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超激培力網紅工作坊課程簡章 

安迪・沃荷（Andy Warhol）曾說過，「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 15分鐘。」

隨著網路資訊科技發展與行動裝置越來越普及，社群網路成為年輕人發表意見、

自我行銷主要管道，近年來網路紅人也受到大眾媒體的重視，想要讓自己受到

萬眾矚目不再像過去必須透過傳統媒體的推波助瀾，在虛擬世界中，人人都有

機會可以成為網路紅人。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簡稱 TYS)與中國電視公司共同

協助青年職涯發展，鼓勵青年在專業領域發展外也能培養延伸性的興趣及整合

個人資源，除了培養青年斜槓發展的能力外，並學習透過網路社群自我行銷，

藉由網路傳播具有滲透力與影響力的特性，幫助青年不只是成為網紅而已，而

是名符其實的 KOL(Key Opinion Leader)。 

一、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主辦單位／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中國電視公司 

 

二、 活動期程 

1.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07年 11月 25日止 

2. 工作坊日期：107年 11月 27日、11月 28日、12月 1日 

3. 作品繳交日期：12月 4日(二)12:00前 

4. 競賽日期： 

(1) 網路票選:107年 12月 7日 12:00起至 12月 13日 18:00止 

(2) 專家評選:107年 12月 14日 

三、 活動地點：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臺北市仁愛路一段 17號 2樓） 

四、 辦理方式： 

 1.報名資格： 

 參加者須年滿 16歲，如未滿 20 歲請填寫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採個人或團體報名，每組團體最多 5人，團體需派出一位主要聯絡人，於

報名表中應載明代表聯絡人及參賽者相關資料，並簽妥參賽切結書。 

 主辦單位接獲報名資料後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將寄發 e-mail通知報名者

繳交新臺幣 1,000元保證金及匯款帳號，以確保參與課程。 

 工作坊課程至少要參與 10小時，並繳交參賽作品及 12/14全程出席競賽評

選會，現場方退還保證金；若否，將一概不退還。 

2.報名審核：名額 25人。每組須提供 1分鐘以內之自我介紹短片上傳至個 

 人 YouTube平台，並於報名表內提供 YouTube連結網址，標題請寫：超 

 激培力網紅初選，以作為審核參加資格之依據。(若為團體參加，可為團 

 體介紹，但影片內所有團員均需出現，以團體代表人提供 YouTube連結   

  網址)。 

3.本活動包含工作坊及拍片競賽，報名者須完成兩項任務，無法擇一參加。 

4.拍片競賽： 

本競賽之評選分為「網路投票」與「評審評選」與兩種方式。「網路投票」，

得票數最高者獲得人氣獎。「評審評選」由參賽成員以組為單位，播放成果影

片並以簡報說明影片企劃，由主辦單位邀請專業評審評定名次並給予獎勵。 

5.競賽獎金及抽獎獎品:第一名新臺幣 3萬元，第二名新臺幣 2萬元，第三名新

臺幣 1萬元，網路人氣獎 1組新台幣 5,000元。抽獎禮卷 4名每名新臺幣 500

元。 

6.競賽作品規範 

A.作品主軸：以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所推動「在學青年職場體驗實習」為影片

方向，並以「108年第 1季職場體驗實習 X就業博覽會」為內容主軸。 

B. 參賽影片於 12/4(二)12:00前提供予主辦單位進行初審，影片內容若需修

改將由主辦單位以電話或 E-mail通知參賽者修正，並於 12/6(四)12:00

前提供最終參賽影片，待主辦單位二度審查過後才能公開發佈至 Facebook，

若未通過二度審查，則參賽影片不上架參加人際投票，但仍可參與評選

會。 

C. 影片規範： 

甲、 競賽作品皆需上中文字幕，並於「片尾」置入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及中國電視公司 Logo。 



