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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06 當日行程、時間安排 

 集合時間： 
 永和校區：上午 6：50 於永和校區 1 樓完成集合 
 東湖校區：上午 7：15 於明湖國中正門口廣場完成集合 

 
 發車時間： 

 永和校區：上午 7：00 準時出發前往東湖校區會合 
 東湖校區：上午 7：30 全體準時出發 

 
 抵達時間：預定於上午 9：00 抵達目的地------埔心牧場門口 

※請所有自行開車前往的家庭，務必也能準時抵達埔心牧場※ 
 

 活動說明：上午 9：00~9：30 
 競賽小組分組 
 發放「遊戲說明書」、競賽活動遊戲規則說明 

 
 競賽活動時間：上午 9：30 起至 12：00 

 請一定要詳讀「遊戲說明書」 
 

 BBQ 時間：中午 12：00~14：00 
大家辛苦一早上，該是時間好好祭祭我們愛的五臟廟的時間囉！！ 

 
 成就分享&踏青下午 14：00~15：00 

看看大家早上的競賽成果，相互笑一笑！！ 
 

 返家啟程時間：下午 15：00 
 

 返抵校門時間：預定於下午 16：30 分返抵可愛的學校！ 
 
 



 
 搭乘遊覽車車次分配 

第一車： 

隨車第一領隊：李麗珍 Janny 隨車第二領隊：李若雲 Leigh  

李麗珍 Janny 張雅美 彭映江 趙奕昇 侯淳馨 李若雲 Leigh 黃永琪 

李雅婷 Richard 李婷芸 趙子賢 侯偉仕 Murray  

練盈菁 王俐云 李承軒 郭曉蓉 賴小玲 許勝傑  

陳淑蘭 王彥文 黃儀莉 趙剛 王彥翔 李思穎  

簡歆庭 郭鳳娟 柯司同 王玉玲 柯世穎 李承栩  

王靖詞 Brad 簡培基 蔡濰竹 王麗卿 李虹玲  

第二車： 

隨車第一領隊：章憶菁 Eva、隨車第二領隊：李玫欣 Sharon 

黃詩涵 徐素敏 黃詩雅 李心 齊毓玲 Michael 黃政霖 

李平 邵澤孝 石建峰 李苡暄 江泓廷 Seth 石沁薇 

梁文碩 盛宇碁 張語暄 李金炎 江泓毅 章憶菁 Eva 蔡麗芳 

賴美蓉 周妙芬 張允婕 林志懋 江志文 李玫欣 Sharon  

梁皓翔 盛陳傑 張孫平 林文駿 鍾宜真 邵長星  

潘素君 石沁靈 黃靖雯 劉美玲 邵長茹 林素惠  

第三車： 

隨車第一領隊：黃明月 Cindy、隨車第二領隊：葉瑋亭 Stacey 

張惟謙 趙光儀 Hanaban Purita aavedra 李奕霆 陳冠廷 Morgan 周石秀梅

王嘉莉 黃瀞萱 王載寧 陳麗聲 陳錫禎 Stacey 周金獅 

張致文 黃湘芸 王寶平 李承諭 陳莉萍 Louis 沈月英 

張瑞庭 黃威傑 許雅雯 陳玉婷 黃也萍 黃亮瑜 周陳秋香

陳美娟 潘致瑋 王祁騫 潘冠瑀 陳翠鵝 李桂鳳 周正雄 

黃明月 Cindy       

第四車： 

隨車第一領隊：廖婉琪 Morgan、隨車第二領隊：黃茜瑜 Amanda 

廖婉琪 Morgan 詹翠華 王淮宇 陳韋碩 朱庭汶 江彥霆 Jeannie 

李佑晟 華明潔 王坤雄 陳紀蓉 朱家正 江尚聰 Selin 

李廷軒 林毓琪 江學珠 黃玉秀 劉映磊 褚向庭 Diana 

李亞倫 林碧霞 陳麗貞 陳信傑 錢茜 江彥節 Dolly 

陳佳慧 華秀田 邱玉欽 Amanda 劉映伶 江彥瑢 Jason 

Bon Jenny      

 
 
 
 
 
 
 
 
 



 競賽活動分組名冊 
Team CKids Team Leader Team Members 

楊承諭 James 楊慶堂    1 Cindy 
黃詩涵 Angel 徐素敏 黃詩雅     

潘致瑋 William 陳玉婷 潘冠瑀 李桂鳳 Hanaban 2 Seth 
李廷軒 Sabrina 李亞倫 陳佳慧 李佑晟   

江彥霆 Emily 江尚聰 褚向庭 江彥節 江彥瑢 3 Sharon 
王載寧 Janine 王寶平 許雅雯 王祁騫   

華明潔 Zoe 林毓琪 林碧霞 華秀田   

陳韋碩 Cory 陳紀蓉 黃玉秀 陳信傑   4 Amanda 
邱玉欽 Richard 陳麗貞      

陳冠廷 Andy 陳錫禎 陳莉萍     

李奕霆 Dennis 陳麗聲 李承諭     5 Morgan 
劉映磊 Roy 錢茜 劉映伶     

李沛珊 Sandy 李成全 羅正奇     

王淮宇 Onear 王坤雄 江學珠     6 Jason 
朱庭汶 Wayne 朱家正 詹翠華     

蔡翔旭 Casper 蔡明達 蔡廷蔚 鄭美鈴   7 Dolly 
江泓毅 Joshua 江志文 鍾宜真 江泓廷   

江禹威 Willy 李巧俐 江昆勇 江可薇   8 Michael 
盛宇碁 Ely 周妙芬 盛陳傑     

梁文碩 Andy 賴美蓉 梁皓翔     9 Selin 
李心 Joyce 齊毓玲 李平     

邵長星 Jason 林素惠 邵長茹 邵澤孝   

石沁靈 Celine 潘素君 石沁薇 石建峰   10 Bon 
李苡暄 Jenny 李金炎       

張語暄 Shawna 張允婕 張孫平     

黃靖雯 Megan 蔡麗芳 黃政霖     11 Jenny 
林志懋 James 林文駿 劉美玲     

呂新穎 Cindy 呂偉華 李素琴 呂芳進(弟弟)   

許勝傑 Jack 李虹玲 李承栩 李思穎   12 Leigh 
王彥翔 Johnson 陳淑蘭 王彥文     

黃夢嫻 Vicky 黃芯雅 Kirsten     

柯司同 Lawrence 王玉玲 柯世穎     13 Murray 
簡歆庭 Hannah 郭鳳娟 簡培基     

侯淳馨 Melody 侯偉仕 賴小玲   

熊以馨 Ashley 熊其聲 熊以約   14 Eva 
蔡濰竹 Henry 王麗卿 王靖詞   

張惟謙 Vincent 王嘉莉 張致文    
15 

 
Stacey 李文 Coco Lee 張良鶯 李念恩   黃威傑 

黃亮瑜 Tiffany 黃也萍 趙光儀 黃瀞萱 黃湘芸 
16  

Louis 張瑞庭 Rae 陳美娟 陳翠鵝   

孫煜宸 Jackson 孫永昌 孫瑞玲     
17 Tiffany, Richard 

趙奕昇 Eason 趙子賢 郭曉蓉 趙剛   

金闓揚 Curtis 金道銘 周代玲 金李惠慈   

陳婕詠 Kristy 陳文榮 王清新     18 Cynthia 
李婷芸 Tiffany 李承軒 黃儀莉     

廖爰禎 Jenna 喻靖媛 廖志偉 廖盈蓁   

王俐云 Lillian 彭映江      19 Brad 
劉沛婕 Iris 劉浩雲 蔡念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