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所屬樂齡學習中心/單位 姓名

彰化縣 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蕭彥勇

彰化縣 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黃御書

彰化縣 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周貽傑

彰化縣 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林添德

彰化縣 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謝水評

彰化縣 大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謝靜雯

彰化縣 永靖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榮華

彰化縣 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徐家聰

彰化縣 竹塘鄉樂齡學習中心 葉文靜

彰化縣 竹塘鄉樂齡學習中心 朱麗春

彰化縣 伸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金蘭

彰化縣 芬園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張純玲

彰化縣 芬園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李玉蟾

彰化縣 芬園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莊璦瑜

彰化縣 花壇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雅芳

彰化縣 埤頭郷樂齡學習中心 羅美玲

彰化縣 埤頭郷樂齢學習中心 洪雅足

彰化縣 埤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淑娟

彰化縣 鹿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王佳惠

彰化縣 鹿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陳玉柔

彰化縣 鹿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邱惠蘭

彰化縣 溪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曹子杰

彰化縣 溪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王顯民

彰化縣 溪湖鎮樂齡學習中心 陳珮心

彰化縣 溪湖鎮樂齡學習中心 林慧滿

彰化縣 彰化市第二樂齡學習中心 蘇美文

彰化縣 彰化市第二樂齡學習中心 楊雯萱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黃寶惠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張鈴珠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林梅芳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陳璿宇

彰化縣 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楊秋蘋

彰化縣 彰化縣和美樂齢學習中心 謝智玲

彰化縣 彰化縣花壇鄉樂齡中心 洪芷柃

彰化縣 線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劉珍

彰化縣 線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朱淑珍

彰化縣 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 王俊健

雲林縣 二崙鄉樂齡學習中心 曾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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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二崙鄉樂齡學習中心 方桂燕

雲林縣 二崙鄉樂齡學習中心 屈富蘭

雲林縣 口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東言

雲林縣 口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玉釵

雲林縣 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黃鶴珠

雲林縣 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張弘

雲林縣 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李俊明

雲林縣 大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王凡衣

雲林縣 大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秀容

雲林縣 元長鄉樂齡學習中心 張婉玉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呂宜臻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陳香妙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林銘信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林淑芬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高如花

雲林縣 斗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王志銘

雲林縣 水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蔡沛欣

雲林縣 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蔡淑鈞

雲林縣 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吳旻芳

雲林縣 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林純綾

雲林縣 四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吳浩瑀

雲林縣 四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邱得晉

雲林縣 西螺鎮樂齡學習中心 田村恭

雲林縣 西螺鎮樂齡學習中心 李青山

雲林縣 東勢鄉樂齡學習中心 張書慈

雲林縣 林內鄉樂齡學習中心 張淑靜

雲林縣 林內鄉樂齡學習中心 王淑貞

雲林縣 崙背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連增

雲林縣 崙背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幸蓉

雲林縣 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關淑華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黃金輔導團 蔡國亮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蔡岳真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高惠美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蔡志廷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林嘉溶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王升飛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李振哲

雲林縣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張王梅嬌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施淑真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錠玉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秀貞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昭明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張秀鳳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黃芝勤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吳美玲

雲林縣 臺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朱家德

雲林縣 褒忠鄉樂齡學習中心 周進興

雲林縣 褒忠鄉樂齡學習中心 周逸偉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曾秋欽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陳美吟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蔡麗珠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張理竹

嘉義縣 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曹馮蜀琼

嘉義縣 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周芙名

嘉義縣 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秀玉

嘉義縣 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子欽

嘉義縣 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理瑛

嘉義縣 中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芳森

嘉義縣 中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黃秋梨

嘉義縣 六腳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美珠

嘉義縣 太保市樂齡學習中心 陳如薇

嘉義縣 布袋鎮樂齡學習中心 吳育誠

嘉義縣 布袋鎮樂齡學習中心 謝桐偉

嘉義縣 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高辰吉

嘉義縣 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蕭素卿

嘉義縣 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郭碧麗

嘉義縣 朴子市樂齡學習中心 高健榮

嘉義縣 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梁桂珠

嘉義縣 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羅碧華

嘉義縣 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國楠

嘉義縣 阿里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怡君

嘉義縣 紅吱吱樂齡服務團隊 黃慈薇

嘉義縣 梅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何金娟

嘉義縣 梅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謝文馨

嘉義縣 鹿草鄉樂齡學習中心 湯莉芳

嘉義縣 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慧茹

嘉義縣 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鄭桂瑜

嘉義縣 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慧茹

嘉義縣 新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宋素霞

嘉義縣 溪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蘇麗環

嘉義縣 溪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蘇心伶

嘉義縣 義竹鄉樂齡學習中心 楊東榮



嘉義縣 義竹鄉樂齡學習中心 吳宇弘

嘉義縣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陳玫君

嘉義縣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黃意萍

嘉義縣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林香伶

嘉義縣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劉'素桂

嘉義縣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龔綉家

嘉義縣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 陳雅惠

嘉義市 西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王湘儀

嘉義市 西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李悦梅

嘉義市 西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周淑玲

嘉義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銘浚

嘉義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鍾佳容

嘉義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秉芳

嘉義市 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李宜蓁

臺南市 下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馮嘉興

臺南市 下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榮信

臺南市 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郭首麗

臺南市 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宇弘

臺南市 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許育甄

臺南市 大內區環湖樂齡學習中心 嚴秀鳳

臺南市 大內區環湖樂齡學習中心 鄭燦彬

臺南市 大內區環湖樂齡學習中心 吳淑妃

臺南市 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聰馨

臺南市 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秀芳

臺南市 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錦鳳

臺南市 仁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寶瓊

臺南市 仁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宥瑜

臺南市 北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俊富

臺南市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莊于寬

臺南市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郭蕙綸

臺南市 左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容芯

臺南市 白河區樂齡學習中心 簡辰全

臺南市 安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采菁

臺南市 安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江姿儀

臺南市 安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謝秀足

臺南市 安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建榮

臺南市 佳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慧稜

臺南市 佳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鄭秀珍

臺南市 官田區樂齡學習中心 曾清珠

臺南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蔡恒萍

臺南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史芳萁



臺南市 南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凱莉

臺南市 南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蘇志清

臺南市 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謝宗弦

臺南市 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莉莉

臺南市 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謝宗弦

臺南市 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龍雄

臺南市 後壁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嘉蜜

臺南市 柳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夏孝明

臺南市 柳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瑞女林

臺南市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 張慈文

臺南市 將軍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智麟

臺南市 善化區樂龄學習中心 廖康貴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麗真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洪芳慧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文玲

臺南市 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若宛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楊英曼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陳淑琴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張良鏗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吳淑美

臺南市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龔玉珠

臺南市 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美惠

臺南市 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莊文宗

臺南市 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顏春蘭

臺南市 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秋吟

臺南市 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秋桂

臺南市 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文娟

臺南市 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湯林春蕊

臺南市 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珮綺

臺南市 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余奕靖

臺南市 教育局社教科 嚴紫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