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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營 
招生簡章 

本案業經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4月 14 日臺教體署國（一）字第 1110013345號函核備 

一、活動目的： 

本活動係培育優秀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協助國內體育運動團體辦理各項國際體育交流活

動。該人才除應具備外語能力外，亦須具備多元領域專業知識，因應我國在國際體育運

動組織上進行交涉與談判，或與國際體壇人士及他國政要增進情誼，以利爭取國際組織

職務及申（籌）辦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之機會，進而提高我國影響力及國際能見度。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承辦單位：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四、參與對象：  

（一） 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所屬行政人員 

（二） 運動裁判、教練、技術人員與選手 

（三） 歷屆參與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育計畫結訓學員 

（四） 各級政府體育部門職員 

（五） 大專院校師生 

（六） 有志從事國際體育事務社會人士 

五、參與人數：預計招收 120 人（新訓 80 人；複訓 40 人），並視報名情形增額錄取。 

六、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5 月 1 日下午 5 時 30 分止 

七、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SYLYQ7maSGxdiYCK6  

八、 報名費用：全程免費，參訓學員可申請住宿（兩人一間）。 

九、錄取方式： 

（一） 錄取資格：邀集學者專家組成遴選小組，並依據報名者學經歷、語言能力及參與動機

等條件擇優錄取。 

（二） 錄取結果：於 5 月 9 日前公告中華奧會網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人員。 

十、活動期間：  

（一） 課程培訓： 

1、 新訓（首次參與者）：111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12 日止 

2、 複訓（曾完成結訓者）：111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26 日止 

https://forms.gle/SYLYQ7maSGxdiYC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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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賽會實習：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止 

十一、 活動地點：始、結業式及專題研討均於政大公企中心（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87 號）舉

行，並搭配線上教學平臺，學員於參訓期間內自行觀看課程影片並完成測驗。 

十二、 住宿地點：松哖旅店（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8 號） 

十三、 辦理方式： 

（一） 課程培訓：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 4 月 14 日臺教體署國（一）字第 1110013345

號函核備在案之課程大綱所訂定授課時數進行規劃辦理。 

1、 新訓： 

（1） 基礎課程：由國內講師進行中文方式，採預錄影片授課。 

（2） 進階課程：由國外講師進行英文方式，採預錄影片授課。 

（3） 專題研討： 

甲、 分組討論：擇定國際體壇時事為題目，由各分組導師以線上及實體方式引導學

員進行研討，規劃以國際奧會公布之「奧林匹克 2020+5 改革議題」為主軸，

在後疫情時代如何運用在各項國際體育交流活動上為題目。  

乙、 成果發表：經各組就專題題目討論與交流後，合作製作簡報並進行全英文發表。 

2、 複訓： 

（1） 進階課程：由國外講師進行全英文方式，採預錄影片授課。 

（2） 國際體壇趨勢探討：邀請國際運動組織人士分享自身參與國際體育外交、國際賽

會行銷及國際運動組織等議題，採線上即時分享。 

（3） 國際事務實務研討：邀請國內單項運動協會主管分享該單項國際交流事務及所

需人才具備能力等議題，採實體現場分享。 

（二） 賽會實習： 

1、 國內實習：安排新、複訓學員於國內所舉辦國際賽、國內賽或教育部體育署委辦活

動等進行實習（如參與賽事籌備、外賓接待及大會司儀等），並撰寫心得報告。 

2、 國外實習：完成國內實習且表現優異的學員擇 10 名，隨各單項運動代表隊（團）

赴國外參賽或出席會議見習，並撰寫心得報告。 

※ 倘國內外實習因受疫情影響而調整，屆時再行通知替代方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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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講師名單：如附件 1 

十五、 活動流程：如附件 2 

十六、 頒予證書： 

（一） 結業證書：參訓學員完成線上教學平臺課程及志工基礎教育訓練，並參與專題研討

及團體發表者。 

（二） 結訓證書：取得結業證書後，並於國內舉辦國際賽事活動進行實習且撰寫報告者。 

十七、 其他事項： 

（一） 主、承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調整將另行公告

週知。 

（二） 為配合國家防疫政策，實體活動請配合體溫測量、落實配戴口罩及遵守防疫規範，

若有感冒、發燒及喉嚨不適等疑似症狀，請勿前往活動現場。 

（三） 倘有未盡事宜之處，請洽本活動工作小組 林小姐、秦小姐，電話：02-27043024

轉分機 172、127，電子郵件：Hsiu@veda.com.tw ; Doreen@veda.com.tw 。 

  

mailto:Hsiu@veda.com.tw
mailto:Doreen@ved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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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活動流程 

 

※活動流程如有調整將另行公告。 

 

 

新訓 

5 月 16 日至 6 月 10 日 

一、 參訓學員自行觀看基礎及進階課程並完成隨堂測驗。 
二、 各組進行線上專題研討計 3 次，每次２小時。 

日期 
時段 

6 月 11 日（六） 
日期 

時段 
6 月 12 日（日） 

12：30 
13：00 

報到時間 
08：30 
09：30 

分組討論 

13：00 
13：30 

始業式 
貴賓致詞 

09：30 
11：30 

專題發表 

13：30 
17：30 

分組討論 
11：30 
12：00 

結業式 
貴賓致詞 

17：30 
－ 

晚餐時間 
住宿休息 

12：00 
12：30 

賦歸 

複訓 

6 月 13 日至 6 月 24 日 

參訓學員自行觀看進階課程並完成隨堂測驗。 

日期 
時段 

6 月 25 日（六） 
日期 

時段 
6 月 26 日（日） 

14：00 
14：30 

報到時間 
09：00 
09：30 國際事務實務研討 

單項協會分享 14：30 
15：00 

始業式 
貴賓致詞 

09：30 
11：30 

15：00 
17：00 

國際體壇趨勢探討 
外籍講師分享 

11：30 
12：00 

結業式 
貴賓致詞 

17：00 
－ 

晚餐時間 
住宿休息 

12：00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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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講師名單 

 

編號 課程主題 講師名單 

1 國家體育政策 教育部體育署代表 

2 國際體壇現勢 南臺科技大學休閒管理系柯伶玫副教授 

3 媒體採訪應用實務 中華民國體育記者協會黃顯祐理事長 

4 國際會議實務 前駐法國臺北代表處呂慶龍大使 

5 國際賽會申（籌）辦 
前臺北市立大學鄭芳梵副校長 

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執行辦公室張勝傑主任 

6 國際談判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黃奎博副教授 

7 法律實務 林振煌律師事務所林振煌律師 

8 奧會模式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沈依婷顧問 

9 奧林匹克活動專題 
國際奧會國家奧會關係部部長 James MACLEOD  

國際奧會國家奧會參與部部長 Lenny ABBEY 

10 國際運動外交與政治 歐洲非政府運動組織專案經理 Niki KOUTROU 

11 國際運動組織專題 講師人選確認中 

12 國際運動行銷 前 2020 東京奧運籌委會行銷部課長 Masayoshi SATO 

13 國際運動賽會專題 國際少年運動會副主席 Igor TOPOLE 

14 國際體壇趨勢探討 講師人選確認中 

15 國際事務實務研討 講師人選確認中 

※活動講師確認後將另行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