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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全國運動會貴賓住宿公開徵求贊助辦法 

壹、106 年全國運動會介紹 

一、活動內容 

106 年全國運動會為 2 年舉辦 1 次全國性運動賽事，目的在於推廣全民運動， 強

調全民參與，競賽項目皆以亞、奧運項目為主。 

二、貴賓住宿日期 

106 年 10 月 21 日(六)至 25 日(三)。  

     三、貴賓住宿對象 

縣外籌備會委員、體育署長官、中華奧會代表、中華民國體育總會代表、禁藥

委員會委員、競賽審查委員會委員、媒體體育記者、東南亞駐台使節、各縣市

首長或領隊、其他單位貴賓等。  

     四、開閉幕時間 

(一)開幕：10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 地點：宜蘭運動公園田徑場。 

(二)閉幕：106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 地點：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 

     五、貴賓接待組聯絡人: 

吳志宏  宜蘭縣政府秘書處   處長 

地 址：260 宜蘭縣宜蘭市南津里 13鄰縣政北路一號  

聯絡電話：(03)925-1000 分機 2500 

林鳳娥  宜蘭縣政府秘書處文書科  科長 

地 址：260 宜蘭縣宜蘭市南津里 13鄰縣政北路一號  

聯絡電話：(03)925-1000 分機 8200 

沈如富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校長 

地 址：265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 99號 

聯絡電話：(03)954-2075 分機 100 

林肯輝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總務主任 

地 址：265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 99號 

聯絡電話：(03)954-2075 分機 500 

詹惟鈞  106 年全國運動會籌備處  秘書 

地 址：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B1              

聯絡電話：(03)925-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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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6 年全國運動會主視覺圖檔 

一 、 主 題  標語  (Slogan)  
 

 

「全運 Formosa競戰 Kavalan」 

 
    設計理念及涵義：Formosa 一詞音譯為「美麗」之意。走過四分之一世紀，           

                    當年飛躍的蘭陽再次蛻變，在這個美麗之島辦理 106年全國運 

                    動會， 延續 81年區運會的熱情與活力，以辦喜事的心情，再 

                    次地於 Kavalan這片土地上，以熱情與喜悅迎接來自全國運動 

                    菁英來宜蘭競技。  

                    「競」，發音蘊含著宜蘭特有的「自然人文，熱情積極」精神 

                    象徵。  

                    「競戰」的發音與本縣閩南語的「真讚」相似，藉此讓全國運 

                    動員感受到最熱情、最棒的全運會，將在宜蘭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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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標誌(Logo) 
 

     

 

 

    設計理念及涵義：位於太平洋的龜山島為宜蘭地標，奮力向前衝刺的選手和 

                捲起的海浪，象徵「乘風破浪、追求卓越、再創佳績」以 

                及「歡聚、交流、共贏、進步」在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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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會吉祥物(Mascot) 
 

吉祥物-古弟 Good 
 

    設計理念及涵義說明： 

以宜蘭縣龜山島「烏龜」作為吉祥物設計發想，吉祥物取名-「古弟」，英文 

Good， 象徵參賽選手如龜兔賽跑精神，充分彰顯卓越毅力與超越自我運動精

神;並高舉聖火 (有龜山島、原民圖騰、綠地、海洋元素)與展開雙臂，頭上

與服裝有原民的意象， 代表宜蘭縣友善熱情與在地特色形象之意，傳達宜蘭

縣熱情歡迎全國各地朋友友誼參與。選手精湛的表現～ Good ～ 賽事貼心的

款待～ Good ～每位來到蘭陽平原的嘉賓都有著幸福的～ G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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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會 33 競賽種類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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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貴賓住宿徵求贊助辦法 

一、目的 

(一)尋求社會資源贊助運動盛會，促成全國運動會圓滿成功。 

(二)蒐集各組社會資源需求，籲請本縣各大企業、財團、熱心團 

體及個人贊助社會資源，建立企業形象，共襄盛舉激發行政，

社會資源榮辱與共之團隊 精神，爭取本縣榮譽。 

(三)有效連結縣內外企業及廠商，協助縣政推動，以促進產業  

觀光之發展。  

二、收件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06 年 8 月 17日（四）12：00前。 

   （二）地點：106 年全國運動會籌備處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B1） 

三、評選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06 年 8 月 18日（四）14：00 

   （二）地點：同收件地點。 

四、預期成效： 

     (一)社會資源積極投入全國運動會，促成大會圓滿成功。 

     (二)以宜蘭價值、大會主題與活動參與，吸引企業團體提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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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能見度。  

