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縣市 中心名稱
1 黃御書 彰化縣 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2 蕭彥勇 彰化縣 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3 周貽傑 彰化縣 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4 吳政憲 彰化縣 大村鄉樂齡學習中心

5 謝靜雯 彰化縣 大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6 蔡依純 彰化縣 北斗鎮樂齡學習中心

7 王偉懿 彰化縣 永靖鄉樂齡學習中心

8 林美姿 彰化縣 永靖鄉樂齡學習中心

9 紀淑女 彰化縣 永靖鄉樂齡學習中心

10 陳怡婷 彰化縣 永靖鄉樂齡學習中心

11 黃薇方 彰化縣 永靖鄉樂齡學習中心

12 王雅玲 彰化縣 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13 朱益立 彰化縣 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14 黃美惠 彰化縣 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15 楊子芸 彰化縣 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16 葉雯姈 彰化縣 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17 詹雅如 彰化縣 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18 蔡芳芳 彰化縣 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19 朱麗春 彰化縣 竹塘鄉樂齡學習中心

20 許雅琇 彰化縣 伸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21 李忠孝 彰化縣 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22 蔡鈺欣 彰化縣 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23 蔡穎逸 彰化縣 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24 周宗毅 彰化縣 和美鎮樂齡學習中心

25 蔡玉英 彰化縣 和美鎮樂齡學習中心

26 蔡玉霜 彰化縣 和美鎮樂齡學習中心

27 謝智玲 彰化縣 和美鎮樂齡學習中心

28 林和音 彰化縣 社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29 莊璦瑜 彰化縣 芬園鄉樂齡學習中心

30 張純玲 彰化縣 芬園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31 顏曉秋 彰化縣 芬園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32 毛愛眞 彰化縣 花壇鄉樂齡學習中心

33 洪文圳 彰化縣 花壇鄉樂齡學習中心

34 洪芷柃 彰化縣 花壇鄉樂齡學習中心

35 許煌周 彰化縣 芳苑郷樂齡學習中心

36 陳得俐 彰化縣 員林市樂齡學習中心

37 陳建溢 彰化縣 埔心鄉樂齡學習中心

38 陳月里 彰化縣 埔鹽鄉樂齡學習中心

39 楊孟慈 彰化縣 埤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40 楊俊雄 彰化縣 埤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41 邱惠蘭 彰化縣 鹿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42 陳玉柔 彰化縣 鹿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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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呂玉梅 彰化縣 溪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44 曹子杰 彰化縣 溪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45 陳珮心 彰化縣 溪湖鎮樂齡學習中心

46 林慧滿 彰化縣 溪湖鎮樂齡學習中心

47 楊雯萱 彰化縣 彰化市第二樂齡學習中心

48 蘇美文 彰化市 彰化市第二樂齡學習中心

49 林梅芳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50 張鈴珠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51 黃寶惠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52 楊秋蘋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53 王俊健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54 黃德滿 彰化縣 福興鄉樂齡學習中心

55 黃曉君 彰化縣 福興鄉樂齡學習中心

56 蕭萱紜 彰化縣 福興鄉樂齡學習中心

57 朱淑珍 彰化縣 線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58 劉珍 彰化縣 線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59 方桂燕 雲林縣 二崙鄉樂齡學習中心

60 屈富蘭 雲林縣 二崙鄉樂齡學習中心

61 謝麗雲 雲林縣 二崙鄉樂齡學習中心

62 林東言 雲林縣 口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63 陳玉釵 雲林縣 口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64 李俊明 雲林縣 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65 高宜貞 雲林縣 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66 張弘 雲林縣 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67 黃鶴珠 雲林縣 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68 王凡衣 雲林縣 大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69 張婉玉 雲林縣 元長鄉樂齡學習中心

70 蔡瑞誠 雲林縣 元長鄉樂齡學習優先中心

71 呂宜臻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72 林秀容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73 林淑芬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74 高如花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75 蕭瓊玉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76 王志銘 雲林縣 斗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77 蔡沛欣 雲林縣 水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78 盧錦綉 雲林縣 水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79 林宥棋 雲林縣 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80 林純綾 嘉義縣 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81 吳浩瑀 雲林縣 四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82 林素杏 雲林縣 四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83 邱得晉 雲林縣 四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84 田村恭 雲林縣 西螺鎮樂齡學習中心

85 李青山 雲林縣 西螺鎮樂齡學習中心

86 廖乾成 雲林縣 東勢鄉樂齢學習中心

87 張淑靜 雲林縣 林內鄉樂齡學習中心

88 黃家琪 雲林縣 虎尾鎮樂齡學習中心



89 李連增 雲林縣 崙背鄉樂齡學習中心

90 林幸蓉 雲林縣 崙背鄉樂齡學習中心

91 許慧玲 雲林縣 麥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92 郭雅徵 雲林縣 麥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93 關淑華 雲林縣 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94 曾秋欽 雲林縣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95 高惠美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96 曾秀玲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97 蔡岳真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98 王金慧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99 李秀貞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100 林錠玉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101 吳沛蓉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優先中心

