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

別
聯絡方式（email信箱） 最高學歷 專長 課程類型及名稱

方力凡 女 b6623041@yahoo.com.tw 高職 生命教育、故事繪本、心靈養生 心靈成長

王子晴 女 y790210w@gmail.com 專科 律動、團康。
第4項 肢體靈活、健康老化。
增進人際關係互動、預防失智

王晴 女 wangching703@gmail.com 大學 運動保健-樂齡體育課
王韻涵 女 phantasy37130@gmail.com 碩士 數位資訊、手作 DIY 人際關係─實用APP，旅遊紀錄沒問題
白秀綢 女 ph1086ya@gmail.com 碩士 手作DIY、藝術創作、美學、美勞、美術、繪畫 美感教育－手作DIY防失智

余瑞文 女 jwenyu0311@gmail.com 碩士 高齡失智失能預防保健、疾病護理預防保健
運動保健─日本方塊踏步運動 運動保健- 失能與疾病

預防保健
吳楷軒 男 sparrowhawk0215@pm.me 大學 文化資產、資訊科技生活應用 生活安全—樂齡生活法律

吳麗芳 女 wulifang0415@gmail.com 大學 手作 DIY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災觀念宣導、心
靈成長-活化記憶力-精彩人生-生命繪本懷舊類、人

際關係
呂燕玲 女 j0955903091@gmail.com 大學 運動保健 運動保健—銀髮族運動樂

宋旻臻 女 ivy22108@hotmail.com 專科
素描、水彩、油畫、木器彩繪

超輕土捏塑、陶藝
預防失智~手指律動創作

藝術美學創作~素描、水彩、油畫
李忠秋 男 jclee88168@gmail.com 高工 環保摺𥿄DIY、經絡導引 人際關係--科技運用於社群活動(智慧手機教學)

李芮楹 女 l933575188@gmail.com 大學
健康促進(運動)、創意氣球造型與佈置、手作 DIY、生命

回顧帶領、故事與遊戲、台語教學
運動保健-運動與遊戲

李淑英 女 g42425@yahoo.com.tw 專科 西點烘焙、咖啡、食品衛生 運動保健─食品衛生、健康新知

汪紅華 女 okbuyok@gmail.com 大學
電腦多媒體.手機影像編輯與剪輯.體適能運動.花草園藝.多

元文創手作工藝

運動保健_建立樂齡的健康人生
心靈成長_繪一本書

心靈成長_生命影像欣賞
人際關係_環保手作樂生活

沈玉文 女 yuwen2393@gmail.com 碩士 運動保健，健康飲食DIY
運動保建-認識老年常見疾病，營養常識，健康知識

，建康老化，健康促進..

阮于玲 女 sofia9058jv@gmail.com 碩士 運動保健,認知功能訓練
音樂輔療律動- 高齡者輔療活動

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律動輔療活動設計

岳一萍 女 alaina3388@gmail.com 專科 運動保健.交通安全. 運動保健--樂齡體適能.營養常識,健康知識,保健資源

招敏慧 女 poppianosecrets@gmail.com 專科
運動保健／游泳教學／水中有氧運動／桌遊／健走／法式
滾球教學／精油芳療教學／推拿按摩教學／古典，爵士鋼

琴教學。

運動保健—（衛福部)[勇骨健身操］／樂齡水中有氧
運動／樂齡法式滾球

林秀玲 女 ZOE020420@GMAIL.COM
碩士(尚在

學中)
手作DIY.桌遊帶領.說故事志工培訓

心靈成長-繪本故事
心靈成長-生命故事也可以這樣玩(回顧、懷舊)

心靈成長-桌遊趣
人際關係-一起來說故事

林佳瑩 女 kaei0902@gmail.com 碩士 手作 DIY, 語言教學 人際關係-旅遊學習



林佳燕 女 aa0919005085@gamil.com.tw 大學

銀髮體適能 手作DIY 運動保健 音樂樂器律動 延緩老頭腦

運動 懷舊桌遊 性別男女不同  路老師  日托站照服員 課後

照顧服務員 樂智學堂講師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健康促進

林建宏 男 jason26000000@hotmail.com 大學 運動保健、生活安全 銀髮體適能法式滾球樂
林美淑 女 hedy8682@gmail.com 博士 心靈成長、運動保健 心靈成長

林振德 男 tim310314@yahoo.com.tw 專科 手作DIY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預防詐騙、用槳安全。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貢獻服務---志工服務。

林婕汝 女 alintwtc@icloud.com 大學
國台英日語歌唱、鋼琴或電子琴演奏及

英語口譯
手作diy

健康促進—經絡刮痧導引
心靈成長—歌唱樂學英日語
運動保健—動動生活樂養生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路宣導

林淼章 男 v994003@gmail.com 高職 運動保健 游泳 運動保健─高齡體適能
林琦偉 女 reeds@hk.edu.tw 碩士 手作 DIY、電腦、音樂、運動保健等 認識老年常見疾病--老人情緒照護

