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臺中市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國民中學童軍全能（晉級）考驗營 

工作人員職務編組表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職務 工作內容 

名譽副營主任 楊振昇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臺中市童軍會理事長 視導 

名譽副營主任 葉俊傑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臺中市童軍會副理事長 
視導 

指導委員 陳雅新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員 工作指導與評量 

指導委員 劉黛麗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事務室主任 工作指導與評量 

指導委員 程政瑋 臺中市教育局學生事務室督學 工作指導與評量 

指導委員 江佳鍹 臺中市教育局學生事務室專員 工作指導與評量 

指導委員 吳佩倫 臺中市教育局學生事務室股長 工作指導與評量 

指導委員 紀男昌 
臺中市童軍會總幹事 
臺中市信義國小校長 

工作指導與評量 

輔導委員 邱健偉 臺中市童軍會副總幹事 
臺中市東勢國中校長 工作指導與評量 

輔導委員 謝秀娟 臺中市女童軍會理事長 
臺中市惠來國小校長 工作指導與評量 

輔導委員 陳春興 臺中市童軍會顧問 工作指導與評量 

輔導委員 李桂枝 臺中市女童軍會總幹事 工作指導與評量 

輔導委員 李楠崇 
臺中市女童軍會副總幹事 

臺中市立惠來國小學務主任 
工作指導與評量 

輔導委員 紀黎瓊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家長會會長 工作指導與評量 

營主任 周宗正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校長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副營主任 蔡玉玲 臺中市立潭子國中校長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副營主任 宋淑娟 
臺中市童軍會副總幹事 

臺中市教育局學生事務室課程督學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副營主任 歐靜瑜 臺中市童軍會副總幹事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校長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副營主任 林福裕 臺中市童軍會副總幹事 
臺中市立福科國中校長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副營主任 王秀如 臺中市立沙鹿國中校長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副營主任 鄭正通 臺中市立后里國中校長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副營主任 羅國俊 臺中市立東峰國中校長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副營主任 張梅鳳 臺中市立黎明國中校長 綜理露營活動各項業務 



執行長 張世賢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學務主任 執行策劃、籌備各項業務 

副執行長 劉明合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教務主任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 

副執行長 黃馨 臺中市立潭子國中教務主任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 

副執行長 吳峻豪 臺中市立潭子國中學務主任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 

副執行長 洪嘉男 臺中市立黎明國中學務主任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 

行政組組長 蕭屏怡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訓育組長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連繫 
場地規劃、海報製作文書處理等 

行政組組員 李佩宜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童軍團長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連繫 
及場地規劃等 

行政組組員 羅以書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教師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連繫 
及場地規劃等 

行政組組員 張桂玲 臺中市立潭子國中訓育組長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連繫 
及場地規劃等 

行政組組員 王惠瑤 臺中市立黎明國中訓育組長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連繫 
及場地規劃等 

行政組組員 蔡宛蓉 臺中市立黎明國中童軍團長 協助策劃、籌備各項業務連繫 
及場地規劃等 

考驗組男童組長 詹少烽 臺中市立萬和國中童軍團長 辦理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男童組員 賴姿樺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童軍團長 辦理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男童組員 何筱翎 臺中市立中山國中資料組長 辦理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男童組員 陳彥韋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教師 辦理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男童組員 陳郁舜 臺中市童軍會幹事 辦理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女童組長 賴怡妏 臺中市立雙十國中團長 審核女童軍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女童組員 林敬庭 臺中市立四張犁國中團長 審核女童軍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女童組員 賴秀宜 崇正童軍團總團長 審核女童軍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女童組員 王意理 臺中市立大業國中童軍團長 審核女童軍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組女童組員 李采芳 臺中市立崇德國中童軍團長 審核女童軍晉級考驗事項 

考驗委員 各校團長 各校帶隊團長、老師 擔任晉級考驗項目關主 

教務組組長 張志強 臺中市立光榮國中教師 辦理教務活動安排， 
方位追蹤課程安排及執行 

教務組組員 蕭頌恩 臺中市立立新國中總務主任 協助辦理教務活動安排， 
方位追蹤課程安排及執行 

教務組組員 李冠賢 臺中市立居仁國中學務主任 
協助辦理教務活動安排， 
方位追蹤課程安排及執行 

教務組組員 劉兆紘 臺中市立居仁國中童軍團團長 協助辦理教務活動安排， 
方位追蹤課程安排及執行 

教務組組員 莊景棠 臺中市立大華國中資訊組長 協助辦理教務活動安排， 
方位追蹤課程安排及執行 

教務組組員 游忠育 臺中市立光復國中資訊組組長 協助辦理教務活動安排， 
方位追蹤課程安排及執行 

教務組組員 洪盟傑 臺中市立居仁國中童軍團長 協助辦理教務活動安排， 
方位追蹤課程安排及執行 

活動組組長 鄭柏洲 臺中市立大道國中童軍團長 活動帶領、流程掌控 

活動組組員 楊東錦 臺中市衛道中學童軍團長 第二天值星 



活動組組員 周珮霖 臺中市立大雅國中特教組長 協助活動帶領、流程掌控 

活動組組員 吳淑君 臺中市立中山國中童軍團長 協助活動帶領、流程掌控 

活動組組員 楊立蘭 臺中市立烏日國中童軍團長 第一天值星 

活動組組員 程權宏 臺中市立外埔國中童軍團長 協助活動帶領、流程掌控 

活動組組員 賴怡萍 臺中市立三光國中童軍團長 協助活動帶領、流程掌控 

榮譽評判組組長 張瑛娸 臺中市立東勢國中童軍團長 負責規劃典禮流程、各項競賽評分 

榮譽評判組組員 黃美雯 臺中市立東勢國中學務主任 協助規劃典禮流程、各項競賽評分 

榮譽評判組組員 吳怡真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教師 協助規劃典禮流程、各項競賽評分 

