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基隆市生活美學協會
(安樂區樂齡中心)

基隆市仁愛區樂齡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樂齡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樂齡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樂齡中心

新北市泰山區農會

新北市土城樂齡中心

花蓮縣壽豐鄉樂齡中心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陳寶堂

02-24324372

btchen@tp.edu.tw

陳陸舜

02-24324372

lusoon37@gmail.com

陳瑞庚

02-24312111#32

c24231507@gmail.com

施美麗

02-24312111#32

feng1525@yahoo.com.tw

蕭清蘭

02-24312111#32

c24231507@gmail.com

尤雅蘋

0918-967-591

yaping.yu@msa.hinet.net

曹蘇月娥

0936-945-287

ts.happy7@gmail.com

林衍吟

02-22110560#105

lin380715@hotmail.com

李雅琴

02-29971005#112

abcd1193@hotmail.com

湯秋賢

02-29971005#112

tomgranpa@yahoo.com.tw

廖女琇

02-29971005#112

liaogranny@yahoo.com.tw

凃月燕

0933-133-810

yen0204@yahoo.com.tw

唐莉玲

0980-609-968

egbamy@gmail.com

張綉鈐

02-22977299#312

lisa530404@yahoo.com.tw

陳美枝

0987-700-819

honey092111@yahoo.com.tw

姜華

03-8650338

e7968@yahoo.com.tw

邱徐美琴

03-8650338

e7968@yahoo.com.tw

游雅帆

03-8650338

e7968@yahoo.com.tw

黃建豪

03-8650338

e7968@yahoo.com.tw

王秋郎

03-5529005

zamjun0904@yahoo.com.tw

張進茂

0933-152-066

cjm340322@yahoo.com.tw

呂瑞燈

03-5529005

affairs@zhubei.org

詹呈稘

03-5529005

eleven-chan@yahoo.com.tw

朱雅雯

03-5529005

affairs@zhubei.org

楊滿玉

03-5383655

amyyaog470707@yahoo.com.tw

陳鳳蘭

03-5383655

lan5395@yahoo.com.tw

吳春生

03-5383655

w601115s@yahoo.com.tw

徐月娥

037-460142

aa11cc33@ms18.hinet.net

陳賽珍

037-460142

saichen@seed.net.tw

基隆市安樂路一段47號4樓

基隆市仁愛區獅球路8號

新店市安忠路36號

新莊市公園一路91號

新莊市公園一路91號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05
號

新北市土城市興城路17號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37
號

新竹市東大路二段386號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八路99號

社團法人新竹縣終身學習推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六街11號14
廣促進會
樓之3

新竹市香山區樂齡中心

新竹市元培街262號

聖家啟智中心
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55號
苗栗縣清暉老人養護中心

100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中港文化協會

苗栗縣竹南鎮營盤里16鄰營盤
邊40-1號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田坤燐

037-462230

vicsfather@ms94.url.com.tw

黃寶蓮

037-462230

vicsfather@ms95.url.com.tw

竹山鎮樂齡中心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一段422
號

陳月宮

049-2625055
049-2623510

ann26x1497@yahoo.com.tw

南投市樂齡中心

南投市民權街72 巷18號2樓

陳清秀

049-2222110#367

f10921uc@pchome.com.tw

台中市北屯區樂齡中心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周淑姿

04-22391647#6251

joulin0942@gmail.com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
號

張照權

05- 5522000

c597b3422ao919@yahoo.com.tw

嘉義市東區樂齡中心

嘉義市公義路1號

呂怡慧

05-2360698

luivy0506@yahoo.com.tw

嘉義縣水上樂齡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正義路
141號

黃意萍

05-2686607

julia2236@yahoo.com.tw

台南市麻豆區樂齡中心

臺南縣麻豆鎮巷口里興南路16
號

劉仙慧

06-5718655

ilove0707@yahoo.com.tw

林聖傑

06-5718655

kimogsax@hotmail.com

董雄聲

07-5352522

ss7906.tung@msa.hinet.net

楊秀女

07-5352522

showneuyang@yahoo.com.tw

高雄市前鎮區「高齡學習資
源中心」(仁愛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93號

高雄區監理所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361號

李良民

07-7711101

khc224@komv.gov.tw

屏東縣麟洛鄉樂齡中心

屏東市華正路95號

陳美智

08-7364333

a0960127730@gmail.com

101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大甲文昌國小

烏日樂齡學習中心

台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台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里樂齡學習中心

