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金典獎參賽資料表 

地區 台北 組織  EMC   □ BEST 

組別 數位專案組 組長 程文俐 

成果報告書 60% 

組織 

概況 

說明 

(10分) 

 

一、享學 大聲說 

專案名稱: 

享學 大聲說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延續上一屆的目標，發現新學員比例高於舊學員許多，且在

臉書社團，學員的互動率偏低，進而發現學員對於 ATC 無法

有長期的認同感;因此想藉由臉書社團來探詢學員上課的動

機，並將學員想聽的內容提供給講師做參考，讓上課的內容

能夠更符合學員的期待，以提高學員來 ATC 上課的到場率。 

預定完成時間: 

2017/5/28講座 

(當日講師：吳思慧老師) 

內容概述： 

藉由發放問卷(線上、現場)給學員，讓學員填寫對課堂有興趣之部分、層面，由數專

組彙整後，經由玉珠助教，再提供給講師，作為參考;凡事只要有填寫問卷的學員，

都有機會可以參加抽獎。 

 

二、形象影片 

專案名稱: 

形象影片 

 
(影片連結)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學員會願意參與 ATC 並不單單只是因為這裡的師資很棒、提

供的課程很多元豐富，更多是因為他們能預見，在參與這些

課程後他們的視野能更寬廣、未來更開闊，換言之他們看到

的是 ATC的價值「開拓視野，提升自信」。然而，「價值」很

難以言語或數據表達，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部形象影片，讓

抽象的價值形象化、視覺化，讓大家「看見」價值。 

預定完成時間: 

2017/10 

內容概述：劇本內容 

     影片最初，女主角對自己十分沒有自信，在面臨人生重大選擇時，對未來滿懷

徬徨，不知自己該如何前進。被父母強硬態度逼迫下，頓時陷入絕望，偶然看見一本

書，而踏上旅途；途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後，她找回信心，蛻變成為一個充滿熱情與

希望的青年，勇敢邁向未來。 

     這部影片向觀看者傳達「開拓視野，提升自信」的價值，讓尚未加入 ATC的人

對這個地方產生嚮往，和想加入的衝動；對於已加入的學員，希望能進行「再行銷」，

增強學員對 ATC的認同感，並提升其參與課程的意願和來上課的頻率。 

 

三、學長姐影片(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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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名稱: 

學長姐影片 

(一共執行 3次)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在先前的觀察中，發現學員對於影片型的發文較容易產生共

鳴，於是發想出這樣新型的發文型態，來吸引更多學員願意

觀看。(在後續之問卷調查中，也有驗證此觀察) 
預定完成時間: 

2017/07(彩紅) 

2017/08(筑萱) 

2017/10(琛右) 

內容概述： 

     以採訪當時的講培為主軸，針對每位個性不同的講培，去加以調整，會選擇講

培的原因除了講培同為志工的身份外，也因在台上主持，學員較為熟悉，才更願意觀

看。 

     而我們採訪的主軸以「講培經歷」為出發點，採訪發生過最映象深刻的事為何…

等，也有加入時事、生活等相關題目，會採訪大約 20~25道題目，最後再選 5題，作

為最終影片的樣子。 

     此專案一共執行了三次，受訪者分別為彩紅、筑萱、琛右，也因三位講培的個

性大不相同，所以採訪方向也不太一樣。 

 

四、2018年曆 

專案名稱: 

2018年曆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呼應數專組之年度目標「進行 ATC club 之品牌塑造」,

我們欲透過設計一份完整的年曆,來向學員傳達 ATC 

club 專業但不失親和的品牌形象,同時藉此培養數專組

夥伴平面設計之能力。其中,每月份更有 EMC相關的各項

介紹,讓學員能更認識志工,並及早得知各月份將舉辦之

活動, 提升志工招募及活動參與人數  

預定完成時間: 

2017/12 

內容概述： 

製作 2018年的桌曆，正面為 2018年之日期…等等，背面則為數專組自行設計，設計

內容如下，主要分成三種類型(括號中數字為設計月份)： 

A. EMC相關介紹：EMC整體介紹(1)、EMC各組介紹—數專&公企(3)、EMC各組介

紹—服管&人資(8) 

B. 節日介紹：春節(2)、萬聖節(10)、聖誕節(12) 

C. 題外話篇：懶人食譜—夏天篇(5)、懶人食譜—冬天篇(11)、楊老師介紹(6)、

幼苗實習計畫介紹(7)、知識專欄(9)、ATC club介紹(4) 

