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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青年海外志工培訓工作坊(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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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霖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2 正取 林○儀 銘傳大學 

3 正取 羅○慧 東慧國際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4 正取 曾○瑋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5 正取 史○晴 財團法人林堉璘宏泰教育基金會 

6 正取 施○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 

7 正取 李○萱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8 正取 林○蓁 中山醫學大學 

9 正取 蔡○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 正取 陳○維 臺北市立大學 

11 正取 鄭○緹 亞洲大學 

12 正取 張○宣 國立政治大學 

13 正取 蘇○媛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14 正取 陳○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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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15 正取 黃○嘉 臺北醫學大學 

16 正取 邱○語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17 正取 許○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8 正取 張○之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19 正取 張○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 正取 王○文 悠達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21 正取 王○茹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22 正取 蔡○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3 正取 洪○筳 禾頌貿易有限公司 

24 正取 陳○榮 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光青年總團 

25 正取 江○珊 淡江大學 

26 正取 洪○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7 正取 黃○媗 國立政治大學 

28 正取 王○晴 國立臺北大學 

29 正取 陳○蓉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30 正取 游○玉 待業 

31 正取 蔡○賢 東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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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32 正取 曾○菱 國立臺灣大學 

33 正取 郭○綾 

新北市私立裕德高級中等學校附設 

國小 

34 正取 曾○緁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35 正取 李○瑤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36 正取 陳○銘 淡江大學 

37 正取 許○維 中國醫藥大學 

38 正取 高○妍 宏正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正取 辜○宏 聖約翰科技大學 

40 正取 李○玫 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 

41 正取 鍾○沂 商業周刊 

42 正取 林○怡 國立中正大學 

43 正取 王○午 國立臺灣大學 

44 正取 林○善 國立政治大學 

45 正取 狄○廷 國立臺灣大學 

46 正取 彭○惠 國立東華大學 

47 正取 林○靖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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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48 正取 程○瑄 銘傳大學 

49 正取 詹○軒 國立臺灣大學 

50 正取 高○宣 國立竹東高級中等學校 

51 正取 王○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2 正取 侯○育 國立臺北大學 

53 正取 溫○妤 實踐大學 

54 正取 商○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55 正取 林○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6 正取 吳○儒 中山醫學大學 

57 正取 羅○君 一心租屋有限公司 

58 正取 郭○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9 正取 王○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60 正取 周○穎 力宇教育 

61 正取 陳○韻 逢甲大學 

62 正取 張○慈 

新竹市私立慈耕幼兒園暨附設托嬰 

中心 

63 正取 曾○如 中國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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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64 正取 趙○綺 中國文化大學 

65 正取 潘○霖 東吳大學 

66 備取 詹○亞 國立成功大學 

67 備取 游○嫺 長庚大學 

68 備取 鄭○軒 國立清華大學 

69 備取 黃○芸 國立清華大學 

70 備取 吳○嵐 世新大學 

71 備取 趙○語 淡江大學 

72 備取 謝○達 國立清華大學 

73 備取 蕭○宜 渣打銀行 

74 備取 蔣○暘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75 備取 戴○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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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青年海外志工培訓工作坊(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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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婷 東吳大學 

2 正取 洪○雅 

臺東縣政府南迴線區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 

3 正取 林○筑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4 正取 陳○璇 雷綺娜美容美髮指甲造型事業社 

5 正取 李○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6 正取 李○慧 東吳大學 

7 正取 曾○雅 國立臺北大學 

8 正取 蔣○成 拜羅伊特大學 

9 正取 劉○驊 國立中央大學 

10 正取 溫○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 正取 王○慈 國立臺灣大學 

12 正取 吳○霖 國立政治大學 

13 正取 許○瑋 國立臺灣大學 

14 正取 黃○聖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5 正取 陳○伶 新加坡商亞必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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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16 正取 邱○儀 全國家長教育志工聯盟 

17 正取 李○汶 國立臺北大學 

18 正取 楊○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9 正取 王○易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20 正取 林○雯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1 正取 黃○瑄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 

22 正取 陳○儀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23 正取 魏○羽 東吳大學 

24 正取 吳○綾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25 正取 郭○濰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26 正取 蔡○茹 立達診所 

27 正取 李○純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28 正取 蕭○ 東吳大學 

29 正取 呂○真 財團法人明怡基金會 

30 正取 曾○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 
 

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31 正取 劉○瑜 國立政治大學 

32 正取 黃○瑜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33 正取 陳○慬 國立臺北大學 

34 正取 劉○筠 世新大學 

35 正取 蔡○彤 佛光大學 

36 正取 洪○吟 銘傳大學 

37 正取 蔡○恩 待業 

38 正取 陳○妮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39 正取 王○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0 正取 李○青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41 正取 江○婷 台灣優衣庫有限公司 

