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教科書整理 

教務處：葉文媛老師-4 

志工名單 

8/23 8/24 8/25 8/28 8/29 

張詠涵 張詠涵 陳薇安 池憶瑤 池憶瑤 

陳奕潔 陳奕潔 池憶瑤 黃子嫻 周彥宏 

方郁瑄 方郁瑄 周彥宏 黃子霆 陳恩如 

方郁凱 方郁凱 陳恩如 周彥宏 王睿宇 

   （陳恩如）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環境及單據整理 

總務處：陳佳玲老師-1 

志工名單 

8/1 8/2 8/3 8/4 8/7 

池語婕 池語婕 池語婕 池語婕 池語婕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環境及單據整理 

健康中心：虹瑾護理師-2 

志工名單 

8/2 8/9 8/10   

陳薇安 陳奕潔 陳奕潔   

 張心妮 張心妮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校園植栽整理 

總務處：陳鈺錡-2 

志工名單 

7/4 7/7 7/11 7/14 7/18 

張詠涵 陳昱丞    

陳昱丞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校園植栽整理 

總務處：陳鈺錡-2 

志工名單 

7/21 7/25 7/28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校園植栽整理 

總務處：蕭淑文老師-2 

志工名單 

8/1 8/4 8/8 8/11 8/15 

  王睿宇 王睿宇 張心妮 

    黃柏昇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校園植栽整理 

總務處：蕭淑文老師-2 

志工名單 

8/18 8/22 8/25   

彭芷嫻 彭芷嫻 彭芷嫻   

黃燕婷 黃燕婷 王睿宇   

王睿宇 王睿宇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環境清潔         訓導處：蘇琬心老師-9  

志工名單 

7/6 7/18 7/25 7/31 8/11 

陳昱丞* 周彥宏 周彥宏 周彥宏 張心妮 

陳薇安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           服務內容：環境清潔         訓導處：蘇琬心老師-9                                                

志工名單 

8/17 8/23     

張心妮 王睿宇    

王睿宇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播音室整理 

訓導處：黃莉喬老師-2 

志工名單 

7/13 7/20 7/27   

池語婕 池語婕 池語婕   

陳昱丞 池憶瑤 池憶瑤   

陳薇安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教科書整理 

教務處：葉文媛老師-4 

簽到退表 

8/23 8/24 8/25 8/28 8/29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環境及單據整理 

總務處：陳佳玲老師-1 

簽到退表 

8/1 8/2 8/3 8/4 8/7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環境及單據整理 

健康中心：虹瑾護理師-2 

簽到退表 

8/2 8/9 8/10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校園植栽整理 

總務處：陳鈺錡-2 

簽到退表 

7/4 7/7 7/11 7/14 7/18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校園植栽整理 

總務處：陳鈺錡-2 

簽到退表 

7/21 7/25 7/28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校園植栽整理 

總務處：蕭淑文老師-2 

簽到退表 

8/1 8/4 8/8 8/11 8/15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校園植栽整理 

總務處：蕭淑文老師-2 

簽到退表 

8/18 8/22 8/25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環境清潔           訓導處：蘇琬心老師-9                                            

簽到退表 

7/6 7/18 7/25 7/31 8/11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環境清潔      訓導處：蘇琬心老師-9  

簽到退表 

8/17 8/23    

       

       

       

       

       

       

       

       

     



 

桃園市瑞埔國小 106 年暑假志願服務活動名單  

時間：早上 9:00-12:00 

服務內容：播音室整理 

訓導處：黃莉喬老師-2 

簽到退表 

7/13 7/20 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