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向運動新視野公益計畫 

執行企劃書 

一、活動日期：第一場 10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第二場 109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 

二、活動時間：09：30 - 12：00 

三、活動地點：竹北國民運動中心+體育場周邊 

四、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09:20-09:40 選手報到 領號碼布、領指卡 

09:40-09:45 活動開幕  

09:45-09:55 定向運動規則說明  

09:55-10:00 動動筋骨 TIME  

10:00 活動統一出發 出發前進行大合照 

10:00-11:10 定向越野比賽  

11:10-11:30 成績統計 頒發前 6 名 

11:30-12:00 頒 獎  

五、活動範圍：(竹北國民運動中心+縣竹縣體育場周圍) 

 

 

  



六、組別分配： 

組別 編號 姓名 工作事項 

報到典獎組 

1 黃思婷 1) 設置報到櫃台及物品寄物區 

2) 發送活動紀念衫、號碼布、指卡 

3) 發送完賽證書、礦泉水 

4) 出發前負責拉布條、發送地圖 

5) 寄物 

2 周秀美 

3 劉祈芸 

4 施育姍 

5 吳秀琴 

佈點巡查組 

6 鄭凱懋 1) 設置全部檢查點 

2) 巡查安全維護 

3) 昱廷擔任帶操員 

7 賴育方 

8 郭昱廷 

9 黃昱翔 

成績終點組 
10 游書愷 1) 成績輸出 

2) 協助報到組 11 李佳蕙 

攝影組 12 林秀亭 負責攝影、列印獎狀 

接待組 13 楊玉鈴 1) 主持 

2) 接待貴賓及機動組 場控組 14 賴韋綸 

 

七、活動細流： 

時間 流程 組別 內容 

前一天 前置作業 幹部 

1) 舞台、帳篷、音響架設 

2) 衣服、號碼布、指卡分裝 

3) 獎牌、托盤、前六名立牌、獎狀

準備 

4) 完賽證書製作 

5) 礦泉水、桌椅 

07:30 工作人員集合 全部 運動中心 1 樓集合 

07:30-09:10 各組佈置 

報到組 

成績組 

攝影組 

1) 報到區、成績下載區、舞台音響

區域的動線設置(引導線) 

2) 確認報到用品(電子指卡、簽到

表、號碼布、衣服、筆、冬令營報

名表 DM、完賽證書、引導牌) 

佈點巡查組 
1) 佈置各個檢查點 

2) 確認安全地點 

09:10-09:20 各組就定位 全部 就定位活動準備開始 



09:20-09:40 選手報到 

報到組 
09:20 開始報到 (09:15 可以讓民

眾開始排隊)  

成績組 
書愷-音控(撥放 High 的音樂) 

佳蕙-協助報到流程 

攝影組 進行捕捉畫面 

佈點巡查組 
協助報到組-引導民眾報到、說明廁

所動線、解決民眾提問 

09:40-09:42 活動開場 

場控組 

1) 玉鈴開場: 介紹報到會領到甚麼

裝備(電子指卡及紀念活動衫)、大

衛營冬令營宣傳 

2)介紹今日定向越野教練 接手 

攝影組 進行捕捉畫面 

成績組 架設 IT 

報到組 協助尚未報到選手們 

09:42-09:55 定向越野教學 場控組 
1) 主要說明 指卡帶法、打卡教

學、比賽方式、地圖重要資訊 

09:55-10:00 長官致詞 全部組別 
1) 執行長致詞 (報到組準備麥克風) 

2) 進行大合照 (報到組拉布條) 

10:00-10:05 暖身操 

場控組 

成績組 

報到組 

巡查組 

1)主持 邀請暖身操 草莓教練上台 

2)成績組 撥放音樂 

3)暖身操結束後，報到組準備鳴笛

器及賽圖 

4)安全地點就位 

10:05 統一出發 

場控組 

報到組 

攝影組 

1)主持先 Cue 發地圖(報到組分 4

個地圖發送地圖) 

2)邀請長官們到舞台前 

3)攝影組先拍長官鳴笛照片 

4)一起倒數 5 秒 

10:05-11:15 競賽時間 

成績組 

巡查組 

報到組 

攝影 

成績下載同步進行 

維持安全 

準備發送完賽證書及礦泉水 

全程拍照 

11:15-11:30 成績計算 
成績組 

報到組 

成績統計，將比賽排名印出來，公

告前須給哈綸確認後，再進行公



告。 

報到組跟成績組拿取各組前 6 名的

名單，盡快至 2 樓辦公室列印獎

狀。 

11:30-11:50 頒獎 
報到組 

攝影組 

準備頒獎 獎狀、獎品 

機動組協助音控位置 

 

八、場地配置圖 

(1) 主會場佈置圖 

 

(2) 報到區動線規劃 

 

 

 

 

 

 

 

 

 

 

 

 

TRUSS+舞台 

4米長*3.5米高 

寄物

區 
成績 

下載 

報到

雙人 

報到 

親子 

音響 音響 

報到 

親子組 

報到 

雙人組 

立牌 



(3) 活動地圖 (範圍:第一運動場及第二運動場) 

 

九、禮品分裝 

親子組 

品項 份數 內容物 

第一名 1 份 KAPPA 運動毛巾*2 條+兒童防身術課程*4 堂+獎狀*2+獎牌*2 

第二名 1 份 KAPPA 運動毛巾*2 條+兒童防身術課程*3 堂+獎狀*2+獎牌*2 

第三名 1 份 KAPPA 運動毛巾*2 條+兒童防身術課程*2 堂+獎狀*2+獎牌*2 

第四名 1 份 運動零錢包*2 個+兒童防身術課程*1 堂+獎狀*2 

第五名 1 份 運動零錢包*2 個+兒童防身術課程*1 堂+獎狀*2 

第六名 1 份 運動零錢包*2 個+兒童防身術課程*1 堂+獎狀*2 

 

雙人組 

品項 份數 內容物 

第一名 1 份 KAPPA 運動毛巾*2 條+體適能卷*4 張+獎狀*2+獎牌*2 

第二名 1 份 KAPPA 運動毛巾*2 條+體適能卷*3 張+獎狀*2+獎牌*2 

第三名 1 份 KAPPA 運動毛巾*2 條+體適能卷*2 張+獎狀*2+獎牌*2 

第四名 1 份 運動零錢包*2 個+體適能卷*1 張+獎狀*2 

第五名 1 份 運動零錢包*2 個+體適能卷*1 張+獎狀*2 

第六名 1 份 運動零錢包*2 個+體適能卷*1 張+獎狀*2 



九、器材需求表(竹運) 

序 器材名稱 數量 備註 

1 音響設備(2 台音響+4 支麥克風) 1 組 *球館跟體適能借 

2 布條 2 條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布條 

3 長桌 5 張   

4 椅子 10 張   

5 紅龍 4 座   

6 延長線 3 捲   

7 立牌架 2 個   

8 紀念衫+號碼布+指卡 210 組   

9 獎品(體適能卷+兒童防身術卷) 12 份   

10 獎狀 24 張   

11 完賽證書 220 張   

12 地圖印製 220 張   

13 文具(原子筆+寬膠帶) 1 組 50 支筆 

14 禮品袋(紙袋) 12 個   

15 相機 1 個   

16 紅串繩 1 包   

17 簽到單 2 份 親子組、雙人組 

18 得獎領用單 2 份 親子組、雙人組 

19 冬令營活動 DM 110 張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