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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年樂齡學習核心課程規劃師培訓 

106年 3月 17日  新竹場  培訓名單 

培訓地點：新竹縣體育場大型會議室    培訓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一段 1號 

（按姓名筆畫排序）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HC-001 孔○美 南投縣 HC-041 張○茂 新竹縣 HC-081 鄭○文 台中市 

HC-002 王○靈 台中市 HC-042 張○懿 新竹縣 HC-082 鄭○蔚 新竹市 

HC-003 王○仁 新竹市 HC-043 許○玲 新竹市 HC-083 黎○琴 苗栗市 

HC-004 王○鈺 新竹市 HC-044 郭○珠 新竹縣 HC-084 賴○蓉 竹北市 

HC-005 田○卿 新竹縣 HC-045 陳○妮 新竹縣 HC-085 賴○惠 新竹市 

HC-006 田○香 新竹縣 HC-046 陳○信 新竹縣 HC-086 戴○怡 新竹縣 

HC-007 朱○瑩 新竹市 HC-047 陳○如 新竹縣 HC-087 謝○真 新竹縣 

HC-008 朱○梅 桃園市 HC-048 陳○霈 桃園市 HC-088 謝○峰 台中市 

HC-009 何○華 台中市 HC-049 陳○貞 新竹縣 HC-089 鍾○丸 苗栗縣 

HC-010 余○葉 台中市 HC-050 陳○蘭 台中市 HC-090 顏○珠 新竹縣 

HC-011 吳○妤 新竹市 HC-051 陳○章 新竹縣 HC-091 魏○日 新北市 

HC-012 李○生 新竹市 HC-052 陳○美 新竹市 HC-092 羅○瑞 新竹縣 

HC-013 李○珍 新竹市 HC-053 陳○泰 新竹市 HC-093 蘇○秋 桃園市 

HC-014 李○墀 新竹縣 HC-054 陳○姬 新竹縣    

HC-015 李○蘭 新竹縣 HC-055 陳○銓 新竹縣    

HC-016 李○嫺 台中市 HC-056 陳○元 新竹縣    

HC-017 李○雲 苗栗縣 HC-057 麥○鳳 新竹縣    

HC-018 李○雲 新竹縣 HC-058 彭○珍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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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019 卓○燕 新竹縣 HC-059 彭○良 新竹縣    

HC-020 周○騏 新竹縣 HC-060 彭○貞 新竹縣    

HC-021 林○瑩 台中市 HC-061 程○杰 新竹縣    

HC-022 林○琇 新竹市 HC-062 程○琳 新竹縣    

HC-023 林○玉 台中市 HC-063 黃○貞 新竹縣    

HC-024 林○治 新竹市 HC-064 黃○金 新竹縣    

HC-025 林○ 新竹市 HC-065 楊○賢 新竹縣    

HC-026 林○雲 新竹市 HC-066 楊○菊 新竹縣    

HC-027 邱○坤 新竹縣 HC-067 楊○媚 新竹縣    

HC-028 姚○玉 台中市 HC-068 楊○英 台中市    

HC-029 姚○苑 新竹市 HC-069 楊○鳴 新竹市    

HC-030 姜○浪 新竹縣 HC-070 葉○霞 新竹市    

HC-031 洪○惠 新竹縣 HC-071 葉○雯 新竹縣    

HC-032 徐○蓉 台中市 HC-072 詹○稘 新竹縣    

HC-033 徐○鈜 新竹縣 HC-073 趙○慧 新竹市    

HC-034 袁○彥 新竹市 HC-074 劉○銖 新竹縣    

HC-035 張○妮 台中市 HC-075 劉○蘭 苗栗縣    

HC-036 張○文 新竹市 HC-076 劉○珍 新竹縣    

HC-037 張○仲 台中市 HC-077 劉○雯 新竹縣    

HC-038 張○蓮 新竹市 HC-078 蔡○永 台中市    

HC-039 張○松 新竹縣 HC-079 鄭○金 新竹縣    

HC-040 張○琴 新竹縣 HC-080 鄭○桃 新竹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