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樂齡學習成果研討會：活躍老化、教育為先」 

報名名單 

(小技巧：可利用 ctrl+F 搜尋縣市及姓氏) 

 樂齡學習中心相關人員(由北至南的樂齡學習中心排列)

單位 姓名 職稱 

基隆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琪 執行秘書

新北市土城區樂齡學習中心 許○如 講師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施○玲 主任 

新北市永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正 主任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歐○○南 學員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尤○棟 講師 

臺北市北投區樂齡學習中心 謝○樹 顧問 

臺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何○針 志工 

臺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朱○女 講師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玲 主任 

桃園市大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瑋 幹事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徐○纓 志工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莫○紋 執行秘書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彭○鑾 志工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游○卿 講師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興 講師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如 講師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葉○森 

副會長、

講師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呂○鳳 講師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香 講師 

新竹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江○寶 主任 

新竹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范○玉 志工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珍 講師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琇 志工 

單位 姓名 職稱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雄 主任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楊○雯 志工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羅○維 志工 

新竹縣五峰鄉樂齡學習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李○蘭

講師、 

碩士生 

新竹縣五峰鄉樂齡學習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徐○維

講師、 

碩士生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朱○欐 講師、志工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李○雲 主任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黃○華 志工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鄭○嘉 講師 

新竹縣芎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田○香 講師 

新竹縣芎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墀 講師 

新竹縣湖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池○欣 志工 

新竹縣湖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廖○仁 主任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李○鐘 志工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張○茂 主任 

新竹縣關西鎮樂齡學習中心 詹○稘 講師 

苗栗縣三義鄉樂齡學習中心 謝○鈴 幹部 

苗栗縣卓蘭鎮樂齡學習中心 李○合 講師.志工.學員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程○蘭 講師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劉○宏 講師 

苗栗縣苗栗市樂齡學習中心 陳○蓮 講師 

苗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余○莉 主任 

臺中巿潭子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慈 講師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中市大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宋○海 志工 

臺中市大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蔣○棋 主任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圓 主任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鳳 志工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何○鳳 志工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何○淑 講師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何○欣 志工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惠 講師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秋 講師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姿 講師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徐○蘭 講師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美 講師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美 講師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心 志工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游○謙 志工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謝○芬 志工 

臺中市太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仁 主任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俞○菱 志工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永 講師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鄭○仁 專員 

臺中市和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詹○鳳 主任 

臺中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惠 主任 

臺中市神岡區樂齡學習中心 朱○玲 專案人員

臺中市神岡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榕 專案人員

臺中市神岡區樂齡學習中心 楊○新 主任 

臺中市梧棲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興 執行秘書

臺中市新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洪○雪 主任 

臺中市新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慧 講師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中市新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村 講師.志工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王○如 主任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吳○蓉 講師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陳○蟾 講師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黃○雅 執行秘書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蔡○玉 講師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饒○莉 講師 

臺中市龍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琪 指導員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沈○ 講師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周○朱 志工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紀○○麗 志工 

南投縣竹山鎮田家樂 童○真 志工 

南投縣竹山鎮樂齡學習中心 李○薇 講師 

南投縣信義鄉樂齡學習中心 彭○瑜 志工 

南投縣信義鄉樂齡學習中心 謝○怡 志工 

南投縣南投市樂齡學習中心 高○弘 學員 

南投縣南投市樂齡學習中心 陳○伊 志工 

南投縣南投市樂齡學習中心 陳○江 講師 

南投縣南投市樂齡學習中心 黃○祥 講師 

南投縣南投市樂齡學習中心 謝○惠 講師 

南投縣埔里鎮樂齡學習中心 杜○達 講師 

南投縣草屯鎮樂齡學習中心 李○瑛 講師 

南投縣草屯鎮樂齡學習中心 林○祥 講師 

南投縣草屯鎮樂齡學習中心 黃○鈴 講師 

南投縣草屯鎮樂齡學習中心 龍○香 講師 

南投縣草屯鎮樂齡學習中心 薛○霞 講師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連○祥 主任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邱○金 志工 



