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本資料僅供公務聯絡使用，個人資料請勿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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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老師姓名

所屬單位

所屬單位地址

聯絡電話

個人E-mail

潘金梅
丁裕娥
王秀月
陳碧梅
王美月
王美惠
王韋鈞
王婉榆
田村恭
吉慶萍
朱奕維
朱慧玲
何玲玲
余美笑
余素雲
吳侶堯
吳冠毅
吳桂蘭
吳素芬
吳國英
吳淑華
吳菀玲
呂銀櫃
宋意珍
李芳森
李青山
李建平
李國鋒
李敏櫻
李淑娟
李雪杏
李詩晨
李錦春
林榮志
李麗珠
林育仙
林佳燕
林阿緞
林政宏
林盈君
林盈秀
林美玲
林若宛
林唯農
林淑娜
林麗怡
林麗鈴
邱淑卿
姚智文
施淑真
柯三益
洪宏錡
洪秀玲
洪香嚴
范文宏
孫覺先
徐承康
徐映苹
徐啓霞
翁鳳嬌
張之盈
張却
張明瑜
張美里
張晉維
張淑芬
張惠淑
張惠菊
張碧絨
張翠菁
張麗英
梁兆禎
章雨絜
林川惠
莊素春
莊勝惠
莊惠珍
許文鳳
許思美
許美雪
連雲珠
郭秀華
陳文瑩
陳秀貞
陳明珠
陳秋蘭
陳美蓉
陳培鈴

社區關懷據點
南台樂齡大學
臺中市西區樂齢學習中心
豐濱鄉樂齡學習中心
不同意
樂齡大學
鈞啟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平鎮樂齡中心
雲林縣西螺鎮樂齡學習中心
太平區樂齡中心
退休教師
退休人士
樂齡、社大
新北市汐止區北港國民小學
安樂樂齡學習中心
長青學苑
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花蓮監理站
淡水樂齡學習中心
東勢國小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保安大隊
樂齡大學
台南市樂齡協會
馬公樂齡學習中心
退休
老人會、長青學苑、樂齡中心
雲林縣西螺鎮樂齡學習中心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
湖口鄉老人會
花蓮縣花蓮故事協會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副教授
自強里服務處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雲林縣警察局
無
社區關懷據點
新北市土城區樂齡學習中心
南投縣埔里鎮慈恩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關懷據點
林政宏
花蓮故事協會
路老師中和宣講團
慈恩社區
臺南市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花蓮縣卓溪鄉衛生所
社區關懷據點
無
花蓮縣花蓮故事協會
持修積善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樂齡學習中心
雲林縣樂齡大學
社區關懷據點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政府機關
警察局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昌隆國小志工隊
樂齡學習中心
老人長青中心
湖口鄉老人會
社區關懷據點
台北市士林區慈暉長青關懷據點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中心
龍潭樂齡學習中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慈心協會關懷據點
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
富安關懷據點志工
臺南市龍崎樂齡中心
社區關懷據點
不同意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新莊紳士協會
教育部106自主學習團體
屏東縣滿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
黎明向陽社區關懷據點
臺北區監理所
社區關懷據點
不同意
國立空中大學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
樂齡大學
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
社團法人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
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民生分班
社區關懷據點