製作完成後會印出來，總共印製 100份，其中，一部分在 ATC現場進行販售，另一部

分配合當時其他組別的活動，來作為贈品，販售預計 70份，贈品預計 30份 

 

➢ 販售價錢如下 

內銷價 早鳥價 原價 
合購價 

(與講師有約) 

100 100 120 300 



 3 

說明：與公企專案「與講師有約」合作，此專案價錢原價為 250，但如果在報

名同時，一同購買「2018 年曆」的話，可以享有 300 元的合購價，與利潤分

配上，以公企組 220，與數專組 80元，作為平分。 

 

➢ 宣傳概況 

宣傳方式 日期 備註 

ATC club網宣 10/21、10/28 製作宣傳圖文 PO文 

服務 PPT/ 10/15~12/3  每次講座服務皆投放 

講培台宣 11/5、11/19 請講培口頭宣傳 
 

 

五、ATC宣導影片 

專案名稱: 

ATC宣導影片 

 

(影片連結)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在 ATC 講座現場中，有些許的規範是要大家一起維護的，然

而有時學員會忽略，於是助教建議我們，使用較為輕鬆的方

式，向學員表達我們講座現場的規範，一方面避免條列式的

規範過度無聊，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更有親和力。 

預定完成時間: 

2017/01 

內容概述： 

利用影片的形式，將以下四點傳達給學員 

A. 教室內禁止飲食 

B. 上課時不滑手機 

C. 聽演講不穿拖鞋 

D. 上課中不拍照錄影 

 

六、問卷調查 

專案名稱: 

問卷調查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想了解學員對社群媒體的使用狀況，以及對 ATC club的滿意

度調查，藉由了解學員的習慣，來調整我們 ATC club的發文

方向，同時也為金典獎所需的數據做準備。 
預定完成時間: 

2017/03 

內容概述： 

這次與服管組一起合作，將兩組的問卷合併，與以往不同的是，我們不採取紙本問卷，

全部皆以電子的方式做問卷，問卷發放期間一共四週，發放人員分成兩類，一是在服

務班表中，由服管組安排，二是交由當日機動，一般來說，機動在場佈完後，都有一

段的空閒時間，我們以不影響當日講座服務為前提，去做問卷的發放，發放形式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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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平板，再將平板提供給學員，請他們做問卷的填寫，同時也有提供 QRcode 條碼，

讓學員自行掃描，為了提高學員的填寫動機，只要有填寫問卷，我們即會附贈一張明

信片，作為填寫動力。 

 

➢ 發放日期：2/25、3/4、3/11、3/18 

 

七、ATC club改版 

專案名稱: 

ATC club改版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發現一般大學生使用社群媒體的習慣與先前有些改變，以下

統整三點 

A. 喜好圖片大於文字 

B. 不習慣在貼文底下留言 

C. 不希望他人發現自己在網路上的行蹤 

同時，我們也有發現大學生使用臉書的比例，並沒有以往的

高，因此我們藉由更換平台，以大學生使用率相對較高的軟

體 Instagram 作為主要經營方向 

預定完成時間: 

2017/04開始經營 

內容概述： 

將臉書社團台北 ATC club 移至 Instagram 中，依照大學生社群媒體使用習慣，來去

做調整 

 

八、志招影片(未完成) 

專案名稱: 

形象影片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為因應人資組所籌備的 182 志工招募專案，讓學員透過影片

了解加入志工後的成長，與在志工中所做的專案、服務等等，

而製作一部志招影片。 
預定完成時間: 

2018/07 

內容概述： 

以服管組夥伴憶如，在授服典禮時所分享的志工心得為主軸，透過演講與回憶片段的

方式呈現，使觀賞影片的學員感受到憶如加入志工前後的成長、努力過程與感動 

 

九、ATC club經營狀況 

專案名稱: 

台北 ATC CLUB 

籌辦原因目的(動機): 

大多數的學員都很投入在講座當下，但在其中獲得的感動與

知識卻很容易在下課後、通車時、一夜間就又消失，因此我

們希望能透過這個平台的存在，增加課後的學習與和學員間

的連結，讓收穫產生延續效果，同時也能佈達有關志工的活

動給學員知道。 

預定完成時間: 

 

內容概述：延續上一屆的經營 

透過下列幾類發文的項目： 

A. 上課照片 

B. 課前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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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後筆記 

D. 好句分享 

使平台成為學員茶餘飯後或是複習課程、問題討論的空間。 

 

 

成果 

績效 

(30分) 

