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體育處競技運動組業務職掌一覽表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吳祥聖 

一、綜理競技運動組業務。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3 

網路電話：63055 

Email: 

nick012345@tn.edu.tw 

組員 

楊宜婷 

（約僱人員） 

一、全中運代表隊隊本部籌組、參賽經費補

助、組訓經費補助等事宜。(芳瑗、亭妤) 

二、辦理本市全中運代表隊選拔(市中運)。(芳

瑗) 

三、辦理本市體育相關研究調查委辦案及體育

統計事宜。 

四、體育年報。 

五、協助基層訓練站、重點體育及運動代表隊

經費審核核銷。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0 

網路電話：63070 

Email: 

 

組員 

蔡汶靜 

一、112 年全運會籌辦業務(行政)。 

二、協助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行政事宜。 

三、協助基層訓練站、重點體育及運動代表隊

經費審核核銷。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07 

網路電話：64075 

Email: wenching@mail.tainan.gov.tw 

組員 

孫偉文 

一、專任運動教練聘用及考核等事宜。 

二、體育班設置及輔導考核等事宜。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5 

網路電話：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三、運動績優學生升學及運動人才資料庫。 

四、統合視導業務。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mail:64072 

xwoman@tn.edu.tw 

組員 

丁婉婷 

 

一、辦理全國性體育競技賽事及體育交流活動

（含華宗盃排球賽）。 

二、辦理本市甲組棒球隊相關業務(人事、計畫

擬定、法令修訂及採購業務等)。 

三、優秀運動選手轉職業務。 

四、體育獎助金申請、審核與發放(含法規修

訂)。 

五、優秀運動選手健康管理服務計畫及體育署

補助各級學校約用運動防護人員巡迴服務

計畫。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4 

網路電話：63071 

Email:  

st940708@tn.edu.tw 

組員 

黃美綺 

一、菁英運動選手補助計畫。 

二、辦理國際性體育競技賽事及體育交流活動

（含南瀛盃網球賽、U12 世界盃棒球錦標

賽）。 

三、教育部足球工程發展計畫(部聘足球教練)。 

四、適應體育相關業務。 

五、體育署新南向計畫申請及行政事宜。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網路電話： 

Email:  

助理員 一、學校棒球發展專案計畫（含體育署專案）。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33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黃筱雯 二、辦理本市棒球深根發展計畫(含棒球校隊組

訓經費補助、代表隊集訓經費補助、各代

表隊選拔賽籌辦)。 

三、辦理本市社區棒球發展計畫(含社區棒球賽

事舉辦、申請及規劃)。 

四、職棒活動行程及巨人盃賽會。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網路電話：63066 

Email: 

money760417@gmail.com 

辦事員 

洪徵容 

一、學校各類校際體育活動及聯賽舉辦規劃(校

際體育交流行事曆編定)。 

二、協辦十二年國教超額比序事宜。 

三、本市選手出國參賽獲獎接見獎勵事宜。 

四、體育署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 

五、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業務。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網路電話： 

Email: 

 

助理員 

涂芳瑗 

一、競技組研考業務。 

二、學校體育三級銜接規劃。 

三、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設置及選手輔導照顧

計畫（含區域對抗賽、區域運動人才培育

計畫）。 

四、學校運動代表隊設置規劃及本市學校發展

重點體育培訓經費申請及審核。 

五、體育署補助原住民學生計畫。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網路電話： 

Email: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約僱人員 

郭碧芬 

一、民治辦公室總務聯繫窗口。 

二、學校代表隊參賽核備（含公差假核定）、參

賽補助（含出國）相關業務。 

三、學校體育預算推算業務。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6562104 分機 12 

網路電話：63079 

Email: 

bihfen@mail.tainan.gov.tw 

調用教師 

鄭子芃 

一、社會團體（含體育總會、亞奧運運動各單

項運動委員會）及經費補助與核銷及輔導

等業務。 

二、112 年全運會籌辦業務(競賽)。 

三、全國運動會組訓業務。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1 

網路電話：63068 

Email: 

candycheng@tn.edu.tw 

調用教師 

黃梅菁 

一、辦理普及化運動(教育部專案): 大隊接力、

樂樂棒球、跳繩接力賽。 

二、山野教育。 

三、體適能設站計畫。 

四、教育部體育署高爾夫基層扎根計畫。 

五、其他交辦臨時性活動。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35 

網路電話：63062 

Email: 

huwiching@tn.edu.tw 

約用人員 

許峰賓 

一、城市棒球隊各項業務（人事、計畫擬定、

法令修訂、採購等業務）。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0 

Email: 

bing162529@gmail.com 

調用教師 

辜逸恒 

一、各項競賽活動及公假之轉知、公告。 

二、電競推動發展業務。 

三、體育園區清潔巡視維護。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調用教師 

劉亭妤 

一、辦理游泳教學檢測(含師資培育、游泳體檢

營)。 

二、水域安全業務（配合辦理跨局處水域安全

工作會議及相關水域安全宣導工作）。 

三、學藝表揚相關業務(社教科主政)。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臺南市體育處全民運動事務組業務職掌一覽表 
109.08.05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組長 

