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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女童軍會 47 週年慶祝大會暨女童軍聯團露營活動實施辦法 

（主題：「手牽手愛地球」） 

一、活動宗旨：1.培養女童軍精神，加強女童軍團隊合作能力，培養女童軍姐妹的情誼，增進互

動交流。 

2.訓練女童軍的童軍技能，增進野外生活能力，培養正確與大自然互動的能力。 

3.落實 2022-2024懷念日主題「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未來」於活動中，以培養女

童軍伙伴成為具有環保意識的領袖人才。 

二、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桃園市女童軍會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石門國小 

五、活動時間：民國 111年 7月 16日〜17日（星期六、日，兩天一夜）。 

六、活動地點：龍潭區石門營地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民治路 100號。 

              石門水資源回收中心 

七、活動內容：詳如日程表（附件一、二） 

八、活動方式：女童軍採用露營方式辦理(星期六、日)；幼女童軍及小小女童軍採一日聯團活動方

式辦理(星期六)。 

九、活動項目： 

1.童軍情誼交流、2.慶祝大會頒獎、3.不插電原始營火、4.綠野仙蹤-自然生態保育、5.人文

古蹟踏查、6.生火訓練、7.無痕運動體驗等。 

十、參加人員：本市各級女、男童軍，預定人數 250人。 

              ※各團保障名額(女童軍 1小隊，10 人)，如尚有名額，再依各團報名先後順序錄

取參加。 

十一、參加費用： 

(一)各級女、男童軍：新台幣 1000元整（包含食、宿、手冊、保險費、行政費、交通費、紀

念布章等）。 

(二)幼女童軍及小小女童軍參加費用為新台幣 550元整。（包含食、手冊、保險費、行政費、

交通費、紀念布章等）。 

(三)資深女童軍擔任服務人員之參加費用為新台幣 500元整。 

(四)工作人員及服務員團長之參加費及差旅費，請原服務單位惠允支應。 

十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7月 4日（一）止，請準時報名(超過報名時間，將釋出名額給

其它團)並將報名表 mail至 tycgs@yahoo.com.tw以利統計。（報名表如附件三） 

十三、報名地點：330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487號  劃撥帳號：０５６５５８８－６   

戶名:桃園市女童軍會聯絡電話及傳真：03-3464304 

0932-282897張曼萍  0916-343432 蘇雪卿                                                         

十四、籌備會召開時間：預定於 111年 6月 28日（二）晚上 6：30召開線上籌備會，請所有參加

學校團長及工作人員，務必參加本會議(不另發公文)。 

十五、注意事項： 

1.各級女童軍以原屬團為單位準備一個營火節目（四個小隊為上限，團長視人數可增為二個

節目）（特別說明：是不插電的營火節目，請各團於團集會時提前準備）。 

2.參加人員請著全套童軍制服，次日可著學校運動制服，天寒可添加學校外套及長褲。 

mailto:tycgs@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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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童軍小隊器材：客廳帳(或炊事帳)、蒙古包(或小隊帳)、卡式爐(2組)、指北針(8支)、

清潔劑、炊事箱、竹子（長短數量依各團所需）、營燈、工具箱、瓦斯罐(若干)。 

4.女童軍個人器材：筆、睡袋、睡墊、盥洗用具、換洗衣物、禦寒外套、個人藥品、衛生用

品、雨具、拖鞋、童軍繩、手電筒、健保卡、零錢、水壺、針線包、美工刀、急救包、餐

具。 

5.幼女童軍及小小女童軍個人自備器材：文具盒、個人餐具、禦寒外套、個人藥品、雨衣(禁

帶雨傘)、童軍繩、摺疊椅、小手電筒、健保卡、水壺、防晒防蚊用品。 

6.歡迎資深女童軍報名本活動參與服務，活動內容以服務、協助營隊為主要性質，由營本部

統一分配工作。 

7.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 

十六、帶隊老師及工作人員於活動期間，請准予公（差）假登記，並於一年內在不支領代課鐘點費

及不影響課務前提下自行擇日補假，全程參與人員、教師，女童軍部分核給 16 小時研習時

數；幼女童軍部分核給 6小時研習時數，請自行上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 

十七、本計畫陳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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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女童軍會 47 週年慶祝大會暨女童軍聯團露營活動 

工作分配表(女童軍組) 