花蓮縣花蓮市三民街7號
台南市歸仁區崙頂里大成路338號
台中市西區和龍里日興街120號2樓之1
不同意
不同意
台南市北區合興里10鄰南園街14巷6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和平路一段130號
桃園市楊梅區萬大路174巷10號6樓
雲林縣西螺鎮廣興路180號
臺中市太平區精美路201號建平國小
台東縣大武鄉民權街35號
高雄市大社區萬金路8-7號5樓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3段1巷8弄9號6樓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279號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里崇德路10巷54之1號5樓
不同意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152號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60號(樂齡學習中心)
臺中市東勢區南平里１鄰豐勢路408號
高雄市苓雅區五褔里3鄰140巷11之5號8樓
台南市北區海安路3段135巷123弄20號
台南市歸仁區後市里文化街二段121巷7弄9號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1-4號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353巷27弄23號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1-10號
雲林縣西螺鎮西興南路262巷7號
新竹市自由路10號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4鄰健康街31巷6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南華三街20號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2號
台東市洛陽街65號
台中市民權路101號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00號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5-3號10樓
台南市仁德區後壁里德安路39號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45號2樓
南投縣埔里鎮枇杷里11鄰慈恩街366號
南投市南陽路172巷47號
苗栗縣苗栗市水源里中正路1363巷3弄3號
不同意
不同意
南投縣埔里鎮枇杷路67號
不同意
花蓮縣卓溪鄉中正65號
台中市北屯區松茂里2鄰遼寧路二段105號
不同意
花蓮市沙基拉雅街59巷3號
花蓮市民德一街207-9號6樓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3巷43號
雲林縣虎尾鎮研平里下湳32-2號
雲林縣斗南鎮興華街38號5樓
嘉義市西區貴州街123號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1-4號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637號
台南市仁德區仁德里裕忠路539號
不同意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63號
台中市東區進化路175-4號
台中市東區40141富仁里福仁街200巷5弄1號
新竹縣湖口鄉中勢村信昌七街29號
不同意
台北市士林區舊佳里8鄰前街94虢11138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201號9樓之1
桃園市大溪區三元二街115巷16號3樓
台北市南港區向陽路150號3樓
台中市烏日區太明北路
97060花蓮市民權路125號
花蓮市富裕五街89號
台南市龍崎區崎頂里新市仔33號
高雄市鳳山區 鎮南里 34鄰永安街6號8樓
不同意
不同意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里介林九街1-42號1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168巷37號
高雄市前金區河南二路161號16樓之1
屏東縣滿州鄉永靖村永南路19-7號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2號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烏杙31號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48巷7號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50巷8號4樓
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二段226巷5號3樓
新北市三重區仁政街128號5樓之4
403台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桃園市國聖一街8號4樓之7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2號
220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22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三民街7號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里5鄰延和路84號2樓

0912-522-471
0926-105-728
0975-090-390
0934-353-767
0963-336-238
0921-218-008
0933-997-981
0932-210-366
0928-366-876
0918-716-906
0968-699-323
0988-055-844
0910-358-458
0966-621-056
02-24292558
0927-381-015
0921-245-067
0976-809-409
0935-887-695
0919-100-842
0921-511-880
0920-431-191
0952-178-046
0921-186-138
0934-008-686
0922-233-119
0922-038-341
039-9791878
0933-995-745
0921-907-513
0921-203-483
不同意
0972-180-550
0922-482-392
0929-076-769
0930-225-668
0919-005-085
0912-858-570
0915-220-515
0933-993-574
0937-452-659
0933-179-335
0918-388-824
0980-214-354
0911-858-195
0922-418-789
0922-440-090
0935-189-611
0905-595-152
0937-761-825
0911-693-853
05-2860065
0939-696-422
0907-957-695
0972-327-556
不同意
0939-225-670
0980-061-509
0963-020-456
0918-603-638
0986-297-038
0928-852-893
0960-685-642
0912-883-396
0972-353-766
0910-503-596
0928-299-065
0928-923-762
0928-551-727
0919-766-978
不同意
0920-058-293
0987-390-859
無
0910-714-632
0931-273-128
0960-411-668
0932-227-286
0987-160-080
0988-033-901
0972-859-268
0921-159-076
0906-551-535
0928-114-559
0911-221-066
0933-748856
38328647
(02)2273-7391

