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青年海外志工培訓工作坊(北二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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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 正取 孔○恩 世新大學 

3 正取 劉○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 正取 葉○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5 正取 林○宣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6 正取 詹○歆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7 正取 郭○伊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8 正取 吳○臻 徳明財經科技大學 

9 正取 林○琦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 正取 余○蓉 國立宜蘭大學 

11 正取 張○慈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12 正取 楊○安 淡江大學 

13 正取 林○安 臺北醫學大學 

14 正取 謝○淳 實踐大學 

15 正取 廖○哲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6 正取 石○禾 東吳大學 

17 正取 劉○觀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18 正取 舒○祥 國立臺灣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19 正取 莊○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 正取 吳○妤 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21 正取 黃○揚 國立臺北大學 

22 正取 陳○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3 正取 黃○效 國立東華大學 

24 正取 曾○佳 國立政治大學 

25 正取 張○方 國立清華大學 

26 正取 謝○蓉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27 正取 柯○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8 正取 陳○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9 正取 黃○慧 逢甲大學 

30 正取 張○安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羅氏大藥廠 

31 正取 陳○維 淡江大學 

32 正取 吳○嵐 世新大學 

33 正取 李○嫺 淡江大學 

34 正取 黃○媗 淡江大學 

35 正取 尤○妤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36 正取 陳○潔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37 正取 呂○華 臺北醫學大學 

38 正取 解○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39 正取 廖○寬 國立金門大學 

40 正取 陳○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41 正取 李○晴 實踐大學 

42 正取 羅○瑄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43 正取 林○儀 東吳大學 

44 正取 郭○婷 弋果美語 

45 正取 蔡○妤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46 正取 高○文 國立臺灣大學 / LINE 

47 正取 陳○羽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48 正取 劉○廷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 

49 正取 吳○萱 國立東華大學 

50 正取 張○瑄 南華大學 

51 正取 王○晴 南華大學 

52 正取 李○燁 南華大學 

53 正取 江○臻 慈濟大學 

54 正取 謝○儀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會 

55 正取 陳○龍 國立金門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56 正取 許○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7 正取 林○汝 國立中興大學 

58 正取 林○秀 國立中興大學 

59 正取 陳○穎 國立中興大學 

60 正取 蔡○彥 國立臺南大學 

61 正取 陳○葳 精誠資訊 

62 正取 朱○葦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3 正取 陳○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4 正取 洪○羽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65 正取 莊○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66 正取 江○萱 臺北市立大學 

67 正取 黃○柔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68 正取 陳○妤 南華大學 

69 正取 鄭○云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70 正取 蔡○蒨 淡江大學 

71 正取 彭○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72 正取 李○婷 臺北市立大學 

73 正取 張○涵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74 正取 郭○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75 正取 李○晴 國立嘉義大學 

76 備取 1 李○軒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77 備取 2 吳○妮 伊甸基金會 

78 備取 3 連○喬 南華大學 

79 備取 4 張○怡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80 備取 5 陳○涵 靜宜大學 

81 備取 6 張○瑋 靜宜大學 

82 備取 7 于○琪 淡江大學/Schenker 

83 備取 8 鄒○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4 備取 9 凃○伃 東吳大學 

85 備取 10 曲○宸 國立中興大學 

86 備取 11 游○涵 國立臺灣大學 

87 備取 12 劉○榛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88 備取 13 許○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89 備取 14 王○惟 臺北市立大學 

90 備取 15 劉○惠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91 備取 16 應○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92 備取 17 劉○維 國立臺灣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93 備取 18 侯○為 國立中央大學 

94 備取 19 蔣○真 長庚大學 

95 備取 20 陳○妙 國立臺北大學 

96 備取 21 潘○妤 國立臺北大學 

97 備取 22 陳○妤 長庚大學 

98 備取 23 伍○璇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99 備取 24 梁○爾 國立成功大學 

100 備取 25 宋○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