服務單位地址

台中市大甲區育德路113號

台中縣烏日鄉榮泉村榮泉路39
巷78號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劉國宏

04-26872076

k00585@yahoo.com.tw

余麗秋

04-26872076

無

呂麗華

04-26872076

Qwer1861@yahoo.com.tw

林素春

04-23370486

lin763swn@gmail.com

張登照

04-23370486

無

林書安

04-23370486

lin763swn@gmail.com

楊天佑

04-23389841

hank621@yahoo.com.tw

王家仁

04-22974225#112

無

陳玉蟾

04-22974225#112

amichen@livemail.tw

翁文振

04-22974225#112

won674@gmail.com

蔡昭玉

04-22974225#112

mary2000mary2000@yahoo.com.tw

黃麗卿

04-22974225#112

無

張説玲

04-22974225#112

無

王四配

04-22974225#112

無

沈秋雲

04-22974225#112

akikumo399@yahoo.com.tw

朱守忠

04-22974225#112

CHUng3310@kimo.com

林庚申

04-22391647

yun.shen@msa.hinet.net

劉滿足

04-22391647

melody.q4@gmail.com

余金英

04-22391647

yyu5142tw@yahoo.com.tw

李寶緞

04-24823208

0911177555@yahoo.com.tw

胡海鴻

04-24823208

bobyboby933@gmail.com

鍾月杏

04-24823208

jadyer16@yahoo.com.tw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17號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17號

台中市北屯區廍子路666號

台中縣大里是國光里德芳路一
段410號

林淑姿
國姓鄉南港社區

南投縣南港路112號

linloly3701@gmail.com
不公開

林淑珠

埔鹽樂齡學習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埔南村彰水路一
段340巷32號

money081088@yahoo.com.tw

黃淑妙

04-8660026

i8654589@yahoo.com.tw

吳秀玲

04-8660026

Qyucnz@yahoo.com.tw

陳重勳

04-8660026

i8654589@yahoo.com,tw

張美霞

04-8660026

cmh570112@yahoo.com.tw

陳月里

04-8660026#147

Punan16@gmail.com

101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溪州鄉公所

服務單位地址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溪下路4段
560號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黃淑富

04-8896100

qu0296@yahoo.com.tw

葉鎮國

04-8896011#183

kuo285492@gmail.com

邱欣怡

04-8896100

u1507005@nccu.edu.tw

王秋郎

03-5354760

無

張進茂

0933-152-066

cjm340322@yahoo.com.tw

呂瑞燈

03-5529005

affairs@zhubei.org

詹呈稘

03-5354760

陳碧珠

03-5354760

朱雅雯

03-5354760

洪鼎惠

03-5354760

hcd491022@yahoo.com.tw

朱木貴

03-5354760

chumu0210@gmail.com

張正浩

05-2360698

vip0932684469@yahoo.com.tw

張銘哲

05-2360698

cmj1012chaiyi@yahoo.com.tw

劉瓊文

05-2949025#925

princess5201125@gmail.com

董楊翠屏

06-5816951

無

洪禮雅

06-5815228

liyaya28@gmail.com

楊惠秋

06-5816702

lynne337@gmail.com

彭竹霞

06-5893842

無

楊富根

06-5011012

無

陳雪芳

06-5718655

minnie100425@yahoo.com.tw

李惠美

06-5718655

無

王儷潓

06-5718655

whaer108@yahoo.com.tw

石昆龍

06-5718655

無

黃美艷

06-5718655

無

黃麗菊

06-5718655

無

陳昭吟

06-5703110

無

郭鎧肇

06-5717504

george_4513@yahoo.com.tw

鍾秀琴

06-5718655

a0955722839@gmail.com

周宥騫

06-5718655

super.dj1314@msa.hinet.net

新竹市東大路二段386號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八路99號

社團法人新竹縣終身學習 302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六街11
推廣促進會
號14樓之3

嘉義市東區樂齡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清江學習中
心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台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eleven-chan@yahoo.com.tw

嘉義市民生南路363號

嘉義市世賢路四段120號

臺南市善化區溪美里71號

臺南市新市區富強路16巷1號

臺南市麻豆區安東里113號

101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高雄市樂齡學習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路231

王碧霞

0929-662-966

wang296688@yahoo.com.tw

澎湖望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澎湖縣望安鄉西安村36-1號

高淑斐

06-9991007#101

x9265056x9265056@yahoo.com.tw

高雄長青學苑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51號4F

劉文端

07-7715370

liu001116@gmail.com

大甲建興社區關懷據點

台中市大甲區建興里如意路21
巷1號

王俊傑

04-26810546

z590514@yahoo.com.tw

鹽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臺南市鹽水區治水路254之1號

黃清誥

06-6522286

ck0921201970@gmail.com

彰化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彰化市福山街348號

林滿

不公開

a420112@yahoo.com.tw

嘉義監理所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29號

何增宋

0933-679-302

hocyi002@yahoo.com.tw

嘉義市西區博愛社大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241號

翁金滿

05-2601755

無

102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基隆市中正區砂灣社區
發展協會

服務單位地址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66
號2樓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王世潮