榮譽評判組組員 賴秋蓉 臺中市立光德國中衛生組長 協助規劃典禮流程、各項競賽評分 

榮譽評判組組員 呂姮儒 臺中市立大華國中退休團長 協助規劃典禮流程、各項競賽評分 

榮譽評判組組員 張韶恩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教師 協助規劃典禮流程、各項競賽評分 

生活輔導組組長 陳文忠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生教組長 負責衛生護理、生活管理 

生活輔導組組員 楊銘福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體育組長 協助衛生護理，生活管理 

生活輔導組 
兼護理組組員 各校團長 參加考驗營各校團長 負責各小隊衛生護理工作理，協助

各團生活輔導及衛生安全等工作 

護理組組長 趙吟容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護理師 負責全營衛生護理及衛生安全工作 

護理組組員 陳韻紫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補校主任 負責全營衛生護理及衛生安全工作 

供應組組長 陳蒲谷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午餐秘書 負責膳食相關事宜 

供應組組員 蔡長周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總務主任 負責膳食相關事宜 

供應組組員 陳世勳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補校教務組長 負責膳食相關事宜 

供應組組員 梁湘柔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補校訓輔組長 負責膳食相關事宜 

供應組組員 陳威慈 臺中市童軍文物消費合作社經理 負責服裝配件相關事宜 

場地器材組組長 古俊釗 臺中市新龍崗露營區主任 負責環境介紹營地規劃分配 

場地器材組組員 林永旺 臺中市新龍崗露營區幹事 協助環境介紹營地規劃分配 

營地組組長 蘇雨傑 臺中市立東勢國中補校教務組長 營地規劃分配 

營地組組員 陳佑旭 臺中市立大德國中童軍團長 營地規劃分配 

營地組組員 李佩宜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童軍團長 營地規劃分配 

總務組組長 蔡長周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總務主任 
督導總務業務及彙整申請經費支出
憑證黏存單、規畫資料運送、督導

交通運輸及場地佈置等業務 
總務組組員 高憲權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事務組長 

負責協助採購、交通運輸等業務 
、場地佈置及復原、交通運輸工具

租賃聯繫分配及路線規劃 
總務組組員 王淑婷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出納組長 負責彙整申請經費支出憑證黏存單 

總務組組員 黃淑吟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文書組長 負責文書業務、寄送邀請卡、 
場地佈置及復原 

總務組組員 林春堂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技工 營地標示、場地佈置及復原 

總務組組員 尤萍萍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工友 營地標示、場地佈置及復原 

交通組組長 王棟良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輔導主任 負責交通運輸工具分配、聯繫、路
線規劃、支援夜間候送 



交通組組員 蔡依君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輔導組長 協助交通運輸工具分配、聯繫、路
線規劃、支援夜間候送 

交通組組員 廖述彥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資料組長 協助交通運輸工具分配、聯繫、路
線規劃、支援夜間候送 

交通組組員 陳文忠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生教組長 協助交通運輸工具分配、聯繫、路
線規劃、支援夜間候送 

交通組組員 楊銘福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體育組長 協助交通運輸工具分配、聯繫、路
線規劃、支援夜間候送 

服務組組長 鄭彥青 臺中市致用高中童軍團長 負責童軍服務事項、帶領服務童軍 

服務組組員 張誌顯 臺中市沙鹿高工童軍團長 負責童軍服務事項、帶領服務童軍 

服務組組員 陳俊霖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幹事 協助辦理報到及長官貴賓接待事宜 

服務組組員 廖淑君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幹事 協助辦理報到及長官貴賓接待事宜 

服務組組員 王翠聰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行政助理 協助辦理報到及長官貴賓接待事宜 

資訊攝影組組長 陳有量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資訊組長 協助錄影、攝影事項、網頁製作 

資訊攝影組組員 陳欽哲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設備組長 協助錄影、攝影事項、網頁製作 

資訊攝影組組員 范郡喬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教學組長 協助錄影、攝影事項、網頁製作 

資訊攝影組組員 卓琬琪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註冊組長 協助錄影、攝影事項、網頁製作 

會計組組長 莊秀鳳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會計主任 負責經費核銷 

會計組組員 黃麗君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事務室行政助理 
臺中市童軍會幹事 

負責經費核銷 

會計組組員 胡楷翎 臺中市立惠來國小事務組長 
臺中市女童軍會出納 負責經費核銷 

人事組組長 張家胤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人事主任 負責差假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