0930087385@gmail.com
t70075@mail.tut.edu.tw
hhsiutw@yahoo.com.tw
chanbm89@gmail.com
maywang9@ms7.hinet.net
b2385169@gmail.com
tw.weking@gmail.com
wwu804@gmail.com
z8637t@yahoo.com.tw
beauty2@jpps.tc.edu.tw
ju0635@gmail.com
Linda061792@yahoo.com.tw
h26899898@yahoo.com.tw
caktf234@hotmail.com.tw
c24268841@yahoo.com.tw
wlyrick@yahoo.com.tw
不同意
englishcentertpc@yahoo.com.tw
sun5612@gmail.com
gouyingwu@gmail.com
Shu195912@gmail.com
a0920431191@gmail.com
X511108@yahoo.com.tw
jane.sung@msa.hinet.net
smart100851@yahoo.com.tw
ccs@hlvs.ylc.edu.tw
elvislee0108@thb.gov.tw
J5992358@yahoo.com.tw
ming8533760@yahoo.com.tw
shu@mail.nou.edu.tw
av5224@ms45.hinet.net
p7203@taichung.gov.tw
cclee@mail.ylhpb.gov.tw
apple_lin168@yahoo.com.tw
llz1000701@gmail.com
m0973520568@gmail.com
aa0919005085@gmail.com
a224184d@gmail.com
mike705.lin@gmail.com
lovelin07@gmail.com
dilys858@yahoo.com.tw
ling19630710@yahoo.com.tw
jwmolalin@gmail.com
alto690416@gmail.com
anuo0741@gmail.com
cyculin@seed.net.tw
jessy.jumbo@gmail.com
yuki189611@hotmail.com
s1-sae531@hotmail.com.tw
jasmine662582@yahoo.com.tw
Specialme1009@yahoo.com.tw
eden1749c@eden.org.tw
X511108@yahoo.com.tw
yen693838@gmail.com
mygum0972327556@gmail.com
sunjs325@gmail.com
jacksom0086@gmail.com
p2312p@gmail.com
fang0831@gmail.com
Weng5990876@gmail.com
tel0229150601@gmail.com
lydia119@ms52.hinet.net
kt07090927@yahoo.com.tw
marych66@yahoo.com.tw
protoss005@gmail.com
joy503596@gmail.com
u0928299065@yahoo.com.tw
luck016226@gmail.com
a0910069293@gmail.com
isiang.tour@msa.hinet.net
Acerraydebbie@gmail.com
jjl4899@yahoo.com.tw
g0987390859@gmail.com
chuanhui.lin@gmail.com
ediekimo@yahoo.com.tw
aa0931273128@gmail.com
s510152b@gmail.com
a0932227286@ Gmail .com.tw
Lindahsu@thb.gov.tw
apple732520@yahoo.com.tw
lienyunchu@gmail.com
l6280129@yahoo.com.tw
Wendy19791104@yahoo.com.tw
chen920611@yahoo.com.tw
mingchu928@gmail.com
Iau550302@gamail.com
ms8329198@gmail.com
a30615s@gmail.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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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聲
陳淑芳
陳莉蓮
陳雪瑩
陳佳美
陳惠玲
陳椿明
陳源松
陳慶平
陳靜慧
陳麗文
陳麗秋
傅飛嫦
管碧琴
彭秀梅
彭筱斐
曾羿華
曾素珍
曾惠滿
曾榮華
湛聶穗生
黃光男
黃秀魁
黃芝勤
黃青
黃俊瑋
黃癸評
黃素英
黃崇晟
黃淑貞
黃淑敏
黃惠省
黃毓婷
黃義雄
黃榮貴
黃碧芬
黃靜惠
黃麗芬
黃麗華
黃寶珍
楊正信
楊美美
楊美麗
葉秀琴
詹俊祐
詹雄淳
廖健柱
劉興華
廖滿琴
劉孔安
劉春梅
劉純豪
樓怡君
蔡玉霜
蔡亦薰
蔡佳真
蔡美倫
蔡淑玲
蔡淑真
蔡碧華
蔡靜芳
蔡鐵橋
鄭月英
鄭金足
鄭舒方
鄭寶金
盧本能
蕭文琪
蕭朝鐘
賴志松
賴柏成
龍蘭香
戴樹英
薛天鏡
謝姩枝
謝榮桂
謝碧芳
鍾春鳳
鍾愛幸
鍾鳳美
藍美玉
魏榮全
魏明敏
蘇慧玲
謝清華
施淑娥
古慶萍