0938-050806

wangcharles1523@gmail.com

簡曉東

tony1953a@yahoo.com.tw
02-24636523

汪文俊

uwjv999@gmail.com

基隆監理站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296
號

沈連勝

02-24515311

無

頭份日間照護站

苗栗縣頭份鎮頭份里顯
會路72號3樓

宋梅英

0933-460023

無

不公開

不公開

林育沄

0919-664407

無

頭份鎮農會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890
之2號

林金碧

037-662444

christal10212@yahoo.com.tw

不公開

不公開

林鳳琪

0919-044826

mk_nancy0326@hotmail.com

不公開

不公開

沈婷婷

0973-500226

ting2646@pchome.com.tw

不公開

不公開

陳麗雲

0972-086736

abc0972086736@gmail.com

不公開

不公開

黃麗靜

0929-981266

jing_09281970@yahoo.com.tw

台灣銀寶貴人文教協會

中華路3段9號14樓之3

林木火

03-5720468

minyoung888@yahoo.com.tw

劉瑞雯

03-5927700#2357

wendy@tust.edu.tw

劉邦宮

0937-531367

bidayugam@kimo.com

馮世男

03-4253990＃211

feng531147@thb.gov.tw

04-25330995

tshtaigi@gmail.com

新竹縣芎林鄉樂齡學習
新竹市芎林鄉大華路1號
中心
中壢監理站

桃園縣中壢市延平路394
號

臺中市潭子區樂齡學習
中心

臺中市潭子區頭張路一
段精忠新城101號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
心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
17號

廖棋立
楊淑惠
李健玲

tina3139001@yahoo.com.tw

鍾麗齡

jolin1010101@yahoo.com.tw

鄭淑華

sara0402@ms14.hinet.net

簡潢鐶

jane1321185@yahoo.com.tw

翁文振

won674@gmail.com

賴威樵

04-22964035

lllooxxlll@gmail.com

吳佩蓉

Jwpr.2508@gmail.com

許綉玉

hxiuyu@gmail.com

蔡繼斌

chipin3819@yahoo.com.tw

施廷蓁

fredashih7221@gmail.com

102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何友人
台中市南屯區樂齡學習
臺中市南區干城街150號
中心

臺中市新社區樂齡學習
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
中心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里中
和街二段388號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廍
子巷100號

詹怡嘉

個人E-mail
hoyoujen@gmail.com

04-24711968

heysandra22@gmail.com

謝秋香

safina011@gmail.com

李淑芬

tain415@yahoo.com.tw

陳玉萍

jes6257@yahoo.com.tw

劉醇村

04-25820756

lct911311@yahoo.com.tw

鄧玉女

無

蕭淑真

ailsa999@gmail.com

胡穎函

appleair07@gmail.com

胡瀞嬑

0988-203-756

ailsa999@gmail.com

胡德安
台中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
段118號

蔡彩玉

0424632000#86031

無

彰化縣彰化市第一樂齡
學習中心

彰化市福山街348號

任麗雅

04-7376545

無

林秀女

04-7377819

nu5112@yahoo.com.tw

彰化縣彰化市第一樂齡
學習中心

彰化市福山街348號

南投縣埔里鎮樂齡學習 南投縣埔里鎮六合路178
中心
號

張鈴珠
江慧卿

jameslee8888@yahoo.com.tw
04-7376545

黃素貞

bs7203332@gmail.com

張春梅

me412315@cathaylife.com.tw

江美利

thisis384@yahoo.com.tw

鍾月華

049-2981378

溫碧玉
南投縣草屯鎮樂齡學習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
中心
號

cesmama@hotmail.com

李惠瑛

無
無

049-2563489#1377

林久華

ing0506@yahoo.com.tw

chlin98@gmail.com

洪雪娥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60
號5樓

張素卿

05-5346885

Jessica45120@gmail.com

林淑玲

sulin4108@yahoo.com.tw

張淑貞

無

102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楊嘉慶

g440.c125@yahoo.com.tw

李瓊鈴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
學習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60
號5樓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里新
庄318號

陳水力

個人E-mail

05-5346885

any8101@yahoo.com.tw

李美娥

無

蘇新科

su.hsinko@gmail.com

黃幼喬

chuang0830@yahoo.cow.tw

黃鶴珠

huanghu123@yahoo.com.tw

張 弘

05-6657686

楊玉華

hung0906@gmail.com
m510320@yahoo.com.tw

斗六市衛生所

斗六市公園路75號

張美華

05-5322226

lz8712@yahoo.com.tw

雲林監理站

斗六市雲林路二段411號

陳姿君

05-5335892

cyi0374@thb.gov.tw

大林鎮上林社區發展協
會

嘉義縣大林鎮上林里頂
員林44號

孫家榕

05-2641663

sjz483@yahoo.com.tw

05-2611546

okdaercw@yahoo.com.tw

陳怡君

05-2765041#2059

cych05074@gmail.com

莊淑芬

05-2586479

無

汪堅雄

05-2586479

無

嘉義縣竹崎鄉樂齡學習
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竹崎村中
正路96號

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阿里山山美村據點

阿里山鄉新美村4鄰61號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 嘉義縣大林鎮新興街116
中心
號

大同技術學院

嘉義縣太保市學府路一
段30號

嘉義市長青園綜合服務
中心

嘉義市東區公義路1號

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
管理系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號

