1701 iting@ct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41 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 廖子緣 02-29089899#4344 green4344@mail.mcu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黃群峰 07-6077813 sh0101@cc.ky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林靜幸 08-7624002#1865 linch@tajen.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組 蔡麗春 02-28013131#6452 tlc@mail.sj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45 嶺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 蔣政衛 04-23892088#1462 cwchiang@teamail.lt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46 中國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樊立業 02-29313416#2601 career2@cute.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張秀晶 04-22391647#8406 f0100@ctust.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48 亞洲大學 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 戴玉蓉 04-23323456＃3235 yu-rong@asia.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49 開南大學 諮商暨就業輔導中心 陳婷枚 03-3412500#1558 tinachen@mail.kn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50 佛光大學 教務處 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吳衍德 03-9871000#11162 ytwu@gm.fg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蔡仁慈 06-2421971 s20089@mail.tu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林莉矜 06-5979566#7409 apple1010923@gmail.com
中區召集學校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陳宣含 03-6102243 k4125000@mail.yp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莊芷昀 02-82122000#2071 chuangcy@jus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就業輔導組 蕭妙娟 06-2674567#335 Career335336@gmail.com
北區召集學校 1056 東南科技大學 學生諮商中心 黃士芬 02-86625854 1070911@mail.tn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 黃淑靜 02-26585801#2431 shu_1119@takming.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58 明道大學 研究發展處 實習輔導暨校友發展中心 賴先生 04-8876660#1534 karen0212@md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職涯輔導組 劉孟岳 049-2563489#1583 jakey@nku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61 中華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服務組 鄭慧娟 02-27821862#155 huichuan@cc.cust.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產學合作處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劉櫂旋 04-27016855#1802 sharon12@oc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63 育達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 吳俊翰 037-651188#2606 han770418@yd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室 曾璟蓁 08-7799821#8173 x00001658@meiho.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服務組 粘羽庭 05-2267125#22132 yuekui@gmail.com
中區召集學校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中心 許惠娥 05-5370988#2131 careertwu@gm.tw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67 台灣首府大學 學生發展處就業暨職涯輔導組 薛聿喬 (06)571-8888 #371 poq850509@ts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 張小姐 04-8359000#1522 prat105@gm.ccut.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張玲惠 04-24961100#6265 fai@mail.hus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70 長庚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輔導組 林淑芬 03-2118999#5551 sflin@mail.cgus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張芳瑋 02-28927154#2780 fwchang@tpcu.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072 大華科技大學 研發處 于善淳 03-5927700#2353 aeysc@tus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73 醒吾科技大學 學習與教學資源中心 鄭麗琴 02-26015310#1924 082015@mail.hw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75 文藻外語大學 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鄭麗君 (07)3426031#2264 sa7504@mail.wzu.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76 華夏科技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李則毅 02-89415100#1453 efron@go.hwh.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77 慈濟科技大學 教務處實習就業組 余千慧 03-8572158#2202 ss360@ems.tcus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78 致理科技大學 職發處實習就業輔導中心 張佩筠 02-22576167#1826 v201@mail.chihlee.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79 康寧大學 學務處 校友暨職涯發展中心 車承軒 02-26321181#411 che8609@ukn.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研發處職涯發展組 洪淑貞 02-22733567#508 jane165165@mail.hdu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081 東方設計大學 學務處 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黃勇達 (07)6939526 James2739@mail.tf.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82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組 李妍慧 02-24237785 #205 leeyan524@cufa.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083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實習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組 許譯云 02-28052088 #2272 judyin1314@mail.tumt.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125 中信金融管理學院 學務處 林品君 06-2873335#3335 pin21ccu@ctbc.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48 大漢技術學院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林彥文 03-8210840 dennis72@ms01.dahan.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159 和春技術學院 就業輔導組 盧建元 07-262-1974#2812 extra@fotech.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66 亞東技術學院 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吳怡霙 02-7738-8000#1912 fa225@mail.oi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68 南亞技術學院 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林紋妃 03-4361070#5136 hitomi@nanya.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176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研究發展處產學與就業輔導組 蔡舒婷 05-362-2889 #670 rd_3s01@office.toko.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82 蘭陽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 實習就業中心 陳福蓁 03-9771997#166 pipi@sgms.fi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83 黎明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就業輔導組 楊靜雯 02-29097811#1550 lit10801@mail.li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85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賴建男 02-24372093#615 mplai99@ems.cku.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188 大同技術學院 研發處職涯發展組 洪正禮 (05)2223124#322 job@ms2.ttc.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92 臺灣觀光學院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郭香君 03-8653906#101 hdosnow@mail.cit.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95 馬偕醫學院 就業輔導及校友聯繫組 蔡維華 02-26361133 k925697@mmc.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196 法鼓文理學院 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 徐偉玲 02-24980707#5126 winnie.hsu@dila.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技術合作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周佩諭 02-28584180#2291 s314@mail.mkc.edu.tw
中區召集學校 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江文賢 037-728855#3302 a0932503635@gmail.com
南區召集學校 128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 技術合作處就業輔導組 李瑋菘 07-6979309 heoop5874@ms.szmc.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28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 研究發展處 實習就輔組 劉佳怡 08-8647367 charlene628@gmail.com
北區召集學校 128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 研究發展處 歐維萍 02-22191131#5716 vivianou@ctcn.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28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 技術合作處職涯發展組 林麗娟 06-6226111#766 A093@o365.mhchcm.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28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 技術合作處實習暨就業輔導組 朱立雯 07-3811765#1705 a0266@ms.yuhing.edu.tw
南區召集學校 129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 技術合作處就業輔導與校友事務組 劉怡君 05-2658880#297 m108041@cjc.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29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技術合作處-就業實習組 高琇珠 03-9897396#503 rita2003@smc.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129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彭卓英 03-4117578#321 baby0605@hsc.edu.tw
北區召集學校 3002 臺北市立大學 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陳怡君 02-23113040#8341 gz-11009@utaipei.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