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第一屆全人傳愛公益路跑暨嘉年華活動工作配置
一、

大會服務組：

工作項目

時間

2016/12/11 06:10(集合)

負責

指揮：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廖進隆秘書長 0913-111606
志工統籌：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楊恆輔會長 0933-725333
服務：(樂活)張憲育 0910-068086
園遊券：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林宸語會長 0911-403319 盧慧如會長、侯素
英會長.
財務組：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林雅惠財務長 0937-595063

協助

服務：(樂活)馬萱如 0975-182328
園遊券：(協會)黃婉淇秘書 0953-962558、(協會)林育如秘書 0921-380922

活動物品

二、

各組人力調派、各項諮詢服務事宜、備用晶片&備用號碼布登記與發放、
志工簽到、發放志工早餐、發放志工衣服、
更換選手衣服、園遊券販售發放、報名費收據開立、愛心鑼與愛心捐款
支援

公關接待組、儀典組

各組工作人員名冊、簽到名冊、早餐及衣服發放登記表、
對講機、擴音器、鳴槍、現場配置圖、活動流程表、文具用品、衛生紙、
備用晶片&備用號碼布&別針、晶片配戴方式說明、
園遊券、協會收據本、早餐、剩餘活動衣服

安全救護組：

工作項目

活動會場緊急事故、重大災害聯繫通報、人員受傷緊急處理

時間

2016/12/11 06:10(集合)

負責

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黃淑媛會長 0933-919107
大騰救護隊 黃威傑隊長 0986-422418

協助

救護車司機 1 名、護理人員 3 名、救護技術員 4 名

活動物品

簡易救護箱、AED 共 5 台、救護車 1 台、救護機車 4 台

三、

公關接待組：

工作項目

四、

貴賓接待、媒體接待、表演團體接待、
招呼貴賓入座、招呼媒體至媒體帳篷、招呼表演團體入休息區、
分送貴賓禮贈品、表演團體車馬費用處理
與儀典組配合貴賓鳴槍事宜

時間

2016/12/11 06:10(集合)

負責

貴賓接待：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羅月妘理事長、吳和城理事長、彭淑燕理
事長、許世凱理事長、蔡侑霖理事長
貴賓贈品：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陳昭舒會長 0937-272015
媒體接待：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廖進隆秘書長 0913-111606
表演團體接待：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吳為鈺會長 0935-366991
貴賓鳴槍：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林子棋會長 0939-896658
財務組：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林雅惠財務長 0937-595063

支援

儀典組、寫生頒獎組

注意事項

鳴槍:10k：貴賓、5k：國小校長、5k 趣味：國小&高中校長、20k：國中校長

活動物品

貴賓名冊、貴賓簽到簿、貴賓胸花、媒體名冊、表演團體名冊、
禮品提袋、簽字筆、水

儀典組：

工作項目

貴賓致詞時間掌控、鳴槍時間掌控(與公關接待組配合)
表演團體就定位及表演節目流程安排與掌控(與節目組配合)、
獲獎人員獎項頒發(與計時組配合)

時間

2016/12/11 06:10(集合)

負責

路跑＆單位頒獎：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林麗虹會長 0921-763912、王麗美
副秘書長、劉冝蓁會長
舞台控場：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邱瑋萍會長 0913-116666
表演團體：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吳為鈺會長 0935-366991
財務組：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林雅惠財務長 0937-595063
暖身主持:馬克先生
路跑主持人：謝秀娟校長
寫生主持人：張永雄校長:

協助

支援

公關接待組、寫生頒獎組

活動物品

五、

寫生頒獎組：
工作項目

2016/12/11 06:10 (集合)

負責

寫生頒獎：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陳佩璇會長 0938-850368
財務組：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林雅惠財務長 0937-595063

支援

儀典組、公關接待組

寫生活動頒獎名冊、獎狀、獎金

獎牌暨完賽禮發放組：
工作項目

終點站掛獎牌、人流引導進會場草皮
選手伴手禮(毛巾、水放入束口袋)及餐盒(墨西哥巧克力、愛心牛奶球)發放

時間

2016/12/11 06:10 (集合)