42 正取 蔣○暘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3 正取 韓○ 真理大學 

44 正取 吳○勤 國立臺灣大學 

45 正取 郭○良 社團法人方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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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46 正取 王○鳳 

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

技大學 

47 正取 林○昱 國立交通大學 

48 正取 林○錚 國立臺灣大學 

49 正取 鐘○珍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50 正取 徐○雅 東吳大學 

51 正取 汪○臻 國立嘉義大學 

52 正取 蘇○程 蘭嶼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53 正取 鄭○忠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54 正取 劉○儒 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55 正取 張○宜 東吳大學 

56 正取 黃○慈 國立嘉義大學 

57 正取 詹○如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8 正取 何○潔 中國文化大學 

59 正取 周○萱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 正取 楊○郁 莎瓦迪卡泰式餐廳 

61 正取 卓○樺 國立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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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62 正取 陳○樺 國防醫學院 

63 正取 陳○澄 

社團法人中華美容技藝促進協會附

設職業訓練中心 

64 正取 林○昀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 

65 正取 陳○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66 備取 游○玉 待業 

67 備取 吳○貞 國立東華大學 

68 備取 蘇○誼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69 備取 林○芳 國際經濟學商學學生會 

70 備取 郭○芸 國立政治大學 

71 備取 鄔○興 國立政治大學 

72 備取 林○真 國立政治大學 

73 備取 陳○莉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74 備取 樣○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75 備取 沈○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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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青年海外志工培訓工作坊(南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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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修 嘉南藥理大學 

2 正取 洪○平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3 正取 葉○彤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4 正取 蕭○雯 國立成功大學 

5 正取 朱○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

學校 

6 正取 曾○綺 嘉南藥理大學 

7 正取 郭○蘭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8 正取 羅○晴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9 正取 張○羽 國立嘉義大學 

10 正取 吳○雯 萬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 正取 許○妤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12 正取 戚○涵 國立臺南大學 

13 正取 張○維 國立成功大學 

14 正取 廖○榛 國立中正大學 

15 正取 林○均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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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

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16 正取 周○樺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17 正取 黃○詅 國立屏東大學 

18 正取 王○喆 高雄醫學大學 

19 正取 謝○安 高雄醫學大學 

20 正取 王○殊 高雄醫學大學 

21 正取 郭○芯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22 正取 林○笙 國立屏東大學 

23 正取 陳○毓 高雄醫學大學 

24 正取 謝○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5 正取 陳○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26 正取 葉○霖 國立成功大學 

27 正取 馮○顏 高雄醫學大學 

28 正取 吳○祐 高雄醫學大學 

29 正取 陳○儒 輔英科技大學 

30 正取 郭○媃 國立中正大學 

31 正取 王○名 國立成功大學 

32 正取 吳○潔 中國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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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

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33 正取 黃○嫈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34 正取 陳○穎 國立屏東大學 

35 正取 石○嫻 義守大學 

36 正取  李○祺 輔英科技大學 

37 正取 林○年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38 正取 劉○傑 樹德科技大學 

39 正取 陳○君 國立清華大學 

40 正取 李○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1 正取 潘○敏 高雄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42 正取 張○珮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43 正取 賴○江 國立成功大學 

44 正取 林○宇 潮州高中 

45 正取 張○瑄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6 正取 阮○愉 國立中山大學 

47 正取 黃○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48 正取 吳○平 國立成功大學 

49 正取 邱○真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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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

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50 正取 羅○盈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51 正取 李○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52 正取 陳○祐 淡江大學 

53 正取 林○儒 逢甲大學 

54 正取 李○誠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55 正取 鄭○芳 國立成功大學 

56 正取 吳○瑄 金大茶業有限公司 

57 正取 侯○儀 國立東華大學 

58 正取 楊○晴 東海大學 

59 正取 劉○琪 國立聯合大學 

60 正取 王○婷 高雄市政府 

61 正取 謝○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62 正取 陳○妃 登布利多墨西哥餐廳 

63 正取 蕭○勳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64 正取 鄒○民 國立中正大學 

65 正取 邱○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66 備取 卓○葦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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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

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67 備取 林○軒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68 備取 許○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69 備取 馬○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70 備取 黃○淳 待業 

71 備取 蔡○如 南華大學 

72 備取 陳○誠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73 備取 陳○庭 好的我願意臺南民宿 

74 備取 劉○綺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75 備取 曾○潔 義守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