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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運動會主持人全國海選實施計畫 

壹、 賽會介紹 

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簡稱全運會）是中華民國國內規模與等級最大的綜合運動會；賽會

兩年舉辦一次，以亞奧運競賽種類為主軸，參賽代表團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本屆主

辦城市為新北市，規劃於 110年 10月 16日至 21日期間舉辦，競賽種類共計 35項。 

貳、 計畫目標 

一、 「110年全國運動會」以「年輕化、時尚化、在地化、科技化」為主軸，開閉幕典

禮活動符合主軸規劃之。 

二、招募暨培訓「110年全國運動會」開閉幕典禮暨活動主持人才，增加活動豐富度與

強化主持人應變能力。 

三、提供青少年展現語文表達、青春活力及舞台動能之機會。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林口區興福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樹人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肆、 辦理期程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20日（星期二）截止。 

二、初審日期:110年 4月 22(星期四)辦理書面審查作業，地點: 新北市林口區興福國民

小學（24442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 20鄰 10-1號；電話:(02) 2606-2895）。 

■  進入複審資格名單及面試順序(時間)於 110年 4月 23日(星期五)於主辦及承辦

單位官網公告。 

三、複審日期:110年 4月 29日(星期四)辦理口試複審作業，地點: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220071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號；電話:(02) 2962-0462*503）。 

■  錄取名單於 110年 4月 30日(星期五)於主辦及承辦單位官網公告。 

伍、 報名資格、方式及名額 

一、報名資格:  

(一)、年滿 18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民國 92年(含)前出生皆可報名參加。 

(二)、儀表端正、態度積極、口齒清晰、具溝通表達能力及服務熱忱。 

二、報名方式: 

(一)、自行送件(如附件 1)： 

1. 親自送達：新北市林口區興福國民小學（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 20鄰 10-1號），

請於上班日 09：00至 16：00。（上班時段受理，逾時恕不受理） 

2. 通訊掛號：報名資料請以掛號寄送 24442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 20鄰 10-1號，

並於信封上加註「報名 110年全國運動會主持人全國海選活動」。（以郵戳為憑，

逾期恕不受理） 

(二)、新北市三級學校(含公私立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採由學校送件(如附件 1)

報名。 

三、名額： 

(一)、初審：擇優錄選 40名進入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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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審：40名進入複審，於 4月 29日(星期四)經專家面試甄選出 20名。 

 當日檢附資料：報名表正本、參加切結書正本(如附件 2)；複審時應攜帶國民

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複審 10 分鐘將採(1)運動新聞情境播報(3分鐘)及

(2)口試(7分鐘)進行。 

 (三)、培訓：經初審及複審甄選出 20名主持候選人，參加專業培訓課程；依其培訓

課程表現及專家現場甄選，取總成績前 10名成為正式活動主持人。 

 進入新北市主持人培訓名單，進行專業主持人課程(如附件 3)集訓，同意培訓

期間非經本市書面同意不得無故退出培訓隊，出席率須達課程總時數 90%，於

結訓時方得獲取結業證書一只。 

陸、 培訓課程 

一、中英雙語口條訓練：發音、咬字訓練，主持節奏掌控技巧等。 

二、儀態台風訓練：肢體語言、走路台風、現場應變能力等。 

三、城市文化特色及賽事理解：本市城市觀光行銷及全運會賽事介紹等。 

四、培訓過程將錄影、拍照並製作成紀錄片。 

柒、 計畫獎勵 

一、完成培訓課程之 20名成員，授予新北市政府證書一只並依規定「新北市國民中學及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

獎處理原則」辦理敘獎。 

二、獲選並擔任正式活動主持人員，依據擔任活動場次、時間給予主持費補助。 

捌、 授課講師群(視課程內容與專長邀請授課) 

