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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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苗栗場  培訓名單 

培訓地點：苗栗縣教師研習中心(苗栗市福星國小)    培訓地址：苗栗市福星里中華東街 62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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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001 方○如 苑裡鎮 ML-021 林○枝 竹南鎮 ML-041 張○瑤 台中市 ML-061 黃○珂 臺中市 

ML-002 方○樺       大肚區 ML-022 林○醇 彰化縣 ML-042 張○玲 南投市 ML-062 黃○湧 苗栗市 

ML-003 王○仁 梧棲區 ML-023 林○聿 台中市 ML-043 莊○華 新竹市 ML-063 葉○汝 台中市 

ML-004 王○鳳 新竹市 ML-024 林○德 苗栗縣 ML-044 莊○玉 台中市 ML-064 詹○妮 台中市 

ML-005 王○香 竹南鎮 ML-025 林○生 台中市 ML-045 郭○嘉 桃園市 ML-065 詹○世 新竹市 

ML-006 王○發 後龍鎮 ML-026 林○君 桃園市 ML-046 郭○志 苗栗縣 ML-066 詹○宜 嘉義市 

ML-007 甘○媚 新莊區 ML-027 林○華 新竹市 ML-047 郭○珍 苗栗縣 ML-067 廖○怡 台中市 

ML-008 吳○惠 新竹市 ML-028 邱○綺 苗栗縣 ML-048 陳○鑾 苗栗縣 ML-068 趙○萍 苗栗市 

ML-009 呂○萍 苗栗市 ML-029 施○生 臺中市 ML-049 陳○鑾 苗栗縣 ML-069 劉○瑜 苗栗縣 

ML-010 李○  苗栗市 ML-030 洪○怡 苗栗縣 ML-050 陳○峰 台中市 ML-070 劉○信 苗栗市 

ML-011 李○珠 豐原區 ML-031 洪○雪 臺中市 ML-051 陳○心 台中市 ML-071 劉○猷 苗栗縣 

ML-012 李○潔 龍井區 ML-032 洪○川 台中市 ML-052 陳○琴 新竹市 ML-072 劉○宏 新北市 

ML-013 沈○星 北屯區 ML-033 胡○雯 臺中市 ML-053 陳○君 雲林縣 ML-073 劉○宏 台中市 

ML-014 辛○芝 中和區 ML-034 胡○淼 苗栗市 ML-054 陳○真 台中市 ML-074 劉○薇 苗栗縣 

ML-015 周○吟 新竹市 ML-035 范○貞 苗栗縣 ML-055 陳○貴 苗栗縣 ML-075 劉○忠 臺中市 

ML-016 周○蘭 大甲區 ML-036 徐○真 苗栗市 ML-056 陳○慧 台中市 ML-076 劉○嘉 臺中市 

ML-017 林○毅 苗栗縣 ML-037 翁○琇 台中市 ML-057 傅○翰 新竹市 ML-077 潘○真 南投縣 

ML-018 林○志 台中巿 ML-038 袁○錦 苗栗縣 ML-058 彭○鑾 苗栗市 ML-078 潘○玲 台中市 

ML-019 林○廷 台中市 ML-039 高○惠 台中市 ML-059 彭○珍 新竹縣 ML-079 蔡○霜 臺中市 

ML-020 林○丞 臺中市 ML-040 張○純 台中市 ML-060 黃○光 台中市 ML-080 蔡○桂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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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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021 林○枝 竹南鎮          

ML-081 蔡○珊 苗栗市          

ML-082 蔡○炎 臺中市          

ML-083 蔡○華 新竹市          

ML-084 鄧○原 臺中市          

ML-085 鄭○亮 台中市          

ML-086 鄭○美 苗栗縣          

ML-087 鄭○雅 台中市          

ML-088 盧○筠 苗栗市          

ML-089 賴○娟 苗栗縣          

ML-090 謝○衡 苗栗縣          

ML-091 謝○慧 苗栗縣          

ML-092 謝○華 苗栗縣          

ML-093 鍾○菊 苗栗縣          

ML-094 鍾○妹 新竹市          

ML-095 鍾○貞 苗栗縣          

ML-096 魏○榜 新竹市          

ML-097 羅○青 臺中市          

ML-098 羅○蘭 苗栗縣          

ML-099 邱○榮 苗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