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青年海外志工培訓工作坊(北一區)錄取學員公告名單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1 正取 黃○珠 國立中山大學 

2 正取 林○德 國立臺北大學 

3 正取 祁○甄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4 正取 蔡○潔 國立中興大學 

5 正取 劉○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6 正取 莊○涵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7 正取 林○歆 東吳大學 

8 正取 羅○心 國立中山大學 

9 正取 呂○恩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10 正取 林○昇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11 正取 朱○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 正取 崔○逸 微星科技 

13 正取 鄔○興 國立政治大學 

14 正取 蔡○棠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5 正取 賴○俞 國立金門大學 

16 正取 李○臻 國立政治大學 

17 正取 廖○銘 淡江大學 

18 正取 蔡○辰 淡江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19 正取 許○婷 國立中正大學 

20 正取 徐○妮 新竹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21 正取 方○妍 元智大學 

22 正取 翁○媃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23 正取 吳○宏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24 正取 黃○喬 元智大學 

25 正取 陳○華 國立清華大學 

26 正取 黃○如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

學校 

27 正取 湯○鉉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28 正取 陳○宜 臺北醫學大學 

29 正取 李○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0 正取 郭○慧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31 正取 程○瑄 銘傳大學 

32 正取 陳○榆 國立嘉義大學 

33 正取 林○念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4 正取 定○愉 國立嘉義大學 

35 正取 陳○凌 東海大學 

36 正取 陳○蓁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37 正取 詹○樺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38 正取 李○儀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39 正取 邱○瑋 實踐大學 

40 正取 許○清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41 正取 楊○泠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42 正取 邱○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3 正取 林○廷 伊甸基金會 

44 正取 黃○如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45 正取 陳○丞 國立中興大學 

46 正取 鄭○如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47 正取 李○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48 正取 彭○進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49 正取 曾○揚 國立金門大學 

50 正取 賴○蓮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51 正取 徐○婕 國立中興大學 

52 正取 陳○杉 南華大學/財團法人鄭秀英基金會 

53 正取 何○益 南華大學 

54 正取 章○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55 正取 張○云 好室房產集團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56 正取 賴○筠 國立臺灣大學 

57 正取 郭○婕 UWC Pearson College 

58 正取 游○萱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59 正取 廖○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60 正取 劉○伶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61 正取 林○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62 正取 蔡○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63 正取 蕭○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64 正取 曾○芯 東吳大學 

65 正取 伍○農 國立金門大學 

66 正取 陳○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67 正取 張○蓉 國立宜蘭大學 

68 正取 張○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69 正取 胡○浩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70 正取 王○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71 正取 陳○馨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72 正取 涂○茜 長榮大學 

73 正取 洪○榕 中原大學 

74 正取 劉○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75 正取 林○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76 備取 1 郭○雅 臺南市政府 

77 備取 2 葉○ 自學生 

78 備取 3 劉○佑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79 備取 4 王○佐 國立臺北大學 

80 備取 5 賴○穎 東吳大學 

81 備取 6 楊○臻 長榮大學 

82 備取 7 吳○婷 東吳大學 

83 備取 8 羅○杰 中國文化大學 

84 備取 9 歐○筠 國立宜蘭大學 

85 備取 10 彭○綾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86 備取 11 林○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87 備取 12 張○恩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88 備取 13 簡○彤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89 備取 14 黃○銘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90 備取 15 王○勛 逢甲大學 

91 備取 16 杜○蓉 東吳大學 

92 備取 17 沈○頎 台灣工商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93 備取 18 賴○伊 國立臺北大學 

94 備取 19 楊○心 東吳大學 

95 備取 20 張○新 豐田五味屋 

96 備取 21 張○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97 備取 22 許○傑 國立體育大學 

98 備取 23 周○謙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99 備取 24 高○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100 備取 25 葉○蓉 國立中央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