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齡拾穗：2018 年樂齡學習成果暨國際研討會-樂齡學習，優化人生（臺北場）」報名名單            

(2018.11.28 更新) 

註：1.編號為成果展當日簽到編號          

2.小技巧：可利用 ctrl+F 搜尋縣市及姓氏 

A.樂齡學習中心相關人員(由北至南的樂齡學習中心排列)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001 樂齡學習北區輔導團 黃○涵 專任助理 

A002 基隆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琪 執行長 

A003 基隆市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 余○雲 主任 

A004 基隆市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聲 講師 

A005 基隆教育處 陳○芬 處長 

A006 樂齡大學 蕭○怡 主任 

A007 日托 蔡○玲 律動引導 

A008 臺北市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江○菊 學員 

A009 臺北市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雙 志工 

A010 臺北市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呂○秀 志工 

A011 臺北市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凃○鳳 學員 

A012 臺北市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唐○錦 講師 

A013 臺北市大安區樂齡學習中心 姜○榮 樂齡講師 

A014 臺北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藍○玉 
曾任主任/講

師 

A015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童○枝 志工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016 臺北市內湖區樂齡學習中心 謝○佳 主任 

A017 臺北市內湖區樂齡學習中心 郭○赺 講師 志工 

A018 臺北市內湖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蒂 志工 

A019 臺北市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玉 講師 

A020 臺北市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宜 主任 

A021 臺北市萬華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助 校長 

A022 臺北市萬華區樂齡學習中心 廖○柱 
志工、學員、

帶領人 

A023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王○貞 帶領人、講師 

A024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何○文 講師 

A025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李○霈 學員 

A026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周○昌 學員 

A027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林○穎 主任 

A028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邱○珍 講師 

A029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胡○娟 學員 

A030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梁○綺 講師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031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陳○宜 志工 

A032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喻○ 學員 

A033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劉○亭 課員 

A034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蔡○倫 志工 

A035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鄭○窕 講師 

A03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余○玲 組長 

A037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洪○評 主任 

A038 臺北市南港區東東新 91 歡樂新聚點 郭○貞 
總幹事 

聚點承辦人 

A039 臺北市國立師範大學樂陵學習中心 楊○珍 學員 

A040 新北市八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偉 主任 

A041 新北市八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馬○容 
營運推廣組

組長 

A042 新北市三芝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紅 講師 

A043 新北市三重區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林○薏 講師 

A044 新北市三重區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邱○瑤 老師 

A045 新北市土城區樂齡學習中心 方○豪 親師組長 

A046 新北市土城區樂齡學習中心 許○如 講師 

A047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白○君 承辦人 

A048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智 講師 

A049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章○惠 講師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050 新北市平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胡○花 
學校幹事志

工及學員 

A051 新北市石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游○萍 主任 

A052 新北市板橋區樂齡學習中心 周○欽 講師 

A053 新北市板橋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若 主任 

A054 新北市板橋區樂齡學習中心 蕭○智 校長 

A055 新北市板橋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慧 承辦人 

A056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龄學習中心 曹○月娥 
講師/志工組

長 

A057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尤○蘋 講師 

A058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何○針 講師 

A059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蔡○徫 幹事 

A060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廖○妙 教務主任 

A061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歐○夢南 志工、學員 

A062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朱○女 講師 

A063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李○月 主任 

A064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洪○春 校長 

A065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簡○羽 講師 

A066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陳○貞 講師 

A067 新北市萬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霖 主任 

A068 大同圖書館分館學員 張○景 學員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069 中華浪漫銀髮族協會 李○霙 講師，指導員 

A070 法鼓文理學院--樂齡大學 陳○均 組員 

A071 法鼓文理學院--樂齡大學 劉○廷 組員 

A072 耆人之扶協會 
Sophie 

Wang 
志工 

A073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古庄銀髮俱樂部 郭○和 講師 

A074 新北市板橋區臺藝大樂齡大學 李○瑩 組長 

A075 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樂齡大學 王○沁 專案助理 

A076 新北市推廣教育中心 劉○嫺 組員 

A077 新北市新莊雙連樂齡健康活力中心 曾○娟 芳療講師 

A078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瑛 志工 

A079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玲 主任 

A080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江○嶧 秘書 

A081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卓○瑛 志工 

A082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興  講師 

A083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任○至 執行秘書 

A084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邱○喬 講師 

A085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高○珍 主任 

A086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許游○秋 講師 

A087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菊 志工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088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楊○仁 講師 