所屬單位

所屬單位地址

永康社區老人會會長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里崇德路19號1樓
龍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臺中市龍井區新東里6鄰新興路7巷28之1號
苗栗市樂齡中心
台中市大雅區橫山里振興3路7號
內湖區公所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4樓(湖興里)
澎湖縣馬公市樂齡學習中心
880澎湖縣馬公市永福街30號
宜蘭縣五結鄉三興村辦公處
宜蘭縣五結鄉三興村五結中路三段463號
樂齡學習中心
台中市新社區協成里興義街215號
臺東市公所
臺東市自強里14鄰洛陽街65號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花蓮鳳林北林托老
花蓮縣吉安村吉慶街8號
五十甲關懷據點
南投縣埔里鎮東華路166號
自主帶領人
台北市民權東路五段88號5樓新益里
社團法人花蓮縣光復鄉老人會
花蓮縣光復鄉自強路80巷29號
花蓮主和社區
花蓮市南京街37號
社區關懷據點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昌二街二號
社團法人花蓮產業技能訓練推廣協會
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大莊路67號
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148巷7號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小志工隊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2段100巷3號4樓
社區關懷據點
花蓮市 國裕里 富裕十五街 33號
持修積善協會
花蓮市中興路1-19號5樓
社區關懷據點
花蓮市民立里民德一街205一2號3A室
政府機關(高餐附中)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40號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龜分局
高雄市六龜區民生路1號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樂齡大學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里17鄰中央路四段54巷21號7樓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197號
新北市中和路老師宣講團
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159巷22號13樓
台中市協和國小(退休教師)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626號
政府機關-嘉義區監理所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29號
三民區樂齡學習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91號
社區關懷據點
花蓮吉安鄉中央路三段108號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小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8鄰通安路247巷30-3號
不同意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光復路103號
樂齡大學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97巷12號2樓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左營區尾北里30鄰大中二路742號6樓
東台灣廣播電臺/鈞啟網路科技公司
不同意
屏東縣滿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26號
國立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
不同意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瓊泰路116號
樂齡學習中心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9鄰祥騰42號
樂齡中心
花蓮市中興路43巷3號4樓之1
樂齡大學
花蓮市中興路43巷3號4樓之1
台中市龍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台中市龍井區新庄里21鄰新庄街二段90號
鷺江國小(不同意)
宜蘭縣羅東鎮樹林里豐年路174號
佛光山普門中學
高雄市小港區松富街73巷2號2樓
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臺南市東區長東街133巷11號
台北市萬華區樂齡學習中心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5巷15號8樓
退輔會馬蘭榮家退休
臺東縣臺東市福建路52號
豐原區樂齡學習中心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71巷7號八樓
不同意
不同意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10街28號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新竹縣新埔鎮南平里南平路236巷13號
台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東四街30號4樓
臺中市豐原區樂齡學習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55號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125號
嘉義區監理所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29號 駕駛人管理科
路老師新北中和宣講團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1段202巷5弄4號3樓
新北市三重區重明里辦公處
新北市三重區捷運路19巷2弄1號
後山人文協會
花蓮市北興路40號
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市北區國光街66號
台南市歸仁區衛生所志工
台南市歸仁區後市里中正北路1段1號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258號五樓
新市樂齡學習中心
台南市新市區中正路210號
新北市三峽區長壽會
苗栗縣苑裡鎮田心里5鄰54之7號
社區關懷據點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81巷21號3樓
新北市體育運動國際標準舞競技協會
新北市三峽區長泰街5巷6弄2號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臺北區監理所板橋監理站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3段116號
社區關懷據點
南投市南陽路72巷47號
公路總局台中區監理所彰化監理站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2段457號
台中市大興里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大墩一街156號
草屯樂齡中心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路2段51號
樂齡大學
臺東市仁七街31號
澎湖縣前寮里社區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123號
不同意
不同意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不同意
五十甲社區關懷據點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22號
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民生分班
花蓮縣花蓮市富裕一街36巷8號
北港樂齡學習中心
雲林縣北港鎮北辰路1號
新北市身障者健康育樂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里13鄰民安西路78巷8弄6號
臺北市中山樂齡學習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檳榔路53巷18號1樓
社區關懷據點
雲林縣斗南鎮興華街39號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376巷97弄10號3樓之1
苗栗縣大湖樂齡學習中心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村 14 鄰民族路 24 號
新竹縣關西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六街11號14樓之3
台中市太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臺中市太平區精美路201號

