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電子郵件 現職 教學領域及專長

1 殷阿英 ying691123@gmail.com 自由業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2 陳妙蕙 miaolady@gmail.com 金城鎮樂齡學習中心講師

心靈成長-學習正向思考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心靈成長-靈性教育

3 翁明堆 weng440920@gmail.com 金門縣銀髮族協會理事長 運動保健-健康知識

4 陳黃麗芬 無 自由業 興趣課程-環保教育

5 陳諭芊 Ps72130@gmail.com 金城鎮公所樂齡承辦人員
興趣課程-禪繞畫

興趣課程-和諧粉彩

6 楊麗美 apple721001@gmail.com 國民年金金城鎮公所服務員

心靈成長-生命教育

生活安全-預防詐騙

心靈成長-預防失智

7 曾秀玲 specialme1009@yahoo.com.tw 金城鎮講師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8 周鳳珠 t118@cnc.km.edu.tw 國中教師退休

興趣課程-英語教學

心靈成長-學習閱讀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文化傳承金門諺語教學

心靈成長-生命教育

9 張峰德 fengderchang@gmail.com 金鼎國小校長退休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運動保健-營養常識

運動保健-健康促進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

10 杜淑貞 mama0116@gmail.com 新北市新店托育中心廚工 興趣課程-中餐烹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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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春梅 無 金湖鎮瓊林社區管理員
興趣課程-手工藝

體適能運動

12 李慰蕊 lee0911700578@gmail.com 無 興趣課程-環境教育

13 陳美玲 cheng351024@gmail.com 金門縣立醫院行政人員
興趣課程-手工藝

運動保健-保健資源

14 張麗 changlee0928@gmail.com 金門縣金沙鎮睿友學校工作人員 興趣課程-環境教育

15 蔡世舜 L253f01@mail.kinmen.gov.tw 金寧鄉公所主任秘書
人際關係-社會人際關係

社會參與-學習主題

16 李綵薰 may7559@gmail.com 金寧鄉圖書館館員

興趣課程-手作課程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運動保健-健康促進

興趣課程-環保酵素

人際關係-社團活動

17 李素寶 Vickybaby0988@gmail.com 金寧鄉圖書館館員

興趣課程-沙包

興趣課程-環保酵素

興趣課程-幸福剪紙藝術

興趣課程-環保扇子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

18 王淑美 Sammi.wang216@gmail.com 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社會工作人員

興趣課程-志願服務

興趣課程-手作

社會參與-學習主題

19 洪能票 douedsedfk@yahoo.com.tw 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樂齡承辦人 社會參與-學習主題

20 楊龍傳 無 金寧鄉榜林村村長/志工
興趣課程-園藝

生活安全-食品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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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許玉羨 cc1163888@gmail.com 金寧鄉圖書館館員

興趣課程-美食烹飪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石蚵創作品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22 林麗差 Scoott37543111@yahoo.com.tw 金城數位機會中心駐點人員

人際關係-科技運用

興趣課程-彩繪花盆

興趣課程-手工藝

23 呂藝豐 City8103@yahoo.com.tw 烈嶼鄉公所約用人員

生活安全-預防詐騙

心靈成長-預防失智

生活安全-交通安全

24 董碧雯 b611002goong@yahoo.com 三商美邦人壽業務主任

興趣課程-手工皂

興趣課程-自製護唇膏

興趣課程-自製口紅

興趣課程-手工藝

25 許彩玉 S364790@yahoo.com.tw 烈嶼鄉卓環國小教保員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興趣課程-創意手工

26 洪陽 churn5668@gmail.com 國防部軍人退伍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27 林宜蘭 Lin363096@yahoo.com.tw 金門縣議會議員助理

興趣課程-活動企劃與執行

興趣課程-節目主持

興趣課程-唱歌

興趣課程-手作工藝

28 王大吉 無 公務人員

生活安全-財務管理

人際關係-社團活動

人際關係-旅遊學習

興趣課程-美食

29 吳淑真 無 餐飲業 生活安全-食品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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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瑞豪 bb760118@gmail.com 金城鎮公所約用人員
運動保健-健康知識

興趣課程-土木工程

2 洪薌瑾 zakingly@hotmail.com 金城鎮公所公職獸醫師 心靈成長-學習正向思考

3 李素治 a0932898061@gmail.com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總幹事

生活安全-財務管理

心靈成長-學習正向思考

興趣課程-手工藝

4 董莉嬋 smallkogepan@livemail.tw 自由業

興趣課程-衍紙藝術

興趣課程-浮水畫

興趣課程-馬賽克拼貼藝術

5 陳永棋 x1000@yahoo.com.tw 退休教官
人際關係-旅遊學習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6 陳雅雯 patty28695@gmail.com 金城鎮衛生所行政助理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7 洪亞賞 horng0718@gmail.com 退休老師

運動保健-健康知識

興趣課程-自然科學

運動保健-營養常識

8 楊舒晴 Ching75111@gmail.com 自由業

興趣課程-手工藝

心靈成長-學習閱讀

心靈成長-活化記憶力

9 李姿縈 aaa36252014@gmail.com 自由業
興趣課程-手工藝

興趣課程-美食DIY

10 蔡明團 age6105@yahoo.com
下庄社區總幹事

退休公務員
心靈成長-學習正向思考

11 莊宙杜 ads555a@yahoo.com.tw 室內裝修人員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興趣課程-小木工、紅豆粽

