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醫學大學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2022 楓杏社會醫療服務隊高中生服務體驗計畫  

面談名單暨甄選公告  

一、 2022 臺北醫學大學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楓杏社會醫療服務隊高中生服務體驗計畫

甄選報名已於 3/28 截止，非常感謝各位同學的踴躍報名，經過資料審核後進入第

二階段面談，名單如下： (名單公告依照姓名筆劃排序，面談順序依現場抽籤決定 ) 

1. 澎湖服務計畫：  

編號 姓名 高中 編號 姓名 高中 

早上場次(0830-0900報到) 下午場次(1230-1300報到) 

1 丁羿寧 中山女中 28 吳嘉哲 治平高中 

2 孔令勻 再興中學 29 沈庭誼 新竹女中 

3 王聖元 薇閣高中 30 林奕晴 維多利亞實驗中學 

4 吳重頡 南山高中 31 邱于寧 竹科實中 

5 周芝羽 內湖高中 32 梁宣昀 大園高中 

6 周芳羽 松山高中 33 許恩淇 台中女中 

7 林知穎 東山高中 34 陳廷建 治平高中 

8 林晉伃 師大附中 35 陳庭蓁 曉明女中 

9 林祖彣 薇閣高中 36 曾炫綺 斗六高中 

10 洪宗禮 建國中學 37 温浚宏 斗六高中 

11 范勻瑄 南山高中 38 黃郁喆 新竹高中 

12 許文禕 中山女中 39 黃渤勝 華盛頓中學 

13 郭沐昀 北一女中 40 黃義傑 臺中一中 

14 郭珏汝 康橋國際學校 41 廖盈甄 治平高中 

15 陳宜琪 時雨中學 42 劉均業 治平高中 

16 彭伊慈 北一女中 43 劉霈緹 復旦高中 

17 游心瑜 北一女中 44 蔡佾珊 武陵高中 

18 馮子瑜 金陵女中 45 蔡閎宇 衛道中學 

19 楊宇驊 復興實中 46 蔣若蘭 臺南女中 

20 葉佳瑜 金甌女中 47 謝暐浩 治平高中 

21 廖勻慈 東山高中 

 

22 劉聖胤 建國中學 

23 蔡子欣 竹圍高中 

24 蔡淳名 康橋秀岡校區 

25 賴杰紘 中崙高中 

26 謝巧瑜 康橋國際學校 

27 謝馨兒 馬禮遜美國學校 

2. 澎湖服務計畫+金門國小育樂營  

編號 姓名 高中 編號 姓名 高中 

下午場次(1230-1300報到) 

1 王藝縉 建國中學 5 曾偉淇 北一女中 

2 林昭妤 南科實中 6 楊明衡 建國中學 

3 林祐碩 立人高中 7 劉宇軒 延平中學 

4 陳彥翔 延平中學  



3. 金門國小育樂營  

編號 姓名 高中 編號 姓名 高中 

下午場次(1230-1300報到) 

1 吳雨臻 內湖高中 8 黃惟婗 東山高中 

2 林子鈞 建國中學 9 黃馨慧 復旦高中 

3 翁憶鈴 振聲高中 10 劉立惟 靜心高中 

4 陳芊妘 北一女中 11 蔣元胤 復旦高中 

5 陳威瀚 弘文中學 12 謝若晴 明倫高中 

6 曾筠綉 復旦高中 13 謝惠瑀 武陵高中 

7 黃多納 陽明高中  

二、面談將於 4/9(六 )舉行，請上午場面談同學於當日上午 9 點前、下午場面談同學於  

當日下午 1 點前完成報到，集合地點皆為臺北醫學大學教學大樓一樓 (2 字頭大

樓 )2102 教室報到集合 (詳細位置路線圖請參閱附圖及說明 )，以下為活動流程： (時

間以實際面談時間為準 ) 

早上場次 下午場次 內容 

0830-0900 1230-1300 報到 

0900-0920 1300-1320 相見歡 

0920-0940 1320-1340 醫療隊簡介及 Q&A 

0940-0950 1340-1350 衛教前測 

0950-1000 1350-1400 抽籤&講解面談規則  

1000-1200 1400-1800 面談 (依抽籤順序 ) 

1200- 1800- 賦歸  

三、請面談同學服裝儀容整潔端莊，上午場預計於中午 12 點結束，下午場預計於下午

6 點結束，中南部同學如有要訂購回程車票者，建議訂 19： 00 以後的班次。  

四、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活動聯絡人   

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組組長  

      邱聖博組長        連絡電話： 02-27361661-2418，公務手機： 0970-405-775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醫四葉芷淇學姐      連絡電話： 0975-607-120，E-mail： vickyyeh332@gmail.com 

五、因疫情影響  

1. 學校出入口將進行管制，請由下圖紅色箭頭處入校，並攜帶此份甄選公告及具有

照片可辨識身分之證件，將會有穿著橘色衣服學長姐帶領至報到地點。  

2. 請於報到時繳交完成家長簽名之健康聲明書：下載公告之附件並提供三天內快篩

或 PCR 檢測陰性證明；若已施打 2 劑疫苗滿 14 天者，於報到時出示小黃卡或健

康存摺，可免提供篩檢陰性證明。  

快篩或 PCR 篩檢相關說明：  

報到時請提供醫院三天內快篩或 PCR 陰性證明 (紙本或健康存摺出示皆可 )；若使用  

家庭快篩，請由家長協助篩檢，若篩檢結果實為陰性，請拍照 (於快篩試劑上以  

奇異筆簽署學員姓名且註記日期，照片中確實呈現快篩陰性的結果 )並於健康聲明書  

第 9 點中家庭快篩檢測結果 V 選陰性。  

已施打 2 劑疫苗滿 14 天相關說明：  

報到時請出示小黃卡或健康存摺，並於健康聲明書第 9 點中 V 選已施打 2 劑疫苗且滿

14 天 (小黃卡、健康存摺、新版之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皆可 ) 

 

 

mailto:vickyyeh332@gmail.com


 

報到地點：教學大樓一樓 

入口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