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屆「服務利他獎」具體行動服務方案 

報名成功名單 

《社會組》 

序 號 方案名稱 提案人 

109-A001 陪孩子探索世界親子共學共玩幸福抵嘉 許秦蓉 

109-A002 服務獨居老人與社會責任 吳虹頤 

109-A003 『食在安心-油刃有餘』頂級油品饗宴 張雅淇 

109-A004 新台灣•新生活•新開始 郭淑敏 

109-A005 《幸福集時樂》志願服務加值方案 劉宏鈺 

109-A006 巧手溫情寒冬送暖助貧童 林宜欣 

109-A007 讓每位孩子都成功–推展得勝者課後照顧輔導

活動 

蔡佩甄 

109-A008 人性本善引發理念之落實 蔡文山 

109-A009 用行動關懷社服據點，用影像記錄長輩生活 黃英聰 

109-A010 原民小子──鄒族文化經驗傳承 
胡明哲、

劉惠玲 

109-A011 【歸雁】 蔡又仁 

109-A012 「為台灣好整合方案」：3 萬元「創意+記憶」課

免費學+無毒蔬果促銷+移動式廣告架收益全捐 

蕭文成 

 

 

 



序 號 方案名稱 提案人 

109-A013 看見嘉義 看見嘉益 簡國輝 

109-A014 「人人都是社區守護者」 
林政信、

朱雅楓 

109-A015 街舞熱力，閃耀嘉藝 趙嘉宏 

109-A016 穿越圍牆・送愛到嘉 陳權滿 

109-A017 育幼院「兒童及少年法治、性別平等教育」團體

活動案 

梁禎鴻 

109-A018 品滋畔-多點小愛 錢耀陞 

109-A019 嘉義市拾智園的實至服務 林奇憲 

109-A020 『手』能生巧~萬能雙手 陳怡婷 

109-A021 成功戒菸 健康 ING 郭詩婕 

109-A022 蓮心經絡調理會~公益義整活動 王詠云 

109-A023 把愛分享出去，用行動發揚光大 王雅蕾 

109-A024 中小學生與家長 大愛溝通一起來 林明傑 

109-A025 健走，「銀」出好生活！ 賴美伶 

109-A026 摺啟祖孫一扇窗 張語彤 

109-A027 PINPO天團-關懷社區學童多元文化學習活動 陳美如 

109-A028 美魔女行動藝術私廚 邱美瑄 

 

 



序 號 方案名稱 提案人 

109-A029 百年藝陣風雲再起~德義堂龍鳳獅 武藝種子薪

傳 

蔡信吉 

109-A030 從生理到心理－從送餐到畫筆：青銀藝術關懷 孫士姍 

109-A031 友善心康復，詠抱心生活：慢性精神疾患康復者

的社區食堂建構計畫 

黃柏鈞 

109-A032 Circular拾蚯樂 -以循環農業協助在地小農建

立品牌價值 

楊智凱 

109-A033 育幼院兒童及少年成長團體方案 林弘珍 

109-A034 定格的回憶-讓長者留下生活的美好足跡 李正賢 

 

《大專組》 

序 號 方案名稱 提案人 

109-B001 蒔光荏苒 童趣再現 
李明樺 

詹仟翊 

賴心慈 

109-B002 小小救生員體驗營 翁靖婷 

109-B003 環保酵素之「果」真發酵? 呂世姻 

109-B004 食在不農藝 劉羽綺 

109-B005 「食」在緊恐怖，生活處處是「微」機 陳揚荃 

109-B006 讀英語童話故事學英文 吳柏勳 



109-B007 偏鄉國小弱勢學童英語輔導 范霓馨 

109-B008 跨領域創意樂齡服務----樂齡創意暖心餐 劉姿吟 

109-B009 絲偶人生，牽起您的現在我的未來 蔡明翰 

109-B010 幫您洗腳，健康十年 張瑞育 

109-B011 實踐大學服務學習.落實回饋於在地社會 張韡樊 

109-B012 嘉義市兩棲爬蟲動物救傷計畫 劉冠廷 

109-B013 青少年毒品宣導 
張巧瑩、

楊佑甯、

林宣妤 

109-B014 徊醫故事館，等你來回憶 汪彣臻 

 

序 號 方案名稱 提案人 

109-B015 小夢想家-衝吧!GOGOGO! 邱屹芊 

109-B016 嘉義縣市育幼院關懷扶助服務方案 羅凱薇 

109-B017 樂齡梅山趴趴造 李方澄 

109-B018 「空手」跨障礙 郭羽箏 

109-B019 健康開心動，美食快樂做 方毫津 

109-B020 性別平權，攜手向前-幼兒園生性別平等宣導 

活動 

唐斈碩 

109-B021 不老的青春記述 葉映岑 

109-B022 青銀共創 讓愛喘息 陳莞庭 



109-B023 鐵馬送愛 4.5- 破風伴老，為愛環島 石亦芳 

109-B024 訪視庇護所婦女 提升自信與給力 
江翊蓁、

池思諭 

109-B025 服務無國界最終擊-共創美好新天地 翁薏涵 

109-B026 戲說嘉族故事 張佳瑋 

 

《高中組》 

序 號 方案名稱 提案人 

109-C001 愛分享、散播愛-送年菜到若竹兒慶團圓 陳妍蓁 

109-C002 疫網打盡-菁埔國小科學夏令營 羅婉瑜 

109-C003 以人為本，善待老人 汪育葶 

109-C004 以棋藝服務利他，送愛回嘉 。 蔡懷得 

109-C005 Super model 許祐榮 

109-C006 「小紳士」「小淑女」的午餐約會 李宜臻 

109-C007 結合社區--用愛啟程 陳怡蓁 

109-C008 眾人皆醉我毒醒──偏鄉國小寒假反毒 

宣導營隊 

黃千芸 

109-C009 傳承再啟航 林岳諦 

109-C010 機器人初探冬令營 黃傑瑞 

109-C011 認識餐飲小師 food 陳怡庭 



109-C012 幼來彩繪 林億家 

109-C013 阿公阿嬤動茲動茲動起來 蔡苡渲 

109-C014 染出新食巾 謝語涵 

黃宜樺 

 

序 號 方案名稱 提案人 

109-C015 掃淨芳安里 翁柔淳 

109-C016 服務社區年邁老人 葉昱廷 

109-C017 剪愛，不減愛 蔡昀芸 

109-C018 「食」在好「煮」藝! 黃慧珍 

109-C019 關懷兒童，讓愛發光 顏薏芳 

109-C020 嘉一份愛 陳姝樺 

109-C021 「盛」食，有春-米 to Me 黃靖珺 

109-C022 「機」動的心，顫抖的手 吳怡蕙 

109-C023 青銀交流-APP互動學習 黃姝琳 

109-C024 送愛到偏鄉-松山國小英文教學活動 黃品睿 

109-C025 藝起樂活趣 楊羽喬 

109-C026 疫齊打敗細菌人!-2020 建陽國小疾病防治 

宣導營 

郭宜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