吳金蓮
賴世章

江 道

chiang400430@yahoo.com.tw

林淑蓉

q22088@yahoo.com.tw

劉萬興

05-2656018

liu1080@gmail.com

陳琇惠

無

侯雲雀

無

何思樺

0932-370148

winds87925@yahoo.com.tw

許佳玲

0920-185127

stu87222@yahoo.com.tw

葉俊毅

05-2763636#114

cych11347@gmail.com

魏美玲

05-2763636#208

cych003563@gmail.com

陳霈頡

0955-534-950

easylives@hotmail.com

102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嘉義監理所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
29號

賴馨雲

0937-719-488

hsinyunlai@yahoo.com.tw

林秀姿

05-2840341

s4012530@ms31.hinet.net

賴椿燕

0932-464689

t49466@yahoo.com.tw

石淑媛

05-2360698

sy36168@yahoo.com.tw

蔡玉碧

05-2281035

yuebitsai@yahoo.com.tw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
心

嘉義市民族國小

嘉義市民生南路363號

嘉義市民族路235號

陳菲菲
楊謨泰

05-2222113

feichen293@gmail.com
moretayang@yahoo.com.tw

賴坤衛
嘉義縣梅山鄉老人會

嘉義縣梅山鄉梅南村梅
仔山9號

高金仲
高裕正

05-2622060

p918283120@yahoo.com.tw

周奕華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
心

臺南市麻豆區興南路16
號

黃美艶

無

石昆龍

abantec@seed.net.tw

黃麗菊

無

06-5718655

李惠美

無

譚海辰

無

林冬榮

無

臺南市新市區樂齡學習
中心

臺南市新市區富強路16
巷1號

楊富根

06-5893842

ruyun168@mail.tainan.gov.tw

警廣臺南臺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8521號

周宥騫

06-5715428

super.dj1314@msa.hinet.net

易遊網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167號

王姿玉

06-2883232

dodome9291@yahoo.com.tw

臺南六甲國中

台南市六甲區民權街43
號

陳志強

06-6982400

chichiang2002@yahoo.com.tw

柳營奇美醫院

台南市太康里901號

林慧玲

06-6226999

ling630616@yahoo.com.tw

麻豆監理站

臺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
551號

謝宛庭
鄭慶華

06-5723181

吳淑香
臺南市龍崎區樂齡學習
中心

台南市龍崎區龍船里苦
苓湖10號

不公開

不公開

wanting2728@yahoo.com.tw
無
suewu1120@yahoo.com.tw

06-5947270
黃淑華
周芳旭

r666888@yahoo.com.tw
0973-078-365(不公
開)

sun990120@gmail.com

102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穎明工業

高雄市湖內區海埔里忠
孝街112號(不公開)

梁佳芬

07-6991231

jia89zz@hotmail.com

不公開

不公開

蔡麗娟

不公開

t075873800@yahoo.com.tw

高雄市大寮區昭明社區
發展協會

高雄市大寮區昭明里鳳
林一路34巷9-26號

吳玉珍

07-6430176

Jeam139187@yahoo.com.tw

高斌培
高雄市大寮區樂齡學習
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鳳
林三路492號

吳玉娥

無
07-781-3041#163

林邱潤梅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
大隊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91號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688
高雄市青雲長壽協會
號
高雄市楠梓區大昌社區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23
發展協會
號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高雄長青學苑
51號

無
無

駱昭銘

07-2616515

10194@kmph.gov.tw

李永宗

07-3012464

xmm319@yahoo.com.tw

戴嘉育

07-3626192

taichiayu1123@yahoo.com.tw

潘芙芬

07-7710055#3332

無

不公開

不公開

吳俊賢

不公開

無

高雄醫學大學樂齡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余清涼

07-3430603

無

不公開

不公開

楊美婷

不公開

不公開

張桂英

07-7250513

taisun@yahoo.com.tw

仁翔國際山莊管理委員 高雄市大社區學府路225
會
巷5弄48號4F

徐瑜玉

07-3561278

roseyu178@yahoo.com.tw

高雄縣五甲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

高雄縣鳳山市國富路31
號

周佳蓉

07-7635569

jarron775@yahoo.com.tw

高雄市鳳山老人活動中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22
心
號

陳碧津

07-7460886

lydia806669@yahoo.com.tw

高雄市岡山區樂齡學習
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
36號

ymt5650@pchome.com.tw

董家祥

jasontung1947@hotmail.com

李州正

ccgsdk@gmail.com

謝淑珍

07-6224415

米明秋
小天使氣球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03
巷3弄6號5F

高雄市輪胎修理職業工
會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一街
126號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社區
關懷協會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
57號

不公開

高雄市新興區信守街123
號

無
mibaba1118@hotmail.com

黃萬春

07-3866378

無

陳沐妤

07-3222271

belain30@yahoo.com.tw

封心誠

0933-159-622

fe547@ms52.hinet.net

曾英洲

0918-988397

Janus.tesng@msa.hinet.net

張騰勻

yushin372553@yahoo.com.tw
0915-904052

蔡家華

j325415@yahoo.com.tw

102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高雄市前金區樂齡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
61號