陳建宏 

三、綜理全民運動事務組業務。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5 

網路電話：63054 

Email: 

duncan0201@gmail.com 

組員 

李家樺 

一、辦理法規、研究發展研考等業務。 

二、各項採購案件招標、開標作業、決標等紀錄之公告。 

三、採購與節能系統填報及節能減碳業務（環保署綠色採購

系統、身心障礙機構義務採購系統、政府機關及學校節

約用水資訊、各機關節能減碳四省管理平台）。 

四、辦公廳舍事務性物品、小額採購及核銷窗口（含影印機

租賃）。 

五、官網管理及資通安全等業務。 

六、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30 

網路電話：63063 

Email: 

carollee321@gmail.com 

組員 

張建華 

五、本處土地、建物資料庫(含地號清查、非法占用處理、

建物使照及建照清查與申請、維護管理等)。 

六、本處財產及物品管理。 

七、永華體育園區及新營體育園區所涉國家賠償、訴願案件

及相關訴訟案件。 

八、辦公廳舍、永華園區及新營園區維護管理（修剪樹木開

口契約） 

九、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11 

網路電話：64078 

Email: 

simon66@tn.edu.tw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組員 

吳芠芠 

六、辦公廳舍、永華體育園區及新營體育園區維護管理（環

境清潔、保全、飲水機水質檢查等相關例行性業務；年

度環境維護清潔勞務委外契約簽訂與管理）。 

七、環境衛生業務（登革熱防治）、綠美化窗口及經費提報

窗口。 

八、總務人力管理（技工工友、臨時人員、工讀生、替代

役）。 

九、駐警聯絡窗口。 

十、公務車輛管理。 

十一、 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6 

網路電話：63075 

Email: po103@mail.tainan.gov.tw 

 

組員 

羅世倫 

七、社會團體（含非亞奧運項目之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區體

育會）經費補助與核銷及輔導等業務。 

八、古都馬拉松。 

九、身障運代表隊隊本部籌組、參賽經費補助、組訓經費補

助等事宜及市身障運舉辦。 

十、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31 

網路電話：63061 

Email:  

shihlunlo@tn.edu.tw 

組員 

陳宣雯 

七、辦理籌辦本市聯合運動會相關事宜。 

八、辦理本市龍舟錦標賽事宜。 

九、全民運代表隊隊本部籌組、參賽經費補助、組訓經費補

助等事宜 

十、社會團體（本市社會局立案之民間運動團體）體育活動

及個人國內外參賽經費補助與核銷及輔導等業務。 

十一、 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7 

網路電話：63077 

Email: 

hswen15c@mail.tainan.gov.tw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助理員 

宋盈燕 

六、出納業務。 

七、自營場地借用（含器材借用及收費）。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06 

網路電話：63063 

Email: 

s0922505128@tn.edu.tw 

助理員 

林珮筠 

七、辦理本市各區公所體育特色競賽活動審核、核備及經費

補助事宜(含補助原則擬定)。 

八、教育部體育署運動 i 臺灣業務及聯絡總窗口。 

九、運動行銷規劃。 

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4 

網路電話：63051 

Email: 

plin4210038@gmail.com 

書記 

楊家彰 

七、公文收發文、公文歸檔及調檔等事宜。 

八、1999 市民即時案件服務系統管理。 

九、教網中心公告文件系統管理。 

十、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00 

網路電話：64067 

Email: 

chiachang236@gmail.com 

約聘人員 

顏妡羽 

五、非本市體育總會之民間體育團體/組織體育路跑活動業

務窗口。 

六、曾文馬拉松。 

七、鐵人三項比賽窗口。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6 

網路電話：63073 

Email: 

money.3388@hotmail.com 

約用人員 

林憶嵐 

五、運動 i 臺灣核銷事宜。 

六、各類競賽活動（社會體育）轉知、公告及公假核定等。 

七、補助參加國際競賽人員旅費 

八、AI 運動數據研究中心。 

九、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36 

網路電話：63064 

Email: 

mmjoyce520@gmail.com 



職稱及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工讀生 

 

六、協助執行運動 i 臺灣各項工作事務。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8 

工友 

李溫雅 

一、協助本處公文收發文、公文歸檔及調檔等事宜。 

二、永華辦公室報章、雜誌管理。 

三、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8 

Email: 

liwenya113@yahoo.com.tw 

臨時人員 

黃尤麗琴 

一、公文遞送。 

二、永華辦公室環境清潔。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技工周文良（含 4

名臨時人員） 

三、永華體育場比賽管理、借用、維護及清點等。 

四、協助本市各運動競賽活動事宜。 

五、永華田徑場、體育公園環境整理與帶班工作。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34 

 

