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義勇消防總隊編組幹部名單

單位 職稱 現任人員 資經歷 相片

義消防宣大隊 大隊長 江惠貞

第一義消防宣中隊 中隊長 王淑惠

板橋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陳玉燕

海山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王美卿

民生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林淑芳

莒光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許陳免

一、板橋區立委
二、板橋市市長
三、莒光義消防宣分隊長
四、莒光義消防宣副分隊長

一、現任義消防宣第一中隊中隊長。
二、板橋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三、板橋市第7屆市民代表。
四、新北市松年大學校長。
五、臺北縣第14、15、16屆議員。

一、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板橋義消防宣分隊分
隊長。
二、現任內政部消防署義消防宣種子教官。
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板橋義消防宣分隊副分隊
長、幹事。
四、新北市清溪婦聯支會委員。

一、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海山婦女防火宣導分
隊創隊人暨分隊長。
二、現任內政部消防署義消防宣種子教官。

一、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民生義消防宣分隊分
隊長。
二、現任內政部消防署義消防宣種子教官。
三、現任新北市板橋區婦女聯誼會理事。
四、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民生義消防宣分隊副分隊
長、幹事。
五、板橋新埔國小志工大隊大隊長。

一、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莒光義消防宣分隊分
隊長。
二、現任內政部消防署義消防宣種子教官。
三、現任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研究組組長。
四、現任新北市板橋區公所溫心天使志工。
五、現任板橋區廣德里21鄰鄰長。
六、新北市稅捐稽徵處志願服務隊隊長。
七、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婦女防火宣導隊副分隊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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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崑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張菊

五股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王淑靜

泰山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李麗華

新莊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許蜜

福營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黃姵瑜

淡水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何月霜 淡水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蘆洲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昌秀卿 蘆洲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一、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溪崑義消防宣分隊創
隊人暨分隊長。
二、現任新北市板橋區關懷老兵協會理事長。
三、新北市清溪婦聯支會副主委。
四、新北市清溪婦聯板橋支分會主委。
五、新北市音樂操協會理事長。
六、板橋婦女工作委員會會長。

一、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五股義消防宣分隊創
隊人暨分隊長。
二、現任內政部消防署義消防宣種子教官。

一、泰山義消防宣分隊小隊長                 
       二、現任泰山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一、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新莊義消防宣分隊分
隊長。
二、現任新北市裕民國小家長會會長。
三、現任新北市丹鳳派出所志工。
四、現任新北市丹鳳國小導護志工。
五、現任新北市丹鳳高中導護志工。
六、現任新北市福營國中特教志工。
七、現任蔣根煌之友會組長。
一、福營義消防宣分隊副分隊長                
                   二、現任福營防宣分隊長  
                       三、宣導教官        
                     四、兼職新莊國際同濟
會的舞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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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黃書禹 三重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第四義消防宣中隊

中隊長 李欣芳

副中隊長 鄭張麗玉

副中隊長 仇雅彤

安康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陳音芝

新店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陳淑美

一、新店市2-6屆市民代表                    
 二、台北縣新碧獅子會會長               三
、新店市青商會顧問                   四、
新店義勇消防隊顧問                         
             五、台北縣第16屆議員          
         六、新店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七、第四義消防宣中隊中隊長

一、安康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二
、第四義消防宣中隊副中隊長

一、新北市新店區新和里里長             二、
警察志工安和所分隊長                       
                 三、新店義消防宣分隊副分
隊長               四、第四義消防宣中隊副中
隊長

一、 台北縣議員辦公室助理
二、 新店市婦女會
三、 新店市青商會主委
四、 碧潭同濟會監委
五、 內政部消防署義消防宣種子教官
六、 安康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新北市新店區五峯里第一、二屆里長
新北市新店區民眾服務社理事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隊婦女防火宣導隊幹事
臺北縣警察志工協進會祕書
碧潭國際同濟會創會長
新北市工商婦女聯誼會策劃委員
新店區工商婦女聯誼會會長
前五峯國中家長會會長 
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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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坑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林月桂

第五義消防宣中隊

中隊長 何玉枝

副中隊長 范瑞文

副中隊長 蘇麗瑛

一、101年義消楷模
二、新店義消防宣分隊副分隊長
三、深坑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一、臺北縣議會第13、14屆議員
二、樹林鎮後備軍人輔導中心職員
三、樹林鎮民代表會職員
四、樹林鎮圳安社區童子軍副團長
五、樹林鎮救國團義工
六、樹林鎮志願服務團義工
六、樹林鎮衛生促進委員會委員
七、樹林鎮婦女會小組長 
八、樹林市第14屆市長

一、土城義消防宣幹事、分隊長
二、102年義消楷模
三、土城區工商婦女會會長
四、100年日和里11鄰長
五、100年三鶯扶輪社秘書

 

 

一、三峽義消防宣小隊長
二、三峽區工商婦女會會長
三、青溪婦聯協定會理事長
四、中華民國羽球發展協會理事
五、新北市羽球委員會副總幹事
六、少年關懷協會副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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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呂翠英

土城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蕭雅慧

三峽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林月珠

鶯歌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林碧麗

一、樹林義消防宣副分隊長
二、97年義消楷模
三、樹林區婦工會會長
四、樹林區體育會副總幹事

一、土城義消防宣幹事
二、土城義消防宣分隊長
三、105年義消楷模
四、107年金萱獎

99年度臺北縣義消楷模

一、曾任鶯歌義消防宣分隊助理幹事。
二、107年度新北市義消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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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何秋萍

瑞芳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楊美蓮 瑞芳義消防宣副分隊長

雙溪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周宜羚

第七義消防宣中隊

中隊長 陳玉嬌

副中隊長 陳秀君

一、汐止義消防宣分隊長
二、103年度婦宣楷模
三、105年度金萱獎

一、雙溪調解委員會委員
二、雙溪義消防宣分隊長

一、現任第七義消防宣中隊中隊長              
                 二、中和義消防宣分隊副分
隊長                                三、文
化大學戲劇學會總幹事

一、現任第七義消防宣中隊副中隊長            
                  二、永和義消防宣分隊副分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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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隊長 林靖樺

中和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廖淑緞

國光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江邱淑味

永和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連斐璠

永利義消防宣分隊 分隊長 廖筱清

一、現任第七義消防宣中隊副中隊長            
                  二、永和義消防宣分隊副分
隊長          三、永和災防協會理事長       
              四、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會
務組長

一、現任中和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二、中和義消防宣分隊小
隊長           三、祥福長者樂活協會總幹事
四、世芳同濟會常務理事

一、現任國光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二、國光義消防宣分隊 副分隊長             
三、中和區莒西社區理事                     
    四、中和公所聯合服務中心團長            
       五、中和區德穗里環保志工          
六、清溪婦聯會委員

一、現任永和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二、新北市第1.2屆議員
三、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書記長
四、台北縣第十五、十六屆議員
五、永和市第三、四、五、六屆市民代表
六、新北市慈善會理事
七、頂溪國小校友會理事長
八、永平高中基金會董事

一、現任永利義消防宣分隊分隊長
二、新北市議會第2屆議員
三、臺北縣議會第16屆議員
四、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北二區主席
五、新北市福和獅子會 會長
六、HBO頻道行銷部經理兼發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