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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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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妏 高雄醫學大學 

2 正取 陳○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3 正取 戴○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 正取 林○君 東海大學 

5 正取 陳○璇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6 正取 黃○玉 中原大學 

7 正取 余○純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8 正取 林○佳 利擷有限公司 

9 正取 林○善 國立政治大學 

10 正取 江○揚 國立嘉義大學 

11 正取 李○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12 正取 王○依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13 正取 王○茵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14 正取 王○斐 高雄醫學大學 

15 正取 謝○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6 正取 洪○蔚 搜創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17 正取 陳○柔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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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18 正取 陳○叡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9 正取 劉○僑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20 正取 謝○婷 國立成功大學 

21 正取 劉○妤 國立臺灣大學 

22 正取 黃○茹 日翔壓克力行 

23 正取 黃○珊 國立成功大學 

24 正取 張○傑 國立成功大學 

25 正取 邱○心 高雄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26 正取 區○嫻 家扶基金會國際發展室 

27 正取 王黃○禎 待業中 

28 正取 高○均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29 正取 張○碩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30 正取 陳○安 宗正理貨 

31 正取 顏○玟 清水建築工坊 

32 正取 李○德 國立屏東大學 

33 正取 張○宥 國立中山大學 

34 正取 黃○郢 南臺科技大學 

35 正取 陳○琳 輔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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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36 正取 游○雯 國立嘉義大學 

37 正取 蔡○祐 比歐緻居 

38 正取 楊○妤 國立金門大學 

39 正取 沈○雄 南華大學 

40 正取 江○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1 正取 陳○煜 長榮大學 

42 正取 林○君 國立東華大學 

43 正取 黃○雅 南華大學 

44 正取 巫○安 國立嘉義大學 

45 正取 黃○瑈 國立中山大學 

46 正取 談○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7 正取 吳○漢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48 正取 陳○茵 國立中正大學 

49 正取 單○婷 南臺科技大學 

50 正取 黃○菁 南華大學 

51 正取 謝○欣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52 正取 陳○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53 正取 洪○庭 臺北市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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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54 正取 吳○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55 正取 劉○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56 正取 周○樺 國立臺灣大學 

57 正取 金○祥 國立屏東大學 

58 正取 潘○雯 南華大學 

59 正取 張○敏 南華大學 

60 正取 林○嫻 榕懋實業股份公司 

61 正取 陳○潔 國立中興大學 

62 正取 邱○均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63 正取 张○英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PUST) 

64 正取 梁○爾 育成基金會 

65 正取 陳○淳 國立中山大學 

66 正取 林○羚 高雄醫學大學 

67 正取 李○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68 正取 劉○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69 正取 古○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70 正取 吳○靜 興日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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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正取/備取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71 正取 于○琪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72 正取 殷○玲 國立臺灣大學 

73 正取 楊○臻 高雄醫學大學 

74 正取 邱○珈 國立臺北大學 

75 正取 邱○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76 備取 1 林○澄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77 備取 2 吳○恩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78 備取 3 陳○璇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79 備取 4 牟○璇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80 備取 5 陳○宸 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81 備取 6 鄭○淵 臺南市政府 

82 備取 7 施○庭 輔英科技大學 

83 備取 8 黃○婷 三寶家蔬果行 

84 備取 9 洪○穗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85 備取 10 蕭○義 Only實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