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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年樂齡學習核心課程規劃師培訓 

106 年 5 月 5 日  彰化場  培訓名單 

培訓地點：彰化縣花壇鄉樂齡學習中心（財團法人花壇北玄宮）    培訓地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禾田巷 218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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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001 王○宜 台中市 CH-021 李○洲 彰化縣 CH-041 柯○銀 彰化縣 CH-061 許○依 彰化縣 

CH-002 王○雄 台中市 CH-022 汪○輝 臺中市 CH-042 洪○財 彰化縣 CH-062 許○發 彰化縣 

CH-003 王○娥 台中市 CH-023 卓○涵 台中市 CH-043 洪○紅 彰化市 CH-063 許○琇 彰化縣 

CH-004 王○貞 台中市 CH-024 周○傑 彰化縣 CH-044 范○國 台中市 CH-064 許○周 彰化縣 

CH-005 王○如 臺中市 CH-025 明○蓁 台中市 CH-045 馬○○圓 台中市 CH-065 郭○生 台中市 

CH-006 王○敬 臺中市 CH-026 林○栩 台中市 CH-046 張○哲 台中市 CH-066 郭○玉 彰化縣 

CH-007 任○霓 台南市 CH-027 林○玲 南投市 CH-047 張○馨 南投市 CH-067 陳○里 彰化縣 

CH-008 江○蓁 臺中市 CH-028 林○音 彰化市 CH-048 張○榕 臺中市 CH-068 陳○禾 台中市 

CH-009 江○偵 臺中市 CH-029 林○玲 台中市 CH-049 張○玲 南投市 CH-069 陳○君 南投縣 

CH-010 吳○偉 彰化市 CH-030 林○淑 臺中市 CH-050 張○琳 台中市 CH-070 陳○滿 彰化縣 

CH-011 吳○珂 南投市 CH-031 林○玲 彰化縣 CH-051 張○良 台中市 CH-071 陳○堯 台中市 

CH-012 吳○琴 台中市 CH-032 林○琪 台中市 CH-052 張○惠 彰化縣 CH-072 陳○興 臺中市 

CH-013 吳○薇 彰化市 CH-033 林○萍 台中市 CH-053 張○耀 南投縣 CH-073 陳○玉 台中市 

CH-014 呂○洲 彰化市 CH-034 林○珠 雲林縣 CH-054 曹○仁 彰化縣 CH-074 陳○吟 台中市 

CH-015 巫○清 員林市 CH-035 林○苑 台中市 CH-055 梁○祝 彰化巿 CH-075 陳○蓓 南投縣 

CH-016 李○蟾 彰化縣 CH-036 林○美 彰化縣 CH-056 莊○香 南投縣 CH-076 陳○足 台中市 

CH-017 李○蓮 彰化縣 CH-037 邱○金 彰化縣 CH-057 莊○華 台中市 CH-077 陳○晚 台中市 

CH-018 李○鵬 彰化市 CH-038 施○雅 彰化縣 CH-058 許○燕 南投縣 CH-078 陳○瑄 南投縣 

CH-019 李○亭 台中市 CH-039 施○智 彰化縣 CH-059 許○珊 台中市 CH-079 彭○益 彰化市 

CH-020 李○驛 彰化縣 CH-040 施○其 彰化縣 CH-060 許○仁 彰化縣 CH-080 曾○芳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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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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081 鄂○淑 台中市 CH-101 蔡○萍 彰化縣 CH-121 魏○真 台中市    

CH-082 黃○祥 南投縣 CH-102 蔡○怡 台中市 CH-122 羅○卿 彰化縣    

CH-083 黃○婷 臺中市 CH-103 蔡○琳 雲林縣 CH-123 籃○娟 台中市    

CH-084 黃○宥 台中市 CH-104 鄭○玲 台中市       

CH-085 黃○真 南投縣 CH-105 鄭○仁 台中市       

CH-086 黃○君 南投縣 CH-106 鄭○文 彰化縣       

CH-087 黃○杏 彰化縣 CH-107 鄭○仁 台中市       

CH-088 黃○涵 彰化縣 CH-108 盧○菊 台中市       

CH-089 楊○鈴 台中市 CH-109 盧○珊 彰化市       

CH-090 楊○淨 台中市 CH-110 蕭○芬 南投縣       

CH-091 楊○寧 彰化縣 CH-111 蕭○文 彰化縣       

CH-092 葉○玲 彰化縣 CH-112 賴○宜 彰化縣       

CH-093 葉○妍 南投縣 CH-113 賴○旻 南投縣       

CH-094 詹○鳳 台中市 CH-114 賴○雪 南投縣       

CH-095 廖○晶 台中市 CH-115 龍○雯 彰化縣       

CH-096 廖○祈 台中市 CH-116 戴○雲 台中市       

CH-097 賓○遠 台中市 CH-117 謝○娟 台中市       

CH-098 劉○芬 台中市 CH-118 簡○瓈 台中市       

CH-099 劉○慈 南投縣 CH-119 顏○貞 彰化縣       

CH-100 劉○雲 台中市 CH-120 顏○秋 臺中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