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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 年中區樂齡學習輔導團 

【第一階段】培訓名單公告 

時間：107/06/28(四)、107/06/29(五)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方型劇場 

※樂齡規劃師培訓學員 活動當日請攜帶身分證(報到時核對) 

※預計於 6月中旬寄送<紙本行前通知> 

 姓名 縣市 

 

 姓名 縣市 

1 王月美 臺中市 16 李美瑩 臺中市 

2 王秀仁 臺中市 17 汪一芬 臺中市 

3 王素慧 臺中市 18 阮于玲 臺中市 

4 王晴 臺中市 19 岳一萍 臺中市 

5 王圓圓 臺中市 20 招敏慧 臺中市 

6 王韻涵 臺中市 21 林秀玲 臺中市 

7 王仁癸 臺中市 22 林佳瑩 臺中市 

8 白秀綢 臺中市 23 林建宏 臺中市 

9 吉慶萍 臺中市 24 林美淑 臺中市 

10 何庭妤 臺中市 25 林家榆 臺中市 

11 吳美惠 臺中市 26 林婕汝 臺中市 

12 呂燕玲 臺中市 27 林琇琪 臺中市 

13 宋旻臻 臺中市 28 林儀親 臺中市 

14 李忠秋 臺中市 29 邱貞真 臺中市 

15 李芮楹 臺中市 30 洪素寬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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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 年中區樂齡學習輔導團 

【第一階段】培訓名單公告 

時間：107/06/28(四)、107/06/29(五)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方型劇場 

※樂齡規劃師培訓學員 活動當日請攜帶身分證(報到時核對) 

※預計於 6月中旬寄送<紙本行前通知> 

 

 姓名 縣市 

 

 姓名 縣市 

31 胡筱霞 臺中市 46 童湘芸 臺中市 

32 唐秀英 臺中市 47 黃禹銘 臺中市 

33 徐映苹 臺中市 48 黃翠琴 臺中市 

34 徐麗蘭 臺中市 49 楊文慈 臺中市 

35 秦茂台 臺中市 50 楊奕慧 臺中市 

36 張玉琳 臺中市 51 楊瑜英 臺中市 

37 張晏榕 臺中市 52 楊麗芬 臺中市 

38 張素貞 臺中市 53 葉淑賢 臺中市 

39 張淑娥 臺中市 54 詹子誼 臺中市 

40 莊依蓉 臺中市 55 劉孟芬 臺中市 

41 陳明和 臺中市 56 劉慶火 臺中市 

42 陳碧蓉 臺中市 57 蔡玉媛 臺中市 

43 陳錫晚 臺中市 58 蔡吉彰 臺中市 

44 彭惠華 臺中市 59 蔡志澤 臺中市 

45 曾羿華 臺中市 60 蔡昭玉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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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 年中區樂齡學習輔導團 

【第一階段】培訓名單公告 

時間：107/06/28(四)、107/06/29(五)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方型劇場 

※樂齡規劃師培訓學員 活動當日請攜帶身分證(報到時核對) 

※預計於 6月中旬寄送<紙本行前通知> 

 

 姓名 縣市 

 

 姓名 縣市 

61 蔡惠如 臺中市 76 徐美惠 南投縣 

62 蔡語婕 臺中市 77 馬怡慧 南投縣 

63 簡湘瓈 臺中市 78 張淑甚 南投縣 

64 譚蓉瑩 臺中市 79 陳玥彤 南投縣 

65 林琦偉 臺中市 80 陳皇福 南投縣 

66 王子晴 南投縣 81 陳若嵐 南投縣 

67 王培薰 南投縣 82 陳富新 南投縣 

68 王惠娟 南投縣 83 彭怡馨 南投縣 

69 吳麗芳 南投縣 84 程淑濤 南投縣 

70 李宜倫 南投縣 85 肅同宏 南投縣 

71 林佳燕 南投縣 86 黃啟瑞 南投縣 

72 林美齡 南投縣 87 楊常婉 南投縣 

73 洪子鑫 南投縣 88 楊莉理 南投縣 

74 洪志伶 南投縣 89 楊麗娜 南投縣 

75 胡鈞涵 南投縣 90 廖廷鳳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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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 年中區樂齡學習輔導團 

【第一階段】培訓名單公告 

時間：107/06/28(四)、107/06/29(五)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方型劇場 

※樂齡規劃師培訓學員 活動當日請攜帶身分證(報到時核對) 

※預計於 6月中旬寄送<紙本行前通知> 

 

 姓名 縣市 

 

 姓名 縣市 

91 劉怡君 南投縣 106 楊晨榆 新竹市 

92 簡明哲 南投縣 107 葉國文 新竹市 

93 林振德 苗栗縣 108 葉麗玉 新竹市 

94 林淼章 苗栗縣 109 廖元亨 新竹市 

95 高蕾迪 苗栗縣 110 盧文鶯 新竹市 

96 陳錦貴 苗栗縣 111 余瑞文 新竹縣 

97 程美蘭 苗栗縣 112 吳楷軒 新竹縣 

98 劉蘭嬌 苗栗縣 113 李淑英 新竹縣 

99 謝安力革志 苗栗縣 114 沈玉文 新竹縣 

100 謝淑慧 苗栗縣 115 林瑞枝 新竹縣 

101 謝清華 苗栗縣 116 陳志信 新竹縣 

102 羅福貞 苗栗縣 117 陳素美 新竹縣 

103 王碧雲 新竹市 118 黃孟玲 新竹縣 

104 林月華 新竹市 119 葉萌珠 新竹縣 

105 游雅淇 新竹市 120 盧春蘭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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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 年中區樂齡學習輔導團 

【第一階段】培訓名單公告 

時間：107/06/28(四)、107/06/29(五)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方型劇場 

※樂齡規劃師培訓學員 活動當日請攜帶身分證(報到時核對) 

※預計於 6月中旬寄送<紙本行前通知> 

 

 

 姓名 縣市 

 

 姓名 縣市 

121 戴欣怡 新竹縣 128 方力凡 雲林縣 

122 謝完菱 新竹縣 129 汪紅華 雲林縣 

123 李佳穎 彰化縣 130 黃麗敏 雲林縣 

124 林和音 彰化縣 131 楊惟智 雲林縣 

125 林雅玲 彰化縣 132 楊絮茹 雲林縣 

126 高惠珍 高雄市 133 張秀珠 台南市 

127 莊素春 高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