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臺北馬拉松志工招募活動簡章 

助人為快樂之本 
今年，臺北馬拉松要找充滿熱情且活力的你 

心動了嗎? 
現在就趕快行動與你的好朋友們揪團報名參加最HOT的馬拉松志工！ 

     選擇擔任2015臺北馬拉松活動服務志工，將可體驗：高規格國際馬拉松賽事、各國

馬拉松好手齊聚、志工團隊濃厚革命情感，歡迎具有服務熱忱的你，呼朋引伴，一同加

入服務志工行列！  

你可以依照興趣選擇你想擔任的志工組別，並且拿出你的熱忱及最專業的服務態度，堅

守自己工作崗位，一同與我們完成國內最大路跑賽事，2015臺北馬拉松志工是最熱情、

具有正向能量的體驗，等你來經歷一次的大場面！ 

我們更歡迎老手志工，帶著你的新朋友們一起報名，一起營造更HOT的志工團隊！ 

 

【報名資格】年滿 16 歲，身心健康，具有服務熱忱，皆可報名，預計招募 500 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20 日(五)止(或額滿為止，額滿訊息將於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官網 www.sportsnet.org.tw 公告) 

【報名方式】請完整填寫「2015 臺北馬拉松志工報名表」，採以下方式進行報名： 

‧ e-mail 報名：主旨請註明「2015 臺北馬拉松志工報名」 

             並將報名表寄至 mei@paixcomm.com 吳小姐收。 

‧ 傳真報名：(02) 2792-1385，請註明「2015 臺北馬拉松志工報名」。 

【服務時間 & 地點】 

‧ 正式賽時間：2015 年 12 月 20 日(日)早上 4:30～下午 13:00。 

‧ 地點：2015 臺北馬拉松起終點（臺北市民廣場）及賽事沿線。 

‧ 備註：本次活動提供每位志工旅遊平安險之保障。 

【志工獎勵】 

‧ 馬拉松紀念衫 

‧ 志工服務證書 

‧ 12 月 20 日當日車馬補助費 NT$400 元 

【志工遴選 & 訓練大會】 

‧ 主辦單位保有遴選合適活動志工人選之權利。 

‧ 志工錄取名單將於 11 月 27 日(五)以 E-mail 方式通知。 

‧ 志工訓練大會：2015 年 12 月 06 日(日)下午 1:30~4:30，詳細地點將以 E-mail 通

知。 



 
 

‧ 所有錄取志工請務必參與志工訓練大會，否則視同放棄資格。資格由備取志工遞補。 

【活動聯絡人】 

2015 臺北馬拉松活動小組： 

吳湘琪 mei@paixcomm.com (02)2792-1289 分機 207 

蔡依蓓 Jessie.tsai@paixcomm.com (02) 2792-1289 分機 103 

【志工任務編組】 

【12/20】2015 臺北馬拉松 活動志工需求 

組別 

編號 
區域/分組 任務/工作內容 參與特質 備註 

1 
菁英選手及 

貴賓服務 

 國際選手動線指引 

 貴賓接待引導 

 領獎及採訪時段陪同  

 精通任一外語，以英文為主

 具接待外賓經驗 

需出席參加

12/18(五)Welcome Party(菁

英選手歡迎會)和菁英選手第一

次會面 

2 
沿線 

啦啦隊服務 

 為選手加油打氣  

 維持賽道秩序 

 用不完的活力與熱情 歡迎喜愛在街頭展現舞技或有

cosplay 的團體報名 

3 人偶裝扮組 

 【操偶人】吉祥物扮演 

 【操偶人褓姆】 

吉祥物動線導引、照應操

偶人安全  

【操偶人】 

 肢體靈活、活潑，有舞蹈能

力佳 

【褓姆】 

 協調能力強、細心體貼 

【操偶人和褓姆】 

最好兩人一組報名 

4 大會服務 

 解答選手及民眾的詢問 

 走失協尋  

 高度服務熱忱 

 條件-面笑(笑容可掬)、 

嘴甜(應對得體)、 

腰軟(溝通表達能力佳) 

 具活動危機處理經驗尤佳 

 歡迎 Call Center 相關之企

業團體報名 

5 交管組 

 交通路口問題處理 

 小禮物發送 

 交通事件通報 

 高 EQ、機動性高 

 反應敏捷 

 備機車 

  

6 志工機動組 

 機動協助 

 問題處理 

 進退場場地整理 

 具高度機動性 

 反應快 

 配合度高 

 

7 主舞台區 

 舞台流程進行協助 

 貴賓選手引導 

 頒獎協助  

 積極主動，協調能力強 

 高機動性，應變力佳 

 頭腦清晰，抗壓力強 

有社團活動經驗，舞台執行經

驗或興趣者尤佳 



 
 

8 賽事起終點 
 肌肉發達 

 動作敏捷 

 配合度高， 

 協調能力強 

 

 所有報名志工，主辦單位將依任務所需及志願分組，恕無法自行更換。 



 
 

2015 臺北馬拉松志工報名表 
本人            身心健康，於服務期間，願聽從各組組長指導，配合事前訓練
與當日工作，不遲到不早退，以身為臺北馬拉松志工為榮。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年 月 日 ：       /         / 

（year/month/day） 
年  齡：     歲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地    址： 

E-mail(必填)： 

現職：. 學生，學校及科系：                        社會人士，公司/行業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 碩博士   大學/大專   高中     國中小 

語言能力： 

＊英文  精通  中等  尚可           ＊日文  精通  中等  尚可    

＊其他                         精通  中等  尚可 

其他專長： 攝影    團康    醫護    舞蹈   電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擔任過哪一年臺北馬拉松的志工： 

2004      組 2005____________ 組 2006_____________ 組 2007 _______________ 組

2008_______________組 2009_______________組 2010 _______________組 2011 _______________組 

2012_______________組 2013_______________組 2014 _______________組 第一次報名參加 

是否曾擔任其它國際活動志工：  否     是，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 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曾擔任其他志工：  .  否   是，活動或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出席 12/06 志工訓練大會，否則視同放棄資格。 
工作志願：請依志工分組任務說明表，選擇欲服務之組別：(請見下頁志工分組任務說明表) 

第一志願 組別編號： 組別名稱： 

第二志願 組別編號： 組別名稱： 

第三志願 組別編號： 組別名稱： 

 

 

 



 
 

最大專長描述與說明（可在此區補充任何個人專長資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實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平實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茲依據個
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1. 蒐集目的及方式：                                                 
為執行臺北馬拉松志工招募活動之需要，本公司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蒐集
方式將透過填寫報名表方式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 
2. 本公司本次向您蒐集資料類別：姓名、年齡、性別、電話、手機、email、

地址、身分證字號、學歷、職業。 
3.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本公司將於活動舉辦期間運用保存您的個人資料 
(2)地區：本公司所在地區 
(3)利用對象：本公司 
(4)利用方式：書面或電子 

4. 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您可來電 02-2792-1289 分機 207 行使相關權
利（如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
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個人資料），本公司得依個資法第 14 條或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酌收必要之成本費用或請您為適當之釋明。 

5. 若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
此活動，或影響本公司發送車馬費與活動相關物資之權益。 

 
本人 □同意、□不同意(請擇一勾選)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 貴公司為上開特定
目的範圍內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                                          （簽名或蓋章） 
 
監護人：                                          （未滿 18 歲者須有監護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