單位 姓名 職稱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柯○銀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生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麗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美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紋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雪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劉○海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劉○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賴○機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謝○杰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謝○憬 志工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羅○卿 主任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鐘○琴 志工 

彰化縣大村鄉樂齡學習中心 劉○雲 講師 

彰化縣北斗鎮樂齡學習中心 周○立 承辦人員

彰化縣伸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郭○玉 主任 

彰化縣伸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曾○約 幹部 

彰化縣社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潘○玉 講師 

彰化縣員林市樂齡學習中心 王○煌 理事長 

彰化縣員林市樂齡學習中心 巫○清 主任 

彰化縣埔心鄉樂鈴學習中心 陳○溢 協辦人員

彰化縣埔心鄉樂齡學習中心 賴○宜 承辦人員

彰化縣溪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顏○臻 承辦人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王○純 志工.公關組組長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林○煌 講師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林○英 講師.故事組組長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洪○珍 講師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張○ 主任 

單位 姓名 職稱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張○東
志工.學員. 

行銷組組長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張○華 活動組組長.志工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張○○栁 志工、學員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張○槐
石廟樂齡

學堂主任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傅○瑞
講師.志工  

文書組組長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曾○容 講師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黃○源
資訊組組長.

講師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黃○喬
輔導組組長.

講師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黃○珠 副主任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楊○羲 講師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蔡○玲 講師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所 
黃○儀

講師、 

碩士生 

雲林縣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王○香 講師 

雲林縣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鍾○幸 講師 

雲林縣東勢鄉樂齡學習中心 廖○成 執行長 

雲林縣崙背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李○桑 志工 

雲林縣崙背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李○增 講師、志工

雲林縣崙背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李○姿 志工 

雲林縣崙背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林○象 志工 

雲林縣崙背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林○桂 志工 

雲林縣崙背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葉○林 主任 

雲林縣崙背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蔡○月 志工 

雲林縣臺西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丁○ 講師 

雲林縣臺西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林○ 志工 



單位 姓名 職稱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卓○珍 工作團隊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高○美 主任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張○玲 講師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許○香 講師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游○玲 講師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儀 專員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汪○珍 講師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鄭○丞 專員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呂○慧 講師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浩 講師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蕭○成 主任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何○福 講師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吳○鳯 志工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邱○柏 志工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洪○瑛 講師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孫○秀 講師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陳○吟 志工隊長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簡○容 志工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李○貞 

講師 

志工 

嘉義縣太保市樂齡學習中心 羅○眉 講師、志工

嘉義縣布袋鎮樂齡學習中心 何○元 總幹事 

嘉義縣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何○富 總幹事 

嘉義縣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辰 行政人員

嘉義縣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吳○美 講師 

嘉義縣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柳○蟬 志工 

嘉義縣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胡○珠 主任 

嘉義縣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梁○珠 志工.講師

單位 姓名 職稱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君 志工 

嘉義縣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魏○萱 承辦人 

嘉義縣義竹鄉樂齡學習中心 賀○芳 承辦人 

嘉義縣義竹鄉樂齡學習中心 蔡○榮 主任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黃○萍 主任.志工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蔡○玲 主任.志工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鄭○美 主任.志工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龔○家 主任.志工

臺南市七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方○良 校長 

臺南市七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揚 校長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妃 講師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郭○麗 講師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謝○足 講師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嚴○鳳 講師 

臺南市仁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瓊 執行秘書

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香 講師 

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華 主任 

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廖○純 講師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雄 主任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莉 講師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 講師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舜 職員 

臺南市新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玲 館員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吳○香 講師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陳○惠 講師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鄭○蓮 講師 

