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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台中 組織 EMC

組別 人力資源組 組長 林曉彤

成果報告書 50%

一、組織概況說明(10 分)
金典團隊獎參賽者請列舉出：短中長期目標、預定完成時間，設定原因目的及執行重點

金典成果獎參賽者請列舉出：本屆重點專案及預定完成時間，籌辦原因目的及內容概述

壹、20屆初期狀況

在 19 屆交接後，團隊總人數剩下 13個人，然而其平均年資有 10.69 個月(如表一)，且每一組別的人數

都很平均(如表二)，因此可發現我們雖然擁有足夠的資源去傳承教導給新進的夥伴，但我們卻沒有新夥伴進

入團隊，所以 20 屆人資組主要強調招募活動，其次為實習活動、教育訓練活動、軟聚活動。

貳、20屆初期所遇狀況



參、20屆人資組目標

肆、本屆行事曆



伍、本屆專案

陸、以下表格詳述本屆專案

重點專案 預定完成時間 內容概述(籌辦原因目的)

招 募

183th

招募 107/9/30
由於交接後人力的需求，為提升協會成員人數，並且注入

新血，舉辦 183th 面試。

實習 107/12/16

對於剛進入新環境的夥伴，透過三個月的時間，使他們更

了解自己，並透過任務的方式，考驗自己對於組織的態度與執

行力，並且了解執行每件事情的意義，使新夥伴快速熟悉組織

運作方式及熟悉組織裡的夥伴，並藉此找到適合的人選，讓組

織執行事務更穩定。

教育訓練 107/12/11

由於 183 期實習志工對於協會、團隊以及各組事務尚未熟

悉與了解，故開設這ㄧ系列必修教育訓練，使 183 期實習志工

對於臺中 E.M.C.志工文化、知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具備應

有的心態、操作上的技巧。

184th

招募 108/1/13

針對臺中 E.M.C.各組人力需求狀況，增加成員人數，並提

高學員產生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達到「做中學」的目的，舉

辦此次面試活動。

實習 108/4/19

184 期面試進來後，透過 90 天的實習期，讓我們團隊與

實習期志工彼此了解是否適合，並且讓實習志工在這段期間學

習、調整態度以及了解實習任務的意義所在。



教育訓練 108/4/13

由於 184 期面試結束後，對於協會、團隊以及文化等等事

情還未了解，因此開設此系列教育課程，讓他們從中學習，具

備應有的服務心態及操作上的技巧。並定義

自己在團隊中之核心價值、盡快融入團隊。

191th

招募 108/3/24

讓更多 ATC 的學員可以實際運用課堂的知識，進入

E.M.C.中學習，讓學員同時提升自己能力，也對於 E.M.C.的

人力資源注入新能量。

實習 108/6/21

「我愛你」，我願意成為你生命中支持你的力量，在能成

為彼此的力量之前，我們會先從接觸新事物、熟悉夥伴、融入

團體、開始理解志工的文化，並從接受到願意付出給予，承擔

彼此的重量，是我們想讓實習志工們體會的。我們將讓實習志

工們在 85 天實習中，透過不同種類的學習、訓練，藉此了解

自己在團隊中的角色，讓自己願意成為夥伴的力量，期望能透

過此次實習，清楚了解自己的初衷與未來想成為的樣子，感受

到自己在團隊的重要。

教育訓練 108/6/21 前

針對 191 期的實習志工，對於團隊目標、任務尚未了解

的部分，開立系列教育訓練， 使其可更加了解團隊，並建立

心態、學習服務技巧。

軟 聚

GO GO 一起甲奔 107/12/22

由於大家都在忙著各組事務以及學校事務，剛好到了年末

之際，因此舉辦此次聚餐活動，讓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出來放

鬆心情，一起出來聚個餐培養志工間的感情，讓大家不要覺得

志工只是在忙於公事，也需要花一點點時間來放鬆，讓協會氣

氛不要那麼壓抑。

與你有約 108/2/17

讓夥伴們在開學前後，可以再稍微放鬆下，也有一種凝聚

並使大家收心的涵義，此外讓新夥伴也能更認識其他夥伴。

感恩送舊 108/5/26

在團隊交接之際，有些夥伴會因為畢業，或是個人生涯發

展，即將離開團隊，為使這些將離開的夥伴們留下一個美好的

記憶，以及一同見證他們的成長軌跡，特舉辦送舊活動。

評 核

投入板運作 107/12 月啟用