 

一、 享學 大聲說 

預定目標 

1. 網路+現場的調查單:達 20 張  

2. 網路滿意度:達 85%  

3. 線上討論回覆數:5 則  

執行成果 

➢ 執行狀況: 

 現場調查單共發放 40 張調查單,實際回收 24 張,1 張無效。 

 線上調查單開設 1 周,填單人數 2 人。  

 線上討論版開版 3 日,討論人數 6 人,共 26 則留言。 

1. 現場調查單配合發放人員的詳細說明及宣傳,回收率 6 成,為此次宣

傳實際效益最高的一個管道。  

 
2. 由於工作人員的疏失,沒有發放回饋單給學員做填寫,因此並無數據

能分析此次活動的滿意度。 

問題檢討 

1. 只要有關於線上的圖文都需夠吸引人,使讚率能提高,貼文可以浮上

讓更多 ATC 的學員們能被觸及到,進而讓參與度也可以大幅提升 

2. 此次活動因為時間的關係，來不及申請到台宣，有些可惜，若能申請

成功必能增加學員們的參與數 

3. 和之前活動相比,此次發放調查單的工作人員有事前調查講師的相關

簡歷, 在發放的同時為學員們做介紹,並提供可提問的相關方向,使

學員參與度提高,建議之後活動皆可採取此次方式。  

4. 此次活動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有神秘大禮──贈書並擁有講師簽名，助

教們當時很支持此作法，而在講座現場學員反應也不錯 

5. 回饋單需於活動結束後立即在網路上提供表單連結,讓活動能完整告

一段落。 

 

二、 形象影片 

預定目標 

質化：讓更多人加入 ATC 

量化：本篇貼文留言數超過 30則 

數專組內影片實力傳承 

執行成果 ➢ 以下為在 ATC club播放之數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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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統計 

讚數 留言數 影片 

學員 志工 學員 志工 

 

45 90 6 33 

135 39 

 

➢ 這次我們除了在影片中嘗試新風格外，同時也藉此進行傳承訓

練，因此剛開始時面臨了許多困境，如如何讓抽象文字轉換成有

形的畫面、新人的劇本、拍攝能力培養…等等，雖然製作過程有

需多坡折，但也因為與以往迥異風格的影片，從學員中得到不少

的反饋，藉此也完成傳承的任務。 

問題檢討 

➢ 對內層面：這次專案除了專案本身外同時肩負傳承任務，也因此

在執行時有些困難，專案進度規劃不時延後，導致原先預計下一

個專案-志招影片最終無法執行，因此在時間規畫和傳承培訓間需

要考慮的更周全。 

➢ 對外層面：另外這次專案有一點十分可惜的地方是，在規劃時期， 

，因為缺乏與助教們頻繁地溝通，導致影片結果與兩方預期間有

些許落差，而影片能播放的場合也相對變得狹隘，令人十分惋惜，

下次若有專案涉及整體 ATC 品牌形象，則會與助教們積極溝通，

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 

 

三、 學長姐影片 

預定目標 
1. 質化：提升學員互動 

2. 量化：每篇貼文達到讚數 100 

執行成果 

一、 彩紅版本 

➢ 這是我們在此專案中所做的第一支影片，在許多方面還沒有達到

足夠成熟，像是畫面的呈現、鏡頭拍攝角度…等等，但也因為這

是我們第一次嘗試這類型的影片，讓學員們感到很新鮮，同時彩

紅是當時人氣很旺的講培，不少學員都認識她，因此也更加願意

觀看，所獲得的互動還不錯，讚數也有達到 117 個，其中也有不

少學員是先前互動率較低的族群，結果確實有達到我們的預期 

數據

統計 

讚數 留言數 影片 

學員 志工 學員 志工 

 

33 84 0 59 

117 59 

 

二、 筑萱版本 

➢ 由於有過之前的經驗，這次執行也較為上手，筑萱的個性外向開

朗，因此我們有更多機會，可以讓影片的更加有趣;在數專組方

面，我們也嘗試模仿網紅的影片模式，例如：字體、轉場、剪輯，

也因呈現方式跟以往大不相同，所以這次也有不少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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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統計 

讚數 留言數 影片 

學員 志工 學員 志工 

 

33 81 6 32 

114 38 

➢ 這次專案的亮點是，我們為了提升讚數及互動，特別設計了一個

任務解鎖包，只要讚數達到 50 讚，即再發布一支筑萱的個人影

片，而這次的讚數累積速度極快，在隔天中午即發佈解鎖包了，

整體效果相當不錯。 

數據

統計 

(任

務) 

