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2020 年有效會員名冊 
 

2020/9/1 後仍為有效會員(會費仍在有效期間內) 

會員類別 有效人數 備註 

永久會員 16 有選舉、被選舉權 
127 位 

(過半人數為 64 位) 
個人會員 106 有選舉、被選舉權 

團體會員 5 有選舉、被選舉權 

學生會員 21 無選舉、被選舉權  

 
148 

 
 

永久會員共計 16 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別 資格起算 服務單位 現任理監事 

1 謝○謀 永久會員 2013年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23 李○瑜 永久會員 2017年起 /   

40 張○恩 永久會員 2018年起 基督教芥菜種會   

73 王○祖 永久會員 2015年起 / ● 

87 蕭○芬 永久會員 2015年起 臺灣青年培育協會 ● 

123 張○遠 永久會員 2015年起 金華國中 ● 

144 李○信 永久會員 2011年起 萬芳國小   

244 林○余 永久會員 2014年起 /   

353 魏○瑜 永久會員 2011年起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354 李○強 永久會員 2018年起 你說我演一人一故事劇團   

426 李○ 永久會員 2016年起 /   

539 陳○蓁 永久會員 2018年起 /   

611 黃○慶 永久會員 2013年起 管理高爾夫訓練中心 ● 

679 宋○軒 永久會員 2019年起 /   

816 王○信 永久會員 2019年起 日月潭日月山莊休閒農場   

850 邱○玟 永久會員 2019年起 陪伴者兒少生涯教育協會   

 

個人會員共計 106 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別 資格到期日 
會籍今年 

即將到期 
現任理監事 服務單位 

4 洪○夫 個人會員 2023/1/20     中華發光使命協會 

5 郭○有 個人會員 2021/10/23     君悅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6 邱○科 個人會員 2022/1/20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12 吳○旗 個人會員 2021/1/20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1 張○賢 個人會員 2021/1/24     / 

90 謝○蓉 個人會員 2021/1/20   ●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91 簡○予 個人會員 2021/1/20     / 

95 張○勝 個人會員 2021/1/20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97 曾○霞  個人會員 2021/1/20     文化大學心輔所 

124 葉○仁 個人會員 2021/1/20     / 

129 陳○霖 個人會員 2023/1/20   ● 亞東紀念醫院 

131 莊○南 個人會員 2020/12/7 ● ●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36 劉○螢 個人會員 2022/12/18     新北市家長志工教育成長協會 

138 許○珍 個人會員 2020/10/9 ●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149 詹○雅 個人會員 2022/11/25     樂晴戶外 

165 黃○堯 個人會員 2021/12/14     / 

179 張○之 個人會員 2020/12/30 ●   歷奇國際有限公司 

220 許○濱 個人會員 2021-04-15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227 吳○田 個人會員 2020/11/24 ● ● 歷奇國際有限公司 

250 李○修 個人會員 2022/7/16     康橋國際學校 

289 柯○杰 個人會員 2021/11/13     宜蘭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298 朱○葉 個人會員 2021/12/29     新北市廣福國小 

310 徐○璽 個人會員 2021/2/18     高山森林基地 

417 許○仁 個人會員 2021/7/6   ● 國際引導技術學會 

427 李○源 個人會員 2021/7/8     高雄市探索教育發展協會 

439 張○賢  個人會員 2021/4/13     工業技術研究院 

462 宋○緯 個人會員 2021/3/22     中華青少年活動教育協會 

477 林○伶 個人會員 2021/9/27     台中市安和國中 

494 唐○柏 個人會員 2022/2/8     台灣世界展望會 

501 魏○統 個人會員 2021/1/3     / 

599 何○廷 個人會員 2021/1/3     體驗教育/應用劇場自由工作者 

600 蔡○潔 個人會員 2022/10/23     寬欣心理治療所 

608 廖○豪 個人會員 2024/12/24     救國團 

614 溫○俊 個人會員 2021/1/28     國立屏東大學 

642 許○瑋 個人會員 2021/5/28     
健行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

系 

645 劉○息 個人會員 2021/6/18     彰化張老師中心 

647 張○虹 個人會員 2021/6/26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 

658 王○杰 個人會員 2020/9/29 ● ● 國立體育大學 

660 李○皇 個人會員 2021/10/15     華東康橋國際學校 學務副主任 

663 王○宇 個人會員 2020/10/30 ● ●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666 柯○儀 個人會員 2023/1/5     臺北市和平實小 

709 林○杏 個人會員 2020/12/23 ●   國際管理顧問公司 

712 呂○侃 個人會員 2023/2/16     新北市私立康橋國際學校 

714 郭○汝  個人會員 2023/6/11     衛福部北區兒家 

731 李○峯 個人會員 2022/11/1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32 甘○葳 個人會員 2021/2/9     / 

