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高雄市傳承大使名單 

一.藝文類：書法.國畫.西畫.漫畫.文學.易經易理等 

編號 姓名 住址 專長/教學項目 備註 

1 楊照貴 苓雅區 國畫.書法  

2 陳文鋒 苓雅區 書法.拳術.台語  

3 莊貴臚 三民區 書法.直笛.長笛  

4 洪震輝 苓雅區 國畫.書法  

5 鄭玉真 鼓山區 書法  

6 黃壽全 小港區 書法  

7 林英男 三民區 蠟筆畫.素描.木笛  

8 鄭肇桐 苓雅區 國畫.西畫.書法  

9 謝彥杉 三民區 書法.國畫  

10 黃一彥 鳳山區 易經風水.八字.紫微斗數  

11 趙組坤 鳳山區 國畫（工筆畫）  

12 鍾昭躍 苓雅區 素描.水彩.水墨  

13 黃珠如 苓雅區 書法  

14 陳清勇 鳳山區 國畫  

15 陳錦桂 大社區 鳥蟲體書法  

16 柯文逵 左營區 鳥蟲體書法  

17 王龍海 前金區 西畫  

18 柯景山 前鎮區 書法  

19 林娜 小港區 書法  

20 卓金虎 梓官區 紫微斗數  

21 蔡金貴 前鎮區 書法  

22 凃淑敏 鼓山區 鳥蟲體書法  

23 徐忠瓊 三民區 書法.國畫.詩詞  

24 張宗仁 苓雅區 書法  

25 王蘭華 新興區 禪繞畫  

26 謝國棟 屏東縣 書法  

27 張富順 鳳山區 書法  

28 郭陽正 三民區 書法  

29 張鐵民 前鎮區 詩詞  

30 洪燕惠 左營區 壓克力彩繪  

31 鄭毅光 左營區 書法  



32 林順才 左營區 禪繞畫  

33 林輝海 前鎮區 透視畫  

34 鍾菊嬌 小港區 書法  

35 王志功 岡山區 鳥蟲體書法  

36 林哲勝 鳳山區 西畫  

37 洪玉鳳 三民區 粉彩畫.禪繞畫  

38 陳淑貞 鳳山區 粉彩畫  

39 陳皆宏 三民區 西畫  

40 張秀琴 小港區 書法  

41 郭斯維 楠梓區 鳥蟲體書法  

42 戴驪珠 新興區 素描.色鉛筆  

43 張富貴 鳳山區 書法  

44 陳慧玲 前鎮區 鳥蟲體書法  

45 王燕惠 三民區 鳥蟲體書法  

二.語言類：英語.日語.國語.台語.客語等。 

編號 姓名 住址 專長/教學項目 備註 

1 李淑媛  三民區  日語  

2 張太南  左營區  日語.日語歌唱  

3 張國松  三民區  日語  

4 陳義弘  仁武區  台語四句聯仔.七字仔唸.桌球  

5 吳明賢  鼓山區  英語  

6 莊素春  前金區  台語  

三.音樂類：中國樂器.西洋樂器.樂理.指揮.歌唱技巧等。 

編號 姓名 住址 專長/教學項目 備註 

1 汪進達 大寮區 鋸琴演奏  

2 李吉進 鼓山區 吉他.烏克麗麗  

3 胡麗珠 三民區 手風琴  

4 劉韶雲 左營區 手風琴.非洲鼓.蔓陀鈴  

5 葉碧吟 三民區 揚琴演奏  

6 黃義森 苓雅區 樂團指揮.作曲演奏  

7 顏佰四 三民區 一人樂團演奏(一心六用)  

