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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10 年「新北文化大使」甄選簡章 

 

壹、 計畫宗旨及目的： 

新北市有超過 402 萬人口，是全臺灣新住民及移入人口最多的城市，這

些多元背景造就本市文化的多元性，也讓文化發展更豐富精彩。本計畫

召集青年一同投入多元文化事務的推動，將透過系統性培養及訓練，

帶領青年從不同角度重新理解、欣賞多元文化，進而鼓勵青年研發實

驗性方案的創新活動，透過青年的行動力及實際國際事務參與，將本

市文化分享至國際，提升本市的能見度。 

貳、 主協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二、協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 計畫內容： 

一、 報名資格：學習態度積極、有高度團隊精神，且能配合主辦單位

文化業務推動者，具外語、文化藝術、傳播、影像設計、觀光等

相關專長者尤佳 (詳附件 1)。本甄選對象分為學生組及社會組： 

(一) 學生組:  

1. 全國公私立高中職，設籍或就讀本市學校、新住民二代優先

錄取。 

2. 公私立大專校院之在校學生。 

(二) 社會組: 未超過 35 歲之青年。 

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8 日 24 時截止。 

三、 報名方式： 

(一) 個別報名：一律以個人名義於線上報名系統（網址：

https://ntpcyouthculture.org/）填妥報名表並上傳相關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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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及機關團體推薦：各單位至多推薦 10 名，學校推薦校友

則不限名額。受推薦者仍應進行(一)個別報名流程後，由各推

薦單位於 Google 表單（https://reurl.cc/q8M0VN）上傳推薦名

冊(詳附件 4)。 

四、 甄選方式：本甄選分為二段式進行 

1. 第一階段書審：依據申請者所提供報名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倘資料有項目疏漏、內容顯有不足或不妥者不受理。書面審

查通過者，給予「入選通知書」。 

2. 第二階段入選培養：書審通過者，須接受全程 16 小時入選

培養訓練，主辦單位將成立評審團隊，於訓練中交互觀察各

學員，並依學員表現進行評分，依總積分排序選出正式學員。 

五、 錄取及公告：第一階段書審預計錄取 250 名，視報名情形得增額

或不足額錄取，將於 110 年 3 月中旬前公告名單；第二階段入選

培養預計於 3 月 20 日至 21 日進行，入選培養訓練後至多錄取 150

名正式學員，視培訓情形得不足額錄取，預計 3 月下旬公告名單。

相關公告訊息皆於主辦單位網站及本計畫網站公告名單，並將函

知各錄取學生所屬學校。 

六、 課程規劃及獎勵機制： 

(一) 課程規劃：以多元媒介及思辯活動為主軸，以符合學員需求調整師

資團隊(詳附件 2)。 

(二) 獎勵機制：本計畫分階段予以參與者不同鼓勵，提供其未來發展所

需(詳附件 3)。 

1. 入選培養：書面入選後，全程參與 16 小時入選培養訓練，

獲得「文化新秀」證書。 

2. 完全培力：錄取為正式學員者，於 110 年 6 月底前完成 70%

必修課程之時數，獲得「文化楷模」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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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學習：於前階段取得「文化楷模」證書者及於本階段完

成 40 小時實習服務，獲得「文化菁英」證書。 

4. 學習創發：於前階段取得「文化菁英」證書者，及於本階段

完成 70%必修課程時數與 2 次公共事務工作坊，獲得「文化

大使」證書及徽章與「市府推薦信」。獲新北文化大使授證

者，未來得有機會和國外青年組織交流，成為本計畫後續培

育學員之青年導師與獲取主辦單位各項專案資源之優先權等。 

肆、 報名諮詢及聯絡方式： 

專案辦公室：「新北市多元文化培力推動計畫專案小組」 

諮詢專線：0908-316-927；Line ID：pinchuwu。聯絡人：吳小姐  

伍、 相關規定說明 

一、 本計畫將依學員實際參與時數核發學習時數，相關認定由學校或

相關單位訂定之。 

二、 參加甄選學員所繳交相關資料，無論錄取與否，不另退還。 

三、 甄選者所提作品如涉及偽造仿冒、抄襲等情事者，主辦單位得取

消其資格。 

四、 凡報名甄選者即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甄選簡章之各項規定。 

五、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並於本計畫專屬網站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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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預計錄取專長一覽表 