102 周進興 雲林縣 褒忠鄉樂齡學習中心

103 周逸偉 雲林縣 褒忠鄉樂齡學習中心

104 林美惠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05 林啟從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06 林啟瑜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07 張理竹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08 陳美吟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09 蔡麗珠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10 賴仁傑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11 黃唯嘉 嘉義縣 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112 李芳森 嘉義縣 中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113 陳美杏 嘉義縣 中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114 黃秋梨 嘉義縣 中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115 蕭源松 嘉義縣 中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116 林美珠 嘉義縣 六腳鄉樂齡學習中心

117 葉靜如 嘉義縣 太保市樂齡學習中心

118 羅濟輝 嘉義縣 太保市樂齡學習中心

119 吳育誠 嘉義縣 布袋鎮樂齡學習中心

120 謝桐偉 嘉義縣 布袋鎮樂齡學習中心

121 翁清瀅 嘉義縣 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122 高辰吉 嘉義縣 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123 郭碧麗 嘉義縣 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124 高健榮 嘉義縣 朴子市樂齡學習中心

125 程裕隆 嘉義縣 朴子市樂齡學習中心

126 李國楠 嘉義縣 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127 陳雅麗 嘉義縣 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128 蔡志賢 嘉義縣 東石鄉樂齡學習中心

129 陳怡君 嘉義縣 阿里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130 楊閔如 嘉義縣 阿里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131 何金娟 嘉義縣 梅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132 謝文馨 嘉義縣 梅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133 章國娟 嘉義縣 鹿草鄉樂齡學習中心

134 湯莉芳 嘉義縣 鹿草鄉樂齡學習中心



135 鄭桂瑜 嘉義縣 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136 陳水木 嘉義縣 新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137 蘇心伶 嘉義縣 溪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138 蘇麗環 嘉義縣 溪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139 湯慧屏 嘉義縣 義竹鄉樂齡學習中心

140 陳雅惠 嘉義縣 嘉義縣政府

141 黃意萍 嘉義縣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42 陳玫君 嘉義縣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43 周淑玲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144 王湘儀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145 李悦梅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146 李彩萍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147 吳秉芳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48 李美紅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49 李銘浚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50 陳玫蓉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51 蔡寶萍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52 黃英洲 臺南市 七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153 陳榮信 臺南市 下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154 馮嘉興 臺南市 下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155 吳宇弘 臺南市 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156 郭首麗 臺南市 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157 楊敦貴 臺南市 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158 鄭怡雯 臺南市 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159 吳淑妃 臺南市 大內區環湖樂齡學習中心

160 鄭燦彬 臺南市 大內區環湖樂齡學習中心

161 康榮顯 臺南市 山上區樂齡學習中心

162 朱麗蓉 臺南市 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163 李錦鳳 臺南市 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164 林秀芳 臺南市 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165 黃美淑 臺南市 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166 黃慧秋 臺南市 仁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167 陳志強 臺南市 六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168 黃俊富 臺南市 北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169 莊于寬 臺南市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170 黃縈佳 臺南市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171 蔡幸娟 臺南市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172 賴青蘭 臺南市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173 陳容芯 臺南市 左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174 陳雪華 臺南市 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175 劉育甄 臺南市 玉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176 陳瑞女林 臺南市 白河區樂齡學習中心

177 江姿儀 臺南市 安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178 黃麗芬 臺南市 安定區樂齡學習中心

179 陳建榮 臺南市 安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180 楊珍俐 臺南市 西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181 李慧稜 臺南市 佳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182 曾清珠 臺南市 官田區樂齡學習中心

183 林紫琪 臺南市 東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184 陳瑜芳 臺南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85 黃玉貞 臺南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86 蔡恒萍 臺南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87 張理誠 臺南市 南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188 張凱莉 臺南市 南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189 李莉莉 臺南市 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190 謝宗弦 臺南市 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191 王嘉蜜 臺南市 後壁區樂齡學習中心

192 王志偉 臺南市 柳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193 黃智麟 臺南市 將軍區樂齡學習中心

194 王旨芸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195 林玉梅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196 林若宛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197 洪芳慧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198 蔡淑玲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199 蘇芸瑩 臺南市 新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200 李智賢 臺南市 新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201 楊育林 臺南市 新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202 王瑞和 臺南市 新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203 黃祐丞 臺南市 新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204 謝明憬 臺南市 楠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205 嚴紫瑜 臺南市 臺南市教育局

206 李玲容 臺南市 臺南巿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07 王佳榮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08 吳淑美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09 張良鏗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10 陳郁惠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11 陳淑琴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12 劉采菁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13 鄭祺翰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14 龔玉珠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15 陳美惠 臺南市 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216 曾千純 臺南市 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217 余奕靖 臺南市 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218 張碧絨 臺南市 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219 鄭琉云 臺南市 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220 盧秋菊 臺南市 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221 林立武 臺南市 歸仁區樂齡學習中心

222 吳重德 臺南市 關廟區樂齡學習中心

223 許斯琪 臺南市 鹽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