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7 年中區樂齡學習輔導團 

樂齡學習核心課程規劃師培訓錄取名單公告 

時間：107/04/30(星期一) 

地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書面簽名資料請於活動當日報到時繳交 

※107年 4 月 18日(三)以 Email寄送<行前通知> 

【107/04/30】  

學員編號 姓名 縣市 

 

學員編號 姓名 縣市 

C107001 陳惠珍 南投縣 C107016 黃麗敏 雲林縣 

C107002 張淑甚 南投縣 C107017 蕭彩鳳 新竹市 

C107003 李忠秋 臺中市 C107018 方力凡 雲林縣 

C107004 徐麗蘭 臺中市 C107019 曾書堃 新竹縣 

C107005 陳妮婉 臺中市 C107020 陳湘亭 臺中市 

C107006 何庭妤 臺中市 C107021 莊臻宜 臺中市 

C107007 林琇琪 臺中市 C107022 余瑞文 新竹縣 

C107008 林和音 彰化市 C107023 葉萌珠 新竹縣 

C107009 張婉玉 雲林縣 C107024 胡鈞涵 南投縣 

C107010 張素貞 臺中市 C107025 張秀珠 臺南市 

C107011 陳明和 臺中市 C107026 葉麗玉 新竹市 

C107012 秦茂台 臺中市 C107027 葉國文 新竹市 

C107013 羅福貞 苗栗縣 C107028 游雅淇 新竹市 

C107014 劉淑芬 臺中市 C107029 陳向陽 雲林縣 

C107015 詹美鳳 臺中市 C107030 楊晨榆 新竹市 



 

【107/04/30】 

學員編號 姓名 縣市 

 

學員編號 姓名 縣市 

C107031 林琦偉 臺中市 C107046 陳素美 新竹縣 

C107032 林佳燕 南投縣 C107047 胡筱霞 臺中市 

C107033 蔡吉彰 臺中市 C107048 沈玉文 新竹縣 

C107034 蔡志澤 臺中市 C107049 張雅淳 苗栗縣 

C107035 阮于玲 臺中市 C107050 許惠君 苗栗縣 

C107036 楊惟智 雲林縣 C107051 吳楷軒 新竹縣 

C107037 楊麗娜 南投縣 C107052 楊麗芬 臺中市 

C107038 徐映苹 臺中市 C107053 唐秀英 臺中市 

C107039 林美淑 臺中市 C107054 汪紅華 雲林縣 

C107040 林佳賢 臺中市 C107055 林美齡 南投縣 

C107041 陳錫晩 臺中市 C107056 陳富新 南投縣 

C107042 王子晴 南投縣 C107057 張采貞 苗栗縣 

C107043 王惠娟 南投縣 C107058 呂燕玲 臺中市 

C107044 吳美惠 臺中市 C107059 楊絮茹 臺中市 

C107045 林瑞枝 新竹縣 C107060 李鎮安 臺中市 

 

 

 

 

 



 

【107/04/30】 

學員編號 姓名 縣市 

 

學員編號 姓名 縣市 

C107061 塵麗英 苗栗縣 C107076 李佳穎 臺中市 

C107062 陳清茂 苗栗縣 C107077 劉孟芬 臺中市 

C107063 招敏慧 臺中市 C107078 洪秋燕 臺中市 

C107064 宋旻臻 臺中市 C107079 童湘芸 臺中市 

C107065 謝安力革志 苗栗縣 C107080 莊素春 高雄市 

C107066 鄭秋愛 南投縣 C107081 高惠珍 高雄市 

C107067 王淑美 南投縣 C107082 林秀燕 臺中市 

C107068 王秀月 臺中市 C107083 劉怡君 南投縣 

C107069 徐美惠 南投縣 C107084 楊奕慧 臺中市 

C107070 吳麗芳 南投縣 C107085 蔡語婕 臺中市 

C107071 林秀玲 臺中市 C107086 陳建達 臺中市 

C107072 譚蓉瑩 臺中市 C107087 莊依蓉 臺中市 

C107073 彭怡馨 南投縣 C107088 簡明哲 南投縣 

C107074 李宜倫 南投縣 B107089 彭惠華 臺中市 

C107075 王韻涵 臺中市 B107090 林家榆 臺中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