737 洪○倪 個人會員 2021/3/20     / 

748 邱○珊 個人會員 2021/7/26     / 



749 許○萍 個人會員 2021/8/12     淡江大學 

755 許○平 個人會員 2020/11/28 ●   生命樹平安堂 

758 林○卿 個人會員 2022/1/3     屏東縣立新園國中 

762 林○訓 個人會員 2022/3/7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高中 

764 曾○國 個人會員 2022/3/1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

癮防治科-整合型藥癮醫療示範

中心 

769 游○煒 個人會員 2022/4/18     台灣房屋 

771 鄭○茂 個人會員 2022/5/2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 

775 范○樑 個人會員 2022/6/6     大蕃薯讀書會 

782 鄭○樺 個人會員 2023/4/3     朝陽科技大學 

785 顧○維 個人會員 2022/8/29     淡江大學 

787 楊○捷 個人會員 2022/9/6     康鼎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789 賴○宏 個人會員 2021/9/12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90 黃○賢 個人會員 2021/9/1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791 湯○鈞 個人會員 2022/9/12     團隊發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792 陳○君 個人會員 2021/9/12     德馨學園 

793 陳○喬 個人會員 2021/9/19     / 

794 邱○賢 個人會員 2021/9/19     廣告行銷 

797 陳○澐 個人會員 2021/9/19     楠峰機電有限公司 

798 劉○捷 個人會員 2021/9/19     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 

799 林○真 個人會員 2021/9/19     大蕃薯讀書會 

800 王○双 個人會員 2021/9/19     大蕃薯讀書會 

801 趙○岑 個人會員 2021/9/26     江翠國中 

804 簡○瑩 個人會員 2021/10/10     吉的堡 

807 吳○霞 個人會員 2020/12/7 ●   師大公領系 

809 虞○莉 個人會員 2022/1/3     東吳大學社工系 

810 方○駿 個人會員 2021/1/8     靜心國民中小學 

833 郭○鑫 個人會員 2022/4/14     樂晴戶外 

835 吳○益 個人會員 2022/4/21     / 

836 賴○廷 個人會員 2022/4/23     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 

838 周○梅 個人會員 2022/4/26     九份國小 

841 葉○萍 個人會員 2022/5/5     台中市忠明高中 

864 謝○霆 個人會員 2022/7/28     東華大學 

877 吳○ 個人會員 2020/9/2 ●   大同育幼院 

878 陳○妤 個人會員 2020/9/11 ●   財團法人走出埃及輔導協會 

882 黃○涵 個人會員 2022/10/21     正新橡膠 

883 林○閔 個人會員 2022/10/29     / 

884 冉○文 個人會員 2020/11/10 ●   花蓮家扶中心 

885 陳○輝 個人會員 2022/12/31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886 陳○陽 個人會員 2021-03-02     醒吾科技大學 



888 鍾○渟 個人會員 2021-03-05     Kingston 

889 陳○慧 個人會員 2021-03-05     能清安欣診所 

890 李○樺 個人會員 2021-03-10     / 

892 王○淳 個人會員 2023-03-19     南臺科技大學 

893 劉○穎 個人會員 2021-03-26     僑光科技大學 

894 顏○華 個人會員 2021-03-26     台灣觸愛協會 

895 賴○偉 個人會員 2021-04-01     雄鷹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896 黃○茹 個人會員 2023-04-05     師範大學 

901 陳○全 個人會員 2021-04-20     博立思管理顧問公司 

902 邱○智 個人會員 2023-04-21     / 

903 蔡○玲 個人會員 2023-04-23     之間社企 

905 藍○燕 個人會員 2023-04-28     雲林縣曙光社區複式童軍團 

906 林○翰 個人會員 2021-05-29     華夏技術學院 

907 林○煌 個人會員 2021-06-08     失親兒基金會利澤簡活動中心 

908 戴○芮 個人會員 2021-06-16     飛颺青少年成長中心 

909 洪○華 個人會員 2023-08-02     軒味餐飲有限公司 

911 黃○賢 個人會員 2023-08-10     康橋國際學校秀岡校區學務處 

912 劉○甫 個人會員 2021-08-10     樂趣灣國際有限公司 

913 黎○嫻 個人會員 2021-08-10     亞東醫院 精神科 

 

團體代表會員共計 5 位 

姓名 會員別 資格到期日 
會籍今年 

即將到期 
現任理監事 代表團體單位 

楊○惠 團體會員代表 2020/8/25 ●   修平科技大學 

周○豪 團體會員代表 2023/4/4     薇閣田園教學中心 

廖○豪 團體會員代表 2021/6/22   ● 救國團 

廖○煌  團體會員代表 2023/3/12   ● 團隊發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王○威 團體會員代表 永久會員   ● 都市人基金會 

 

註： 

1. 上述會員資料若有疑問或錯誤(包括會員資格到期日/服務單位等)，請主動來信聯繫 AAEE 做相關

資料更新。 

2. 本資料呈現為 2020/9/1 後仍為有效會員(會費仍在有效期間內)之名冊。若您具有會員身分，但不在

名冊資料上，請主動來信聯繫 AAEE 做相關資料核對確認。 

3. 會員常年會費繳交網址 https://asiaaee.neticrm.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4  

https://asiaaee.neticrm.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