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光志願服務隊 志工人數 

校園弘化, 53, 12%

兒少志工, 27, 6%

教務志工, 29, 6%

圖書志工, 58, 16%

社教志工, 8, 2%

課務志工, 8, 2%知賓志工, 74, 16%

庭園志工, 31, 7%

公務志工, 14, 3%

場務志工, 70, 15%

總務志工, 59, 14%

劇舞志工, 4, 1%人數

校園弘化 兒少志工 教務志工 圖書志工 社教志工 課務志工

知賓志工 庭園志工 公務志工 場務志工 總務志工 劇舞志工

資料日期105.12.19 總人數：435人 



志願服務紀錄冊暨榮譽卡情形 
組別 組員人數 基礎 特訓 紀錄冊 榮譽卡 

校園弘化 53 48 47 45 6 

兒少志工 27 23 20 20 3 

教務志工 29 25 26 24 6 

社教文書 8 8 8 8 5 

圖書志工 58 56 58 57 18 

課務志工 8 8 8 8 3 

知賓志工 74 66 68 64 9 

庭園志工 31 29 29 29 4 

公務志工 14 14 14 14 1 

場務志工 70 68 66 66 9 

總務志工 59 59 59 59 17 

劇舞志工 4 4 4 4 0 

合  計 435 408 407 398 81 



105年申請獎勵人數 

組別 校園

弘化 

兒少

志工 

教務

志工 

圖書

志工 

社教

志工 

課務

志工 

知賓

志工 

場務

志工 

公務

志工 

總務

志工 

人數 1 2 4 2 5 3 8 5 1 6 

合計：37人 

                             其中符合金質獎7人(1250小時以上)、 

                                           銀質獎2人(1000小時以上) 

獎項：高雄市志願服務 銅質獎 



高雄市志願服務獎勵 

銅質獎~獎勵名單 

 校園弘化：李玟慧 

 兒少志工：蕭玉貞、楊美容 

 教務志工：李麗淑、王美玲、林慈年、吳秋蘭 

 社教志工：藍美枝、覺素賢、陳麗囍、莊碧真、鄭美玲  

 圖書志工：周月華、涂瑛磬 

 知賓志工：洪淑柑、陳淑娥、董若玫、郭輝蘭、余國定、蔡呂秀英 

                   楊秋秀、陳靜月 

 課務志工：白莊淑蕙、蔡麗珠、莊秀玉 

 公務志工：陳進利 

 場務志工：涂瑞娣、黃麗茹、許貴鈴、黃蔡碧花、孫魏春蘭 

 總務志工：白佳蓉、楊鳳蘭、林雪紅、林語嬋、黃玉蘭、顏陳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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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志願服務獎勵 

銅質獎 
 校園弘化：李玟慧 

 兒少志工：蕭玉貞、楊美容 

 教務志工：李麗淑、王美玲、林慈年、吳秋蘭 

 社教志工：藍美枝、覺素賢、陳麗囍、莊碧真、鄭美玲  

 圖書志工：周月華、涂瑛磬 

 知賓志工：洪淑柑、陳淑娥、董若玫、郭輝蘭、余國定、蔡呂秀英 

                   楊秋秀、陳靜月 

 課務志工：白莊淑蕙、蔡麗珠、莊秀玉 

 公務志工：陳進利 

 場務志工：涂瑞娣、黃麗茹、許貴鈴、黃蔡碧花、孫魏春蘭 

 總務志工：白佳蓉、楊鳳蘭、林雪紅、林語嬋、黃玉蘭、顏陳春月 



頒獎--表現優良志工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菩薩獎 
幹部 名單 

督導 張淑芳 

隊長 王素蘭 

副隊長 陳棟樑  謝捷夫  蔡衛倫  盧金燕 

組長 行政組 程建華 教學組 盧金燕 組訓組 黃裕成 

副組長 行政組 楊安家 教學組 洪淑柑 組訓組 謝文亮 

帳務管理 行政組 陳淑娥 

聯絡窗口 校園弘化：陳棟樑      大寮：陳經緯             大殿：陳秋吟 

花木公務：方聰仁      知賓：洪淑柑             環境維護：陳惠珍 

讀經班：盧金燕          服務學長：李麗淑     社教文書：藍美枝 

皈戒：王培穎              書記：莊淑惠            戲劇團：王素蘭 

圖書館：周月華、王惠娟 



謝捷夫(弘化)，謝郭素貞(知賓) 

    林有銘，郭柳君，郭春秀，郭梅貴(總務) 

 

張惠珍(知賓)，張惠琪，張惠玲(總務) 

 

潘銀足，潘銀珍（知客環保），潘銀市（弘化） 

 

周碧玉、周月華(圖書)、李茂騰(教務)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家族志工獎 

頒獎音樂.mid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觀音獎~1 
組別 組員 具體事蹟 

校園弘化 

 

王雅雲、潘銀市、薛素絹、謝捷夫 

莊桂玲、王春鳳、何金記、陳秋蜜 

蔡明桂、王秋秀、林素惠、黃崇茜 

張淑瑛、謝宜耿、施美伸、王素蘭 

陳畇蓁 

擔任校園聯絡窗口，承擔總務管理、

資料彙整、團康籌畫等行政工作，

對增進校園弘化各項推展，成效卓

著。 

 

兒少志工 林冠雄、蔡雅珍、林侑增、盧金燕 1.熱心參與精舍大型活動主持 

2.讀經班活動的happy show 

3.熱心參與志工研習課程 

教務志工 蔡信次、劉寶珠、王美玲、鄭素津 

鄭素芬 

1.志工大會最佳掌旗手 

2.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圖書志工 吳麗卿，陳姿妤 1.擔任研讀班高級班藏經課程召集人 

2.擔任圖書館讀者活動召集人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觀音獎~2 

組別 組員 具體事蹟 

知賓志工 楊秋秀、王天生、張惠貞、董若玫 

楊美容、陳淑禎、余國定、林妧芮 

趙美足 

1.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2.讀書會課程導讀 

課務志工 莊秀玉、蔡麗珠 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社教志工 程玉霞、覺素賢 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庭園志工 黃秀琴、魏宥家、凌汝華 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公務志工 陳銀瑞，邱淑慧 

陳駿耀、李敏鋒 

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觀音獎~3 

組別 組員 具體事蹟 

總務志工 

(含環境維護) 

王方麗霞、王耀星 

王阿速、徐韻淑、林雪紅

陳阿娥、盧清素、張惠玲 

張惠琪、林金花、陳炳宏

張雅琴、邱善、林阿麥顏

陳春月、周紋竹、林語嬋

徐金來、施佳妙 

1.熱心參與國際行善日暨國際志工日 

2.全程參與志工成長課 

場務志工 涂瑞娣、魏春蘭、陳虹蓉 

梁玉梅、林貴媚、柳登標 

陳昭郎、朱泰澄 

朱陳美英 

1.每天晚上精舍安板 

2.為精舍布置桌布、綁佛珠手鍊.. 

3.熱心參與國際志工日及志工成長課 

劇舞志工 梁淑美 劇舞表演會場整理與善後，讓組員

能夠安心表演 

綜合組 蘇嘉惠等 熱情參與國際志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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