駐衛警 

陳崇評 

傅毓旗 

許政凱 

一、本處永華體育園區安全巡查維護、園區場館門禁管理、

設備巡點回報。 

二、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19 

手機： 

新營體育場 

技工柯清安 

工友李河山 

一、新營體育場場館水電設施維護管理。 

二、新營體育場各運動場館使用配合設施管理業務。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6562104 分機 22、23 

網路電話：64071、64074 

 

  



運動設施組業務一覽表 
職稱及
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職務代理

人 

組長葉庭

瑋(代理) 

 

五、 綜理運動設施組業務。 

六、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促參規

劃。 

七、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9 

網路電話：64070 

Email: strogg1138@gmail.com 

葉珉涵 

林信宏 

 

組員 

林怡君 

 

一、本處公立運動場委外等活化規

劃及營運督導管理事宜（馬術

場、忠烈祠網球場及大林網球

場、網球場及東寧運動公園網

球場、羽球館、柔道館、水

都）專案計畫-舉重館活化、新

建場館營運管理規劃。 

二、公私立游泳池及健身中心綜合

稽查業務。 

三、各轄管場地收費訂定及管理辦

法修正訂頒等事宜 

四、公立運動場館促參規劃營運督

導管理事宜。 

五、全民運動館補助申請事宜 

六、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2 

網路電話：64060 

Email: 

homerfang07@tn.edu.tw 

葉庭瑋 

振豪留停

期間由怡

君代理 

組員 一、中央補助督導窗口（含中央全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27 吳孟潔 



職稱及
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職務代理

人 

葉珉涵 國運動設施網管理及無障礙設

施）。 

二、公立運動場館年度營運管理考

核(評)業務總窗口。運動設施

盤點及改善規劃。 

三、專案計畫-漁光島水上運動中

心、射擊場興建規劃、太陽能

招標招租案。 

四、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網路電話：64069 

Email: 

pugatainan@mail.tainan.gov.tw 

組員 

林信宏 

一、本處所屬公立場館之興(整)建

規劃。 

二、本處所屬各運動場館新建及修

繕工程。 

三、年度搶修搶險開口契約規劃與

執行及災後復建工程、天災彙

整窗口。 

四、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50 

網路電話： 

Email: 

 hsinhung@mail.tainan.gov.tw 
 

杜蕙存 

組員 

吳宜芬 

一、本處所屬公立場館之興(整)建

規劃。 

二、本處所屬各運動場館新建及修

繕工程。 

三、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12 

網路電話：64066 

Email:estherwu197968@gmail.com 

吳杰安 



職稱及
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職務代理

人 

助理員 

吳孟潔 

一、本處公立運動場館認養及認養

場地督導。 

二、公立運動場館公共藝術(文高

11、亞太、嘉南大圳)。 

三、專案計畫-112 全國運動會專案

窗口。 

四、高爾夫球場、其他新興運動事

業管理。 

五、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3 

網路電話： 

Email: 

wu_mj@mail.tainan.gov.tw 

吳亭儀 

 

辦事員 

徐育廷 

一、區公所補助業務及營運管理(體

育設施修繕補助、含體育署補

助計畫)。 

二、本市自行車道補助督導窗口。 

三、市立桌球館管理 

四、自有場館及經管土地與所屬設

施(備)維護管理(含小型修繕、

消防、電梯、建物安全申報、

電氣設備) 

五、公立泳池業務(公所) 

六、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17 

網路電話：64076 

Email: 

yutinghsu229@gmail.com 

吳亭儀 

 

約聘人員 

杜蕙存 

一、本處所屬各運動場館新建及修

繕工程。 

二、本處所屬公立運動場館耐震補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16 

網路電話：63065 

Email: 

林信宏 



職稱及
姓名 

工作職掌 聯絡方式 
職務代理

人 

強業務。 

三、本處永華園區修繕規劃。 

四、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tsun@mail.tainan.gov.tw 

約用人員 

王欣業 

一、本處所屬公立運動場館補照業

務。 

二、專案計畫-玉井泳池活化 

三、永華國民運動中心、市立棒球

場營運督導。 

四、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管理。 

五、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10 

網路電話：63072 

Email: 

 

吳杰安 

約用人員 

吳杰安 

一、本處所屬各運動場館新建及修

繕工程。 

二、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41 

網路電話：63052 

Email: 

tnnwu@tn.edu.tw 

吳宜芬 

約僱人員 

吳亭儀 

(職代至 8

月底) 

一、學校代管場館業務。 

二、學校體育工程補助業務及執行

進度控管(含體育署計畫) 。 

三、公立游泳池業務(學校)。 

四、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電話：06-2157691 分機 208 

網路電話： 

Email: 

chinghowang1@mail.tainan.gov.tw 

徐育廷 

約用人員 

(待補)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