讚數 留言數 影片 

學員 志工 學員 志工 

 

34 47 5 21 

81 26 

 

三、 琛右版本 

➢ 琛右版本的影片較為可惜，由於琛右本人的個性較為嚴肅，因此

本次影片較無太多變化空間;而在數專組方面，也正面臨傳承問

題，所以將這部影片全權交由新夥伴負責剪輯及後製，因此影片

呈現結果相對較為平淡，而與學員的互動也稍微少些。 

數據

統計 

讚數 留言數 影片 

學員 志工 學員 志工 

 

23 35 2 9 

58 11 
 

問題檢討 

➢ 其實這次的三次專案的結果還算不錯，只要我們有增添新元素在

內，都會吸引到學員的注意，之所以沒有繼續執行的原因，是因

為選擇受訪者不易，我們要選擇的受訪者是要學員所熟悉的，產

生共鳴的機會才足夠，當時面臨講培交接，學員多半不熟悉新的

講培，於是就沒有找到適合的人選，但如果之後有找到話，加上

數專組內狀況穩定，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 而在後來的問卷調查中也證明，有 43.7% 的學員喜歡觀看影片類

型的文章，進而支持我們這類型的專案可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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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8年曆計劃 

預定目標 
量化：生產 100份，並販售出 70份，增加組上基金 

質化：提升 ATC club品牌形象 

執行成果 

➢ 印製成本 

項目 數量 單價 稅金(0.5%) 總價 

桌曆印製費用 100 29 145 3045 

 

➢ 販售狀況 

販售時間自十月底開始，至十二月中，而在講座現場，則在 11/5、

11/19、11/26、12/3，總共四週販售，以下為最終銷售數量 

講座日販售 

日期 對象 數量 
當日 

販售數量 

金額 

(每本) 

當日 

收入金額 

11/5 

學員 9 

20 

100 

2000 志工 8 

講師 3 

11/19 
學員 8 

14 1400 
志工 6 

11/26 
學員 0 

6 600 
志工 6 

12/3 
學員 1 

4 400 
志工 3 

總計   44  4400 

其他時段販售(非講座) 

對象 數量 總計 金額(每本) 收入 

助教 5 

16 

100 

1390 

志工 2 

學員 2 

公企活動 

(與學員有約) 
7 70 

贈品數量 

對象 數量 總計 

數專夥伴自取 10 

17 服管活動贈品 3 

公企活動贈品 4 

總結 

 項目 數量 總額 

支出 桌曆印製 100 3045 

收入 桌曆販售 60 5790 

5790(支出)-3045(收入)＝2745(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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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檢討 

1. 經驗缺乏：許多該注意的細節都不清楚 

在執行此專案之前，數專組並沒有太多印製產品的相關經驗，包括

送印流程、校稿方面...等等，導致許多小細節，都沒有達到應該

達到的標準;在人力安排方面，也是因為不熟悉，所以並沒有讓夥

伴充分發揮到，甚至很多問題都是發生了才發現，要解決時也為時

已晚。 

2. 夥伴狀況不如預期：嚴重影響專案進度 

以當時數專組的人力狀況，做起專案來，確實是有些吃緊，但還算

做得來，只不過由於此專案有時效性，進度沒辦法拖延太多，導致

當夥伴狀況不如預期時，進度就會變得相當吃緊，變成需要由其他

夥伴，來完成原先夥伴延遲的部分，造成其他夥伴也有不小的壓力。 

3. 製作期偏短：校稿不夠仔細 

由於之前完全沒有相關的經驗，導致實際製作的時間，有些超出預

期，也因為此專案有時效性，為了讓專案趕緊完成，於是疏忽了不

少小細節，最為嚴重的是校稿方面，因為過度倉促，讓許多錯誤還

來不及抓出，就急忙送印了，想當然，成果就並沒有想像中好。 

4. 領航自我檢討 

會發生如上的問題：主要問題還是歸因於事前準備不足，許多事前

應該要設想到及準備的事情，都沒有達到應有的標準，再加上經驗

的缺乏，就讓問題出錯的可能性更高，下次在執行如此大型的專案

之前，應該要更謹慎評估及規劃，才不會再次造成如此大的遺憾。 

 