8 林月貞 苓雅區 長笛  

9 許富雄 仁武區 烏克麗麗.木笛.陶笛  



10 王月珍 前金區 歌唱技巧  

11 葉富田 大寮區 唱歌技巧  

12 黃蓮嬌 鼓山區 月琴  

13 陳妙琴 三民區 唱歌技巧  

14 蔡秀瓊 三民區 柳葉琴  

15 張淑美 仁武區 烏克麗麗.拉丁鼓  

16 周珍惠 苓雅區 唱歌技巧  

17 林聰輝 鳥松區 口琴  

18 鄒新蓮 前鎮區 歌唱技巧  

19 韓文俠 仁武區 笛.嗩吶  

20 柯家燕 鳳山區 葫蘆絲  

21 巫貴寶 三民區 中國笛.巴烏.葫蘆絲  

22 李秀英 三民區 烏克麗麗  

23 吳志逢 小港區 薩克斯風  

24 林桂香 三民區 古箏  

25 黃喜堂 橋頭區 古琴  

26 林光榮 三民區 歌唱技巧  

27 黃登宏 前鎮區 口琴   

四.保健暨運動類：球類.劍術.拳術.保健操.國術.舞蹈等 

編號 姓名 住址 專長/教學項目 備註 

1 張金生 苓雅區 桌球.英文  

2 賴  純 鳥松區 元極舞.元極功法  

3 洪秀琴 鳳山區 土風舞.健康操.銀髮瑜珈  

4 馬莉莉 鼓山區 手語教唱  

5 黃老吉 新興區 太極道學.太極拳  

6 許錦榮 苓雅區 養生長壽氣功  

7 郭貞雄 三民區 槌球  

8 李秀卿 鼓山區 太極拳.推手.扇子  

9 李永居 前鎮區 太極拳.太極劍  

10 馬麗華 苓雅區 元極舞  

11 楊淑貞 苓雅區 土風舞  

12 莊奇花 苓雅區 土風舞  

13 田榮和 三民區 舞蹈.團康帶領.歌唱技巧  

14 謝秀琴 前鎮區 手語律動.舞蹈  



15 王碧霞 新興區 手語.社交舞.養生保健  

16 曾燦焜 前鎮區 桌球.漫畫.鋸琴演奏  

17 陳素珍 三民區 社交舞  

18 吳亦欣 三民區 土風舞  

19 林靜若 苓雅區 民族舞蹈.太極扇.木蘭扇  

20 張秀雲 前鎮區 土風舞  

21 鄭貴香 鼓山區 土風舞  

22 翁金英 苓雅區 瑜珈  

23 劉永豐 永安區 踢踏舞.摺紙  

24 莊金聰 三民區 太極拳.書法.美術  

25 蔡碧娥 苓雅區 土風舞.健康操  

26 陳樹梅 苓雅區 太極拳.社交舞.繩結  

27 葉素足 三民區 瑜珈.土風舞  

28 蘇洽星 前金區 太極氣功十八式  

29 王晴美 前金區 太極氣功十八式  

30 孫瑞得 鳳山區 土風舞  

31 林榮成 新興區 社交舞.國標舞  

32 楊相顧 三民區 手語教唱  

33 賴群玲 新興區 熱舞  

34 許美霞 小港區 單人舞.雙人舞.瑜伽  

35 曾美滿 小港區 功夫扇.妞妞舞  

36 蔣芳青 苓雅區 單人舞.雙人舞.樂理  

37 郭日榮 三民區 土風舞.環保童玩.電腦影像後製.複合媒材手作 

38 陳立嶽 前金區 土風舞  

39 蘇景星 前鎮區 保健技法(經絡穴道健法)  