費陪弟

0919-136991

feipeiti@gmail.com

高雄市鹽埕區樂齡中心

高雄市五福四路183號

劉恭皓

07-5506995

liukh0412@gmail.com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25號16樓

薛聖弘

07-2299825#212

shhsueh@hotmail.com

南山人壽台灣分公司高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83
雄港都營業處(不公開)
號10F(不公開)

朱美玲

07-2242636

duduchu1688@gmail.com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
教育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09號

李 瑜

07-7219975

1234liyu@totalbb.net.tw

高雄市大樹區樂齡學習
中心

高雄市大樹區水寮里中
華路國小巷1號

王愛珠

07-6515536

aichu5008@yahoo.com.tw

榮工處-高雄分公司

不公開

何長江

0929-981266

rseaq0018@yahoo.com.tw

王宏聖

07-7710055#3332

wang11@kcg.gov.tw

賴淑瑛

07-7710055

laisy1954@gmail.com

鐘伯聖

07-3505990

plant.garden@msa.hinet.net

蔡月桂

07-7710055

abc18449@yahoo.com.tw

陳立瑛

07-7710055

liying480705@yahoo.com.tw

高雄市長青綜合服務中
心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51號

林金慶
張碧花

屏東縣鹽埔鄉樂齡學習
中心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
新路69號

08-7326872

pc93000@yahoo.com.tw
無

張育銓

07-7710055

無

侯威廷

07-7710055

bally@kcg.gov.tw

王貴淑

08-7932269

t45612339@yahoo.com.tw

08-7939779

raintw12369@gmail.com

林雨君

08-7932269

t45612339@yahoo.com.tw

李秀美
黃桂梅

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

屏東市華正路95號

吳裕勝

0931-959162

ets@nanshanlife.com.tw

屏東縣身心障礙者福利
服務中心

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
號

吳俊傑

08-7378402

jamesgoh3388@gmail.com

李美珍

0953-209008

a9m7y@yahoo.com.tw

趙婉君

0933-425926

a9m7y@yahoo.com.tw

楊麗容

08-7378465#14

yang.lijung@msa.hinet.net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屏東市華正路80號

屏東縣生活美學社教協
會

屏東市豐年街131巷11
號

曾俊彰

08-7376047

n7360963@yahoo.com.tw

屏東縣佳冬鄉樂齡學習
中心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塭
田路190號

徐錦瓊

08-8665373

betty1965002000@yahoo.com.tw

102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宜蘭縣礁溪鄉樂齡學習
宜蘭市三清路82號
中心
宜蘭縣私立蘭陽仁愛之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龍泉路
31號
家

宜蘭縣復興樂齡學習中
心

宜蘭市復興路2段77號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俞苓方

0932-263-343

mimi201359@yahoo.com.tw

呂齡齡

039-283880#226

hihi5400@yahoo.com.tw

林章光

0935-299020

lino0935299020@yahoo.com.tw

林義德

039-354310

need@ilc.edu.tw

蔡基城

039-322942#5024

jasontsai2009@gmail.com

花蓮教育廣播電台

花蓮市東興路457號

蔡佩雯

038-225625

daphne5888@hotmail.com

花蓮警廣電台

花蓮市府前路21-2號

嚴羚

038-226100

yan@pbs.gov.tw

花蓮國風國中

花蓮市林政街7號

王錦懋

0939-028705

wjm16kimo@yahoo.com.tw

劉月桂

中華天音弘道協會

花蓮市中強街78號

花蓮市關愛社區發展協
會

花蓮縣進豐街57巷7弄
38號3F

李佳玫

038-327642

satine.li@gmail.com

花蓮持修積善協會

花蓮縣進豐街40號1F

游翔翎

038-354611

dao5a.balloon@gmail.com

花蓮縣瑞穗鄉樂齡學習
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學
士路31號

鍾瑞騰

038-811985

jrt1962@gmail.com

澎湖縣湖西鄉樂齡學習
中心

湖西鄉沙港村75-1號

陳國禎

0932-758-176

dick420916@yahoo.com.tw

陳寶桂

038-336362

heaven.Liou@gmail.com
vo38330808@gmail.com

103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台北市立圖書館

台北市金山南路三段141巷21號3
樓

吳麗雲

0952-877-242

lilywu777@yahoo.com.tw

基隆市八堵國小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7 號

吳國偉

0958-468-190

wu999hinet@gmail.com

培德駕訓班

基隆市培德路73號

莊翼榮

0937-052-658

abc8168@hotmail.com

新北市泰山區農會

新北市泰山區民族街10巷23號

王月惠

0935-663-928

fe1676@yahoo.com.tw

林享鐘

0933-059613

police777@livemail.tw

王崑明

0920-585-941

430116@yahoo.com.tw

林素琴

0933-030-459

suchin_de@yahoo.com.tw

徐美華

0937-017-232

無

呂聖傑

0921-857-802

yuannay@gmail.com

李照雄

0928-893-607

lichaohs1009@hotmail.com

林玫琇

0919-531-193

lisa01.lin@msa.hinet.net

陳明雄

0936-078-043

acda7367@gmail.com

陳正光

0937-053-225

003146ret@gmail.com

張海峰

02-24211490

pao4125@yahoo.com.tw

宋玉鳳

0937-402-518

abc402518@yahoo.com.tw

張銘仁

0939-750-784

abc750784@yahoo.com.tw

基隆市中正區砂灣社
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文山區樂齡學
習中心

新屋鄉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
中心

基隆市中山區樂齡學
習中心

台北市長春國小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66號2樓

臺北市文山區景後街151號1樓

桃園縣新屋鄉中華路658號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6號B1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49號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5號

