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 

105 下半年度志願服務名單 1004 

10/05(三) 說明會 18:30-20:00 

時間 內容 

18:30-18:40 簽到 

18:40-19:00 用餐 

19:00-19:10 本會行政流程說明與提問 

19:10-19:25 

(請其他組別同學稍待) 

分組說明與休息時間 

中高年級組 

(5 人) 

外展工作(埔里) 

(4 人) 

親職服務組 

(2 人) 

鳥地方值班組 

(5 人) 

足夢志工隊 

(3 人) 

19:25-19:40 

(請其他組別同學稍待) 

分組說明與休息時間 

低年級課照組 

(10 人) 

社團助教組 

(2 人) 

圖書室課輔組 

(4 人) 

 

19:40-19:55 

(請其他組別同學稍待) 

分組說明與茶點時間 

行政組(17 人) 

19:55-20:00 分組詢問：若同學仍有相關問題，請運用休息或此段時間繼續與負責人確認 

本會服務錄取名單如下面幾頁所列： 

1. 若有未錄取之同學，若仍有意願並有能搭上服務時間之同學，歡迎再來電與志願服務負責人洽詢服務。 

負責社工 智翊 049-2911811 轉 114 



兒少中心-青少年服務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備註 跨組服務 

1 

鳥地方(青少年室) 

值班組 

歷史一 何沛承 周一值班  

2 社工二 陳震宇 

周三值班 

 

3 社工二 賴建綸  

4 社工一 余孟軒 

周四值班 

低年級課後照顧組、行政組 

5 歷史一 鄭皓勻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備註 跨組服務 

1 

足夢少年志工隊 

東南亞三 江宛倫   

2 社工一 歐陽仁泓   

3 社工一  劉婉瑩  行政組、圖書室課輔組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備註 跨組服務 

1 

外展工作組(埔里) 

資工一 蔡佩紘 

周三排班 

行政組 

2 社工一 林藝真 社團助教組、低年級課後照顧組、行政組 

3 資工一 陳逸航 

周五排班 

低年級課後照顧組、親職服務組、行政組 

4 資工一 蔡佩紘 行政組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備註 跨組服務 

1 

社團助教組 

社工一 林藝真 周二排班 外展工作組(埔里)、低年級課後照顧組、行政組 

2 諮人一 曾雅鈴 周五排班  

 

(下頁續接兒童與家庭服務) 

  



兒少中心-兒童與家庭服務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備註 跨組服務 

1 

低年級課後照顧組 

歷史一 張芳瑜 周三排班  

2 社工一 葉永馨 周三排班  

3 社工一 林藝真 周三排班 外展工作組(埔里)、社團助教組、行政組 

4 社工一 施晏蓉 周四排班  

5 資工一 陳逸航 周四排班 外展工作組(埔里)、行政組、親職服務組 

6 歷史一 陳緒銨 周四排班 行政組 

7 社工一 洪子涵 周五排班 親職服務組 

8 社工一 曹銥庭 周五排班  

9 社工一 余孟軒 周五排班 鳥地方(青少年室)值班組、行政組 

10 社工一 林采芸 周五排班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跨組服務 

1 

親職服務組 

社工一 洪子涵 低年級課後照顧組 

2 資工一 陳逸航 外展工作組(埔里)、行政組、低年級課後照顧組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跨組服務 

1 

中高年級多元學習團體 

社工二 吳祐全 圖書室課輔組 

2 社工一 李筱娸  

3 歷史一 黃丹如  

4 社工一 黃瑩縈 行政組 

5 歷史一 蕭文軒  

 

(下頁續接基金會服務) 

  



基金會業務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跨組服務 

1 

行政組 

社工一 余孟軒 鳥地方(青少年室)值班組、低年級課後照顧組 

2 觀餐一 吳鎧彤  

3 社工一 沈琪婷  

4 社工一 林藝真 外展工作組、社團助教組、低年級課後照顧組 

5 社工一 張佳盈 圖書室課輔組 

6 社工一 曹銥庭 低年級課後照顧組 

7 社工一 郭依琇  

8 資工一 陳逸航 外展工作組(埔里)、低年級課後照顧組、親職服務組 

9 資工一 陳詩儀  

10 歷史一 陳緒銨 低年級課後照顧組 

11 社工一 黃瑩縈 中高年級多元學習團體 



12 社工一 廖家欣  

13 歷史一 劉宇勝  

14 社工一 劉婉瑩 足夢少年志工隊、圖書室課輔組 

15 資工一 蔡佩紘 外展工作組(埔里) 

16 歷史一 鄭傑榮 圖書室課輔組 

17 歷史一 鄭皓勻  

 

編號 組別 系級 姓名 跨組服務 

1 

圖書室課輔組 

社工一 張佳盈 行政組 

2 歷史一 黃昱潔  

3 社工二 吳祐全 中高年級多元學習團體 

4 歷史一 鄭傑榮 行政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