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5年樂齡學習規劃師初階培訓計畫-南區 

【報名錄取名單】

姓名 性別 樂齡學習中心 

黃瓊華 女性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鄭宜嘉 女性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程美蘭 女性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吳美惠 女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素卿 女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嵐潔 女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顏聖茹 女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財茂 男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明妍蓁 女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鄭雪芬 女性 臺中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偵惠 女性 臺中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仁癸 男性 臺中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龎莉莉 女性 臺中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醇村 男性 臺中市新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金雅 女性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邱靖茹 女性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周淑朱 女性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黃淑靜 女性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沈節 女性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王昭月 女性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鍾嘉秀 女性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塗采靜 女性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淑媛 女性 彰化縣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粘淑娟 女性 彰化縣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姓名 性別 樂齡學習中心 

謝峻豪 男性 彰化縣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玉蟾 女性 彰化縣芬園鄉樂齡學習中心 

巫吉清 男性 彰化縣員林市樂齡學習中心 

林吉昌 男性 彰化縣福興鄉樂齡學習中心 

嚴秉程 男性 雲林縣元長鄉樂齡學習中心 

蔡碧玲 女性 雲林縣元長鄉樂齡學習中心 

王淑純 女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張瑞槐 男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黃幼喬 女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張美華 女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高宜貞 女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黃馨儀 女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傅申瑞 女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曾美容 女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楊秉羲 男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蔡惠玲 女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林柏煌 男性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廖乾成 男性 雲林縣東勢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素娥 女性 雲林縣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翁宜慧 女性 雲林縣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蕭致袁 男性 雲林縣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卓佳珍 女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李秀鳳 女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高家福 男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姓名 性別 樂齡學習中心 

許欄香 女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高惠美 女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游寶玲 女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連于箴 女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李莉亞 女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簡國雄 男性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池宜蓉 女性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孫若馨 女性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邦俊 男性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曾若淑 女性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怡君 女性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簡淑容 女性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張莉 女性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陸舜 男性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莉莉 女性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郭金櫻 女性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姓名 性別 樂齡學習中心 

王儷潓 女性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王佳榮 男性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趙慧珍 女性 高雄市小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宋怡賢 女性 高雄市旗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呂榮華 男性 高雄市前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蕭月娟 女性 高雄市前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佩蓉 女性 高雄市前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許雪燕 女性 高雄市大寮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家淳 女性 屏東縣潮州鎮樂齡學習中心 

陳淑禎 女性 屏東縣獅子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雨君 女性 屏東縣鹽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郭芳綾 女性 屏東縣鹽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邱建璋 男性 屏東縣里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王瑞杰 男性 臺東縣卑南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茂生 男性 臺東縣卑南鄉樂齡學習中心 

黃惠珍 女性 樂齡大學 

 



教育部 105年樂齡學習規劃師初階培訓計畫-北區 

【報名錄取名單】

姓名 性別 樂齡學習中心 

汪文俊 男性 基隆市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 

包惠芬 女性 基隆市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 

邱美珍 女性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趙乙橙 女性 臺北市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方素秋 女性 臺北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施玉娟 女性 臺北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包珊熒 女性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尤國棟 男性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莊舒婷 女性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又菡 女性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施麗玲 女性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曉玉 女性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游嘉萍 女性 新北市石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呂凱玲 女性 新北市石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朱英濱 男性 新北市石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何金針 女性 新北市新店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淑珠 女性 新竹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葉榮森 男性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曾美玲 女性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彭碧鑾 女性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呂廷政 女性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惠如 女性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美芬 女性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姓名 性別 樂齡學習中心 

鄭瑞壬 男性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游麗卿 女性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曾麗錚 女性 桃園市龍潭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紫蘭 女性 桃園市龍潭區樂齡學習中心 

羅秋香 女性 桃園市龍潭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英華 男性 桃園市龍潭區樂齡學習中心 

劉淑美 女性 桃園市龍潭區樂齡學習中心 

俞安祺 女性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慧美 女性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金鑾 女性 苗栗縣竹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許嘉勳 男性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徐秀真 女性 苗栗縣造橋鄉樂齡學習中心 

余曼莉 女性 苗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張清良 男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莊麗玉 女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張麗美 女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徐麗蘭 女性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詹美鳳 女性 臺中市和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國興 男性 臺中市梧棲區樂齡學習中心 

曾銘豐 男性 臺中市梧棲區樂齡學習中心 

鄭舜仁 男性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建亮 男性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謝如雅 女性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姓名 性別 樂齡學習中心 

黃珮玲 女性 南投縣水里鄉樂齡學習中心 

謝明修 男性 南投縣水里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淑霞 女性 南投縣南投市樂齡學習中心 

陳春媚 女性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秀英 女性 屏東縣新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月雲 女性 澎湖縣白沙鄉樂齡學習中心 

陳依琳 女性 花蓮縣壽豐鄉樂齡學習中心 

姓名 性別 樂齡學習中心 

張雅端 女性 臺灣觀光學院樂齡大學 

吳玉珍 女性 臺灣觀光學院樂齡大學 

柳瑜佳 女性 臺灣觀光學院樂齡大學 

林俊銘 男性 臺灣觀光學院樂齡大學 

郭倩琳 女性 輔英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程紋貞 女性 輔英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