聯絡電話

個人E-mail

02-24268171
0932-515834
0923-309-830
0932-072-583
無
0987-981-818
0918-848-513
0921-833-647
0926-016-165
0926-119-338
0928-383-823
0952-362-665
0933-797-958
0988-356-790
0980-068-691
0919-913-340
0922-358-169
0978-505-697
0932-211-910
0935-957-881
無
0982-021-034
0989-008-537
0910-598-001
0986-398-880
0966-322-416
0920-088-816
0928-902-476
0932-973-039
不同意
0960-220-086
0929-194-277
0938-735-108
0936-151-888
0983-790-137
0921-633-150
0979-273-930
0916-560-599
0933-232-215
0933-370-537
0919-288-257
0933-489-576
0919-090-104
0919-333-001
0987-862-627
0937-367-867
0937-076-293
0920-797-816
0930-203-562
0929-003-041
0978-833-638
0936-991-219
0985-649-288
0937-731-117
0933-061-865
0963-122-621
0911-225-806
0930-585-623
0925-592-681
0937-135-446
0988-802-599
0935-335-185
0829-043-826
0976-987-658
0915-613-126
0912-207-919
0966-611-226
0923-703-908
0912-858-570
0911-762-062
0955-590-560
0935-124-149
0912-700-094
0976-737-308
0935-395-318
0913-660-993
0928-383-832
0963-001-025
0928-812-445
0927-101-132
0919-204-538
0956-378-206
0921-761-411
0910-857-582
0919-527-229
0919-362-572
無

c24292558@gmail.com
hsuying3@gmail.com
lih.lien@gmail.com
bl-shammy@mail.taipei.gov.tw
無
不同意
angelscare204106@gmail.com
av5224@ms45.hinet.net
chingping@mail.hdut.edu.tw
lori1359@yahoo.com.tw
apoppy588@gmail.com
a27691142@gmail.com
r0915198351@gmail.com
k328499@gmail.com
無
pjpj228228@yahoo.com.tw
Creama235@gmail.com
Jane3956@gamil.com
huiman7586@gmail.com
abc0935957881@gmail.com
suasun371228@gmail
kuangnanh@yahoo.com.tw
lg095@kmph.com.tw
g97259502@gmail.com
art.dance168@yahoo.com.tw
pipi0217@hotmail.com
goldenwawa@gmail.com
hsuying3@gmail.com
cyi0630@thb.gov.tw
fortunenpo@gmail.com
hsmc3108@gmail.com.tw
hw082727@gmail.com
ting1217@outlook.com
st77eve@gmail.com
huangjungkuei@gmail.com
cintalot@gmail.com
mjcei2229@gmail.com
tw85beauty@gmail.com
lhuang995@gmail.com
Baojane52064@gmail.com
gnn625@gmail.com
m540877@Yahoo. Come. Tw
a0919090104@gmail.com
yie1788@yahoo.com.tw
h34881345@yahoo.com.tw
zkaijan@gmail.com
jimliaocc@yahoo.com.tw
liouhwa102@gmail.com
chay0108sy@gmail.com
sadcry321@yahoo.com.tw
Homebox1688@gmail.com
a5885274@gmail.com
teliu608@ms19.hinet.net
luckyuh66@gmail.com
tsai0808@gmail.com
leomilkcat@gmail.com
h932200099@gmail.com
suling0930@gmail.com
103050wsx@gmail.com
pen135@gmail.com
fang2309226@gmail.com
ttc410506@gmdil,com
sk363138@gmail.com
k25628899@yahoo.com.tw
fun6468@gmail.com
k25628899@yahoo.com.tw
lu571125@taichung.gov.tw
hank.hwc@gmail.com
cjs789789@gmail.com
lion999d@gmail.com
lobo.laipc@gmail.com
lunglh@yahoo.com.tw
v0912795055@gmaiL.com
x120083255@yahoo.com.tw
a037692057@gmail.com
a0913660993@gmail.com
apoppy588@gmail.com
s0975171291@gmail.com
choon456@yahoo.com.tw
cfm123123@gmail.com
meiyulu0510@gmail.com
sf5559@ms21.hinet.net
weimm@yuntech.edu.tw
family8185@gmail.com
v991134v@gmail.com
learning10612@gmail.com
beauty2@jpps.tc.edu.tw