乙、 作品將統一由上傳至「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Facebook粉絲團」進

行網路票選活動。解析度需 1280*720 以上高畫質影片，以可支援上

傳至 Facebook的檔案格式（含 avi/mov/mp4/mpg…等）為主。 

D. 作品形式不拘，可用平板電腦、手機、相機、攝影機等拍攝短片，符合影

片規範之作品均可投稿。 

E. 競賽作品須為原創作品，並同意將參賽作品授權於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於活動期間投票、宣傳、活動使用。 

F. 參賽者需保留 MP4、MOV 等影片格式之高解析原始檔案，以供主辦單 

  位進行宣傳、活動等使用。 

五、 工作坊規劃 

                     第一天課程(11/27) 

課程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10:30-11:00 開訓 長官貴賓 

11:00-12:00 TYS介紹、課程及賽制說明 工作人員 

12:00-13:30 午餐 工作人員 

13:30-16:30 
如何用社群媒體創造爆紅

商品 

蘇承樂 
(旅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

辦人) 

16:30-17:30 小組討論 TYS工作人員、中視講師 

第二天課程(11/28) 

課程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09:30-12:30 
打造個人品牌影片與編輯技

巧+Facebook直播銷售技巧 

蘇承樂 
(旅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

人) 

12:30-13:30 午餐 工作人員 

13:30-16:30 如何把商品變成一場秀! 

朱晞 
(生洋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數位行銷

顧問) 

16:30-17:30 小組討論 TYS工作人員、中視講師 

 



第三天課程(12/1) 

課程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10:00-12:00 節目製作及主持 中視講師及節目製作人 

12:00-13:30 午餐 工作人員 

13:30-15:30 1.提出初步腳本企劃或初版

影片 

2.分組報告拍攝規劃 

3.講師指導(二) 

中視講師+TYS同仁 

15:30-17:30 1.提出初步腳本企劃或初版

影片 

2.分組報告拍攝規劃 

3.講師指導(三) 

中視講師+TYS同仁 

競賽評選會(12/14) 

活動時間 活動流程 

13:00-13:30 簽到 

13:30-13:40 致詞 

13:40-15:30 各組競賽影片播放暨簡報 

15:30-16:00 休息時間及評選計分 

16:00-16:30 評審代表結論及頒獎儀式 

六、講師介紹 

蘇承樂 

*中華網路行銷講師協會 秘書長 

*中華職訓教育創新發展學會 網路行銷講師 

*旅道樂活台灣雜誌 記者 

*AIRNET網路行銷公司 網路行銷講師 

*台北市電腦公會 網路行銷講師 

*資策會 網路行銷講師 

*輕鬆學網路創意活動 站長 

*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網路行銷講師 

*勞動部小型人力提升方案 網路行銷講師 

*台北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輔仁大學、實踐大學、致理科大、明新科大、育達科大、虎尾科

大…等網路行銷業師 



朱晞 

*生洋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行銷顧問 

*上海電商經驗，服務知名客戶： 

宏碁 Acer、Halo 嘿囉、WStyle、台灣大學、中視、象鼻人、Major made、蝦皮拍賣、 

海底撈、元大人壽、台東大學、台灣水資源、50% FIFTY PERCENT線上購物、小馬租車 

 

 

 

 

 

 

 

 

 

 

 

 

 

 

 

 

 

 



網紅超激培力工作坊與競賽活動報名表 

參賽類別 □個人           □團體    人（一組上限 5人） 

參賽者姓名(一) 

(個人／團體代

表人) 

 參賽者姓名(二)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科系／

工作單位 

 就讀學校科系／

工作單位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住址  住址  

E-mail  E-mail  

YouTube 連結網

址 

 

