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據點 學校名稱 經辦代號 服務人員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國立金門大學

銘傳大學(金門校區)

東南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校本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崇右技術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醫學院、公

共衛生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公館校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

國立中正大學(台北聯絡處)

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國立臺北大學(建國校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臺北校區)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

浸會神學院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內湖校區)

實踐大學(台北校區)

臺北醫學大學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內湖校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防醫學院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石牌校區)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中國文化大學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

大同大學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聖約翰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士林校區)

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基隆服務中心 廖婉茹 (02)2422-4191 (02)2426-3322 wanru@skinsurance.com.tw 202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4號2樓

士林分公司 XX880400 林宜鋒 (02)2828-7010#146

內湖分公司 XX880300 曾怡傑 (02)2627-2026#117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95號6樓

總公司 X1460000 歐宜鴻 (02)2507-5335#375 (02)2506-3423 ski94031@skinsurance.com.tw
104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5

號9樓

(02)2627-1760 ski36870@skinsurance.com.tw

XX880100

XX880200

(02)2828-7016 tony@skinsurance.com.tw
112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222號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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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亞東技術學院

德霖技術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

輔仁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長庚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醒吾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內江校區)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真理大學(台北校區)

臺北基督學院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台

北校區)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本部)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木柵校區)

華梵大學

世新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台北校區)

景文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華夏科技大學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XX880800 李季學 (02)8226-2620

XX880700 洪玉真 (02)2985-8282#24

ski92203@skinsurance.com.tw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53號

19樓

02-22542941XX880500 楊昆誠 (02)2254-5568#10

(02)2980-8383 ski92203@skinsurance.com.tw

ski94167@skinsurance.com.tw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53號

19樓

雙和分公司 (02)8226-2630 alexlee@skinsurance.com.tw 235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2號14樓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66

號15樓

XX880600 洪玉真 (02)2985-8282#24 (02)2980-8383

板橋分公司

三重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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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佛光大學

蘭陽技術學院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美崙校區)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開南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本部)

國防大學(率真校區、中正嶺校區)

中央警察大學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南亞技術學院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竹北分部)

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總校區)

國立交通大學(博愛校區)

國立交通大學(六家校區)

中華大學

玄奘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大華科技大學(校本部)

國立聯合大學

大華科技大學(龍德電機80學分班)

育達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03)5325-548 ski102079@skinsurance.com.tw 300新竹市民生路192號5樓

苗栗分公司 XX881400 莊永翔 (037)352-311 (037)358-785 yongxiang@skinsurance.com.tw 360苗栗市中正路462號4樓

新竹分公司 XX881300 翁意珊 (03)5339-121#16

(03)3370-672 ski08030@skinsurance.com.tw
330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205號A棟

21樓

中壢分公司 XX881200 吳文華 (03)4911-808#48 (03)4911-068 wenhua@skinsurance.com.tw
320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121號9樓

A室

桃園分公司 XX881100 林佳霓 (03)3384-003#

花蓮通訊處 XX881000 李品瑞 (03)8333-008#21 (03)8356-639 ski103128@skinsurance.com.tw

(03)9289-267宜蘭服務中心 XX880900 洪紹恩 (03)9280-005

970花蓮市國聯一路37號7樓

shaoen@skinsurance.com.tw 260宜蘭市宜興路3段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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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東海大學

逢甲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台中校區)

嶺東科技大學(春安校區、寶文校區)

中臺科技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修平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大華科技大學(清水商企80學分班)

大華科技大學(四箴商企二技學分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

大葉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一貫道崇德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中州科技大學

(049)2913-048 ski107547@skinsurance.com.tw 540南投縣南投市大同南街24號

員林分公司 XX882100 王建德 (04)8355-151#128 (04)8822-169 ski03069@skinsurance.com.tw
510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二段2號2

樓

南投分公司 XX882000 沈槿芃 049-2245747

(04)2662-0022 ski02034@skinsurance.com.tw
435台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二段609

號

彰化分公司 XX881900 (04)7242-147#41 (04)7745-277 haoche@skinsurance.com.tw 500彰化市中山路二段326號

沙鹿分公司 XX881800 陳奇宏 (04)2662-0099#33

(04)2322-4123 ski93202@skinsurance.com.tw
404台中市北區臺灣大道二段340

號12樓

大里展業處 XX881700 林珮鈺 (04)2406-9671#131 (04)2407-1429 ski02170@skinsurance.com.tw
412台中市大里區永隆一街82號4

樓

台中分公司 XX881500 蕭獻武 (04)2322-1158#197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投保及加退保服務窗口

4



服務據點 學校名稱 經辦代號 服務人員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國立中正大學(校本部)

國立中正大學推廣教育大樓

國立嘉義大學

南華大學

吳鳳科技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大同技術學院(太保校區)

大同技術學院校本部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雲林分部)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北港分部)

中國醫藥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雲林校區)

環球科技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長榮大學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台南校

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南臺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臺南教室

大華科技大學(台南附中電機80學分

真理大學(台南校區)

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

南榮科技大學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730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10號5樓新營分公司 XX882700 柯秉毅 (06)6356-569#122

06-2271313#287 (06)226-8894 rongjia@skinsurance.com.tw

(06)6334-815 jesse@skinsurance.com.tw

700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307

號15樓

(05)5352-415 ski55018@skinsurance.com.tw
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03

號5樓

台南分公司

台南營一：

XX882500
葉怡欣 (06)2271-313#315 (06)2204-900 ski109066@skinsurance.com.tw

700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32號

12樓

台南營二：

XX882600
施榮家

斗六服務中心 XX882400 林馨渝 (05)5352-412#21

(05)2243-708 zhongjia@skinsurance.com.tw 600嘉義市民權路427號5樓

雲林分公司 XX882300 廖恬翊 (05)6321-389#67 (05)6324-388 tienling@skinsurance.com.tw 632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148號3樓

嘉義分公司 XX882200 劉忠嘉 (05)2253-1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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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義守大學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樹德科技大學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校本部、四維教室、

鳳山教室)
和春技術學院(大發校區、大寮校

區、旗山校區)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

海軍軍官學校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東方設計學院

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學校

國立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 XX883100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XX883100
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貫道天

皇學院
輔英科技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屏東校區)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澎湖通訊處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XX883400 陳明龍 (06)9261-091 (06)9263-549 ski05179@skinsurance.com.tw 880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44號3樓

(07)7417-017 ski94033@skinsurance.com.tw 830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24號10樓之1

(07)-6265-630 chunchi@skinsurance.com.tw 820高雄市岡山區民族路141號1樓

台東服務中心 蔡燿州 (089)310-707 (089)318-420

岡山服務中心 XX883000 林駿騏 07-6265660

高雄分公司

高雄營一：

XX882800
洪鳳兒 (07)2353-197#276

屏東分公司 XX883300 朱世聖 (08)7382-000#33

(07)2358453 ski102120@skinsurance.com.tw
800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54號

12樓

高雄營二：

XX882900
王強和 (07)2353-197#238 (07)2373-836 f2-b60@skinsurance.com.tw

800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54號

12樓

ski35042@skinsurance.com.tw 950台東市更生路337號4樓

(08)7374-122 ski96095@skinsurance.com.tw
900屏東市自由路450號8樓之1、

之２

鳳山分公司 XX883200 黃柏勳 (07)745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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