林瑞枝 女 kellylin57@gmail.com 專科 3C科技、運動保健、益智桌遊
人際關係-生活與科技
運動保健-樂齡健身操
心靈成長-活化記憶力

林儀親 女 lin630809@yahoo.com.tw 專科 手作diy 社會參與-動手做課程
邱貞真 女 janet1127g@gmail.com 大學 手作環保DIY、運動保健、團康帶領、舞蹈 多彩人生(單元多元花)

洪志伶 女 aling6610@kimo.com 大學 太鼓教學、肌力、反應訓練、音樂輔療、樂器合奏 運動保健-----股鼓生風-健康強身

洪素寬 女 hsk2324@gmail.com 碩士
生命教育、生死教育靈性照護、健康人生、老人護理、老

人健康促進
心靈成長-探討生命意義.靈性照護

胡鈞涵 女 wwbu0411@gmail.com 大學 心靈成長、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健康促進

運動保健-銀髮族體適能、肌少症
心靈成長-家庭與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相關介紹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營養常識、藥物安全、健康知
識、認識老年常見疾病(血壓、血糖、失智等)、空污

對健康的影響
唐秀英 女 emma3854h@gmail.com 大學 繪本故事、創意 DIY、魔法氣球 心靈成長--樂齡爺爺奶奶說故事(志工服務)

徐映苹 女 p2312p@gmail.com 大學 交通安全、用藥安全、 營養保健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 用藥安全,食品衛生

社會參與--環境保護

徐美惠 女 m2206048@gmail.com
大學3年級
，就學中

運動保健 銀髮族體適能腰腿強壯

秦茂台 女 cmtck167@yahoo.com.tw 大學
手作DIY(民俗摺 /剪 /中國結等)、運動保健(高齡體適能 /

彈力操/帶動跳/排舞等)
健康促進-高齡樂活體適能運動系列

高惠珍 女 hjean.kao@msa.hinet.net 大學 心靈成長 心靈繪畫  心靈對話 心靈成長---樂遊於繪 自在於畫

張秀珠 女 rowling8868@gmail.com 專科 香氛手作DIY,芳療保健. 運動保健-香氛鬆筋保健DIY



張素貞 女 2006dolly@gmail.com 碩士
禪繞畫多元媒材課程。和諧粉彩多元媒材課程。長者心理
健康促進課程。生命回顧生命繪本製作。說故事活動。立
體卡片。歌唱課程。直笛、陶笛、鐘琴、鋼琴課程。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
運動保健-銀髮音樂體適能。

心靈成長-學習閱讀〈課程:我讀我自己〉。探討生命
意義〈課程:粉繪畫-我和自己話畫〉。學習正向思考
〈課程:我給自己加加油〉〈課程:音樂禪繞畫-紓壓

與感恩〉。
人際關係-家人相處〈課程:親子一起DoReMi〉。
貢獻服務-動手做課程，以產品回饋社會。志工服

務。
張淑甚 女 a0920297322@yahoo.com.tw 大學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長者肌力訓練.銀髮瑜珈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張淑娥 女 a09190833@gmail.com 碩士 健康促進帶動、園藝DIY創作 運動保健—延緩核心肌群帶動
莊素春 女 ediekimo@gmail.com 大學 英語&閩南語教學 、交通安全 、運動保健 人際關係 ─ 行萬里路之◎旅行英語篇

陳明和 男 pmp16876@gmail.com 大學
 電腦、手機、活化記憶  手作 DIY、生活安全, 運動保健、

養生保健

人際關係─ 行動資訊生活 APP應用，
運動保健─銀髮族健康操

運動保健─清道夫經絡導引法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反毒宣導、反詐騙宣導

貢獻服務─環保手工藝 DIY

陳玥彤 女 elaine.chen1977@gmail.com 大學 樂活唱跳，手繪課程、體適能，藝術美學。 運動保健~銀髮族運動樂；心靈成長

陳若嵐 女 lillian120388@gmail.com 大學
運動保健、社會參與、社會設計與社區營造、社區資源連

結、心靈成長、長期照護、志工經營、社團經營等
運動保健-相約做伙來做不倒翁

陳素美 女 Csm480630@gmail.com 高中

生命繪本
交通安全
預防詐騙
用藥安全

心靈成長——從繪本看生命故事並活化腦力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預防詐騙，用藥安全

貢獻服務——志工服務

陳錦貴 女 ch624380@gmail.com 專科 運動保健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彭怡馨 女 yihsinpeng@gmail.com 碩士
失智症營養(地中海飲食)失智症照護.失智症活動規劃.