橋樂齡學習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57號

葉春騰

0919-916-354

spr_0919@yahoo.com.tw

泰山樂齡學習中心

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街二號

鄭建章

0939-394-988

zheng132011@yahoo.com.tw

徐秀珠

0937-279-646

hsu430226@yahoo.com.tw

周舜欽

0952-737-091

sixsand@gmail.com

簡均羽

0922-076-687

vivian0831@gmail.com

李佩珍

0912-562-539

kib57080@yahoo.com.tw

王素香

0927-095-212

allin481@yahoo.com.tw

謝玉珠

02-2291-4060#43

a22910111a@yahoo.com.tw

黃瑞香

0937-642-864

ashun0611@yahoo.com.tw

呂秀鳳

0933-105-533

y4553251@yahoo.com.tw

宋重志

0927-314-731

bv2mm.tw@gmail.com

桃園縣平鎮市社區大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二段 389 號
學

翁碧菁

0912-030-626

bg0123456@yahoo.com.tw

社團法人台北市歐伊
寇斯OIKOS社區關懷
協會

陳玥樺

0987-081-822

bettacheng@yahoo.com

胡延媛

0934-033-478

tmlp108@gmail.com

賴文雄

0921-941-902

maurice178lai@yahoo.com.tw

臺北市中山社區大學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55號

新北市簪纓婦女志工
協會
新北市五股區農會

新北市深坑區雲鄉路167號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一段13號

桃園縣桃花源發展協
會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306號

勞動部TTQS輔導顧問

桃園縣楊梅市秀才路851號

新北市新店區達觀路40號12樓

台灣多元學習推廣協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66 號
進會
退休人士

台北市龍江路394巷10號4樓

103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臺北市中山社區大學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55號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江琇珍

0911-329-199

C3738C@yahoo.com.tw

03-532-7101

fancy@thb.gov.tw

游加瑋

0913-377-595

u66189@yahoo.com.tw

林素清

0921-820-661

簡月琴

0972-868-655

呂麗娟

0911-951-899

陳梅花

0933-932-388

吳美雲

0911-265-910

陳玉華

0922-355-707

ma390802@yahoo.com.tw

歐陽夢南

0928-895-315

mangnan61@gmail.com

方雪

0928-142-017

a928142017@yahooo.com.tw

黃美秀

0939-715-607

aa0939715607@yahoo.com.tw

陳美滿

0928-889-663

tmm092888@kimo.com

侯美鳳

0933-739-951

hmf570906@gmail.com

蘇木耳

02-2632-3378

s441211@gmail.com

牛美雲

0921-600-134

numeiyuu@yahoo.com.tw

顏佳葉

0935-005-561

無

何玉英

0963-305-987

hyi1721@gmail.com

李炳賢

0937-461-598

無

李靜慧

03-6578-242

sandy_lee168@yahoo.com.tw

李金鐘

03-551-5690

fevath999@yahoo.com.tw

魏汝柔

03-6578-242

jurowei@gmail.com

鄭水金

0937-996-419

Jsj590728@gmail.com

陳志信

0933-262-061

gissingchen1950@gmail.com

陳瑞姬

0988-891-932

juichi321@gmail.com

高燕鈴

03-5945-606

陳素珍

0933-982-373

鄭宜嘉

03-5966-888

盧淑媛

0928-070-746

涂蔡冬菊

03-596-3523

吳金全
新竹區監理所

新竹市東區自由路10號

許錫芳
立青駕訓班

基隆市七堵區樂齡學
習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樂齡學
習中心

新北市土城區樂齡學
習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樂齡學
習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大華路450號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184號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36號

新北市土城區興城路1號

臺北市內湖區五分街6號

宜蘭縣礁溪鄉樂齡學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龍泉路31號
習中心
宜蘭縣宜蘭市思源社
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復國巷6號

宜蘭縣壯圍鄉順和社 宜蘭縣壯圍鄉忠孝村順和路28之
區
2號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
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2
號