臺南市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賴○俊 主任 

高雄市三民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蓉 承辦人員



單位 姓名 職稱 

高雄市大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邱○璋 

講師、 

博士生 

高雄市大寮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怡 辦事員 

高雄市大樹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珠 講師、志工

高雄市小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儒 主任 

高雄市六龜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婷 主任 

高雄市杉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珍 講師 

高雄市杉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許○宏 主任 

高雄市杉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蓮 校長 

高雄市杉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魏○蘭 志工 

高雄市林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茹 主任 

高雄市阿蓮區樂齡學習中心 徐○宏 樂齡替代役

高雄市美濃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芳 講師 

高雄市美濃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賢 主任 

高雄市鳥松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香 志工 

高雄市鳥松區樂齡學習中心 馬○嬌 講師 

高雄市鳥松區樂齡學習中心 謝○芸 主任 

高雄市楠梓區樂齡學習中心 郭○惠 校長 

高雄市路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生 志工、講師

高雄市路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許○婷 主任 

高雄市旗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邱○惠 講師 

單位 姓名 職稱 

高雄市旗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雪 主任 

高雄市旗津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順 主任 

高雄市鳳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曲○潔 執行秘書

高雄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李○蓉 講師 

高雄市彌陀區樂齡學習中心 鄭○敏 主任 

屏東縣里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芳 中心主任

屏東縣佳冬鄉樂齡學習中心 徐○瓊 主任 

屏東縣屏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李○萍 講師 

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謝○原 主任 

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顏○慧 講師 

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安 中心主任

宜蘭縣五結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卿 講師 

臺東縣卑南鄉樂齡學習中心 王○蘭 講師 

臺東縣長濱鄉樂齡學習中心 
巴○．○○．

○○○拜 執行助理

臺東縣長濱鄉樂齡學習中心 張○理 負責人 

臺東縣關山鎮樂齡學習中心 羅○泉 主任 

金門縣金城鎮樂齡學習中心 曾○玲 講師 

金門縣金城鎮樂齡學習中心 楊○通 講師 

臺灣樂齡發展協會 吳○郎 志工 

 

 

 

 

 

 

 

 

 



 一般民眾(包含樂齡大學、大專院校、社教機構、縣市政府，以居住地由北至南排序)

地 單位 姓名 職稱 
基
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傅○三 博士生 

新

北

市 

臺北市稅處 孟○五 駐衛警察

臺北市國稅 翁○敏 工讀生 

中國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趙○平 
計畫主持人

導師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劉○妃 研習班員工

臺

北

市 

臺北醫學大學樂齡大學 高○敏 專員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張○可 專案經理

東吳大學推廣部 

(樂齡大學計畫執行單位)
陳○馨 業務承辦人

桃

園

市 

元智大學終身教育部 宋○勇 行政助理

龍華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婁○萍 組長 

新

竹

市 

玄奘大學樂齡研究與服務中心 王○邦 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李○萍 博一生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音樂系 李○儀 研究生 

暨南大學終發專班 

華豫寧股份有限公司 
林○鑫 

研究生、

專案經理

國立暨南大學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所

慧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惠 

碩士生、

工程師 

新

竹

縣 

新竹市中華大學樂齡大學 莊○宜 專員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芳 
行政總務

管理師 

臺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宏 高級品保人員

苗

栗

縣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胡○雅 課員 

育達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蔡○如 專案助理

    

地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中

市

怡薏工作室 王○仁 執行長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 王○婷 碩士生 

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小 王○琳 輔導主任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王○君 助理員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王○晶 約聘服務員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何○芳 志工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余○菁 約聘服務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 吳○玲 終身學習組組長

臺中市太平區長青學苑 李○芬 專案管理

天元民俗樂學團 李○潔 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周○娟 碩士生 

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系 林○輝 助理教授

嘉義市中正大學 林○慈 學生 

暨南大學人力資源發展與終身學習發展學系 林○如 碩士生 

修平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姚○鈞 職員 

嶺東科大樂齡大學 昝○偉 主任 

逢甲大學 洪○縈 專案經理

怡薏工作室 張○足 負責人 

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系 張○祺 副教授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 張○怡 學生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張○彥 導覽員 

臺中市曉明長青學堂 張○貞 講師 

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 許○耀 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許○傑 碩士生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陳○娟 志工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小 陳○淵 學務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陳○峰 碩士生 



地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中

市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敏 碩士生 

臺中市 陳○蓮 講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人系 黃○諭 學生 

修平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黃○榮 教育長 

中州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劉○琪 行政教師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蔡○ 志工 