老人生理與保健與營養.護理相關
長照童銀共融課程規劃

運動保健-營養常識、食在健康

曾羿華 女 creama235@gmail.com 博士 手作 DIY／咖啡飲調／烹飪 運動保健－
游雅淇 女 you 19610925@gmail.com 高職畢業 舞蹈、戲劇、音樂 運動保健和特色戲劇

程淑濤 女 ivy5477@ms38.hinet.net 碩士 體驗活動帶領
人際關係--家人相處

人際關係--結交朋友擴展人際關係
心靈成長-- 學習正向思考

黃孟玲 女 meiminoni@yahoo.com.tw 碩士
生活速寫,手作DIY,油畫,手工書製作,故事繪本製作,藍曬圖

製作
心靈成長~生命故事繪本

黃禹銘 男 umei99@gmail.com 大學 消防安全 居家安全-居家防災

黃翠琴 女 trevor82419@gmail.com 碩士 運動保健、繪本故事
運動保健-認識老年常見疾病

心靈成長-活化記憶力



黃麗敏 女 183072mini@gmail.com 高中 運動保健 體智能 銀髮舞蹈健康操
運動保健--舞動樂齡
運動保健--銀髮體智能

楊奕慧 女 a0912646002@gmail.com 大學
運動保健~健康 GO!GO!GO!

心靈成長~手指操、活動腦力
人際關係~體適能團康

運動保健~運動體適能、音樂體適能

楊常婉 女 nt03074@gmail.com 碩士 運動保健/團康活動/音樂律動

運動保健─銀髮族體適能、肌力訓練、健康知識與
保健

心靈成長─正向思考
人際關係─結交朋友擴展人際關係

楊麗芬 女 a0937202165@gmail.com 碩士 運動保健、登山健行等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詹子誼 女 a0987358792@gmail.com 大學 英語教學,活化記憶力,摺紙教學 心靈成長-樂活英語 閱讀越有趣

廖元亨 男 g0390512@gmail.com 碩士

智慧綠建築、室內空氣品質、購屋租賃實務住宅DNA、工
程電項估價、安裝與維護、工程水項估價、安裝與維護、
工程瓦斯項估價、安裝與維護、無障礙空間規劃與檢討、
太陽光電政策說明、魚菜共生循環經濟、污水下水道政策

規劃說明與檢討

水電維修技巧實作

劉孟芬 女 csha267@csh.org.tw 大學 運動保健、心靈成長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及用藥安全

運動保健---銀髮族規律運動、營養常識及認識老師

常見疾病

心靈成長---樂在學習玩樂器
劉怡君 女 zoe2692@yahoo.com.tw 大學 活化記憶力 社會參與-預防失智

劉慶火 男 fire.king@msa.hinet.net 大學 手沖咖啡、泡茶、伸展運動 飲茶配話講古來奉茶（學員實作咖啡沖泡及泡茶）

劉蘭嬌 女 a25892236@hotmail.com.tw 專科
養生食療、花藝創作、繪本/經典閱讀、經絡調理保健 核心課程-校園故事奶奶

自主規劃課程-生活花藝

蔡玉媛 女 alice.6174@gmail.com 高商 運動保健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肌力訓練、心肺功能加強）

蔡吉彰 男 ah9257ah9257@gmail.com 碩士 電腦3C應用、手機操作及實用APP教學、防災安全
心靈成長─人手一機、智慧生活 

生活安全─防災安全一把罩

蔡昭玉 女
mary2000mary2000@gmail.co

m
碩士 活化記憶力、心靈成長、學習閱讀

心靈成長─活化記憶力 

 心靈成長─學習閱讀 

人際關係─家人相處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
蔡惠如 女 difreego@gmail.com 大學 電腦繪圖、網路行銷、素食廚藝 人際關係-手機社群APP應用
蕭同宏 男 s5168669@ms29.hinet.net 專科 園藝植栽、創意勞作 心靈成長-探討生命意義

戴欣怡 女 hsini0409@gmail.com 大學
手作DIY、美術（素描、油畫、色鉛、水彩、油性蠟

筆）、理財規劃、談判
心靈成長 --- 學習規劃與閱讀：編織老後人生



謝(安
力)(革
志)

男 mn686867@gmail.com 碩士
心靈成長、專注力訓練、情緒管理、壓力紓解、人際溝

通、易經五術

運動保健--身心養生保健 心靈成長--正念減壓、情緒
管理、專注力訓練 人際關係--人際互動及溝通技巧 

社會參與--性別平等、志工訓練、親屬照顧

謝淑慧 女 3998vs@gmail.com 大學
心靈拼貼、藝術陪伴(和諧粉彩、生命之花、輕彩繪)、黏

土首作DIY、運動保健等
心靈成長課程-活化記憶-腦適能

簡湘瓈 女 jung3888l@yahoo.com.tw 國中 手作DIY 結交朋友 擴展人際關係

羅福貞 男 ptt903000@yahoo.com.tw 碩士
安全防護、團體輔導、心理諮商助人工作、法律知識、婚
姻教育、導覽解說、廣播節目主持、登山健行、傳統詩寫

作、讀書會領導人、科技器材運用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交通安全、預防詐騙、法律
知識 

心靈成長－學習正向思考、學習閱讀、探討生命意
義、心理輔導 

人際關係－老年家庭及社會人際關係、家人相處、
旅遊學習、婚姻教育、科技運用於社群活動 

社會參與－樂齡學習的重要性、性別平等、消費者
保護、退休老化準備教育、預防老人受虐

譚蓉瑩 女 jytanathk@gmail.com 博士 失智症照護、老人照護、社區活動設計與帶領 心靈成長 - 活化記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