  (三)企業形象知名度提升：共同推展體育運動，提高企業曝光機   

      會，提升企業公益形象。  

五、服務企劃書製作： 

（一） 格式：服務企劃書內容一律以中文書寫，並製作目錄以便    

索引，除封面及目錄不必加註頁碼外，餘（含圖表） 

一律於各頁下方加註頁碼。 

（二） 製訂： 

１、服務企劃書之封面及內頁建議使用國家標準用紙甲４

（即 A4）尺寸紙張製作，橫式繕打，並以電腦列印，

以不超過 10頁為原則。 

２、封面註明廠商名稱、專案名稱。 

３、圖片（表）請繪製清楚避免有模糊不清之情況。 

４、印製 5份，均需裝訂成冊。 

（三）規劃辦理項目：住宿飯店可提供項目。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房型及 

數量 

單人房：可提供（   ）間 

雙人房：可提供（   ）間 

機關可視實際住宿量

增減，以容納所有貴

賓住宿需求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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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及 

停車位 

□可提供住宿期間早餐〈含葷素食〉 

□可提供住宿期間晚餐〈含葷素食〉 

□可提供開幕當天迎賓晚宴〈含葷素食〉 

□提供足夠免費停車空間 

開幕當天迎賓晚宴採

桌餐，以足夠提供所

有貴賓食用為原則。 

六、公開徵求貴賓住宿房型及數量： 

日期 單人房（間） 合計 備註 

10/21 110 110 

全國運動會籌備處

得依實際貴賓住宿

情形做房數增減。 

10/22 60 60 

10/23 50 50 

10/24 50 50 

10/25 50 50 

小計 320 320 

註：七、評審標準： 

  評審項目 評審子項 配分 

住宿品質服務實

績 40% 

客房等級及數量 20分 

衛浴設備、寢具設備 10分 

飯店評鑑等級 5分 

飯店週邊環境 5分 

交通便利性 20% 飯店到會場距離 10分 

停車場之提供及場域大小 10分 

膳食品質 15% 早餐內容及供應時間 10分 

提供餐飲場域 5分 

價格項目 20% 價格優惠度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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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項目 評審子項 配分 

其他優惠措施 5% 如提供報紙、飲用水、免費使用飯店內

休閒設施、住宿接駁服務…等。 

5分 

八、評選相關事項： 

  （一）本案將組成五人評選委員會公開評審。 

   （二）收件當日（106年 8月 17日）請將服務計畫書 5份於 12:00   

        前送入全運會籌備處，評選當日（106年 8月 18日）首先

辦理贊助廠商資格審查，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始得進入

第二階段之評審，評審作業訂於該日 14:20進行。 

 （三）資格符合之廠商，應於 14：10派員抽籤決定報告順序。每

家廠商口頭報告時間為 10分鐘，廠商口頭報告結束，由委

員進行問答（採統問統答方式），廠商答覆時間以 10分鐘為

限。簡報會場全運會籌備處僅提供單槍螢幕及延長線，其餘

設備由廠商自備。 

 （四）本案採序位法方式辦理，以序位第一，且經評審委員會過半 

    數之決定者為最優勝廠商，視為 106全國運動會貴賓住宿指 

    定飯店。 

（五）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者，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 

   分合計值較高者為最優勝廠商。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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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全國運貴賓住宿公開贊助評選表 

 

評選委員簽名：＿＿＿＿＿＿＿＿ 

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18日 

  評審項目 評審子項 配分 得分 

住宿品質服務

實績 40% 

客房等級及數量 20分  

衛浴設備、寢具設備 10分  

飯店評鑑等級 5分  

飯店週邊環境 5分  

交通便利性 20% 飯店到會場距離 10分  

停車場之提供及場域大小 10分  

膳食品質 15% 早餐內容及供應時間 10分  

提供餐飲場域 5分  

價格項目 20% 價格優惠度 20分  

其他優惠措施

5% 
如提供報紙、飲用水、免費使用

飯店內休閒設施、住宿接駁服

務…等。 

5分  

備註： 

（一）本案採序位法方式辦理，以序位第一，且經

評審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優勝廠商，視為

106全國運動會貴賓住宿指定飯店。 

（二）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者，擇配分最高

之評審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為最優勝廠商。得

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總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