社團法人新竹縣終身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六街11號14樓
學習推廣促進會
之3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
習中心

a25456969@yahoo.com.tw

新竹縣竹東鎮莊敬路9巷1弄4號

abbey.eja@gmail.com

103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
習中心

新竹縣湖口鄉樂齡學
習中心

新竹市監理站

服務單位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莊敬路9巷1弄4號

新竹縣湖口鄉民族路227號

新竹市自由路10號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范莊秀鳳

0932-566-397

abbey.eja@gmail.com

戴文金

0935-006-380

李碧雲

0933-266-294

vivian.lby@gmail.com

朱婷欐

0952-907-525

tingligo@gmail.com

張惠枝

0958-662-286

ch20121110@gmail.com

張翠琴

0912-973-431

abbey.eja@gmail.com

林平妹

0921-920-362

J5831265@yahoo.com.tw

李芬蘭

0930-879-158

vivianlee0320@yahoo.com.tw

徐滄維

0912-798-509

h63kevin@yahoo.com.tw

陳德銓

0910-318-222

fmc2488@yahoo.com.tw

洪衡權

0930-090-219

h0930090219@yahoo.com.tw

李惠禎

0937-874-625

王琇瓊

0922-748-175

基隆市仁愛區樂齡中
心

基隆市仁愛區獅球路8號

台中市監理站

台中市北區北屯路77號

柯慧芳

04-22341103#212

fang356@yahoo.com.tw

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
習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廍子巷100
號

王素朱

0918-306-429

suchuwang@yahoo.com.tw

李芮楹

0933-575-188

l933575188@gmail.com

呂明儒

0926-344-595

mingjulu3@gmail.com

彭政傑

0937-403-954

ru3247@hotmail.com

劉瓊兒

0912-978-784

care.old@msa.hinet.net

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
習中心

c24231507@gmail.com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社團法人雲林縣老人
長期照護協會

雲林縣斗六市建興路146-2號

台中市天使守護關懷
協會

台中市新社區中和街四段92號

陳靜慧

0982-674-267

hui691112@yahoo.com.tw

嘉義縣政府建設處道
路管理科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8號

曾英豪

0970-795-301

verygood@mail.cyhg.gov.tw

南投縣竹山鎮樂齡學
習中心

南投縣草屯鎮平等街131號

蕭喜芬

0932-595-315

ibsswd@yahoo.com.tw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社
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新豐里稻香路91-6號

洪慧君

0937-229-945

llliviv@yahoo.com.tw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社
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草屯鎮新生路44號

陳霓瑄

0912-332-564

virginia568@gmail.com

南投縣草屯鎮碧峰社
區發展協會

草屯鎮碧峰里碧山路845號

袁玉珍

0921-295-617

st1234amy@yahoo.com.tw

04-22964035

mary2000mary2000@yahoo.com.tw

嚴淑華
龍蕙華
台中市樂齡學習示範
中心

張幗英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17號

周明雄
蔣月鳳
郭芬香

103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04-22964035

mary2000mary2000@yahoo.com.tw

傅黎葳

04-25771919#662

fuleway@gmail.com

洪卉家

04-25771919#631

t00581@ms.sltung.com.tw

羅玉兒
鍾麗齡
台中市樂齡學習示範
中心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17號

張得
陳玉美
李夢真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
醫院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97號

蘇順興

yacai20@yahoo.com.tw

蔡逸藹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
齡學習中心

傅申瑞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里新庄318號

歐懋燐

05-6657686

張王豆

雲林縣台西鄉第一樂
齡學習中心

臺中市東勢區樂齡學
習中心

雲林縣北港鎮好收里52號

雲林縣台西鄉溪頂村134號

臺中市東勢區延平里206號2樓

m312.boss@msa.hinet.net
huanghu123@yahoo.com.tw

張陳路綢

雲林縣北港鎮好收社
區發展協會

tkfsz@yahoo.com.tw

林世清

0939-969-297

lin90says@email.com

陳淑美

0928-725-678

yyes9420@yahoo.com.tw

鄭美霞

0934-001-225

cjudy520@yahoo.com.tw

林昭明

0916-588-977

a19611020@yahoo.com.tw

曾光明

0930-609-869

a3822@gmail.com

池月如

0928-969-818

y216972@yahoo.com.tw

王綉滿

0910-208-765

tiger_890216@yahoo.com.tw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72號

李明堂

0923-263-596

l06160326kimo@yahoo.com.tw

苗栗縣警察局

苗栗市府前路2號

黃錦湧

0929-762-875

k8510076@gmail.com

苗栗縣樂齡學習示範
中心

苗栗縣頭份鎮珊湖里學府路110
號

蔡美華(苗栗)

0937-120-491

mlyu@ms.apic.edu.tw

蘇政祥

0932-582-281

sean49712@ms.apic.edu.tw

中壢監理站

中壢市延平路394號

李秋慧

0937-111-368

tt530779@thb.gov.tw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
動學系

彰化市進德路1號

黃仁易

04-7232105#1889

huangjy@cc.ncue.edu.tw

厲復龍

0928-364-743

lonlung@yahoo.com.tw

林郁君

0915-776-026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之23號
學
臺中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雲林縣東勢鄉樂齡學
習中心