為使團隊成員了解每位夥伴出現於台中協會辦公室的頻

率，以此激勵團隊成員能常聚集交流。

選 修 教 育 訓 練

時在有你，心在一起

(時間管理)
108/4/13

不管過去還是未來，我們都可能遇到事情接踵而來的狀況

，如何規劃每日僅有的 24 小時就顯得更加重要，當時間不足

時，可能會產生逃避、忘記以及拖延等行為，因此面對這樣的

問題時，如何調整心態面對成堆的公、私事、歸納統整問題所

在，以著手進行處理，便是此次教育訓練的核心所在，並藉由

甘特圖的輔助應用，學習時間規劃的追蹤與掌控。

溝通你我他

(溝通與衝突)
108/5 月出

每一句話，每個人的解讀及感受都不盡相同，如何讓我們

大家處在同一頻率，且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真實的狀況是我們團

隊現在所需要的，且在表達完真正情況，能接受夥伴們的狀況，

而不是指責對方。



動之以情，說之有理

(故事行銷)
108/5 月底

現在的人都喜歡聽故事，因此在推廣活動時，常常會運用

情境的方式帶領大家進入故事裡，讓大家快速了解以及用另類

感受感動於學員，那要如何做到才能在推廣活動時，大家可以

用有溫度的方式傳達給學員們，把感動傳達到學員們的心坎

裡，願意前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呢？希望能藉由此教育訓練可以

讓大家覺察自己、以及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美化後成為一份

感動去感染給更多人，讓學員吸引這份感動而前來參與。

二、創新突破(10 分)

承上題，其中是否有不同上屆的創新方案或顯著的成效突破，請舉出並說明創新點或突破原因

為提升團隊成員至協會辦公室相互交流之意願，於 108 年 1 月正式啟用投入版專案。從平均出席日數來

看，一月最低，僅有 7.6 天，除了投入版剛開始運行，成效尚未顯現外，適逢期末考也對出席日數造成影響；

二月扣除掉新年期間，平均出席日數大幅成長，其中寒假的原因佔了部分，但從辦公室的氛圍中可顯著感受

到，願意到協會辦公室交流的夥伴變多了；三月，扣除段考及寒假的因素，可看到平均出席日數達到 12 天，

相較於一月的 7.6 天有顯著的成長。

三、內部成果績效(10 分)

請條列式說明第二題未提及，針對組內夥伴所預定之目標或專案的執行成果效益、問題檢討

活動專案 183 必修教育訓練

預期目標

1.上課滿意度達 80%

2.筆試成績達 80 分

3.參加二面面試者通過率達 80%

執行成果
【執行過程】

1.必修教育訓練分別為:



2.183 期二面時間為 1/28

※183 實習夥伴們因筆試成績未達 80 分，此經過領航群討論後，給大家再一次機會，

全部的人須補考所有筆試項目，筆試標準會提到至 90 分。

3.面試者總成績

※原只有兩位實習志工(劉奇銘、施怡君)成為正式志工，但後來經領航討論，決定

給予陳怡安夥伴一項作業，若在指定期間完成，並給予資格成為正式志工。

【目標達成】

1.上課滿意度達 80%✔

2.筆試成績達 80 分✔



3.參加二面面試者通過率達 80%✘

活動專案 184、191 期必修教育訓練

預期目標

1.上課滿意度達 85%

2.筆試成績達 80 分

3.參加二面面試者通過率達 80%

執行成果

【執行過程】

1.必修教育訓練分別為:

2. 184 期二面時間為 4/28

【目標達成】

1.上課滿意度達 85%✔



活動專案 ＧＯ～ＧＯ一起甲奔去(時間:2018/12/22)

預定目標
1.參加人數 6 人

2.活動滿意度達 80%

執行成果

【執行過程】

當初在舉辦此場活動時，再籌備期時會發現了協會的夥伴都忙碌於課業或協會

的專案，也正因為都忙於事情上，疏忽了放鬆的時間。原本我們一開始主要以與公

企組合辦的人企大烤焰，但因為時間上一直無法確認，最後改為ＧＯ～ＧＯ一起甲

奔去，再確認時間後，以讓大家能夠享受美食也擁有輕鬆氣氛的吃飯聚餐。在活動

當下，因為是屬於聚餐的模式，在當下有舉辦額外的小活動，但基於場地太小，且

還有其他的客人，大家較無法專注於活動上。

【活動檢討】

1.找較大的包廂，讓夥伴吃完飯，可以一起體驗活動

2.若當天有小活動可以提前告知，讓夥伴不會在當下才接收到訊息，或是準備小提

示卡，讓不清楚夥伴了解當下。

【目標達成】

參與人數:10 人 ✔
活動整體滿意度:77.3%(如表所示) ✘

活動專案 與你有約(時間:2019/02/17)