40 陳英珠 三民區 土風舞  

41 林秋萍 鳳山區 舞蹈  

42 林玫采 鳳山區 音樂律動  

43 鄭義協 苓雅區 單人舞.土風舞  

44 江雪貞 苓雅區 單人舞.社交舞  

45 鄭詠謙 苓雅區 保健技法  

46 張幸德 苓雅區 土風舞.排舞  

47 梁龍光 鼓山區 社交舞  

48 蘇麗芳 前鎮區 單人舞  

49 黃秀美 前鎮區 音樂帶動跳.手語教唱  



50 郭麗香 三民區 健身操  

51 林顯堂 小港區 土風舞  

52 陳慕玲 鳳山區 排舞.薩克斯風  

53 齊淑怡 前鎮區 敦煌舞  

54 許春惠 前鎮區 舞蹈.飾品製作  

55 陳鵬傑 旗山區 太極拳  

56 李春美 左營區 手語教唱  

57 王堇 苓雅區 舞蹈  

58 吳羣芳 苓雅區 舞蹈  

59 杜順平 鼓山區 社交舞  

60 方姿喬 前鎮區 排舞  

61 張梅蘭 三民區 土風舞.社交舞  

62 楊素琴 鳥松區 手語教唱  

63 陳昱禎 鳥松區 社交舞  

64 施川寶 三民區 保健技法  

65 蔡杏雀 前鎮區 單人舞  

66 陳彩霞 前鎮區 音樂律動  

67 楊漢銘 苓雅區 土風舞  

68 朱苡華 前鎮區 有氣舞蹈.排舞  

69 李翠芬 前金區 音樂律動  

70 蘇秀美 鼓山區 銀髮體適能促進   

五.手工藝暨民俗技藝類：剪紙.捏麵.草編.編織.花藝.摺紙.氣球造型等 

編號 姓名 住址 專長/教學項目 備註 

1 黃馨儀 鹽埕區 服裝打版.剪裁.縫紉拼布  

2 呂金柳 前金區 棉紙撕畫  

3 張月娥 苓雅區 日本緞帶胸花  

4 趙淑雲 苓雅區 插花.花藝  

5 李京瑜 左營區 黏土創作  

6 鍾秀代 鳳山區 毛線編織  

7 黃森濤 前鎮區 打包帶創作.汽球造型.童玩  

8 蔡秋姝 苓雅區 環保創作.音樂律動  

9 林金霞 苓雅區 毛線編織.手語  

10 王如玉 鳳山區 縫紉.拼布  

11 蔡雪華 新興區 紙編.花藝  



12 陳麗美 鳳山區 電繡學號  

13 何進丁 台南市 草編  

14 潘錫華 三民區 木工童玩.草編.汽球佈置  

15 歐金元 苓雅區 木雕  

16 劉素芬 前鎮區 串珠.打包帶編織  

17 陳玉珠 前鎮區 拼布  

18 張美慧 鼓山區 串珠  

19 廖瑩靜 三民區 禮品包裝.紙花藝術.緞帶胸花  

20 李光正 左營區 吸管花創作  

21 林淑婉 三民區 造型汽球  

22 陳美惠 大寮區 日本緞帶藝術花  

23 張瓊方 鳳山區 中國結.蠟線編織  

24 郭素鈴 前金區 插花  

25 楊嘉華 鹽埕區 三角摺紙  

26 鐘翠娥 三民區 黏土創作  

27 韓文豪 新興區 模型製作  

28 楊停英 鳳山區 燒烙畫  

29 黃樹生 楠梓區 摺紙  

30 廖明秀 苓雅區 創意汽球  

31 林秀玲 三民區 布藝  

32 欒鳳美 大社區 摺紙  

33 陳芳蘭 左營區 環保花藝  

34 汪琪 前鎮區 輕黏土創作  

35 朱桂櫻 苓雅區 黏土創作  

36 林陳美月 林園區 拼布  

37 林宥妘 甲仙區 葫蘆工藝.國畫  

38 蔡文莉 鹽埕區 手工皂  

39 楊蔡清女 前鎮區 拼布.洋裁  

40 張美珠 鳳山區 春仔花-纏繞藝術  

41 謝繡妃 岡山區 編織.摺紙  

42 許春連 大樹區 環保童玩  

43 孫燕 阿蓮區 打包帶編織   

44 許武鶯 仁武區 氣球造型  

45 鄭素琴 小港區 氣球造型  

46 張淑娟 苓雅區 編織   



47 張美琬 苓雅區 氣球造型  

48 羅張玉欄 鳳山區 毛線編織  

49 林靜汶 苓雅區 紙雕  

50 謝宏晉 鳥松區 中國結  

六.其他綜合類：小點心製作.攝影.古文物解說等 

編號 姓名 住址 專長/教學項目 備註 

1 戴  坤 左營區 創意說唱.時代相聲  

2 周英傑 苓雅區 攝影  

3 呂澄男 苓雅區 短波收聽.專欄寫作  

4 戴千惠 三民區 烹飪.國畫  

5 蔡能昇 苓雅區 本土文化導覽  

6 洪月琴 仁武區 盆藝造景.花藝設計  

7 林愛國 苓雅區 茶藝  

8 李秋旬 苓雅區 茶藝.手語教唱  

9 石淑芬 岡山區 烹飪  

10 吳瑞樑 鼓山區 盆栽造景  

11 呂榮華 前鎮區 手機應用  

12 林裕洲 三民區 攝影  

13 邵漢武 鼓山區 茶藝  

14 李嘉莉 前鎮區 桌遊.讀書會帶領  

15 鍾尾妹 鳥松區 攝影  

16 曹錫榮 左營區 魔術表演教學  

17 潘美靜 鼓山區 社區營造導覽  

18 沈雪華 旗山區 生態導覽.烹飪  

19 邱子文 大樹區 烘焙   

20 高惠珍 苓雅區 心靈繪畫   

21 梁峰銘 鼓山區 繪本說故事   

22 劉美玲 左營區 生命繪本故事  

23 陳碧同 苓雅區 文史類導覽  

24 趙祚霞 左營區 盆栽造景  

25 鄭作儀 鼓山區 茶藝  

26 廖原德 小港區 老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