雲林縣東勢鄉月眉村月興路7-1
號

jun78963@gmail.com
陳麗珍

0936-727-902

廖乾成

0972-367-639

lobo3255@gmail.com

103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陳禎鴻

0935-349-896

陳品均

0937-786-992

黃澄浩

0985-226-047

sorrybook@yahoo.com.tw

昌秀美

0921-309-462

無

林楹茜

0982-248-928

cclin0118@gmail.com

彰化縣埤頭鄉樂齡學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安康街72號
習中心

許峯銘

0922-202-570

gathic@ms59.hinet.net

苗栗縣通霄鎮樂齡學
習中心

苗栗縣通霄鎮烏眉里39號

陳秀鑾

0987-378-620

a76084a@yahoo.com.tw

台中市中區樂齡學習
中心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133號

蔡美華(台中)

0932-641-311

mica.sun8@gmail.com

新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臺南市新市區富強路16巷1號

林陳麗華

0910-743-278

無

嘉義市監理所台南監
理站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1號

李淑惠

0937-667-113

shlee0706@thb.gov.tw

沈惠義

0936-389-121

shen2620101@gmail.com

李岳靜

0988-083-775

qoowiwi@yahoo.com.tw

台南市佳里區子龍國
台南市佳里區三協里1鄰潭墘5號
民小學

謝耀宗

0952-338-721

william57013@tn.edu.tw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佳
里分局

李晟邦

06-7234335

cheng_pang@mail.tainan.gov.tw

蘇淑閔

0938-966-852

cha_sin29@yahoo.com.tw

陳佳杏

0937-650-584

nini6535@yahoo.com.tw

傅淑美

0912-898-575

fu.meimay@msa.hinet.net

詹淑雅

0954-094-616

無

鍾貴蘭

0952-184-179

無

賴淑惠

0918-035-777

shuhui91@yahoo.com.tw

鍾淑蓉

0919-150-156

tilly_world@yahoo.com.tw

阿布吉祿

0986-260-774

tuju51@yahoo.com.tw

陳寶雪

0936-252-503

babycsss@yahoo.com.tw

黃金娥

0918-839-809

葛菁菁

0920-073-627

朱錦燕

0936-390-056

許玉英

0937-392-229

陳雅婷

0913-281-672

歐秀珠

0939-735-922

伍美莉

0963-148-971

臺中市大安區樂齡學
習中心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台中市大坑社區大學

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高雄市加昌國小

高雄市鳳西國小

高雄市長青綜合服務
中心

澎湖縣湖西鄉樂齡學
習中心

服務單位地址
臺中市大安區大安港路1100號

個人E-mail
cdchchen@yahoo.com.tw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3號4樓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10鄰47-7

台南市佳里區忠孝路7號

高雄巿楠梓區加昌路910號

高雄市鳳山區光華東路100號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51號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村43-17號

dick420916@yahoo.com.tw

103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
中心

服務單位地址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241號

屏東縣鹽埔鄉樂齡學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69號
習中心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
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樂齡學
習中心

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
苑

澎湖監理站

臺南市麻豆區興南路16號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15號

屏東市華正路95號

澎湖縣馬公市121號

聯絡人

服務單位電話

個人E-mail

王湘儀

0916-463-967

林美華

0912-099-506

任鍾瑛

0937-209-137

羅錦英

05-2318278

林秀娥

0920-436-993

shiower813@gmail.com

郭幸美

0927-719-591

raintw12369@gmail.com

廖淑純

0936-184-059

coachliao@gmail.com

蔡幸娟

0918-476-867

d298.r5968@msa.hinet.net

劉柔秀

0933-397-666

tomiko666@gmail.com

陳長富

0986-325-115

a0986325115@gmail.com

余季涵

0928-762-860

sandy620527@yahoo.com.tw

龔玉珠

0939-296-979

maggie581130@livemail.tw

陳郁惠

0926-123-928

chen06288@gmail.com

龔靖月

0960-036-526

kcy0526@ms77.hinet.net

謝秀足

0910-328-827

funny617@yahoo.com.tw

胡玉鴦

0983-248-739

fy20144316@gmail.com

吳麗玉

0921-264-961

wly3977@yahoo.com.tw

簡玉英

0912-059-281

yuying43298@gmail.com

劉清娣

0987-188-281

林福盛

0933-685-455

蔡水龍

0929-034-276

mit036@yahoo.com.tw

王淑華

06-9211167#301

pnh027@thb.gov.tw

03-8650243

e7968@yahoo.com.tw

miicute1029@hotmail.com

d0021854@yahoo.com.tw

楊雪霞
花蓮縣壽豐鄉樂齡中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37號
心

林佳芳
溫惠珠
胡耀尹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社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學士路31號
區發展協會

徐灯圓
周玉梅

臺東縣卑南鄉老人會

臺東縣卑南鄉初鹿村忠孝路165
號

王瑞杰
王秋蘭

0912-816-845
0912-514-172
0918-482811
0932-466-505
0915-881-100

u000123@hotmail.com
yuanyuan6251@gmail.com
fuyen88@gmail.com

h538538@yahoo.com.tw

103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人
謝秉勳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社
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1段
119號

陳芝齊
薛夙吟

服務單位電話
0982-209-447

個人E-mail
ii780131@yahoo.com.tw

0932-664-346
0985-529-950

tai4212@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