心靈成長-學習閱讀

心靈成長-預防失智

108年金門縣樂齡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合格人員名冊



編號 姓名 電子郵件 現職 教學領域及專長

108年金門縣樂齡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合格人員名冊

12 張彩蓮 lian19551212@yahoo.com.tw 金湖鎮武德新莊志工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

13 陳翔景 bigjiing@mail.kinmen.gov.tw 金湖鎮代表會秘書
成長課程-志工團隊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文化傳承

14 蔡穎臻 ingjn0403@gmail.com 金門縣立醫院行政人員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運動保健-保健資源

15 黃雪蔭 7038594@gmail.com 教師退休
心靈成長-學習正向思考

運動保健-健康知識

16 林紅緞 wjy0503@yahoo.com.tw 退休老師 興趣課程-烘焙、手作課程

17 張芷瑄 Game004892@gmail.com 金沙鎮樂齡約用人員 人際關係-科技運用

18 黃秀盆 wzg495@yahoo.com.tw 金沙鎮樂齡臨時人員 生活安全-預防詐騙

19 王添泉 tcwang53899@gmail.com 退休校長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20 蔡馥帆 Setty1127@yahoo.com.tw 金寧鄉樂齡工作人員 興趣課程-果皮清潔劑

21 許平昌 kumachya@gmail.com 金門酒廠員工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

22 洪正崗 Ken720610@yahoo.com 金城國中約用人員 心靈成長-預防失智

23 洪葶諠 as2000us2000@yahoo.com 烈嶼鄉公所臨時人員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文化傳承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24 陳長源 Markkm2000@yahoo.cpm.tw 金門縣立福田家園主任

運動保健-樂齡體適能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心靈成長-預防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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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陳麗紅 Candykm@ms52.hinet.net 自由業
運動保健-樂齡體適能

興趣課程-手作課程

26 陳麗寬 k2h288@gmail.com 金寧鄉和平社區總幹事

運動保健-樂齡體適能

運動保健-健康促進

運動保健-健康知識

27 楊秀青 ko2482001@yahoo.com.tw 烈嶼鄉上岐國小幼兒園教保員

興趣課程-繪畫

興趣課程-手工藝

心靈成長-預防失智

28 王媛 wyy363636@gmail.com 金門縣立醫院照服員 興趣課成-手工藝

29 林墩堅 lin7473@gmail.com 金門酒廠員工、金門縣文化局志工
人際關係-科技運用

人際關係-社團活動

30 薛碧嵐 stacylengmail.com 服務業
人際關係-科技運用

興趣課程-手工藝

31 蔡佩珍 gihn311015@hotmail.com 金門縣農會會計

興趣課程-資源再利用

興趣課程-編織

興趣課程-縫紉

32 陳碧玉 byamy@kimo.com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秘書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33 林雯鈴 de721120@gmail.com 自由業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興趣課程-手工藝

34 李金治 chinh1075@gmail.com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社工督導

興趣課程-手工藝

人際關係-家人相處

人際關係-社會人際關係

35 林淑芬 nono363426@yahoo.com.tw 社團法人金門縣婦女權益促進會社會工作人員
興趣課程-生態保育

興趣課程-手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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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許瑞治 reian0713@gmail.com 后湖海濱公園旅遊服務中心維護員 興趣課程-手工藝

37 高郁婷 t0582465@gmail.com 金門縣長期照顧服務關懷協會社會工作人員
心靈成長-活化記憶力

興趣課程-手工藝

38 陳玉珮 cyp62375@yahoo.com.tw 金門縣就業服務站輔導員
心靈成長-活化記憶力

興趣課程-人力資源

39 李玟葉 leaf5812@gmail.com 烈嶼國中護士
運動保健-健康知識

運動保健-營養常識

40 薛博如 afg322622a@gmail.com 自由業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41 戴德愿 kasnm29@gmail.com 退休公務員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42 陳雪蔭 ssur239tw@yahoo.com.tw 居家長照服務員
興趣課程-烘焙

興趣課程-手做

43 黃銹翎 0918570159h@gmail.com 金門縣文化局圖書館館員
興趣課程-編織

心靈成長-學習閱讀

44 黃華景 a0952957802@gmail.com 金門縣烈嶼鄉代表會臨時人員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文化傳承

45 梁慧娟 chuanb671223@gamil.com 醫院行政退休人員
心靈成長-預防失智

核心課程-生命教育

46 李良云 yun720914@gmail.com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工作人員 運動保健-健康知識

47 陳彩雅 ades22239@gmail.com 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臨時人員

興趣課程-烘焙

興趣課程-大集繪

興趣課程-圓圈繪畫

48 許金土 kingain99@gmail.com 退休教師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

人際關係-科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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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汪寶玉 insn12@gmail.com 退休教師 心靈成長-靈性教育

50 黃明芳 My506356@yahoo.com.tw 自由業
興趣課程-手做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51 蔡麗娟 Li322029@gmail.com 退休輔導老師

心靈成長-心理輔導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運動保健-心理健康

52 孫毓玫 c311066@gmail.com 衛服部銀髮族體適能指導員

興趣課程-植物精油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興趣課程-烘焙

53 蔡輝華 km325363@gmail.com 金城鎮賢庵國小廚工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54 許燕學 mark.pearl@ymail.com 退休公務員

心靈成長-學習閱讀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文化傳承-語言

（方言/俚語 /童諺 /詩歌唸唱）

55 陳孟麒 chenmengchi@gnail.com 自由業

運動保健-健康知識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

運動保健-規律運動

56 洪敏娜 hung.minna@gmail.com 自由業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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