A089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花 志工 

A090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葉 講師 

A091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戴○貴 講師 

A092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魏○霖 志工 

A093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香 講師 

A094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波 主任 

A095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施○足 志工 

A096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瑜 講師 

A097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芬 講師 

A098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莫○紋 秘書 

A099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游○卿 講師 

A100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如 講師 

A101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芬 講師 

A102 桃園市新屋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婷 主秘 

A103 桃園市龍潭區樂齡學習中心 簡○良 講師 

A104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科技大學 劉○玉 職員 

A105 桃園市龜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妹 樂齡幹事 

A106 桃園市蘆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泰 講師 

A107 桃園市歡喜學堂推廣協會 楊○凰 理事長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108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浸信會長照中心旺

得福俱樂部 
鄭○蓉 講師 

A109 臺灣全齡文教協會 王○珍 講師 

A110 新竹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呂○娟 講師 

A111 新竹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洪○芳 講師 

A112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華 講師 

A113 新竹縣五峰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萱 承辦人 

A114 新竹縣北補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月 輔導員 

A115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李○雲 主任 

A116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鄭○嘉 講師 

A117 新竹縣芎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田○香 主任 

A118 新竹縣芎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楊○菊 講師 

A119 新竹縣湖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廖○仁 住任 

A120 新竹縣新埔鎮樂齡學習中心 張○英 輔導員 

A121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林○枝 講師、志工 

A122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張○琴 講師 

A123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張○茂 主任 

A124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陳○貴 講師 

A125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劉○臺 講師 

A126 新竹縣關西鎮樂齡學習中心 詹○稘 主任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127 新竹縣關西鎮樂齡學習中心 蕭○尚 講師 

A128 苗栗縣竹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謝○慧 志工 

A129 苗栗縣後龍鎮樂齡學習中心 張○源 主任 

A130 苗栗縣後龍鎮樂齡學習中心 鍾○貞 講師 

A131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鍾○洋 主任 

A132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圓 主任 

A133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鳳 志工 

A134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汝 講師 

A135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美 志工 

A136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琴 志工 

A137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賴○喬 講師 

A138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澤 主任 

A139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柯○綺 助理 

A140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仁 專員 

A141 臺中市清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澤 主任 

A142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莊○華 志工 

A143 臺中市修平科技大學 申○立 
專案企劃組

組長 

A144 彰化縣政府 張○貞 專任人員 

A145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王○飛 講師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146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吳○如 志工 

A147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黃○雲 講師 

A148 
嘉義縣義竹樂齡學習中心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邱○蓮 講師 

A149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林○宜 講師 

A150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楊○曼 講師 

A151 高雄市新興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惠 承辦人員 

A152 高雄市新興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鳳 主任 

A153 高雄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吳○蓉 主任 

A154 屏東縣南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謝○原 主任 

A155 屏東縣滿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黃○惠 執行祕書 

A156 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李○芳 主任 

A157 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安 主任 

A158 屏東縣鹽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鄭○碧 講師 

A159 臺東縣海端鄉樂齡學習中心 楊○義 講師 

A160 臺東縣海端鄉樂齡學習中心 潘○月 講師/社工 

A161 臺東縣太麻里鄉樂齡學習中心 洪○君 主任 

A162 臺東縣太麻里鄉樂齡學習中心 黃○澐 講師 

A163 臺東縣卑南鄉樂齡學習中心 王○杰 
講師 

承辦人 

A164 臺東縣東河鄉樂齡學習中心 高○美 承辦人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165 臺東縣金峰鄉樂齡學習中心 宋○次 講師 

A166 臺東縣金峰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美 主任 

A167 臺東縣長濱鄉樂齡學習中心 

巴○．嘎

造．吉卡

杜拜 

專案助理 

A168 臺東縣臺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陳○琪 管理師 

A169 臺東縣關山鎮樂齡學習中心 羅○泉 主任 

A170 花蓮縣光復鄉樂齡學習中心 張○政 主任 

A171 花蓮縣光復鄉樂齡學習中心 薛○芳 講師 

A172 花蓮縣吉安樂齡學習中心 李○香  主任 

A173 花蓮縣秀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許○晏 講師 

A174 花蓮縣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 黃○玲 志工 

A175 花蓮縣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 蕭○珍 主任 

A176 花蓮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潘○瑀 約聘助理 

A177 宜蘭縣三星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珍 講師 

A178 宜蘭縣五結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卿 講師 

A179 宜蘭縣頭城樂齡學習中心 呂○齡 講師 

A180 澎湖縣白沙鄉樂齡學習中心 吳○鳳 志工 

A181 澎湖縣白沙鄉樂齡學習中心 許○雲 志工 

A182 澎湖縣白沙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雲 主任、講師 

A183 澎湖縣白沙鄉樂齡學習中心 鄭洪○惠 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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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4 澎湖縣馬公市樂齡學習中心 歐○文 執行長 

