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 伍 進 場 序 號 

進場 

編號 
單位名稱 領隊 

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工團 謝佩君 

2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蒲台益 

3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五甲老人活動中心志工隊) 吳幸蓁 

4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武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張文順 

5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鳳山社福中心 鍾鏵玉 

6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岡山社福中心志工隊 陳翰璋 

7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李孟蓉 

8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姚昱伶 

9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東區服務中心 陳佳伶 

1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許安老 

11 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溫珍英 

12 高雄市社會局志願服務資源中心 黃瓊代 

1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 張國聖 

1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翠屏分隊 卓錦雀 

1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仁武中隊 許裏安 

1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 曾春玉 

1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志工中隊 賴秀紅 

18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徐美香 



19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志工中隊 雷寀慈 

2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志工中隊 黃榮清 

21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林盟喬 

22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張春田 

23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許金堂 

24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劉燕宴 

25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春暉志工團 歐秋琴 

26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黃綉英 

27 行政暨國際處 李初珍 

28 高雄市文化局志工團 王桂峯 

29 高雄市立美術館 揚桂花 

3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志工隊 李瑞清 

31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新客家園區志工隊 吳聲淼 

32 教育部青年署高澎青年志工中心 張瓊文 

33 高雄市立信義國民小學 孫孟葳 

34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民小學家長會志工團 楊美婷 

35 高雄市光華國小志工隊 楊綵澄 

36 高雄市立光武國小導護志工團 許金枝 

37 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郭美絹 

38 高雄市立鳳山中正國民小學 王淑倩 

39 高雄市立愛群國民小學 江秋燕 



4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靜蕙 

41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鍾美李 

42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劉秋伶 

43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洪雲珠 

44 阮綜合醫院 鄒美華 

45 國軍高雄總醫院 朱桂櫻 

46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潘美妤 

47 義大醫療志工隊 駱佳琦 

48 紫竹林精舍 香光志願服務隊 曾淑珍 

49 高雄市旗山環保志工協會 林福仁 

50 高雄市岡山區大後協社區發展協會 黃惠美 

51 般若自在門協會高雄分會 張震中 

52 衡山基金會 蔡晋儒 

53 高雄市大悲慈善會 陳朝明 

54 財團法人濟興長青基金會 劉昇哲 

55 財團法人天帝教高雄市掌院紅心志工團 呂敏財 

56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張蕙貞 

57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 張培嘉 

58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市南區分事務所 秦文祥 

59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大寮志工站 陳美妃 

60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 蔣吉苾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9%9B%84%E5%B8%82%E7%AB%8B%E9%AB%98%E9%9B%84%E9%AB%98%E7%B4%9A%E5%95%86%E6%A5%AD%E8%81%B7%E6%A5%AD%E5%AD%B8%E6%A0%A1


61 社團法人台灣信撤蓮池功德會 釋一靜 

62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 賴美惠 

63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 蔡錦惠 

64 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台灣協會 謝瓊萩 

65 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志願服務協會 王勝枝 

66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林觀音慈善會 陳郁美 

67 社團法人高雄市天心慈善會 李秀日 

68 社團法人高雄市合德慈善會 洪麗琴 

69 社團法人高雄市保生功德會 黃鐘田 

70 社團法人高雄市希望弱勢關懷協會 卓錦雀 

71 社團法人高雄市新興區德生社區發展協會 吳三雄 

72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德親幼協會 陳清祥 

73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之船慈善會 吳瑞貞 

74 社團法人古嚴普濟會 葉秋梅 

75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鄧秀英 

76 社團法人高雄市濟心慈善會 馬信平 

77 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林新惇 

78 高雄市婦女會家和專線 林享明 

79 高雄市晨曦慈善會 蕭天生 

80 高雄市鳳山聯合巡守隊協會 邱治田 

81 高雄市榮民總醫院志工隊 林璧鳳 



82 高雄市善園慈善會 沈榮福 

83 高雄市中醫學會 陳輝勝 

84 高雄市蓮馨關懷協會 葉麗月 

85 高雄市旗山六五長青協會 蔡燦文 

86 台灣社區健康促進預防照顧協會 朱元祥 

87 高雄市慈山行善愛心協會 鄭明霖 

88 正忠文教協會 黃柏霖 

89 三商美邦人壽集團 17 區營業處企業志工 彭家民 

90 美樂美髮連鎖公司企業志工團 沈美利 

91 后韻咖啡有限公司 林美辰 

92 中央健保局 龔淑華 

93 中華易學教育研究協會 蔣小剛 

94 中山高中家長會暨校友會 劉俊宏 

95 高雄市消費者保護協會 陳玨蓉 

96 高屏區青年志工中心 張瓊文 

97 高雄市百年慶國際獅子會 黃淑芳 

98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莊文勝 

99 高雄市百姓交流協會 許惠美 

100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高屏 A區 莊國榮 

101 高雄市高雄港國際同濟會 江宛菲 

102 高雄市高雄國際同濟會 楊國在 



103 高雄市遠宏國際同濟會 陳燕眉 

104 高雄市梓官國際同濟會 吳東鴻 

105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高屏 B區 洪豐裕 

106 高雄市千禧國際同濟會 郭輝煌 

107 高雄市富達國際同濟會 蘇文樺 

108 高雄市嘉合國際同濟會志工隊 呂國賢 

109 高雄市嘉慶國際同濟會志工隊 王錦屏 

110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高屏區同圓社 張秀珠 

111 財團法人廣德文教基金會 侯彩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