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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第 3 屆樂齡教育奉獻獎」 

受獎名單一覽表 

受獎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序 

序號 得獎獎項 推薦個人 推薦單位 

1 卓越領導獎 王淑玲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2 卓越領導獎 王圓圓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3 卓越領導獎 李雲月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4 卓越領導獎 吳美終 新北市蘆洲區樂齡學習中心 

5 卓越領導獎 卓玉支邑 臺南市左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6 卓越領導獎 周韋詩 臺灣首府大學 

7 卓越領導獎 洪中明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樂齡學習中心 

8 卓越領導獎 洪瑞英 朝陽科技大學 

9 卓越領導獎 高碧珍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10 卓越領導獎 張進茂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1 卓越領導獎 張  弘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12 卓越領導獎 劉裔興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13 卓越領導獎 賴昭志 文藻外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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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卓越領導獎 謝來庚 基隆市仁愛區樂齡學習中心 

15 卓越領導獎 鍾政洋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16 卓越領導獎 闕麗卿 嘉義縣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17 卓越領導獎 羅素卿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18 卓越領導獎 關淑華 雲林縣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19 卓越領導獎 蘇明結 南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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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第 3 屆樂齡教育奉獻獎」 

受獎名單一覽表 

受獎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序 

序號 得獎獎項 推薦個人 推薦單位 

1 志工奉獻獎 朱婷欐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2 志工奉獻獎 李淑英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3 志工奉獻獎 李莉莉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4 志工奉獻獎 李夜香 高雄市鳥松區樂齡學習中心 

5 志工奉獻獎 何哲生 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6 志工奉獻獎 李蕎安 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中心 

7 志工奉獻獎 吳美津 宜蘭縣冬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8 志工奉獻獎 林妙雪 臺北市北投區樂齡學習中心 

9 志工奉獻獎 林春櫻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10 志工奉獻獎 林鳳英 雲林縣土庫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11 志工奉獻獎 陳寶堂 基隆市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 

12 志工奉獻獎 陳  慶 基隆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13 志工奉獻獎 陳鳳蘭 新竹市香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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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志工奉獻獎 章振才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15 志工奉獻獎 黃鶴珠 雲林縣土庫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16 志工奉獻獎 黃劉秋 臺南市安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17 志工奉獻獎 黃月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8 志工奉獻獎 蔡玉碧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9 志工奉獻獎 蔡壽美 高雄市岡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20 志工奉獻獎 謝鳳嬌 苗栗縣竹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21 志工奉獻獎 羅阿尾 新竹縣關西鎮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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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第 3 屆樂齡教育奉獻獎」 

受獎名單一覽表 

受獎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序 

序號 得獎獎項 推薦個人 推薦單位 

1 教學優良獎 汪秀珍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2 教學優良獎 邱正坤 大華科技大學 

3 教學優良獎 邱林和珍 屏東市竹田鄉樂齡學習中心 

4 教學優良獎 林雪紅 新北市三芝區樂齡學習中心 

5 教學優良獎 胡松德 臺北市萬華區樂齡學習中心 

6 教學優良獎 姜義浪 新竹縣橫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7 教學優良獎 郭素珍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8 教學優良獎 陳玉蟾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9 教學優良獎 陳志信 新竹縣關西鎮樂齡學習中心 

10 教學優良獎 陳瑞女林 臺南市柳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11 教學優良獎 馬子嬌 高雄市鳥松區樂齡學習中心 

12 教學優良獎 陳怡瑄 屏東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3 教學優良獎 許瑞月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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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教學優良獎 游麗卿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15 教學優良獎 蔡豐任 國立聯合大學 

16 教學優良獎 謝秀足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17 教學優良獎 龔玉珠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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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第 3 屆樂齡教育奉獻獎」 

受獎名單一覽表 

受獎名單依地區排序 

序號 得獎獎項 推薦團體 推薦單位 

1 團體特優等獎 

(示範中心)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 團體特優等獎 新北市板橋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3 團體特優等獎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市政府 

4 團體特優等獎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嘉義市政府 

5 團體優等獎 臺北市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6 團體優等獎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縣政府 

7 團體優等獎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苗栗縣政府 

8 團體優等獎 雲林縣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雲林縣政府 

9 團體優等獎 嘉義縣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嘉義縣政府 

10 團體優等獎 高雄市林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 團體優等獎 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中心 屏東縣政府 

12 團體優等獎 澎湖縣望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澎湖縣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