107年合格路老師清冊 (本資料僅供公務聯絡使用，個人資料請勿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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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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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單位

所屬單位地址

聯絡電話

個人E-mail

陳秀瑛
金門縣金寧鄉公所
892 金門縣金寧鄉仁愛新村１號
無
jaja.msa@msa.hinet.net
范秀玲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新竹縣新埔鎮南平里南平路236巷13號
0901-097-103
homebox1688@gmail.com
洪淑美
樂齡大學
新北市新莊區西聖里22鄰新樹路206巷26號7樓
0920-421-087
mandy990928@yahoo.com.tw
賴淑惠
高齡自主學習帶領人
台東縣卑南鄉太平村民生路96號
0933-625-975
judy0138@yahoo.com.tw
林素君
高雄市大樹長青學會
不同意
0937-319-331
links3100@gmail.com
馬麗英
社區關懷據點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二段213巷21號
0937-218-339
eagle112655@gmail.com
邱燕燕
松陽工程
台南市永康區永二街196巷3號
0929-189-315
dawnchiu101@gmail.com
翁麗輝
金門縣衛生局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1段325號
0911-883-025
i236fa8@mail.kinmen.gov.tw
余明火
陸軍軍官學校花蓮校友會
0928-249-709
ming8533760@Yahoo.com.tw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南華三街20號
鄭麗靜
社區關懷據點
南投縣埔里鎮西門ㄧ巷 3 號
0922-289320
s8011222003@yahoo.com.tw
周卉芊
社區關懷據點
南投縣埔里鎮西門ㄧ巷 3 號
0925-160762
s8011222003@yahoo.com.tw
岳一萍
台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715號12樓之1
0920-357847
alaina3388@gmail.com
張銘賢 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551號
06-5723181＃101
cyi0702@thb.gov.tw
黃月櫻
高師大玩創意樂齡社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7號21樓之三
0937-560-569
hyy3616@gmail.com
莊惠茱
高雄市彌陀國小樂齡學習中心
不同意
0989-930-998
不同意
黃文娜
花蓮縣故事協會
花蓮市華廈街38號3樓之6
0953-292-285
nawuh1206@yahoo.com.tw
洪紫涵
金門縣烈與社區關懷據點
金門縣金寧鄉南山1-7號
0922-359-036
不同意
莊麗玲
金寧南山社區關懷據點
金門縣金寧鄉古寧村南山4-3號
0910-307021
不同意
楊方瑜
金門縣鳳祥社區關懷據點
雲林縣斗南鎮興華街38號5樓
0911-693-853
Specialme1009@yahoo.com.tw
楊閩瑜
金門縣湖峰社區關懷據點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西路50巷7弄8號
無
無
王明秋
台中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台中市北屯區平陽里梅川西路4段292號16樓之9
0921-311-781
wang4110@gmail.com
蔡鳳琴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里鐵山路一巷四號
0912-313-442
puli6250@yahoo.com.tw
曾薇尹
朝陽樂齡大學
台中市西屯區四川路146號6樓之1 (不同意)
0932-641-933
wei1105wei@gmail.com
黃千翠
元長樂齡學習中心
雲林縣土庫鎮奮起里8鄰秀潭111號
0975-359-866
chientsui@gmail.com
丁素媛
板橋長照
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144巷68號4樓
0987-893-331
din@well.com.tw
李如相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台南市東區樹林街一段七十七號五樓(不同意)
0952-235-850
leeruxiang@gmail.com
張秋花 花蓮縣鳳林鎮鳳信部落文化健康站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120巷25號
0938-771-909
flay8760873@gmail.com
王明樂
澎湖縣馬公市樂齡學習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16鄰永平街24號
0937-603-623
wwh0101@hotmail.com
洪寶教
澎湖縣馬公市樂齡學習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16鄰永平街24號
0911-733-621
wwh0101@hotmail.com
沈淑娟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8號
無
a993359a@yahoo.com.tw
余燕卿
澎湖縣馬公樂齡學習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路55號
0935-299-169
sister823@gmail.com
