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海外志工服務故事、攝影及影片作品徵選活動獲獎名單 

故事作品 

序號 獎項 所屬學校/單位 
作者姓名/ 

團隊名稱 
作品主題名稱 

1 第一名 
國際康健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游○群 餽贈 

2 第二名 大島嶼群相有限公司 洪○淳 老師，你的夢想在哪裡? 

3 第二名 國立成功大學 謝○澄 
「以」瞬間的美好-LOVE 

ISRAEL，IS REAL LOVE 

4 第三名 
財政部關務署 

基隆關花蓮分關 
范○繼 即便在黑暗中，一個都不能少 

5 第三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陳○甄 把弟 

6 第三名 國立臺灣大學 丁○恩 
泰北華人村落服務之旅-高山上

的華校 

7 佳作 中原大學 e起薩播愛 斷交不斷交 

8 佳作 佳護健康顧問公司 鄭○心 
日本和歌山崛口紀念醫院當地

醫療護理助產志工服務學習 

9 佳作 財團法人新漾基金會 鄭○彤 
渺小而偉大的她們-It’s more 

than that 

10 佳作 國立中山大學 陳○秀 下榻於大般若寺 

11 佳作 國立成功大學 謝○澄 
「以」瞬間的美好-愛不分族

群，也不分你我 

12 佳作 國立成功大學 蔡○丞 
跨越千里的羈絆-埋下自我成長

的種子 

13 佳作 國立政治大學 王○涵 最後的相遇 

14 佳作 國立清華大學 涂○齡 留作一個角色 

15 佳作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易○恩 不一樣的眼光 

16 佳作 國防醫學院 吳○芸 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旅程 

17 佳作 臺北醫學大學 黃○華 關於無力 

18 佳作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葉○瑜 小兵立大功-國際志工的限制 

19 佳作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葉○瑜 小兵立大功 

20 佳作 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嚴○翔 大象的眼淚 

21 佳作  呂○珮 是的，我來自臺灣 



22 佳作  郭○萍 成為你想看見的改變 

23 佳作  陳○薇 
服務的意義-服務是一種 

生活方式 

 

攝影作品 

序號 獎項 所屬學校/單位 
作者姓名/ 

團隊名稱 
作品主題名稱 

1 第一名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葉○瑜 視力檢查 

2 第二名 國立清華大學 邱○宸 水緣 

3 第二名 臺北醫學大學 張○婷 在「柬」行動 

4 第二名 臺北醫學大學 王○ 從心出發 

5 第三名 東吳大學 梁○瑜 心之所向 

6 第三名 財團法人新漾基金會 
2017新漾烏

干達服務隊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7 第三名 國立高雄大學 陳○ 愛心菲揚 

8 第三名 淡江大學 楊○任 等待日光的救贖 

9 佳作 中臺科技大學 吳○晏 夢想起飛 

10 佳作 
社團法人台灣微客 

公益行動協會 
柯○謙 盼望 

11 佳作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

服務協會 
沈○翔 珠穆朗瑪峰偏移 3釐米的微笑 

12 佳作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SABADI 

服務隊 
歸途，與你 

13 佳作 財團法人新漾基金會 

2019新漾肯

亞服務隊－

彎腰，為你

洗腳 

陪伴，是最純粹的給予。 

14 佳作 國立中山大學 陳○秀 蘋果家族 

15 佳作 國立中山大學 陳○秀 談彈快樂 

16 佳作 國立中興大學 林○德 迎接與道別 

17 佳作 國立政治大學 王○涵 柬單微笑 

18 佳作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鄭○ 下課後 

19 佳作 國防醫學院 劉○錫 「梳」髮情緣 



20 佳作 
逢興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黃○茵 

美好的畢業禮物 

「尼好，臺灣」 

21 佳作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

幼兒園 

陳○妤 給你一個笑容 

22 佳作 臺北醫學大學 王○ 從心出發 

23 佳作 臺北醫學大學 廖○如 在柬足跡 

24 佳作 靜宜大學 劉○玲 「非」你不可的回憶 

25 佳作  蘇○ 四十七度的溫暖 

26 佳作  馬○妙 屋頂 

27 佳作  劉○琪 教育-希望的種子 

 

影片作品 

序號 獎項 所屬學校/單位 
作者姓名/ 

團隊名稱 
作品主題名稱 

1 第一名 國立清華大學 邱○宸 追夢的我們 

2 第二名 禾子有限公司 潘○文 離開台灣，看見自己 

3 第二名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張簡○恩 

世上有一種愛，可以模糊貧窮

與富有之間的那條線 

4 第三名 台灣心星公益協會 柯○謙 諾亞方舟上承載的幸福 

5 第三名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鹽埔

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林○佑 泰 young國際志工回憶錄 

6 第三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廖○云 尼泊爾那些日子 

7 第三名 臺北醫學大學 傅○圜 兩千公里的距離 

8 佳作 大方吐司豐原總店 劉○耘 
愛要『坦』蕩蕩-坦尚尼亞數位

學習中心建置計畫 

9 佳作 中國文化大學 Happy THAI Happy THAI 

10 佳作 亞東技術學院 顏○評 2019愛讓我們寨一起 

11 佳作 東吳大學 張○婕 蒙古國，那晴朗的地方 

12 佳作 財團法人新漾基金會 
2017 新漾烏

干達服務隊 

重新定義社會價值，用生命影

響生命。 

13 佳作 國立中山大學 陳○秀 承寨西灣 

14 佳作 國立聯合大學 陳○豪 遠走高斐 



15 佳作 萌門兔影像工作室 胡○燊 難忘的越南夏日 

16 佳作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余○瑾 海外華語教育暨志工服務團 

17 佳作  馬○妙 蛻變 

 

＊獲獎名單依單位/學校名稱筆劃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