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青年海外志工交流沙龍(非洲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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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婕 銘傳大學 

2 正取 賴○欣 信望愛書房 

3 正取 祝○ 國立體育大學 

4 正取 吳○翔 國立體育大學 

5 正取 黃○雯 國立體育大學 

6 正取 陳○淇 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7 正取 戴○澔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8 正取 侯○瑄 國立屏東大學 

9 正取 陳○靜 國立臺東大學 

10 正取 鄭○姵 國立臺東大學 

11 正取 林○颺 國立臺北大學 

12 正取 林○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3 正取 王○菁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4 正取 王○蓁 淡江大學 

15 正取 沈○耘 國立屏東大學 

16 正取 蔡○晴 社團法人台灣好鄰居協會 

17 正取 林○諺 國立成功大學 

18 正取 張○柔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19 正取 張○懿 輔英科技大學 

20 正取 林○羽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1 正取 葉○鈞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2 正取 周○萱 漢翔航空工業 

23 正取 周○恆 五行圖書 

24 正取 張○蓉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25 正取 林○珊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26 正取 李○宣 中原大學 

27 正取 蔡○瑾 中原大學 

28 正取 廖○儒 中原大學 

29 正取 許○豐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0 正取 李○珊 國立空中大學 

31 正取 邱○安 世新大學 

32 正取 蘇○程 國立中山大學 

33 正取 吳○筠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4 正取 毛○汝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35 正取 范○卿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36 正取 蔡○庭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37 正取 鄭○ 國立政治大學 

38 正取 潘○庭 ICU medical 

39 正取 陳○如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40 正取 王○中 國立臺北大學 

41 正取 施○珮 國立成功大學 

42 正取 歐○潔 國立中正大學 

43 正取 楊○宜 國立中正大學 

44 正取 郭○慈 銘傳大學 

45 正取 唐○瑄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46 備取 1 劉○榛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47 備取 2 陳○妤 長庚大學 

48 備取 3 梁○爾 國立成功大學 

49 備取 4 林○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50 備取 5 戴○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51 備取 6 林○善 國立政治大學 

52 備取 7 黃○揚 國立臺北大學 

53 備取 8 邱○珈 國立臺北大學 

54 備取 9 朱○勳 國立臺北大學 

55 備取 10 黃○效 國立東華大學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56 備取 11 沈○諳 國防醫學院 

57 備取 12 謝○淳 實踐大學 

58 備取 13 林○德 國立臺北大學 

59 備取 14 柯○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60 備取 15 湯○鉉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61 備取 16 李○德 國立屏東大學 

62 備取 17 黃○郢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63 備取 18 葉○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64 備取 19 陳○葳 精誠資訊 

65 備取 20 陳○妍 輔英科技大學 

66 備取 21 楊○泠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67 備取 22 黃○菁 南華大學 

68 備取 23 賴○蓮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69 備取 24 呂○恩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70 備取 25 石○禾 東吳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