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ISU 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國際志工簡章
【活動簡介】
2018 ISU 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ISU Four Continents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 2018)睽違 2 年將再度由台灣舉辦於 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27
日登上臺北小巨蛋！預計將有來自多達 15 國的頂尖好手們參與此場美麗的體育
賽事，相互爭取單人滑冰、雙人滑冰、冰上舞蹈和集體滑冰等組別的最高榮譽。
【招募國際志工】
歡迎全台各地年滿 18 歲(含)以上，具備適當英語及第二外語溝通能力的大專院
校同學、或一般社會大眾報名擔任「2018 ISU 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國際志
工，獲選者不用出國，就可以參與這一場世界頂級國際賽事的服務工作，不但可
以提升國際溝通能力，還能增廣見聞、拓展人脈，體驗到不同於校園內的國際事
務經驗，累積了工作經歷與社會資源。有意者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參加書審及
面試甄選活動！
【報名資格】
◎ 多益測驗至少 450 分以上或多益口說測驗 90 分以上或托福 ITP 紙筆測驗 337
分以上。
◎ 通曉第二外語（日、韓）專長者尤佳。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三級(含)以上或 TOPIK 韓文檢定考試二級(含)以上---※請於報名時提交兩年內之多益或托福測驗成績，尚未具有此兩成績者，請逕上多益或托福測驗
官網（www.toeic.com.tw）/ ( www.toefl.com.tw )報名。另具有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或 TOPIK
韓文檢定考試成績者，請於面試時攜帶成績單供主辦單位備查。

工作組別

人數

補冰組

42

服務內容

多益測驗成績

負責冰面洗冰、整冰及補冰工作。
(主館：30 人/副館：12 人)

多益測驗 450 分以上 或

1. 協助補給選手、貴賓、裁判、媒 多益口說測驗 90 分以上 或
總務組

20

體中心…等工作會議室之物品。
2. 外出採買大會必需品。
3. 於大廳入口發送贊助商贈送之樣

托福 ITP 紙筆測驗 337 分以
上。

品。
負責控管主副館各區驗票及入場、維

場控組

140

影印紀錄組

15

製證組

10

檢錄組

10

計時組

4

諮詢服務組

4

販賣組

16

協助販賣相關大會紀念品。

票務組

10

協助民眾網路及現場索票相關事宜。

護現場秩序及其他機動性服務。
影印比賽成績(Protocol)、分發及公
告成績、張貼各項訊息。
隊伍報到時於小巨蛋場館及飯店製 多益測驗 550 分以上 或
作識別證。

多益口說測驗 120 分以上 或

負責選手檢錄及協助引導出入冰場。 托福 ITP 紙筆測驗 460 分以
比賽計時(單人曲：1 名/雙人曲：1 上。
名/冰舞項目：2 名)
提供選手及一般民眾票務或大會諮
詢，協助指引入館動線。

負責裁判及隊伍報到、提供外賓旅遊 多益測驗 650 分以上 或
飯店組

40

及觀光服務諮詢、張貼各項訊息公告 多益口說測驗 130 分以上 或
及成績；現場激動性任務配合。

托福 ITP 紙筆測驗 460 分以

配合接送機時間至桃園、松山機場大 上。
交通組

40

廳 standby 處理外賓及隊伍接送機
事宜，協助外賓、隊伍抵達飯店時之
接待及製證方向引導。
蒐集安排滑冰表演舞曲、聯絡表演團

獎典組

4

體及引導進退場、協助集合滑冰小花
僮開閉幕進場。

資訊組

2

負責與資訊工程師翻譯溝通、協助抽
籤軟體配置及操作相關設備。
協助選手與物理治療師溝通做基本

醫護組

2

冰場經理組

10

播音組

的醫療處理與急救。
負責冰面狀況，確認比賽現場賽會進
行順利，並處理 ISU 官員交辦的事務。

18

擔任副館大會播報員。

多益測驗 750 分以上 或

12

協助播放選手練習舞曲。

多益口說測驗 140 分以上 或

貴賓接待組

10

新聞組

15

負責接待 ISU Officials 及 IMG 外 托福 ITP 紙筆測驗 460 分以
賓，賽會執行長特派任務。

上。

安排賽前及每場賽後記者會、協助翻
譯接待國內外媒體、發送新聞稿。

【志工福利】
1.

賽事官方外套

2.

中/英文志工服務證書

3.

TOEIC 測驗/ TOEFL 測驗機構提供之英語相關限量好禮

【招募時程】
招募期間：即日起至 2017.11.13 (一) 晚間 23:00 止。
報名方式：請至志工申請報名頁面，填妥相關資料，如有志工經歷或證明者尤佳。
【遴選方式】
通過書審及多益或托福成績驗證後，將以 Email 及簡訊通知參加面試。
【面試】
名單公布：2017.11.17 (五)
時間：2017.11.25 (六) & 2017.11.26 (日) (如不參加面試，視同放棄甄選機會)
地點：王朝飯店 C1 會議室(暫定) (臺北市敦化北路 100 號)
【錄取】
名單公佈：2017.12.6 (三) 17:00
【全體培訓+場勘】
時間：2017.12.16 (六) (入選志工皆需參加培訓，始能參與服務)
地點：體育局視聽室(暫定)
*所有錄取志工務必參與全體培訓+場勘之相關課程，否則視同放棄資格。
【幹部培訓】
時間：2018.01.13 (六)
地點：王朝大酒店 C1 會議室(暫定)

【服務】
時間：2018.01.20 (日) ~ 2018.01.28 (日)
地點：臺北小巨蛋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 段 2 號)、王朝大酒店及賽事沿線
※個人交通及住宿費用請自理。
※因組別需求，需提早或延後結束服務時間，但服務期間因公務發生之夜間返家(00:00
之後)交通費 150 元由本會支付補貼。

【獲選志工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保留簡章內容修改之權利。

2.

活動結束後，無重大瑕疵者將獲頒志工服務證書。

3.

錄取名單以 E-MAIL 個別通知，未錄取者不予通知。

4.

活動期間，須依任務時程全程參與配合服務安排時段。

5.

請於報名前確認相關時程及賽事服務地點皆可配合參與。

6.

服務未達全程活動之 90%者，或不配合排班值勤者，主辦單位得拒發志工
證書。

7.

活動期間將由大會免費提供參與志工大會保險、當日午餐或晚餐。

8.

主辦單位嚴格禁止活動期間與參賽選手拍照、互留連絡方式等行為。擅自離
開執勤崗位及態度不佳者，如有發現違反規定，一律當場取消志工資格。

9.

錄取之志工，務必參與志工培訓之相關課程，始提供完整服務，否則視同放
棄資格，資格將由備取志工遞補。

10. 因機會難得，名額有限，若因故須退出服務者，為避免影響他人權益，最遲
須於全體培訓+場勘後 2 日前主動來信告知。
11. 活動值勤期間應遵守紀律、依排定時間、地點提前半小時到達執勤、應穿戴
主辦單位指定之服裝，並遵守大會各項規定，切勿遲到或無故未到及不得有
怠忽職責之行為。
12. 執勤服務時應遵守志工注意事項，並聽從賽事相關指導人員之安排與指令。
13. 基於工作及人力需求，主辦單位有權調動原派任務組之組別，志工應全力配
合。
14. 志工應於培訓期間充分了解各組別服務性質，並於培訓期間提出。
15. 各組別性質及工作內容不同，應尊重主辦單位之安排。
【籌辦單位】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志工招募單位】多益國際志工小組

服務專線：(02) 2700-5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