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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年樂齡學習核心課程規劃師培訓 

106年 4月 07日  屏東場  培訓名單 

培訓地點：屏東縣老人文康中心 3樓會議室    培訓地址：屏東市華正路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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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001 孔○玫 屏東市 PT-021 李○明 屏東縣 PT-041 張○碩 高雄市 PT-061 黃○哲 高雄市 

PT-002 方○喆 屏東市 PT-022 李○芳 屏東市 PT-042 張○芬 高雄市 PT-062 黃○堂 屏東市 

PT-003 王○慧 台中市 PT-023 李○萍 屏東市 PT-043 張○心 屏東縣 PT-063 黃○美 高雄市 

PT-004 王○祥 屏東縣 PT-024 李○安 屏東市 PT-044 梁○靜 高雄市 PT-064 黃○琴 屏東縣 

PT-005 王○賓 屏東縣 PT-025 李○秋 屏東市 PT-045 梁○婷 高雄市 PT-065 黃○森 屏東市 

PT-006 王○鳳 屏東縣 PT-026 杜○武 屏東市 PT-046 梁○婷 高雄市 PT-066 黃○蘭 高雄市 

PT-007 王○珠 高雄市 PT-027 杜○貞 屏東市 PT-047 許○港 台南市 PT-067 黃○紅 屏東市 

PT-008 王○玲 屏東市 PT-028 沈○琴 屏東市 PT-048 陳○美 屏東市 PT-068 黃○惠 屏東縣 

PT-009 王○芳 屏東縣 PT-029 官○珠 高雄市 PT-049 陳○羚 屏東縣 PT-069 黃○寬 屏東市 

PT-010 王○台 屏東市 PT-030 林○明 高雄市 PT-050 陳○敏 高雄市 PT-070 楊○雅 屏東縣 

PT-011 王○棻 高雄市 PT-031 林○君 屏東縣 PT-051 陳○昆 屏東市 PT-071 楊○珺 屏東縣 

PT-012 王○珠 高雄市 PT-032 林○渝 台南市 PT-052 陳○禎 屏東縣 PT-072 楊○蔆 台南市 

PT-013 王○麗 高雄市 PT-033 林○均 高雄市 PT-053 陳○靜 高雄市 PT-073 楊○容 屏東市 

PT-014 石○琳 屏東縣 PT-034 侯○龍 高雄市 PT-054 陳○婷 高雄市 PT-074 鄒○梅 屏東市 

PT-015 朱○伶 高雄市 PT-035 孫○琴 高雄市 PT-055 陳○姿 高雄市 PT-075 趙○英 屏東縣 

PT-016 池○娟 南投縣 PT-036 徐○瓊 屏東縣 PT-056 陳○雲 屏東縣 PT-076 潘○榕 高雄市 

PT-017 何○君 屏東縣 PT-037 秦○屏 屏東縣 PT-057 彭○瓊 屏東市 PT-077 潘○如 屏東縣 

PT-018 吳○蓉 高雄市 PT-038 馬○嬌 高雄市 PT-058 曾○彰 屏東市 PT-078 蔡○娟 屏東市 

PT-019 吳○瑀 高雄市 PT-039 康○蕙 屏東縣 PT-059 曾○華 屏東縣 PT-079 蔡○正 屏東縣 

PT-020 吳○苑 屏東市 PT-040 張○婷 屏東縣 PT-060 程○玉 屏東縣 PT-080 蔡○華 屏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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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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081 蔣○惠 屏東縣          

PT-082 鄭○ 屏東縣          

PT-083 鄭○嫺 嘉義市          

PT-084 謝○芸 高雄市          

PT-085 謝○婷 嘉義縣          

PT-086 鍾○華 屏東市          

PT-087 鍾○宣 屏東縣          

PT-088 顏○珍 高雄市          

PT-089 顏○慧 高雄市          

PT-090 魏○華 屏東縣          

PT-091 龔○靖 高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