A185 金門縣金沙鎮樂齡學習中心 張○瑄 承辦人 

A186 金門縣金沙鎮樂齡學習中心 黃○盆 臨時人員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A187 金門縣金寧鄉樂齡學習中心 翁○菱 經營團隊 

A188 金門縣金寧鄉樂齡學習中心 蔡○帆 承辦人 

A189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 洪○票 承辦人 

B.一般民眾(包含樂齡大學、大專院校、社教機構、縣市政府，以居住地由北至南排序)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基

隆

市 

B001 基隆市政府 周○瑜 科員 

B002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 張○珞 科員 

B003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

研究所 
傅○三 博士生 

B004 基隆故事館 童劉○忠 志工 

B005 無用學堂 鄭○怡 創辦人 

B006 基隆市政府 薛○萍 科員 

臺

北

市 

B007 Ntualumni Andrew Alumni 

B008 
Harvard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Dr. Chen 

Tsu Wee 
Officer 

B009 Gbo Systems  James LEE 
Senior 

Consultant  

B010 臺北醫學大學進修推廣處 支○德 
進修教育組

組員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北

市 

B011 蕭中正醫院 方○馨 社工 

B012 師範大學 王○文 碩士生 

B013 匯豐銀行 王○悅 退休主任 

B014 台師大銀齡樂活據點 王○枝 學生 

B015 文化大學 王○文 學生 

B016 國立台北師範大學 王○姬 樂齡學員 

B017 民間企業 王○玲 專案經理 

B018 臺北市立大學 王○芸 助教 

B019 照服員 王○芬 照服員 

B020 中華民國組織學習協會 史○康 理事 

B021 臺灣人壽企業社會責任科 白○瑩 協理 

B022 師範大學 吳○凡 碩士生 

B023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吳○倫 
企劃宣導 組

長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北

市 

B024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吳○慧 碩士生 

B025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吳○玉 總監 

B026 清安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吳○真 護理師 

B02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呂○濱 教師 

B028 大同大學 呂○君 碩士生 

B029 臺北信友堂 宋○儀 師母 

B030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李○華 
社區高齡發

展規劃師 

B03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松年事

工委員會 
李○民 

牧師或主責

幹事 

B032 臺北市內湖永續發展協會 李○憲 行政人員 

B033 普門寺 李○玲 講師 

B034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李○度 家防官 

B035 臺灣全齡文教協會 李○宏 理事長，總監 

B036 臺北市政府 李○雲 行政 

B037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汪○俊 教師 

B038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松年事

工委員會 
沈○秀 助理 

B039 自主學習團體 辛○台 帶領 

B040 中華浪漫銀髮族協會 周○蓮 總務 

B041 臺灣首府大學 周○詩 老師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北

市 

B042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周○菁 護理師 

B04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

研究所 
林○鈞 碩士生 

B044 
好厝邊社區關懷協會-和平關懷

站 
林○玲 講師 

B045 樂活健康社自主學習團體 林○嵩 帶領人 

B046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林○怡 護理師 

B047 財團法人慈濟基金會 林○如 委員 

B048 新北市汐止社區大學 林○絹 講師 

B049 臺北市士林社區大學 林○賢 顧問 

B050 國立空中大學 林○珍 兼任講師 

B051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

學系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林○鉞 碩士生 

B052 富洲社區發展協會 林○貞 秘書長 

B053 音樂學習中心 林○華 副理 

B054 個人工作室 林○立 
音樂舞蹈教

練 

B055 北科物聯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林○洲 總經理 

B056 文化大學 林○華 碩士生 

B057 樂齡自主學習團體 林○怡 帶領人 

B058 教育部高齡自主帶領人 林○玲 自主帶領人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北

市 

B05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邱○惠 碩士生 

B060 暨大終發碩專班 邱○雯 碩士生 

B061 連江縣政府老人福利推動 洪○貞 推動委員 

B062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胡○寬 

諮詢志工、樂

齡講師及親

職教育講師 

B063 關懷據點 唐○瑾 志工 

B064 
財團法人新竹市蔡炳南公益敎

育基金會 
徐○雲 董事長 

B065 喜悅健康診所 徐○烈 醫師 

B066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秦○蘭 兼任副教授 

B067 
財團法人基督教救世軍內湖社

區關懷照顧據點 
張○貞 據點負責人 

B068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

會 
張○玫 

家發中心主

任 

B069 延祥文教基金會 張○源 研究員 

B070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張○君 大專生 

B07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管理

研究所 
張○麗 碩士生 

B072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張○卿 護理師 

B07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 張○英 碩士生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究所 