參賽者姓名(三)  參賽者姓名(四)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科系／

工作單位 

 就讀學校科系／

工作單位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住址  住址  

E-mail  E-mail  

參賽者姓名(五)  【報名注意事項】 

1. 1.每組須提供 1分鐘以內之自我介紹短片上傳至個人

YouTube平台，於報名表內提供 YouTube連結網址，標

題請寫：超激培力網紅初選，以作為審核參加資格之依

據。(若為團體參加，影片需含所有團員的自我介紹，以

團體代表人提供 YouTube連結網址) 

2. 2.填妥相關報名資料，於 11/20(二)12:00寄至

go_foolmoon0922@mail.taipei.gov.tw，信件主旨請註

明報名超激培力網紅工作坊。 

3. 3.主辦單位接獲報名資料後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將回

寄 e-mail通知報名者繳交新臺幣 1,000元保證金及匯款

資訊，於 11/23(五)12:00前匯款完成即完成報名。 

4.培訓結束需繳交參賽作品及 12/14 全程出席競賽評選

會，於現場退還保證金。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科系／

工作單位 

 

聯絡電話  

住址  

E-mail  

 

mailto:go_foolmoon0922@mail.taipei.gov.tw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超激培力網紅工作坊與競賽活動企劃 

參賽切結書 

(一) 本組保證填寫之個人基本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絕無造假，並同意主辦單位遵循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二) 本組參賽作品係為本組自行發想作品，發表若有人物相片或影片，應獲得當事人同

意，以免侵害肖像權。如查證違反活動辦法、資格不符、竊取他人作品或偽造時，

將取消參賽資格。若於得獎時始發現，將取消得獎資格，並繳回獎金、獎項，不另

遞補。並將視情節，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三) 本組切結不得以任何非法、欺騙、不實、不公平、不適當、或其他技術性作弊方式

取得參加或得獎資格，若有任何干擾其他參加者或致本活動不公平之情事，主辦單

位有權立即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主辦單位並得基於裁量權全權判定參加者是否

有違反活動之情事。 

(四) 得獎作品無償供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及所屬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宣傳使用。若主辦

單位因使用本組作品遭致第三人提出民、刑事訴訟或主張任何法律上之權利，而受

有任何損害，應對主辦單位負起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五) 本組已充分了解比賽辦法，並同意確實遵守所有活動辦法規定，若有任何違規情事，

願被取消參賽資格，絕無異議。 

 

立切結書人＿＿＿＿＿＿＿＿＿（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書 

(依民法規定，滿七歲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之法律行為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立同意書人(法定代理人)：        為（未成年之參賽者）:         

合法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因參賽者擬參加由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以下稱主辦單位)所主辦之「超激培力網紅工作坊暨競賽活動」(以下稱本活動)，但因參賽

者尚未成年(20歲)，因此對於本活動所產生之作品，及相關規定本人同意以下事項： 

一、本人及參賽者充分了解，並同意遵守活動規則，以及本同意書所載之所有條款。 

一、本人為上述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上述未成年人提供其個人資料（包含姓名、地

址、電話、身分證字號）予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之相關事宜。 

二、本人同意參賽者於本次競賽所繳交之競賽作品，主辦單位取得著作財產權，主辦單位得

自行無償使用。 

三、本競賽作品經主辦單位彙整編輯後，將以各種形式出版之著作物（平面、影音、網路及

其他各類型之著作），其著作權均屬主辦單位所有，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四、本人及參賽者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之情事。若本人或參賽

者違反本條之擔保事項而致主辦單位遭受損害時，本人應賠償主辦單位因此所遭致之一

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對第三人之賠償、律師費用等）。主辦單位如因本著作而遭致任何

第三人控訴其侵害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權利時，得立即以書面通知本人，本人應協助主辦

單位處理解決。本人並同意主辦單位得依自己之判斷與第三人達成和解之協議，但本人

應負擔主辦單位所同意之合理賠償金額。 

五、本人擔保本人為參賽者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且本同意書上之簽章係由本人所親 簽。 

此致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 

立同意書人：              （簽章）身份證號碼：                   

住 址：                                                                      

參賽者：                          身份證號碼：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