一、陳凱倫：知名節目主持人，第 26 屆廣播金鐘獎最佳主持人、第 33 屆廣播金鐘獎最

佳綜藝節目獎、第 43 屆廣播金鐘獎最佳主持人。 

二、卜國耕(馬力歐)：第 55 屆金鐘獎戲劇節目男配角獎，2017 年中視《健康智慧王》主

持人。 

三、高詩琪：前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記者、主持人，各類廣告、戲劇配音。 

四、林筠騏：前民視網路新聞中心主任，民視新聞財經節目製作人、主持人、專案召集

人。 

五、李加耀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六、藍蕾副教授：國立台北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七、利政南校長：新北市樹人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八、陳玉桂校長：新北市立萬里國民中學  

九、高筱婷主任：新北市立昌平國民小學 

十、張秋鶯校長：新北市中和區錦和國民小學退休 

十一、 岳志中老師：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退休 

十二、 簡菲莉校長：宜蘭縣教育處前處長 

玖、 經費來源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年度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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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報名表 

「110年全國運動會主持人全國海選活動」報名表 

 

 

 

 

 報名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照  片 

【最近 3個月內 2吋

正面半身照片】 
血 型  年 齡  

身 高 cm 體 重        kg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戶籍(出生

縣市) 
 

通訊地址  

學歷 
大 專  

碩 士   

經歷 

  

  

  

相關成就

（請附相

關證明文

件，最多列

10項） 

年度 獎項內容 成績 

   

   

   

   

   

   

   

備註 

【個人其它專長及參考資料提供，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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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傳及未來展望期許：（500字內，請以電腦繕打 A4一張為限。） 

 

 
 

＊表格不夠者請自行加列 

  

收件人確認項目(報名者勿填) 

應繳交資料 

□報名表    □證明影本  □身分證影本 

資格審查 □合格  □不合格  □證件不齊全，不予報名  

複審順序 編號：      ，第      人 審核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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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切結書 

參加培訓課程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報名參加「110 年全國運動會主

持人全國海選活動」，同意依新北市政府之規定，準時參加相關

訓練活動，並參加新北市政府指定之公開活動主持儀式。如有

違反約定之行為，擅自退訓，一旦查證屬實，應賠償並返還相

關之訓練費用，並自願接受依規定懲處。 

(未滿 20 歲之委託人或受託人須監護人簽章同意。) 

 

 

 

立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立書人監護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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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培訓課程表 

110年全國運動會主持人培訓課程表 

第一天課程     5月 15 (星期六)                                 （6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上課時數 

09：00~12：00 超越麥克風的影響力-就是愛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城市文化特色及賽事理解 3 

 

第二天課程     5月 29日(星期六)                                 （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上課時數 

09：00~12：00 朗讀訓練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主持人的應變能力與危機處理 3 

 

第三天課程     6月 12日(星期六)                                 （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上課時數 

09：00~12：00 團體動能引導力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中英雙語口條訓練 3 

 

第四天課程     6月 26日(星期六)                                 （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09：00~12：00 文字與口語表達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主持技巧與節奏掌握訓練(一) 3 

 

第五天課程     7月 10日(星期六)                                 （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09：00~12：00 儀態台風訓練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主持技巧與節奏掌握訓練(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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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課程     7月 24日(星期六)                                 （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09：00~12：00 聖火傳遞活動模擬主持訓練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晚宴餐會活動模擬主持訓練 3 

 

第七天課程     8月 7日(星期六)                                 （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09：00~12：00 開閉幕活動模擬主持訓練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全運會記者會模擬主持訓練 3 

 

第八天課程     8月 21日(星期六)                                 （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09：00~12：00 驗收訓練及評量(一)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驗收訓練及評量(二) 3 

 

第九天課程     8月 28日(星期六) (正式主持群人員參加)            （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09：00~12：00 110全運會活動分工與實作訓練(一) 3  

12：00~13：00 午                餐 

13：00~16：00 110全運會活動分工與實作訓練(二)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