臺

北

市 

B07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張○介 助理研究員 

B075 國立師範大學社教所 張○英 碩士生 

B07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

究所 
曹○娥 博士生 

B077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梁○宏 主任 

B078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許○平 兼任講師 

B079 中國文化大學 日文系 許○敏 助理教授 

B080 臺灣優時間照護基金會(籌) 許○惠 執秘 

B081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許○祥 志工 

B082 中正社大學員/樂齡中心學員 郭○貞 學員 

B083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陳○勳 志工 

B084 光智基金會 陳○如 總幹事 

B085 
國立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

心 
陳○珠 志工 

B086 一般民眾 陳○伶 一般民眾 

B087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陳○吉 專員 

B088 中華浪漫銀髮族協會 陳○雄 副理事長 

B089 國立臺北大學 陳○泰 助理 

B090 東吳大學 陳○馨 組員 

B091 馬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齡服 陳○月 專科生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務事業科 

臺

北

市 

B092 新店區社區營造 陳○民 專員研究 

B093 士林葫蘆堵圖書館 陳○華 學生 

B094 國立空中大學 陳○芬 學士學位 

B095 中華浪漫銀髮族協會 陳○芍 幹事 

B096 聯合報糸 傅○ 技術員 

B097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

會 
彭○然 專員 

B098 退休 彭○茘 退休 

B099 中原大學 彭○萱 大學生 

B100 萬能科大 惠○ 兼任講師 

B101 社區大學 游○瑛 講師 

B102 中華職訓中心 樂齡班 黃○雪 結訓學員 

B103 個人家庭 黃○ 家管 

B104 社區大學 黃○鴻 志工 

B105 木柵國小 黃○柔 客語支援師 

B106 國立臺北大學 黃○瑩 碩士生 

B107 
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研究

所 
黃○瑩 分析師 

B108 旺齡協會 黃○芬 
體適能指導

老師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北

市 

B10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所 

成人與繼續教育組 
黃○瑄 碩士生 

B110 國立臺灣大學 楊○懿 學士生 

B111 中正區樂齡課程 楊○森 學員 

B112 J&P CO.LTD 楊○玲 financier 

B113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葉○瑄 學士生 

B114 臺北市民權國小 葉○蓮 鄉土語教師 

B115 耆人之扶發展協會 詹○玲 協助員 

B116 台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廖○秋 學生 

B117 經濟部 劉○上 專員 

B118 台北經營研究所 劉○蒲 研究員 

B119 國小 蔡○杉 志工 

B120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蔡○莉 組員 

B121 臺灣人壽企業社會責任科 蔡○安 專員 

B122 一般民眾 蔡○君 一般民眾 

B123 士林聖教會 蔡○雪 同工 

B124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

研究所 
蔡○芬 碩士生 

B125 
浩宇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財會部

門 
鄭○青 副理 

B126 精神健康基金會 鄭○音 老師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北

市 

B127 國立陽明大學 蕭○戎 技士 

B128 文化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賴○隆 研究員 

B129 一般民眾 賴○金 一般民眾 

B130 一般民眾 賴○珍 一般民眾 

B13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閻○珍 
病房照顧服

務人員 

B132 北投老人服務中心 謝○元 居服員 

B133 一般民眾 鍾○昌 一般民眾 

B134 臺北醫學大學 鍾○春 副教授 

B13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 魏○密 博士生 

B136 一般民眾 魏○珠 一般民眾 

B13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

福祉系 
丁○民 助理教授 

B138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發

展部 
尤○弘 行政教師 

B139 
社團法人台灣老人暨長期照護

社會工作專業協會 
支○瑛 獨立倡導人 

B140 社區延緩失能指導員 王○玲 指導員 

B141 
新北市汐止動態閱讀協會暨花

格格故事劇團 
王○倩 劇團團長 

B142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 王○ 碩專生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研究所 

新

北

市 

B143 樂活健康社自主學習團體 王○珠 副帶領人 

B144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石○宏 校長(輔導員) 