洪美香
澎湖縣馬公樂齡學習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路106巷10號
sister823@gmail.com
0911-883-799
孫小峰
新北市新女性協進會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228巷13號
sunnyhappybaking@hotmail.com
0936-580-893
吳燕玉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一段170號8樓
wuu.mei@gmail.com
0919-185-672
黃麗齡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130巷32號2樓
0921-927-701
leling4183@gmail.com
陳美蓮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玫瑰里17鄰如意街13巷1弄20號231-56 0905-060-656
Meilien0914@gmail.com
陳真
豐原監理站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120號(第二股)
0935-333-075
chenchen@thb.gov.tw
04-25274229＃
陳育志
豐原監理站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120號
ghytrd@gmail.com
205
林美雪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里辦公處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里907號
0932-953-597
無
黃文宏
臺北市區監理所金門監理站
金門縣金湖鎮黃海路6之1號
0953-880-451
stevehuang1211@gmail.com
羅怡齡
社區志工
花蓮縣鳳林鎮鳳鳴二路61號
0912-224-460
jasicca19760228@yahoo.com.tw
張恩綺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花蓮市府前路17號
03-8462783
enchi0809@nt.hi.gov.tw
葉書璇
花蓮市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里介林九街1-42號
0987-390-859
g0987390859@gmail.com
李麗香
樂齡學習中心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仁里8街95號
0919-534-795
lkklinmother@gmail.com
謝政峯
新竹市監理站
新竹市東區自由路10號
03-5327101
allan@thb.gov.tw
黃碧雲
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市復興街50-4號
0928-079-069
n0928079069@yahoo.com.tw
陳淑美 教育部自主學習團體-樂活共好學習團
花蓮市富裕11街61號五樓
0939-213-782
mei0939213782@gmail.com
陳德光
綠島鄉樂齡學習中心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溫泉27號
0919-639465
cdg153750@yahoo.com.tw
羅惠珍
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王照愉
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郭玲瑩
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林清山
彰化縣二林社區大學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安和街10巷5號
0926-348-146
sunlin2007tw@yahoo.com.tw
楊翠敏
社區關懷據點
不同意
0972-712017
Mindy630913@gmail.com
陳金品
花蓮縣豐濱鄉樂齡學習中心
花蓮縣豐濱鄉光豐路26號
0935-005-614
chencellia@yahoo.com.tw
楊玉婷 花蓮縣鳳林鎮鳳信部落文化健康站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7鄰98-2號
0930-102538
vvbb320@yahoo.com.tw
薛凱云
南投監理站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201號
0910-077629
m9403522@mail.ntust.edu.tw
陳允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王雅琪
無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泉州街61號
0935-430971
enjoy9133@gmail.com
吳淑慧
古坑社區關懷據點
雲林縣古坑鄉文學路12-3號
0919-274743
不同意
陳翠和
金門縣盤山社區關懷據點
金門金寧鄉盤山仁愛新村7號
0920-639418
不同意
翁明惠
金門縣盤山社區關懷據點
金門金寧鄉盤山仁愛新村7號
0920-639418
不同意
謝翠萍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社區關懷據點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楊子岳
新北高工汽車科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33巷13號9樓
0927-303060
w813227@ntvs.ntpc.edu.tw
黃秀滿
社區關懷據點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洪士順
社區關懷據點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