南

投

縣 

國立暨南大學諮人系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所
林○齡 碩士生 

國立暨南大學諮人系所 黃○潔 學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樂齡大學 賴○貞 祕書 

彰

化

縣 

彰化市忠權社區發展協會 盧○珊 企劃 

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 何○宜 碩士生 

無 施○ 無 

德菲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許○銘 經理 

無 陳○佑 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系
陳○儒 碩士班 

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 劉○傑 專案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蔡○甄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蔡○妮 學員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蔡○儀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蕭○祐 碩士生 

雲

林

縣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王○儒 碩士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學系所 吳○奇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吳○潔 碩士生 

雲林縣水林鄉衛生所 吳○如 護理師 

雲林縣水林鄉水燦林國小 李○蓁 教師 

終身學習學院 邱○倫 執行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洪○萱 碩士生 

地 單位 姓名 職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許○臻 助理員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陳○靈 博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鄭○臻 碩士生 

嘉

義

巿

嘉義縣樂齡大學 廖○綿 講師 

嘉義縣邑米社大 李○瑄 專員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周○宏 博士生 

嘉義市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嘉義市長青園 
高○吉 管理師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許○文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所 陳○臻 碩士生 

財團法人嘉義縣 

私立瑞泰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菁 社工督導

嘉義市長青園 賴○月 社工師 

嘉

義

縣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吳○諭 博士生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李○穎 學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李○瑩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林○芳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邱○蓮 碩士生 

無 侯○蘭 無 

南華大學終身學習學院 高○茵 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張○霖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郭○岑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陳○臻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陳○伶 碩士生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終身學習學院 陳○瑜 副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黃○緯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在職專班 
黃○涵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黃○霞 碩士生 



地 單位 姓名 職稱 

嘉

義

縣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楊○筑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廖○珮 碩士生 

財團法人柴林腳教育基金會 廖○粟 志工團長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劉○君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劉○○萍 碩士生 

財團法人柴林腳教育基金會 鄭○榮 志工 

嘉義縣老人教育協會 賴○衛 會員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謝○媛 碩士生 

南華大學終身學習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蘇○結 技士 

臺

南

市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行○英 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呂○虹 組員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李○玲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周○伃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林○○雀 碩士生 

南榮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邱○儒 計畫主持人

臺南市仁德區樂齡大學 洪○婷 經營助教

南臺科技大學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胡○玫 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在職專班 
張○蘭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張○倩 碩士生 

臺南市仁德區嘉南療養院 連○雯 關懷訪視員

臺

南

市 

崑山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陳○花 副教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陳○珠 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楊○如 碩士生 

遠東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劉○曼 計劃主持人

臺南市公民 劉○香 志工.講師

國立臺南長青大學 蔡○娟 講師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所 蔡○璟 碩士生 

地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南

市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鄭○志 員工 

臺南市仁德區樂齡大學 鍾○ 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在職專班 蘇○倩 碩士生 

高

雄

市

高雄市加昌國小 方○玲 主任 

高雄市薛氏文教基金會 林○淳 志工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施○伃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所 翁○堯 碩士生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陳○婷 承辦人員

高雄市左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姿 學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陸○憊 博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曾○興 博士生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程○貞

護理學院

副院長 

高雄市薛氏文教基金會 黃○雄 志工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楊○芬 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楊○安 碩士生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劉○端
長青事業服

務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樂齡大學 歐○麟 組員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蔡○閔 碩士生 

無 鄭○惠 無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鍾○仲 副校長 

屏

東

縣

美和樂齡大學 王○鳳 計畫主持人

大仁科技大學 李○叡 專任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林○宗 研究生 

椰子園老人養護之家 吳○嶺 送餐社工

椰子園老人養護之家 莊○文 餐飲組長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黃○紅 承辦人員



地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東 臺東縣老人會 潘○卿 承辦人員

花

蓮

縣 

花蓮縣蘇帆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 王○ 公共事務長

花蓮縣政府 吳○靜 辦事員 

慈濟大學-樂齡大學 葉○子 行政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