負責

掛獎牌：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邱文祥會長 0932-551922
完賽禮：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林文斌會長 0939-209318
(樂活)陳靖雅 0921-014983

協助

(樂活外)張恭聖 0976-305608
(樂活外)伴手禮：李國璽 0987-892003、(樂活外)餐點：吳麗琴 0934-020532
(樂活外)伴手禮：陳詩茹 0987-892003、(樂活外)餐點：吳淑媛 0955-743918
東海附中學生志工 15 名(分 5k、10k、20k 三組)

活動物品

七、

寫生活動頒獎

時間

活動物品

六、

獎盃、獎金、獎狀、
獎金獎盃領取簽名表(需請得獎者留下姓名、電話，各組前三名另需核對身份證)
獎金袋(需印名次及金額貼上)

計時組：

支援

寄物組

獎牌、麥克筆(打勾號碼布紀念獎牌)
毛巾、水、餐盒、麥克筆(打勾號碼布完賽禮及餐點)

工作項目
時間

2016/12/11 06:10 (集合)

負責

晶片計時＆成績確認：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鍾鎮鴻會長 0988-234258
(樂活)余承蒲 0933-366158

協助

(樂活外)裁判 陳福堂 0935-348835、計時主控工程師 1 名
東海附中學生志工 4 名

活動物品

八、

支援

成績列印組、晶片退還組

計時作業相關設備、裁判手抄板

成績列印組：
工作項目

完跑成績證書列印發放

時間

2016/12/11 06:10 (集合)

負責

成績列印：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謝普德會長 0956-793545
(樂活)列印主控工程師 1 名

協助

東海附中學生志工 10 名

活動物品

九、

晶片計時作業、成績確認、路跑各組得獎名單確認(送儀典組)
與主持人配合確認接力等待區之選手

支援

計時組、晶片退還組

列印作業相關設備

晶片退還組：
工作項目

晶片回收及退晶片押金

時間

2016/12/11 06:10 (集合)

負責

晶片：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劉芠伈會長 0985-068988
(樂活)林顧問 0978-389595

協助

(樂活外)林朱珍 0958-856511、(樂活外)鍾新春 0982-630886、惠民盲校、罕
見疾病基金會、東海附中學生志工 2 名

活動物品

晶片回收籃、100 元鈔、晶片綠鐵絲回收袋，橡皮筋

十、

寄物組：
工作項目
時間
負責

協助

活動物品

衣物寄放與領取
2016/12/11 06:10 (集合)

支援

完賽禮組

衣物寄放與領取：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劉樺明會長 0930-918021
(樂活)兼第一道組長：林陞璽 0987-333140
(樂活外)第二道：許江隆 0937-266245、林束淨 0937-266245
(樂活外)第三道：張東源 05-6361277、張蘇瓊華 0927-039129
(樂活外)第四道：杜志中 0963-335366、姚權祐 0935-903545
(樂活外)第五道：連弘學 0966-770353、吳棋笙 0937-573054
東海附中學生志工 10 名
寄物貼紙、釘書機、釘書針、麥克筆、備用透明塑膠袋

十一、補給組：
工作項目

水、運動飲料等補給發放

時間

2016/12/11 06:10 (集合)

負責
協助
活動物品

中途：忠孝國小:俞昱晴 主任 (100 箱水.100 箱運動飲料)
(樂活外)陳俊博 0936-722758、(樂活外)詹凱勛 0928-241885、
(樂活外)許柏俞 0989-670663、(樂活外)洪瑜峰 0989-884226、
水、運動飲料、紙杯、分隔版(用水的紙箱切割)、剪刀、簡易醫療袋

