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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9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計畫 

團隊入選決選名單及運用單位獲獎名單 

110年 1月 25日公告 

一、卓越組入圍名單：                       (本公告名單依據團隊名稱首字筆劃排序) 

序號 團隊名稱 服務方案名稱 所屬單位或學校 

1 Ibu部落共學團隊 Sima saikin 一起找回你自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灣大

學、國立交通大學、銘傳大學、

慈濟大學、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慈濟科技大學五專部、國立關山

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樹人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國立臺東大學 

2 
二林工商哇哈哈科學

服務團 
玩出科學腦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 幸福小太陽志工團 
第九年幸福學堂在嘉鄉,第八年

小太陽公益環島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4 
南華大學 Young Green

環境志工隊 
北港溪青銀少攜手串聯行動 南華大學 

5 
國立政治大學指南服

務團 

中坑分隊英語育樂營第 20、21期 

華南分隊英語育樂營第 18、19期 

和平分隊英語育樂營第 13、14期 

博愛分隊英語育樂營第 03、04期 

國立政治大學 

6 
國防醫學院大山醫療

服務隊（國醫山服隊） 
愛在原鄉,那些在部落的日子 國防醫學院 

7 
復旦高中藻礁導覽志

工隊 
藻礁代言人 

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

高級中等學校 

8 

臺北醫學大學楓杏社

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

廣服務隊 

2020 第十五期楓杏澎湖醫療暨

社會服務隊 
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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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組入圍名單：                               

序號 團隊名稱 服務方案名稱 所屬單位或學校 

1 
109 年「元智大學 世紀領

袖」 

109 年「元智大學 國際志

工偏鄉服務列車」 
元智大學 

2 Dream It Possible團隊 聽・說～這是生命的交換 

輔英科技大學、美真集整形外科

診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國立屏東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弋果美語、靜宜大學、長庚

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嘉

南藥理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國

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

學、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Dr. 

Stretch、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3 不餓傳說 
《八斗漁村新食力》共慈善

計畫 
基隆祖孫館 

4 中原大學Ｖ落客 
中原 Ｖ「連」線·「桃」心

行動 
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5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服務隊 

109 學年度原住民地區暑

期大專青年健康服務營 
中國醫藥大學 

6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系口腔衛

生教育推廣服務隊 

109 年度原住民及離島地

區暑期大專青年健康服務

營 

中國醫藥大學 

7 巴奇克・Pajiq希望志工隊 
水源國小家庭教育假日學

校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8 文瀾教育環境工作隊 

劉一峰神父回收創新與聖

瑪爾大會幼兒教育協助計

畫 

天主教輔仁大學人文社會服務

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9 拒毒者聯盟 毋毒俱全 輔英科技大學 

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

紀念醫院大專志工隊 

兒少樂活關懷─照護新生

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 

11 俊逸聲力軍服務隊 真的？假的？警・查・證 財團法人俊逸文教基金會 

12 海外醫療服務團 
2020海外醫療服務團(台

東計畫)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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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隊名稱 服務方案名稱 所屬單位或學校 

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

育系系學會 特殊教育服務

隊 

第十屆特殊教育育樂營—

環境保衛戰，有我不怕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4 鼓舞志工團 
臺東南迴偏鄉部落服務方

案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15 御風揪咁心 2020 希望飛船品德閱讀營 

御風文教協會、國立中興高級中

學、高欣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嶺東科技大學、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南華大學、中山醫學大學、祥圃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同技術學