職      稱 姓   名 本            職 職                    責 

名譽營主任 鄭文燦 桃園市市長 
指導活動有關之各項事宜 

名譽副主任 高安邦 教育局局長 

營主任 傅瑜雯 女童軍會理事長 綜理活動有關事宜 

總幹事 吳霈宸 女童軍會總幹事 
協助營主任辦理活動有關事宜 

副總幹事 楊千慧 女童軍會副總幹事 

行政組 

張曼萍 女童軍會幹事 1.營本部之規劃與佈置。 

2.課程所需器材、文書資料之提供，

及活動手冊、海報、榮譽榜、名牌

製作等之事前準備、製作。 

3.各項課務支援，準備報到資料 

林秀珍 石門社區團副總團長 

蘇雪卿 女童軍會幹事 

生活輔導組- 

值星 
丁綺郁 KUMA團服務員 

1.服裝儀容、團隊精神、小隊衛生安

全，營隊期間的各式活動表現記錄

及評分。 

2.榮譽榜之公布 

3.營隊各項活動流程時間之控制。 

4.營隊生活管理（吹哨、晨晚檢、集

合、夜間查營...）領導全體學員

作息。 

活動組 

黎玉鈴 慈文國中女童軍團長 

1.營隊活動整體規劃、設計與執行。 

2.上課內容、時間、人員、地點之安

排。 

3.協助營隊課程推動及進行。 

4.追蹤活動設計及掌控。 

5.營火節目編排及流程掌控。 

6.歌曲教唱、帶領。 

7.營隊精神建立。 

8.主持各式活動。 

陳  容 東興國中女童軍服務員 

徐榮俊 石門社區團總教練 

張志強 石門社區團教練 

陳羽君 東興國中女童軍團長 

彭鎮梅 石門社區女童軍團長 

楊佩菁 石門社區女童軍團助理 

溫苡伶 石門社區團教練 

陳欣霓 石門社區團副總團長 

林淑芳 石門社區稚齡童軍團長 

張玉鈴 桃園市女童軍會服務員 

徐國豐 石門社區團器材幹事長 

蔡佩馨 慈文國中女童軍服務員 

邱繼平 東興國中童軍團服務員 

李新睿 石門社區蘭姐女童軍團長 

李綺玲 石門社區團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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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組 
羅月雲 女童軍會監事 

來賓接待 
湯宏鈞 石門社區團總團長 

儀典組 
江玉卉 自強國中女童軍團長 開幕典禮、慶祝大會流程設計、升

旗、閉幕典禮設計。 詹彥儀 會稽國中女童軍服務員 

配給組 
陳阿惠 石門社區資深女童軍團長 1.菜單設計。 

2.各餐之食物配給。 

3.無具野炊食材購買。 孔德明 石門社區團教練 

場器組 

熊哲緯 女童軍會副總幹事 

1.課程、分站活動場地之協助 

2.營地安全及巡邏 

3.垃圾與資源回收管理 

4.露營、舍營場地規劃及分配， 

5.課程分站活動之協助 

6.營地安全及巡邏。 

7.課程活動所需之各項器材之裝

設、分配及整理 

8.搭設音響與管理。 

趙健智 東興國中童軍團服務員 

呂運權 文昌國中女童軍團服務員 

攝影組 
劉秉諭 建國國中女童軍團長 1.活動過程中之動、靜態的攝影。 

2.活動結束後影像的編輯與上網

公佈。 曾楓億 石門社區團資訊幹事長 

醫護組 許芷瑜 慈文國中女童軍服務員 緊急救護 

 

 

桃園市女童軍會 47 週年慶祝大會暨女童軍聯團露營活動 

工作分配表(幼女童軍/小小女童軍組) 

職      稱 姓   名 本            職 職                    責 

行政組 林淑惠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團長 

1.營隊活動整體規劃、設計與執

行。 

2.上課內容、時間、人員、地點之

安排。 
活動組 

胡瑞梅 石門社區蕙質女童軍團長 

徐榮俊 石門社區團總教練 

尤佳貞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團長 

洪凱伶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副團長 

吳枝梅 石門社區團保育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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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女童軍會 47 週年慶祝大會暨女童軍聯團露營活動 
 

 (女童軍組日程表） 

※女童軍諾言：憑我的真誠，我願對上蒼和我的國家盡我的本份， 

我願隨時幫助他人，我願遵守女童軍規律。 

 

活動     日期 

   內容 

活動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7月 16日 7月 17日 

星期六 星期日 

06：20-06：40 

Are You Ready 

-準備 

早安- 

起床盥洗 

06：40-07：20 
活力泉源- 

早  餐 

07：20-07：50 
稍息立正站好- 

晨  檢 

07：50-08：20 
伙伴好- 

報到、認識環境 

旗正飄飄- 

升  旗 

08：20-09：20 
吾愛吾家- 

營地建設 
尋幽訪古- 

三坑老街人文古蹟踏查 

(綠野仙蹤- 

自然生態保育【大自然的禮物】) 

09：20-10：20 
歡聚慶賀- 

女童軍節慶祝大會暨開幕典禮 

10：20-12:20 
裊裊炊煙- 

午餐 12:20-13：00 
愛的饗宴 

-午餐 

13：00-14：30 綠野仙蹤- 

自然生態保育【大自然的禮物】 

(尋幽訪古- 

三坑老街人文古蹟踏查) 

我愛 LNT- 

拔營滅跡 

14：30-15：30 
榮耀時刻- 

結營典禮 

15：30-17：00 

珍重再見- 

快樂賦歸 

17：00-19：00 
健康美味- 

晚  餐 

19：00-21：00 
熱情活力不插電- 

營火 

21：00-21：30 

好還要更好- 

小隊長會議   

※女童軍協助幼女搭帳 

21：30-22：30 
歡樂洗澎澎- 

盥洗、宵夜（工作人員會議） 

22:30- 關燈、關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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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市女童軍會 47 週年慶祝大會暨女童軍聯團露營活動 

(幼女童軍/小小女童軍組日程表） 
 

 

  

  

活動     日期 

   內容 

活動時間 

7月 16日 

星期六 

06：20-06：40 
Are You Ready 

-準備 
06：40-07：20 

07：20-07：50 

07：50-08：20 
伙伴好- 

報到、認識環境 

08：20-09：20 
校園巡禮- 

唱跳/遊戲 

09：20-10：20 
歡聚慶賀- 

女童軍節慶祝大會暨開幕典禮 

10：20-12:20 裊裊炊煙- 

午餐 12:20-13：00 

13：00-17：00 
綠野仙蹤- 

自然生態保育【大自然的禮物】 

17：00-19：00 
健康美味- 

晚  餐 

19：00-21：00 
熱情活力不插電- 

營火 

21：00-21：30 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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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市女童軍會 47 週年慶祝大會暨女童軍聯團露營活動 

單位：           童軍團  第        團     

團長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參加人數：總計     人。 

分工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葷素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