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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年樂齡學習核心課程規劃師培訓 

106年 3月 10日  嘉義場  培訓名單 

培訓場地：教育學院二館 131倬章國際會議廳 

培訓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段 168號   

 
                                                                                              （按姓名筆畫排序）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編號 姓名 縣市別 

CY-001 王  ○ 新北市 CY-047 施○娟 南投縣 CY-093 陳○玉 台中市 CY-139 蕭○偉 嘉義市 

CY-002 王○凱 嘉義市 CY-048 洪○蘭 雲林縣 CY-094 陳○月 台中市 CY-140 蕭○祐 嘉義縣 

CY-003 王○香 台南市 CY-049 洪○惠 台中市 CY-095 陳○芬 台中市 CY-141 蕭○華 雲林縣 

CY-004 王○慧 台中市 CY-050 洪○發 台中市 CY-096 陳○雯 嘉義縣 CY-142 賴○淡 雲林縣 

CY-005 王○儒 雲林縣 CY-051 胡○霞 台中市 CY-097 陳○女林 台南市 CY-143 薛○美 台中市 

CY-006 王○圓 台中市 CY-052 徐○苹 台中市 CY-098 傅○瑞 雲林縣  CY-144 鍾○幸 嘉義縣 

CY-007 田○恭 雲林縣 CY-053 徐○香 台中市 CY-099 曾○惠 嘉義市 CY-145 簡○容 嘉義縣 

CY-008 行○英 台南市 CY-054 徐○岑 嘉義縣 CY-100 曾○貞 南投縣 CY-146 羅○龍 嘉義縣 

CY-009 何○華 金門縣 CY-055 徐○○鸞 桃園市 CY-101 曾○雪 台中市 CY-147 羅○容 南投縣 

CY-010 何○淑 台中市 CY-056 徐○蘭 台中市 CY-102 湯○屏 嘉義市 CY-148 嚴○養 嘉義縣 

CY-011 余○丹 台中市 CY-057 翁○瀅 嘉義市 CY-103 黃○源 雲林縣 CY-149 龔○○莎 嘉義市 

CY-012 吳○縈 臺北市 CY-058 高○貞 台南市 CY-104 黃○喬 雲林縣    

CY-013 吳○潔 雲林縣 CY-059 高○珍 台中市 CY-105 黃○卿 雲林縣    

CY-014 吳○慧 雲林縣 CY-060 高○美 雲林縣 CY-106 黃○鈴 台中市    

CY-015 吳○鋰 雲林縣 CY-061 高○君 臺中市 CY-107 黃○緯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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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016 吳○芳 桃園市 CY-062 張  ○ 雲林縣 CY-108 黃○松 南投縣    

CY-017 呂○金 嘉義縣 CY-063 張○綺 雲林縣 CY-109 黃○姿 彰化縣    

CY-018 李○儒 雲林縣 CY-064 張○萍 嘉義縣 CY-110 黃○珍 雲林縣    

CY-019 李○蘭 雲林縣 CY-065 張○麗 雲林縣 CY-111 黃○玲 台中市    

CY-020 李○蓉 嘉義縣 CY-066 張○玉 雲林元 CY-112 黃○珠 雲林縣    

CY-021 李○山 雲林縣 CY-067 張○娥 台中市 CY-113 葉○嬋 台中市    

CY-022 李○娟 嘉義市 CY-068 張○成 台中市 CY-114 葉○宜 雲林縣    

CY-023 李○亭 台中市 CY-069 張○雲 嘉義市 CY-115 葉○翎 台中市    

CY-024 杜○達 南投縣 CY-070 張○宜 台中市 CY-116 葉○韻 台中市    

CY-025 沈○宏 嘉義縣 CY-071 張○函 臺中市 CY-117 葉○如 嘉義縣    

CY-026 卓○珍 雲林縣 CY-072 張○芬 台中市 CY-118 董○成 嘉義市    

CY-027 周○芬 嘉義市 CY-073 張○先 新北市 CY-119 廖○芬 雲林縣    

CY-028 周○玲 嘉義市 CY-074 張○華 嘉義縣 CY-120 廖○貞 雲林縣    

CY-029 林  ○ 雲林縣 CY-075 莊○傳 嘉義市 CY-121 劉○雲 嘉義縣    

CY-030 林○琪 台中市 CY-076 莊○輝 嘉義縣 CY-122 劉○君 嘉義縣    

CY-031 林○祥 南投縣 CY-077 莊○琪 嘉義市 CY-123 劉○秀 台南市    

CY-032 林○如 南投市 CY-078 莊○敏 嘉義縣 CY-124 劉○紹 彰化縣    

CY-033 林○君 雲林縣 CY-079 連○祥 南投縣 CY-125 潘○ 嘉義縣    

CY-034 林○姿 嘉義市 CY-080 郭○綸 嘉義縣 CY-126 蔡○碧 嘉義市    

CY-035 林○賢 南投縣 CY-081 郭○遠 台中市 CY-127 蔡○真 雲林縣    

CY-036 林○煌  雲林縣 CY-082 郭○信 嘉義縣 CY-128 蔡○娟 台南市    

CY-037 林○仟 嘉義縣 CY-083 郭○麗 雲林縣 CY-129 蔡○玉 臺中市    

CY-038 林○玲 南投市 CY-084 閉○芮 嘉義市 CY-130 蔡○秀 新竹市    

CY-039 林○安 嘉義縣 CY-085 陳○謙 台中市 CY-131 蔡○情 彰化縣    

CY-040 林○清 南投縣 CY-086 陳○玉 嘉義縣 CY-132 鄭○玲 嘉義縣    

CY-041 林○宜 台中市 CY-087 陳○吟 台南市 CY-133 鄭○琴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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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042 林○淇 台中市 CY-088 陳○臻 嘉義市 CY-134 鄭○娥 雲林縣    

CY-043 邱○俊 嘉義市 CY-089 陳○蓉 雲林縣 CY-135 鄭○鴻 嘉義市    

CY-044 邱○祈 嘉義市 CY-090 陳○杏 嘉義市 CY-136 鄭○蘭 嘉義市    

CY-045 邱○倫 嘉義縣 CY-091 陳○江 南投縣 CY-137 蕭○成 嘉義市    

CY-046 邱○智 嘉義市 CY-092 陳○莉 嘉義市 CY-138 蕭○珍 雲林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