B145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

學系 
朱○郁 助理教授 

B146 中國醫藥大學 余○儀 學生 

B147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余○君 主任 

B148 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家發中心 吳○芬 督導 

B149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 吳○雲 行政組員 

B150 張老師基金會 李○安 諮商心理師 

B151 臺北大學 李○川 研究助理 

B152 新北市政府 李○璇 股長 

B153 退休教師 李○珍 退休教師 

B154 中華浪漫銀髮族協會 李○嫻 副理事長 

B155 一般民眾 李○菊 一般民眾 

B156 
公職退休協會、耆人之扶發展協

會 
李○香 理事與會員 

B157 信義區身障日照中心 李○玲 照服員 

B158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 李○娟 系主任 

B159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

會 
沈○ 社工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新

北

市 

B160 合勤健康事業 周○朱 經理 

B161 
台灣大學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

研究所 
林○懿 碩士生 

B162 臺北大學 林○平 研究助理 

B163 一般民眾 林○琅 樂齡規劃師 

B16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

究所 
林○維 博士生 

B165 一般民眾 林○恆 一般民眾 

B166 元宇實業有限公司 林○尚 經理 

B167 東吳大學 林○瑾 教師 

B168 臺北市龍山啟能中心 林○雙 教保員 

B169 
全球華人銀髮照顧慈善公益基

金會 
林○如 代理執行長 

B170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常春學苑 姜○照 講師 

B171 個人 洪○美 記帳士 

B172 無 洪○ 無 

B173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胡○玉 學生 

B174 理財周刊 胡○勝 網路總編輯 

B175 
國立空中大學生科系健康家庭

研究中心 
孫○鳳 

家庭教育專

員 

B176 捷和生和 徐○靖 志工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新

北

市 

B177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

理系 
徐○業 教授 

B178 普懷醫學診所 高○慶 院長 

B179 
財團法人台灣優時間照護基金

會(籌) 
常○蓉 主席 

B18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張○瑩 專任助理 

B181 玉猜牙體技術所 張○鈺 負責人 

B18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張○茱 碩士生 

B183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曹○元 主任 

B184 新北市政府 連○絜 科員 

B185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陳○伸 研究專員 

B186 臺北市松山社區大學 陳○燕 學生 

B187 臺北市河堤國小補校 陳○瀅 初一乙導師 

B188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年長春社會

福利基金會 
陳○利 執行長 

B189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陳○愉 學士生 

B190 新北市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陶○仙 服務人員 

B191 一般民眾 彭○卉 大學生 

B192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曾○玲 護理師 

B193 樂活健康社高齡自主學習團體 曾○惠 文書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新

北

市 

B194 功學社音樂中心音樂教學部 曾○伊 副理 

B195 一般民眾 湯○瑛 照服、教保員 

B196 社區大學 黃○玲 學員 

B197 社大 黃○鸝 學生 

B198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楊○鳳 組員 

B199 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 楊○雲 講師 

B200 光寶文教基金會 楊○嘉 講師 

B201 一般民眾 萬○娟 樂齡學生 

B202 臺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詹○慈 教師 

B203 照服員職訓 廖○泉 學生 

B204 一般民眾 廖○鈴 一般民眾 

B205 
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

管理系 
趙○平 

助理教授兼

副系主任 

B206 國立臺北大學 劉○芬 教師 

B207 佛教慈濟基金會 劉○萍 志工 

B208 田心樂齡學習中心講師 蔡○香 講師 

B209 一般民眾 蔡○禮 志工 

B210 裕生商行 鄭○益 行銷 

B211 一般民眾 謝○全 一般民眾 

B212 裕生商行 顏○完 行銷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新

北

市 

B213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龔○純 護理師 

桃

園

市 

B214 南亞技術學院研究發展處 鄭○婷 助理 

B215 關懷協會 王○慶 退休人員 

B216 果林國小 吳○琦 代理教師 

B217 元智大學 宋○勇 行政助理 

B218 采宏生技 巫○潔 專員 

B21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林○怡 碩士生 

B220 新生醫專 邱○蓉 講師 

B221 桃新醫院健檢中心 施○甫 經辦師 

B222 中壢浸信會 孫○如 同工 

B223 桃園市成功國民小學 袁○乾 代理教師 

B224 神保生技 張○美 負責人 

B225 上海昂立對外教育 張○霞 已退休 

B226 桃園市新陽平社區大學 張○海 志工 

B227 國立臺東大學 曹○仁 教授 

B228 樂齡建築發展協會 莊○倩 會員 

B229 雙福基金會 莊○雲 志工 

B230 不老水手國際活動公司 陳○真 股東 

B231 元智大學 陳○妤 行政助理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桃

園

市 

B232 晶復科技 陳○強 副總經理 

B233 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彭○熏 組員 

B234 
桃園地球村代間藝術教育促進

會 
彭○鑾 理事長 

B235 觀音白玉社區 童○瑩 
樂齡運動老

師 

B236 
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教育推廣協

會 
黃○香 秘書長 

B237 一般民眾 楊○倫 學生 

B238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終身學習科 董○君 助理員 

B239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詹○君 副主任 

B240 陸軍專科學校 趙○福 
兼任助理教

授 

B241 桃園市武漢國民小學 劉○美 
學務主任(碩

士生) 

B242 長青領航大學 鄭○樑 樂齡講師 

