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2017 臺北世大運青年行銷種子營」報名辦法 

一、宗    旨：為 2017 台北世大運儲備志工，屆時藉由國際交流，不僅行銷台灣首次舉辦世

界大學運動會，更打造台北為亞洲必遊城市之城市意象。參加本活動有機會入

選 2017 台北世大運國際青年記者培訓 (FISU Young Reporters’Programme)。 

二、指導單位：台北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四、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五、舉辦時間與地點： 

    台北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國際會議廳（住宿：瘋台北青年旅店） 

            2 天 1 夜，104 年 12 月 5日（六）至 6日（日）。 

    高雄場：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演講廳（住宿：蓮潭國際會館） 

            2 天 1 夜，104 年 12 月 12 日（六）至 13 日（日）。  

六、研習內容：賽會傳播、體育新聞、城市導覽與城市行銷等相關課程。 

七、舉辦方式： 

    （一）專業知識傳授：專家針對本研習內容進行教學。 

    （二）業界實務分享：專業人士進行經驗交流與問答。 

    （三）互動與發想：部分課程採小組合作方式進行。 

八、研習師資：涵括城市導覽團體、媒體、運動行銷、攝影、網路產業等業界先驅，另邀選手

加入課程互動。 

九、日程表與課程表：如附件。  

十、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之學生，並對擔任 2017 世大運志工、城市行銷或運動傳播有興

趣者。 

十一、參加梯次：台北場上限 140 人、高雄場上限 120 人，額滿為止。 

十二、報名流程：線上填妥所需報名資料即可。 

1、線上報名網址：至台北世大運官網（www.2017.taipei） 

                 或大專體總網站（www.ctusf.org.tw）連結。 

2、報名名單公告：額滿即關閉報名，11 月 30 日公告報名成功名單(於台北世大運官網) 

十三、備    註： 

      （一）因故無法參加者，台北場請於 12 月 2日前、高雄場請於 12 月 7日前通知本會

02-27710300#36，以通知後續備取之學員。 

      （二）研習會期間提供住宿（首日 1晚）、餐點，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三）全程參與並完成指定作業者，由台北市政府頒發研習結業證書。 

      （四）研習會內容若異動請以台北世大運官網公告為準。 

      （五）因應活動需要，請自備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 



 

104 年「2017 臺北世大運青年行銷種子營」日程表 
 

日 時間 內容 

Day 1 

8:30∼9:00 
學員依組別報到 

（領取手冊、活動服、識別證） 

9:00∼12:00 上午課程 

12:00∼13:00 午餐 

14:40∼16:00 下午課程 

16:10∼19:00 小組合作課程 

19:00∼19:40 晚餐 

19:40∼20:00 分配房間 

20:00∼ 就寢 

Day2 

8:00∼8:20 早餐 

8:20∼8:40 辦理退房 

8:40∼8:50 集合上課 

9:00∼11:30 上午課程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下午課程 

16:30∼17:00 茶敘 

17:00∼18:00 Sports Quiz/小組合作課程 

18:00∼18:20 結業式/賦歸 

 

  



104 年「2017 臺北世大運青年行銷種子營」台北場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建議主持（講）人 

12/5 

（六）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始業式 由觀傳局推薦 

09:10∼10:30 世大運介紹 
李芳蘭 

大專體總國際組組長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臺灣運動採訪實務 
張致平 

FOX 體育台副總經理 

12:00∼13:00 午餐  

13:10∼14:30 賽會視覺行銷 
朱開宇 

沛肯品牌視覺行銷創意總監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6:00 行銷短片製作 
劉于瑄 

好運台北首獎導演 

16:00∼16:10 休息  

16:10∼17:30 運動行銷與管理 
何旭平 

臺灣 adidas 運動行銷副理 

17:30∼19:00 與選手面對面 
張旖旂 

udntv 體育主播 

19:00∼19:40 晚餐  

 
 
 
 
 
 
 

 
 



104 年「2017 臺北世大運青年行銷種子營」台北場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建議主持（講）人 

12/6 

（日） 

08:30∼09:00 集合上課  

09:00∼10:10 世大運青年記者經驗談 
馬杰堯 

台灣唯一入選世大運青年記者 

10:10∼10:20 休息時間  

10:20∼11:30 綜合性賽會攝影 
戴見安 

四屆世大運隨團攝影師 

11:30∼12:30 午  餐  

12:30∼13:50 城市行銷 

黃信川 

雄獅集團傑森全球整合行銷公司

執行總經理 

13:50∼14:00 休息時間  

14:00∼15:20 臺北市城市導覽宣傳（上） 

邱翊 

拾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15:20∼15:30 休息時間 

15:30∼16:30 臺北市城市導覽宣傳（下） 

16:30∼17:00 茶敘  

17:00∼18:00 Sports Quiz 
台北場：徐裴翊 

Vamos Sports/世大運申辦簡報人 

18:00∼18:20 結業式  

＊課程內容與講師安排將依實際情況調整 

	
	

	
	
	

 



104 年「2017 臺北世大運青年行銷種子營」高雄場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建議主持（講）人 

12/12 

（六）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始業式 由觀傳局推薦 

09:10∼10:30 世大運介紹 
李芳蘭 

大專體總國際組組長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臺灣運動採訪實務 
張致平 

FOX 體育台副總經理 

12:00∼13:00 午餐  

13:10∼14:30 賽會視覺行銷 
朱開宇 

沛肯品牌視覺行銷創意總監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6:00 行銷短片製作 
劉于瑄 

好運台北首獎導演 

16:00∼16:10 休息  

16:10∼17:30 運動行銷與管理 
何旭平 

臺灣 adidas 運動行銷副理 

17:30∼19:00 與選手面對面 
張旖旂 

udntv 體育主播 

19:00∼19:40 晚餐  

 
 
 
 
 
 
 

 
 



104 年「2017 臺北世大運青年行銷種子營」高雄場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建議主持（講）人 

12/13 

（日） 

08:30∼09:00 集合上課  

09:00∼10:10 臺北市城市導覽宣傳（上） 

邱翊 

拾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10:10∼10:20 休息時間 

10:20∼11:30 臺北市城市導覽宣傳（下） 

11:30∼12:30 午  餐  

12:30∼13:50 城市行銷 

黃信川 

雄獅集團傑森全球整合行銷公司

執行總經理 

13:50∼14:00 休息時間  

14:00∼15:20 綜合性賽會攝影 
戴見安 

四屆世大運隨團攝影師 

15:20∼15:30 休息時間  

15:30∼16:30 世大運青年記者經驗談 
馬杰堯 

台灣唯一入選世大運青年記者 

16:30∼17:00 茶敘  

17:00∼18:00 Sports Quiz 
李芷儀 

TSNA 副主編 

18:00∼18:20 結業式  

＊課程內容與講師安排將依實際情況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