十二、清潔組：全體工作人員
工作項目
時間

協助當日撤場垃圾清潔、集中回收作業(請見會場配置圖資源回收區)
2016/12/11 活動結束開始

活動物品

垃圾袋、空紙箱、手套，衛生紙

十三、交管組：

工作項目

賽道路口管制、貴賓及工作人員車輛引導、賽道跑者安全維護、
會場指引、車輛疏導、會場起終點交管、會場臨時狀況支援協助

時間

2016/12/11 06:10(集合) – 11:30(結束)
校門口 2 名同學 06:00 – 11:00

負責

東海大學交通及安全組：薛書策先生 0920-792800，04-23590121#25914
校門口：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謝普德 會長 0956-793545
校園巡視：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溫偉朝 會長
樂活：王敬宇 0919-067566

協助

協會： 2 名＋東海大學交安組同學： 17 名＋樂活人力：
1. 第二教學區側門入口(1 名)：
2. 東海大學約農路正門入口(1 名)：
3. 台中捐血中心側門進入至力行路 T 字路口(1 名)：
4. 起點 TRUSS 前力行路口：(2 名)：
5. 東大附小停車場力行路(1 名)：
6. 力行路與銘賢路口(1 名)：
7. 力行路與東海路十字路口指示牌旁(1 名)：
8. 力行路與約農路十字路口(1 名)：
9. 大智慧科技大樓前力行路口(1 名)：
10. 科技路與求真路約農路交叉口(1 名)：
11. 約農路與德耀路口(1 名)：
12. 約農路與篤信路口(1 名)：
13. 篤信路私人住宅區路口(1 名)：
14. 篤信路往銘賢路口(1 名)：
15. 東海路與銘賢路口(1 名)：
16. 力行路與東海路十字路口乳品小棧前轉角(1 名)：
17. 力行路往棒球場方向右轉十字路口(1 名)：
18. 棒球場旁第一個左轉路口(1 名)：
19. 往前左轉路口(1 名)：
20. 往前右轉往側門路口(1 名)：
21. 鹿舍旁停車場入口(1 名)：
22. 鹿舍旁停車場往湖東路口(安全錐筒指標)
23. 食科工廠旁轉角(安全錐筒指標)

活動物品

貴賓及工作人員車輛名冊、安全錐筒、連桿、哨子、指揮棒、
交管衣(樂活帶 15 件)、對講機

13

名

十四、場地組：
工作項目

負責硬體廠商定位、攤位牌定位、硬體設備清單確認、賽道角錐擺設

時間

2016/12/09 永農硬體入場
2016/12/10 賽道指示牌定位
2016/12/10 19:00 前帳篷及攤位牌就定位
2016/12/1019:00 前賽道角錐定位
2016/12/1112:00 撤場

負責

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廖進隆秘書長 0913-111606
(樂活)張憲育 0910-068086
(樂活)林陞璽 0987-333140
(樂活)王敬宇 0919-067566
(外包角錐)路安：薛柏良 0933-569641
(外包流動廁所)晨瑋：李怡慧 0934-036678

活動物品

各式攤位牌、指示牌、剪刀、塑膠紅繩、膠帶、垃圾袋

十五、攝影組：
工作項目

負責活動現場(現場設置、業務宣導、攤位、起跑、競賽、頒獎、節目)
等影像記錄

時間

2016/12/11 06:10(集合)

負責

攝影公司

十六、攤商組(38 個攤商，2 個備用)：
工作項目

負責攤商進場時間、出場時間、停車場位置等相關事宜

時間

2016/12/10 14:00 攤商進場，2016/12/11 06: 1 0 攤商進場準備
2016/12/11 07:00 園遊會開始

負責

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林建成 0979-166886

十七、節目組(8 個表演團體)：

工作項目

負責表演團體就定位及表演節目流程掌控

時間

2016/12/11 06: 10 (集合)

負責

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吳為鈺會長 0935-366991

活動物品

十八、闖關組：
工作項目

負責 5K 趣味組闖關事宜

時間

2016/12/11 06: 1 0(集合)

負責

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張浚傑會長

協助
活動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