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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年樂齡學習核心課程規劃師培訓 

106 年 4 月 27日  臺南場  培訓名單 

培訓地點：台南市政府 11樓會議室    培訓地址：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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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TN-001 王○燕 臺南市 TN-021 李○玲 台南市 TN-041 翁○麗 台南市 TN-061 陳○慧 台南市 

TN-002 王○照 台南市 TN-022 李○鳳 台南市 TN-042 張○蘭 台南市 TN-062 陳○夙 台南市 

TN-003 王○懿 嘉義縣 TN-023 李○滿 台南市 TN-043 張○孝 嘉義市 TN-063 陳○君 台南市 

TN-004 王○芬 台南市 TN-024 李○珍 台南市 TN-044 張○瑛 台南市 TN-064 陳○惠 台南市 

TN-005 王○敦 台南市 TN-025 沈○璋 台南市 TN-045 張○玫 台南市 TN-065 陳○芳 台南市 

TN-006 王○晴 台南市 TN-026 沈○恬 台南市 TN-046 張○滿 台南市 TN-066 陳○蓉 台南市 

TN-007 王○惠 台南市 TN-027 周○美 台南市 TN-047 張○瓊 台南市 TN-067 陳○芳 臺南市 

TN-008 丘○華 台南市 TN-028 周○齡 台南市 TN-048 莊○鑫 台南市 TN-068 陳○楹 嘉義市 

TN-009 甘○靜 台南市 TN-029 林○芳 東區裕 TN-049 莊○琪 嘉義市 TN-069 曾○蘋 臺南市 

TN-010 石○龍 台南市 TN-030 林○正 彰化縣 TN-050 莊○芷 臺南市 TN-070 買○瑜 台南市 

TN-011 伍○霞 台南市 TN-031 林○文 高雄市 TN-051 莊○萍 台南市 TN-071 黃○哲 台南市 

TN-012 何○娟 嘉義縣 TN-032 林○源 臺南市 TN-052 連○雯 台南市 TN-072 黃○芬 臺南市 

TN-013 吳○宥 台南市 TN-033 林○玲 臺南市 TN-053 郭○慧 台南市 TN-073 黃○榮 台南市 

TN-014 吳○臻 台南市 TN-034 邱○年 台南市 TN-054 郭○妤 台南市 TN-074 黃○瑩 台南市 

TN-015 吳○慧 台南市 TN-035 俞○菱 台中市 TN-055 陳○榤 台南市 TN-075 黃○玲 台南市 

TN-016 吳○妃 台南市 TN-036 洪○妤 台南市 TN-056 陳○穎 台南市 TN-076 黃○惠 台南市 

TN-017 呂○珮 台南市 TN-037 孫○琳 台南市 TN-057 陳○君 台南市 TN-077 黃○筠 台南市 

TN-018 宋○萍 台南市 TN-038 孫○謙 高雄市 TN-058 陳○伶 台南市 TN-078 黃○誼 台南市 

TN-019 李○萍 台南市 TN-039 徐○蕙 臺南市 TN-059 陳○吟 台南市 TN-079 楊○雲 台南市 

TN-020 李○雀 台南市 TN-040 翁○棻 台南市 TN-060 陳○儒 台南市  TN-080 楊○蓁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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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縣市別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TN-081 楊○根 台南市 TN-101 魏○惠 高雄市       

TN-082 楊○芬 高雄市 TN-102 羅○瑜 高雄市       

TN-083 廖○雲 台南市 TN-103 蘇○治 台南市       

TN-084 榮○華 台南市          

TN-085 趙○菁 嘉義市          

TN-086 趙○榮 高雄市          

TN-087 劉○曼 台南市          

TN-088 劉○琴 台南市          

TN-089 劉○香 台南市          

TN-090 劉○婷 台中市          

TN-091 潘○青 新竹縣          

TN-092 蔡○雯 台南市          

TN-093 蕭○賢 臺南市          

TN-094 賴○吟 台南市          

TN-095 謝○靜 高雄市          

TN-096 謝○慧 台南市          

TN-097 鍾○諭 台南市          

TN-098 鍾○君 嘉義市          

TN-099 簡○雯 臺南市          

TN-100 藍○華 台中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