預定目標
1.報名人數達12人

2.回饋問卷滿意度達 85%

執行成果

【執行過程】

在籌備上，我們有選擇了三個方案，分別為 A:高美濕地/洲際棒球場、B:后豐鐵

馬道、C:勤美/科博館，最後在投票的過程中，大家的選擇為勤美/科博館，在此活

動中，我們也有另一個目的，能凝聚夥伴並使大家有收心的感覺，也讓新夥伴能認

識其他夥伴，報名的時候總共有 12 人，但是在當天活動卻只有 9 人到場(一人為前

志工)，因此當下更改了整天的活動流程，從團康破冰遊戲改為分享寒假、科博館拍

照活動改為參觀，下午行程無改變(更改圖表如下)，大家在草原上享受日光浴和享

受大自然。

【活動檢討】

1.活動當天人正式志工實到人數，不符合預期，事後發現寒假期間正式志工忙於大



教活動，以無其他睡眠時間，所以到達人數只有 4 人。人資組應多了解每位志工當

時期所處理的專案，決定軟聚時間，讓正式志工同時有休息時間也有放鬆玩耍時間。

2.活動整體有點單調，未來不排除有路線規劃，讓大家享受到多種體驗(團康、猜謎)

3.活動前須場勘，因為科博館裡有很多需要額外付費的展覽，到現場才發現無法進

入，少了很多選擇。

【目標達成】

報名人數達12人✘
回饋問卷滿意度達 85%✔ (如表所示)

183th、184th、191th

教育訓練活動照片

183th授服儀式



軟聚活動

四、外部成果績效(10 分)

請條列式說明第二題未提及，針對學員或他組夥伴所預定之目標或專案的執行成果效益、問題檢討

活動專案 183 期招募

預期目標

1.活動滿意度達 80%（表單回饋表單）

2.活動報名人數達 20 人

3.183 期志工招募人數達 10 人

執行成果

【執行過程】

在籌備 183 招募時，多以依賴當天 push 人員的方式來招募新志工，還運用了現

場的招募桌、海報、台宣方式進行招募。

宣傳管道 宣傳狀況

1.ATC

演講現場

(1)Push 人員
人員皆由服組安排，告訴學員基本資訊(志工生

活、學習、組別、面試時間等)

(2)演講廳內放

置各組介紹實

體書

一開始圓桌上放置各組手工實體書、照片，最後

放置長桌放置以上東西以及履歷表等

(3)講培宣傳&

人資台宣

講培分享各自成長狀況內容，志工影響他們的生

活點滴

(4)招募影片播

放
循環 PPT 放置演講上課現場一天



2.網站宣

傳

(1)協會官方

網站

有放置一篇宣傳海報+文案資訊

(2)ATC club 僅放置一篇海報+文案資訊

【活動檢討】

前置作業檢討 改善

1.第一次招募無方向，且無針對

明確群進行招募

需具體思考如何運用行銷方法，吸引學員目

光因了解並學習行銷，並選擇固定客群進行

招募。

2.招募策略沒想好
可以與全體夥伴討論影片、DM 招募資訊需運

用何處(LINE 或 ATC club)

執行狀況檢討 改善

1.PUSH 人員對於招募不了解且不

知招募重要性

事前需將招募想法、目標傳達給所有人知道，

且要讓大家與我們人資組一起共同執行招

募，讓大家充分感受到招募的重要性、核心

理念。

2.領航們對於招募不是很在意

事前領導者要把大家召集起來想招募的方

法，並請各組領航協助一，運用各組的能力，

搭上循序漸進的活動可以讓招募更加順利

3.對學員不了解 平常多跟學員互動，從中了解他們的需求

4.ATC CLUB 無宣傳到，因文案修

改多次，來不及於時間內 PO 文

文案須提前給全體觀看，並於 3 天前修改完

畢。

4此招募期因志工報名人數不足，

但此階段為學員數增多之際，因

此延長招募，延期至 10/28，然而

因當天報名的兩位學員當無法當

天面試。招募期延至 11 月，並以

面談方式。最後到 11/11 第 183

期才正式結束

以上情形，解決辦法如下:

(1)個案處理:為學員量身訂做一套實習規則

(2)招募期不要訂在當天報名當天就截止

【目標達成】

1.活動滿意度達 80%（表單回饋表單）無



2.活動報名人數達 20 人✘
3.183 期志工招募人數達 10 人✘

※183 期招募有延期至 11 月，因志工報名人數不足，但此階段為學員數增多之際，

原本延期至 10/28，然而因當天報名的兩位學員無法當天面試。固延至 11 月，並以

面談方式。總錄取人數為 5 人，一人轉調南區。

活動專案 184 期招募

預期目標
1.活動報名人數達 15 人。

2.184 期志工招募人數達 8人。

執行成果

【執行過程】

宣傳方式如 183 招募相同，但本次有增加確認招募學員客群、且搭配服管組、

公企組一系列活動與 ATC Club 宣傳

1.184 招募學員客群: 有時間參與志工活動，且願意學習，並具有服務熱忱者。

2.搭配公企組、服管組一系列活動:

3.ATC CLUB 宣傳:

下表為網路宣傳成果

下表為會發現按讚次數



【活動檢討】

前置作業檢討 改善

1.原本以主題式的招募活動為主，但

後來選擇仍舊選擇無主題式的招募

對於是否有主題，我們後續為了讓各

自發揮，所以選擇無主題性，但之後

可以嘗試以主題方式進行。

2.招募策略沒想好
可以與全體夥伴討論影片、DM 招募資

訊需運用何處(LINE 或 ATC club)

執行狀況檢討 改善

1.這次招募有公企組、服管組舉辦與

學員互動的活動，大大增加了與學員

間的距離，但人資組較以被動的方式

協助。

人資組可以主動想與學員拉近關係的

活動，並請公企組、服管組協助，活

動進行方式可以簡單的方式進行。

2.在網路宣傳的部分，PO 文時間過於

貼近上課時間

題前完成文案的撰寫，並在 ATC 上課

前 3 天 PO 文

【目標達成】

1.活動報名人數達 15 人。✘
2.184 期志工招募人數達 8人。✘

活動專案 191 期招募

預期目標
1.活動報名人數達 20 人。

2.191 期志工招募人數達 15人。

執行成果

【執行過程】

宣傳方式如 183、184 招募相同，但本次海報有做更新，且增加了各個職位的

招募志工方式搭配可愛的 QR CODE 在服務現場，此外台宣這次宣傳方式是以授服為

主。



1.191 招募學員客群: 有時間當志工，願意學習，並具有服務熱忱者，尋找尚未熟

悉志工相關資訊的學員。

2.搭配公企組、服管組一系列活動:

3.ATC CLUB 宣傳:

網路宣傳成果:

4.QR CODE:

報名表單 志工介紹

5.招募海報:

6.各職位志工招募協助:

讓各個職位清楚招募當下自己需要協助什麼，使每個人在職位上發揮其作用。



【活動檢討】

前置作業檢討 改善

1.在製作海報、QR CODE 時沒有清出

規劃想要傳達給學員的內容，且沒有

明確的分工，其中一張海報為公企組

協助製作。

海報兩張應由兩個人進行，並由大家

一起套論這次的海報想要帶給學員什

麼感覺。

執行狀況檢討 改善

1.在 QR-CODE 志工報名表上沒有很明

顯的作用，且我們沒有定時去觀看網

路是否有人報名。

報名的方式，未來主要還是要以紙本

為主，較不會發生有學員在網路上報

名，但我們卻不知情的狀況。

2.對於各職位志工招募協助表，覺得

寫出來的事項，偏重於技巧，在與學

員聊天過程，依舊無法講述到志工招

募或吸引學員。

可以舉辦故事行銷教育訓練，讓夥伴

們能清楚講出自己的故事，且能與學

員聊天，將對方當成是自己的朋友。

【目標達成】

1.活動報名人數達 20 人。✘
2.191 期志工招募人數達 15人。✘



※3/24 當天服管組舉辦的創意大寶箱的回饋問中，有位學員填寫對志工感興趣，我

們透過電話詢問學員的意願，最後領航們討論於 3/30 進行面試，所以 191 期最終

錄取人數為 3 人。

本屆招募總成果

一、各期招募時間:

183 期招募時間:2018/8/19~2018/11/30

184 期招募時間:2018/12/10~2019/1/13

191 期招募時間:2019/2/13~2019/3/30

二、本屆招募徵選結果

轉介人數(出):在台中面試，分發到南區擔任志工。

*到談率：實際面試/實際報名人數(能看出報名志工的學員是否確實瞭解志工、參與意願及可知招募是

否有效而不是僅僅是因為當下衝動而報名)。

*offer 接受率：offer 接受人數(報到一個月未離退志工)/報到人數(能看出所錄取篩選的志工以及實

習期的安排是否適合組織狀況，可推知招募品質及人資組實習規劃)。

*報名率：報名人數/目標報名(可知本屆在於招募宣傳的策略成效)。



【總檢討】

本屆在招募上，一開始因為組員不足，在 183 期只能簡單的完成招募應有的分內事情，並主

要藉由 PUSH 人員去吸引學員。而在 184、191 期裡我們增加了網路行銷，多了一些曝光率，讓學

員知道我們在招募志工，且講師也有協助我們進行招募，顯現出我們有能讓學員吸引的目光，但

只差學員鼓起勇氣加入我們的那一步，所以我們需要去找尋方法讓學員願意踏出那一步的方法，

這也是我們下次招募會執行的方面。

五、本屆檢討(5 分)