編號 各項專長 說明 

1 外語或政治外交 具備英語或其他外語溝通能力學生 

2 文化藝術 

1. 具音樂、舞蹈、繪畫或文化背景知識學生音

樂：中西樂器、傳統音樂、歌唱等。 

2. 舞蹈等多元才藝：各類型舞蹈、武術、民俗

技藝、特殊技藝、魔術、其他具有特色或可

彰顯多元文化之表演才藝。 

3. 平面設計：素描、水彩、油畫、數位等多元

媒材。 

4. 文化背景知識：嫺熟各族群文化諸如東南

亞、東北亞、歐美、客家、原住民族等，可

增進民眾瞭解多元文化。 

3 傳播或行銷管理 

1. 負責掌握傳統及新媒體推廣媒宣等相關事

宜。 

2. 具備籌募資源能力，如撰寫計畫及活動規劃

能力。 

4 
攝影、影像後製

或多媒體設計 

1. 負責拍攝及錄製文化實習影像，並於實習後

依時程與委辦廠商共同剪輯製作成果影片。 

2. 攝錄影專長之學員須自備攝影器材，多媒體

設計專長之學員須自備後製剪輯軟體，作為

活動期間製作使用。  

5 觀光或餐飲 

1. 負責搜整掌握吸引青少年遊歷新北市文化場

館及活動之資料，並作成可運用之資訊。 

2. 餐飲專長學員須負責於文化實習活動辦理餐

點規劃，包括食材募集及餐點製作等。 

6 其他 
本計畫具有高度興趣且有助於本計畫執行之其

他專長學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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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培訓課程暨多元文化事務實習規劃 

 
階段 性質 課程月份 課程名稱及內容 時數 

一、入選培養 必修 

3月 20日(六)

至 3月 21日

(日) 

(因疫情延期辦

理) 

團隊動力與默契 

16 

基礎知能課前引導 

共識、共事、共成功 

團隊規範與憲章 

分組討論 

二、完全培力 

必修 

3月至 6月間 

於學期中之假

日進行。 

多元文化、城市美學、創

新能力的實體及線上課

程，培養新生多面向能

力，並參與 2021潑水節。 

39 

選修 

多元文化傳播、媒體運

用、大數據運用、節慶策

畫等實體及線上課程，及

節慶活動或專案參與。 

25 

三、服務學習 必修 
7月至 8月暑假

期間 

採分組進行，於新北市藝

文場館執行常態文化服務

實習。 

40 



6 
 

階段 性質 課程月份 課程名稱及內容 時數 

四、學習創發 

必修 

7月至 11月間 

1. 大使素養、多元文化踏

查、新媒體識讀及溝通

等線上及實體課程。 

2. 公共事務工作坊籌備及

執行。 

3. 出席授證典禮與完成成

果報告。 

34 

選修 
參與主辦單位大型活動及

分享培訓經驗等。 
36 

備註： 

1、 本培訓課程係採現採線上與實體課程混搭，實體課程上課地點為新北市。 

2、 如遇上課日或暑期輔導日，主辦單位將協助出具證明，轉請學校核予公假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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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計畫獎勵階段說明 

 

 實施階段 要件 預計辦理期程 證明 

甄選 

1.書審 通過書審 3月中旬前 入選通知書 

2.入選培養 完成 16小時課程 
3月 20日至

21日 
「文化新秀」證書 

培養 

3.完全培力 
完成本階段 70%必

修課程時數 
3至 6月間 「文化楷模」證書 

4.服務學習 
完成 40小時實習

服務。 
7月至 8月間 「文化菁英」證書 

實作 5.學習創發 

完成本階段 70%必

修課程時數，及完

成 2次公共事務工

作坊。 

7月至 11月間 
「文化大使」證書、 

徽章、市府推薦信。 

※以上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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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學校推薦在學學生參與 110年度新北文化大使甄選名冊 

學校名稱：   

推薦序位 科別／特色班級／系所 年級 姓名 性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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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薦校友參與 110年度新北文化大使甄選名冊 

學校名稱：   

推薦序位 目前就讀學校 系所 年級 姓名 性別 Email  

1            

2            

3            

4            

5            

6            

7            

8            

9            

10            

註：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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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推薦所屬成員參與 110年度新北文化大使甄選名冊 

機關團體名稱：         

推薦序位 目前就讀學校／任職單位 科別／特色班級／系所／任職部門 年級／職稱 姓名 性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