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

育學系碩士班、國立中正大學勞

工關係學系碩士班 

16 微光盒子 
安康平宅兒童與青少年陪

伴計畫 

國立政治大學「興隆安康·共好

文山」大學與社區共善計畫 

17 
慈濟大學看見晴天醫療服務

隊 
看見晴天寒假偏鄉育樂營 

慈濟大學醫學系、慈濟大學物理

治療學系 

18 
臺北醫學大學山地社會醫療

服務團 
暑期青年社區健康服務營 臺北醫學大學 

19 
臺北醫學大學楓杏醫學青年

服務團 

2020 楓杏醫學教育啟蒙服

務隊 
臺北醫學大學 

20 輔仁大學文愛寒溪工作隊 愛在寒溪 天主教輔仁大學 

21 
靜宜生態系愛美麗環境教育

推廣小組 

抵抗氣候變遷的在地行動

服務—里山里海生活實踐 
靜宜大學 

22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2020 我們與「山水」的距

離-服務培力推廣計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清華大

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東吳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文化大學、臺北市立大

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新北

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基隆市立中

山高級中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23 聽見冒險的聲音 2020 暑期聽見冒險的聲音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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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少年組入圍名單：                              

序號 團隊名稱 服務方案名稱 所屬單位或學校 

1 
Beyond Horizon 青少年志

工隊 

《中手牽小手 偏鄉英語視

訊伴讀》計畫 

臺北康橋國際學校、臺北市私

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臺北市

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臺北

市私立奎山高級實驗中學、臺

北美國學校、新竹亞太美國學

校 

2 小手拉小手 scratch in AI 
《小手拉小手─遊藝玩數

學》公益服務營隊計畫 

臺中市私立天主教衛道高級中

學、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

等學校、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

級中等學校、苗栗縣私立建臺

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文華高級

中等學校、臺中市立大甲高級

中等學校、臺中市私立新民高

級中學、國立嘉義大學、元吉

企業行、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

中學、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

學、精遊趣工作室、國立中正

大學、國立中興高級中學、國

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嘉

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臺中市

葳格國際中小學 

3 內農機車服務隊 機車服務隊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4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服

務隊 
南澳科技領航營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5 台南安安團 
轉變世界的平凡天使—慈悲

關懷社區 

社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守護生

命關懷協會 

6 弘文高中古蹟解說服務隊 
志在必行—在古蹟摘下青春

之夢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7 希望工程學習輔導團隊 

看見志工新美學～專業培

訓、服務活動、反思回饋、

經驗分享 

彰化縣南興國民小學、國立彰

化高級中學、國立彰化女子高

級中學、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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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隊名稱 服務方案名稱 所屬單位或學校 

屬工業職業學校、國立和美實

驗學校、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

學等彰化縣十多所高中職學校 

8 希望種子隊 關懷銀髮，照顧地球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9 
協同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

服務利他社 

疫網打盡—菁埔國小科學夏

令營 
基督教協同高級中學 

10 東石高中 服務利他社 環海送愛，傳遞希望種子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11 治平高中舞動愛心志工社 愛的循環幼苗，你我耕耘 
治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治平

高級中等學校 

12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施予比領受更為有福-青山

教會我們的事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13 建國高中第 11屆科學班 
從建北開始散播愛—科學營

隊的萌芽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4 家電志工服務隊 
生活水電‧居家教室‧社區

服務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15 復旦高中奇機天團 一起飛翔吧！ 
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

高級中等學校 

16 復華志工隊-chume小太陽 唐寶寶有礙 我們有愛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17 
華僑高中根與芽志願服務

社團 
當我們童在憶起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18 僑泰志工團 踩踏豐原行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19 精誠中學怡心志工隊 第一屆鼠尾草偏鄉育樂營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20 與孩同行 歡迎光臨活力早餐店 康橋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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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隊名稱 服務方案名稱 所屬單位或學校 

21 輔英科技大學春暉社 大手拉小手，健康夢想伴遊 輔英科技大學 

22 曉明部落服務團 踏尋祖靈橋,參與部落再生 天主教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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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單位組獲獎名單：                             

序號 運用單位名稱 服務方案名稱 

1 中華 HMT你好明天青年實踐協會 你好明天 你好信義 

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社會關懷與送暖 

3 財團法人俊逸文教基金會 廣播下鄉 社區共學 

4 財團法人聯詠科技教育基金會 
「愛有你與我同行─關懷學習弱勢學生」 

志工服務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