請說明本屆團隊帶領的心得收穫與問題檢討

當我知道我是 20th 人資領航時，我開始思考有關人資的規劃，所以在一開始在開六月人資組會前，我

先開一場人資的共識會議，因為在正式向前走前，我希望先把一些想法與組員討論達成共識後，未來在相處

時會比較順利，從六月組會開始，將開始討論年度規劃，討論出來就先照著走。

對於開會狀況，每一次開會持續都會有會前預告，以及要討論的詳細內容，給大家先思考，起初我的作

法是我有想法就先丟出來，詢問組員有沒有想法或是意見，一直都會是等到他們回話或是大家同意討論出來

的方案我才敢執行，甚至是完全不敢要求，因為畢竟是大家要一起做的事，我會希望大家都認同才敢做，所

以當時有些專案會因為一直思考還有討論，而延後或是改形式舉辦。緊接到了快中期時，發現這樣開會是不

行的效率會不高，因此我的作法是在開會前自己要對於專案上要先有一些想法丟出來，讓大家來增減想法再

挑選出我們想要的內容，最後再執行，這樣開會方法下去後，發現這樣開會的效率提高了許多。但在專案執

行的過程中，發現到了一件事，大家的熱情並不高，氛圍很沉重，覺得一直在做事不知道意義在哪裡，只是

繁瑣事的一直做，人資組一項專案還未結束，另一項專案又要開始做準備，因此大家通常眉頭皺著忙碌的苦

做，此時，我才發現意義有多麼重要，便開始讓大家一起找出事情的意義所在，大家也慢慢從中學習找出自

己的價值，做起事來也就不會那麼痛苦。

這一屆我在帶領時，中途有郡慧助教耐心的幫忙，有時會提供一些意見，以及引導我思考有關招募問題、

如何帶領組員、溝通技巧、事情規劃上等等，讓我有方向去執行，還有著上領管團的課程內容，上完而寫下

的這些心得讓我檢視目前自己以及團隊狀況，所要想的事情超多，執行上也需要時間以及勇氣去磨練，因此

吸收了知識後，讓我反思要怎麼走接下來的路，稍作規畫執行，其實還有其他各組也從旁協助我們，讓人資

可以順利的往下走下去，在幾次的招募這件事中讓我了解到，對於大家是否不一定不知道要做什麼，而是不

知道方向這件事情，所以當初做的一些希望大家要做的事列舉出來，卻不一定有效，也看到團隊中有些能力

也是缺乏的，因此對於這一屆舉辦活動的部分，有發現到大家的心態層面、時間管理、溝通層面、行銷層面

都有待加強，現在團隊中所缺的，也是我自己所缺的，因此在後期時將會陸續舉辦選修教育訓練提供給大家

做學習的部分。

最後即將過完這一年，對於現在的人資組可以說是相輔相成，大家都願意互相幫忙，有人忙到不可開交

時，有人就會跳出來幫忙，讓人資可以營運下去不停擺。

六、下屆展望(5 分)

請說明對下一屆組織發展方向的建議或安排

希望下一屆可以成為組織的後盾，期待他們：

1.可以達成共識

對於時間安排每個人可以找到一定的步調，思考一年後想要組織成為什麼樣子、對於個人方面希

望可以成長哪些，學習著照顧每個夥伴，了解他們的需求，並針對這些事來統整規劃接下來要做的事

項，領航可以帶著大家一起往目標邁進。



2.例行性事務簡單化、專案策略性規劃

對於招募、實習、教育訓練等一些專案的各事項，把繁瑣的流程事項縮減到最簡化，這樣可以有

更多時間來思考策略的部分，可以思考團隊狀況、需補強的事項，來做規劃。

3.樂在其中

把選才、育才、用才、留才的事，不要當作例行性公務，而是可以考慮到夥伴們的狀況，適時的

應變作法，讓大家不要因制度而被束縛。

※總頁數限制：20 頁以內

※若有相關專案結案以補述內容細節，請全部統合成一份 10 頁以內的附件檔

※請於 4/15(一)24：00 前上呈成果報告書及附件給娟如助教。

※檔案名稱為：地區+組織+組別-成果報告書。逾時則扣 10 分或喪失入圍資格！



台中 E.M.C.第 20 屆人力資源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