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10 年度「SSU特派員」 �
運動傳播研習會實施辦法�

一、依� � � � 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10000877 號函辦理�
二、宗� � � � 旨：為培育運動傳播人才，促進大專校院體育發展，歡迎有興趣參與大專體育賽事，

並有意擔任本會媒體志工「SSU特派員」之學生，參加本研習活動。�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
五、辦理梯次與時間：�
每梯次以 60 人為限，依報名成功先後順序錄取參加，額滿為止。�
A 梯次（上午場）—110 年 9月 24 日（五）至 9月 26 日（日）�
B 梯次（下午場）—110 年 9月 24 日（五）至 9月 26 日（日）�
C 梯次（上午場）—110 年 10 月 8日（五）至 10 月 10 日（日）�
D 梯次（下午場）—110 年 10 月 8日（五）至 10 月 10 日（日）�
六、研習內容：運動傳播相關課程。�
七、舉辦方式：使用Microsoft�Teams 線上辦理，參加者需先申請Microsoft�Teams 帳號、�
自備電腦與網路。�

八、研習師資：邀請業界實際經驗人員以講授、互動、分組模擬進行教學。�
九、日� 程� 表：如附件一。� �
十、參加對象：大專院校不限科系之在學學生。�
十一、報名資訊：�
1、線上報名：�
A 梯次（上午場）—https://ctusfssu.kktix.cc/events/a924 

B 梯次（下午場）—https://ctusfssu.kktix.cc/events/b924 

C 梯次（上午場）—https://ctusfssu.kktix.cc/events/c108 

D梯次（下午場）—https://ctusfssu.kktix.cc/events/d108 

2、報名費用：新台幣 600 元整。�
3、自 9月 1日（三）至 9月 17 日（五）止，各梯次額滿為止。報名成功將收到電子郵件通�
知，請密切注意。� � � � � � �

4、洽詢電話：02-27710300�#36� 企宣組�
十二、備� � � � 註：�
� � � � � � （一）任何異動請以大專體總通知、官網公告為準。�

（二）因故無法參加者，請最遲於活動辦理前 3 日通知本會，以利後續退費與遞補。�
� � � � � � （三）全程參與者，由大專體總頒發研習結業證書。�
� � � � � � （四）全程參與通過遴選者，將有機會入選 SSU 特派員，並進行後續進階培訓。�

（五）請尊重智慧財產權，線上課程內容請勿錄製、翻拍或再製於任何平台上傳。�
�
�



110 年度「SSU 特派員」運動傳播研習會預定日程表�
A/C 梯次-上午 5hrs� B/D梯次� Day1-下午 5hrs�

10:10-10:30� 線上報到與說明� 16:10-16:30� 線上報到與說明�

10:30-11:00� 體育新聞寫作�
聯合報體育記者� 曾思儒�

16:30-17:00� 體育新聞寫作�
聯合報體育記者� 曾思儒�

11:00-11:10� 休息 10分鐘� 17:00-17:10� 休息 10分鐘�

11:10-11:40�
選手訪談�

WOWsight 創辦人� 葉士弘�
奧運&世大運桌球國手� 陳思羽�

17:10-17:40�
選手訪談�

WOWsight 創辦人� 葉士弘�
奧運&世大運桌球國手� 陳思羽�

11:00-11:10� 休息 10分鐘� 17:40-17:50� 休息 10分鐘�

11:50-12:20� 國際體育新聞�
前TVBS編譯&FISU靑年記者成員� 馬杰堯�

17:50-18:20� 國際體育新聞�
前TVBS編譯&FISU靑年記者成員� 馬杰堯�

12:20-13:00� 休息 40分鐘� 18:20-19:00� 休息 40分鐘�

13:00-14:00�
分組實務與教學�
-體育新聞�

聯合報體育記者� 曾思儒�
前TVBS編譯&FISU靑年記者成員� 馬杰堯�

19:00-20:00�
分組實務與教學�
-體育新聞�

聯合報體育記者� 曾思儒�
前TVBS編譯&FISU靑年記者成員� 馬杰堯�

A/C 梯次� Day2-上午 5hrs� B/D梯次� Day2-下午 5hrs�
10:10-10:30� 線上報到與說明� 16:10-16:30� 線上報到與說明�

10:30-11:00� 運動公關�
富邦悍將棒球隊公關� 温珈媛�

16:30-17:00� 運動公關�
富邦悍將棒球隊公關� 温珈媛�

11:00-11:10� 休息 10分鐘� 17:00-17:10� 休息 10分鐘�

11:10-11:40� 紅海產業的突圍行銷�
高雄海神職業籃球隊業務發展部� 盧緻娟� 17:10-17:40�

紅海產業的突圍行銷�
高雄海神職業籃球隊業務發展部� 盧緻娟�

11:00-11:10� 休息 10分鐘� 17:40-17:50� 休息 10分鐘�

11:50-12:20� 運動行銷�
adidas 運動行銷經理� 何旭平�

17:50-18:20� 運動行銷�
adidas 運動行銷經理� 何旭平�

12:20-13:00� 休息 40分鐘� 18:20-19:00� 休息 40分鐘�

13:00-14:00�
分組實務與教學�
-運動公關&運動行銷�
富邦悍將棒球隊公關� 温珈媛 
adidas 運動行銷經理� 何旭平�

19:00-20:00�
分組實務與教學�
-運動公關&運動行銷�
富邦悍將棒球隊公關� 温珈媛 
adidas 運動行銷經理� 何旭平�

A/C 梯次� Day3-上午 5hrs� B/D梯次� Day3-下午 5hrs�
9:40-10:00� 線上報到與說明� 15:40-16:00� 線上報到與說明�

10:00-10:30� 活動企劃�
迪士尼傳媒集團行銷公關� 羅嵐�

16:00-16:30� 活動企劃�
迪士尼傳媒集團行銷公關� 羅嵐�

10:30-10:40� 休息 10分鐘� 16:30-16:40� 休息 10分鐘�

10:40-11:10� 創意數位溝通�
前體育主播&蝦皮直播製作人� 呂佳宜� 16:40-17:10� 創意數位溝通�

前體育主播&蝦皮直播製作人� 呂佳宜�
11:10-11:20� 休息 10分鐘� 17:10-17:20� 休息 10分鐘�

11:20-14:00�
挑戰小組任務�

迪士尼傳媒集團行銷公關� 羅嵐�
大專體總企宣組�

17:20-20:00�
挑戰小組任務�

迪士尼傳媒集團行銷公關� 羅嵐�
大專體總企宣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