B243 一般民眾 謝○華 學員 

B244 平鎮樂齡學習中心 鍾○燕 講師 

新

竹

市 

B245 
中華浪漫銀髮族協會/新竹市科

學城社區大學 
胡○惠 理事長/講師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新

竹

市 

B246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唐○意 資深專員 

B247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健康餐

旅科 
許○豪 講師 

B248 清華大學 黃○君 行政助理 

B249 中華大學通識中心 詹○ 兼任講師 

B25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賴○青 碩士生 

B251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蘇○莉 聘僱人員 

新

竹

縣 

B252 科技生活雜誌 于○麗莎 行銷總監 

B253 科技生活雜誌暨新聞網 林○華 社長 

B254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邱○琴 衛生稽查員 

B255 臺北海洋科科大學 侯○惠 助理教授 

B256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施○如 科員 

新

竹

縣 

B257 
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

管理系 
范○英 承辦人員 

B258 科技生活雜誌 許○玟 主編 

B259 科技生活雜誌暨新聞網 黃○倉 
業務行銷總

監 

苗

栗

縣 

B260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朱○慧 公衛護士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苗

栗

縣 

B261 苗栗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胡○雅 助理員 

B262 苗栗縣政府 鄭○渝 科長 

B263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謝○亭 專案助理 

臺

中

市 

B264 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敏 學員 

B265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余○菁 解說員 

B266 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林○萱 企劃組專員 

B267 財團法人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 林○斌 行政專員 

B268 稻江管理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涂○玫 大學生 

B269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張○彥 助理研究員 

B270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張○綾 專案經理人 

B271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張○毅 衛生企劃員 

B272 僑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陳○華 行政助理 

B27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鄉 碩士生 

B274 中山醫學大學樂齡大學 陳○芬 學生 

B27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娟 碩士生 

B276 逢甲大學推廣教育處 陳○珊 專案經理 

B277 逢甲大學推廣教育處 廖○涵 專案助理 

B278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劉○春 志工 

B279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劉○銀 志工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彰

化

縣 

B280 中華浪漫銀髮族協會 胡○飛 副理事長 

B281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高○琦 專員 

B28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謝○書 碩士生 

南

投

縣 

B283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王○ 志工 

B284 
財團法人愚人之友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巫○柔 專員 

B28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張○茜 中區輔導團 

B286 暨大在職專班終發班 謝○靖 研究生 

臺

南

市 

B287 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呂○虹 組員 

B28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林○妤 碩士生 

高

雄

市 

B289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

心 
許○望 組長 

B290 文藻外語大學 賴○志 推廣部主任 

屏

東

縣 

B291 滿州鄉公所 李○璋 
承辦人 

(課員) 

臺

東

縣 

B292 
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

教育處 
呂○婷 行政助理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

東

縣 

B293 
臺東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暨終身

教育科 
陳○娟 約聘人員 

花

蓮

縣 

B294 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 吳○琴 志工 

B295 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 洪○績 專職人員 

B296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

學 
陳○娟 行政人員 

B297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

研究所 
彭○斐 碩專班 

B298 理想生活開發 黃○珊 專員 

宜

蘭

縣 

B299 宜蘭縣羅東鎮樂齢學習中心 巴○惠 教師 

B300 樂齡大學 王○玉 組員 

B301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林○代 約僱人員 

地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宜

蘭

縣 

B302 宜蘭縣政府 林○ 人員 

B303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所）

社會教育與文化行政班 

徐○棋 老師 / 學生 

B304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竹林養護

院 
許○宜 行政組長 

B305 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蕭○翔 約僱人員 

金

門

縣 

B306 金門縣政府社教科 張○美 業務承辦人 

B307 金門縣政府教育處社教科 許○麗 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