五、 ATC宣導影片 

預定目標 提升講座現場的品質與氣氛 

執行成果 

➢ 原定於每次上課講培開始主持前播放一次，至今十二堂課共播放

三次 

 2/25 3/4 3/11 3/18 3/25 4/1 

上

午 
 V     

下

午 
V V     

➢ 播放時，台下學員反應不大，投入情況低，大多還是選擇滑手機

或是闔眼休息 

➢ 此為影片截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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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檢討 

一、 學員關注度低： 

1. 並沒有與講培及服務組長協調好播放影片的時間，造成學員無法

專注或是根本沒有注意到有影片在播放。 

2. 現場環境有些學員尚未定位且氣氛上屬於輕鬆閒聊，沒有刻意讓

學員們停下手邊事情一起觀看的指令，所以導致大多數學員還是

做自己的事情。 

解決方法：在這三次的執行中，我們發現可以於課前五分鐘，由主持

人給予學員們一同觀看影片的指令，在影片播放完畢後，再進行開場，

才會比較有連貫性。 

 

二、 無法播放影片(設備、課堂問題)： 

➢ 有時候講師如果自備筆電且外接音源線的話，可能線材上接觸不

良，就會導致當拔除線材，先使用Ｅ化桌的音源再切回講師筆電

時，造成爆音或是收音不良的情況發生，因此遇上大多數自備筆

電的講師就會選擇不播放宣導影片。 

➢ 有時候在課前準備時，因為講師也需要測試簡報及影片可否播

放，會使用Ｅ化講桌，所以可能已經到了主持人開場的時間，但

是簡報還沒測試完，就沒有播放到宣導影片。 

解決方法：除了追求線材的穩定，我們還是期望一切測試能在上課前

十分鐘就準備完畢，等待正式上課。 

 

六、 問卷調查 

預定目標 蒐集到 200份問卷 

執行成果 

➢ 達成數量 

 2/25 3/4 3/11 3/18 

當日蒐集 28 140 29 23 

累計蒐集 28 168 197 220 

 

➢ 對學員的社群媒體使用習慣做調查，並將其數據用於參考後續專

案之執行，及作為金典獎之數據支持 

問題檢討 此專案並沒有遇到太嚴重的問題 

 

七、 ATC club 改版 

預定目標 

1. 質化：使貼文觸及率提高 

2. 量化：首次發文至半年內追蹤數達 300人 

首次發文至一年內追蹤數達 500人 

一年後追蹤人數以每年 100人成長 

執行成果 

➢ 數據支持 

1. 喜歡圖片大於文字： 

從數據中看來，喜歡圖文並茂及懶人包型文章的學員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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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喜歡純文字的比例最低，意味著，若在發文時能搭配

圖片，較能吸引學員的注意。 

 
2. 不習慣在貼文底下留言： 

在過去，我們的目標一直都是追求與學員的互動，但是從此

份調查中發現，有高達 60%的學員，表示自己在使用社群媒體

時，是幾乎都不留言的，相當高的比例，算是讓我們想轉換

經營目標的關鍵 

 

 

➢ 經營方針 

經營方針 

1. 經營方向 

有別於臉書版，這次更著重於使更多人看到我們的貼文(增加觸

及率)，並非要求留言或按讚等互動。 

2. 發文內容 

A. 志工活動：分享志工在講座現場服務、或是重大活動，使學

員了解志工日常 

B. 課程好句：如同臉書版 

C. 講座心得：於每週日分享當天講座的照片並寫下心得，除了

能與 ATC學員交流，也能讓非學員有對 ATC的了解 

3. 使用具有標誌性的 logo，提高鑑別度 

4. 限時動態的使用較生活化，分享立即性的資訊可更貼近學員 

5. 發文模式盡量以輕鬆、容易接收資訊為主，較不會有過多的文

字 

 

➢ 目前數據統計(截至 4/14止)： 

追蹤數 貼文數 總讚數 

62 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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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從四月初開始經營的，所以經營時間並沒有很長，目前 

追蹤者主要以志工，及跟我們較熟的學員為主，文章也有持續

穩定發文，只是因為還沒正式宣傳，所以學員並沒有太多。 

問題檢討 

➢ 事務層面： 

1. 由於我們是從臉書版本轉移至 IG，造成必須考慮是否繼續經

營臉書平台，而我們最後的結果是會繼續經營臉書，因為兩

者間的性質還是有不小的差異，只是在兩個平台上經營的比

例，就有待我們去好好拿捏。 

2. 我們有發現到，大學生的喜好變化很快速，易受現正所流行

的事物影響，以往我們還在追求在臉書社團中的高度互動，

但其實大學生使用臉書的比例有逐漸下降中，習慣也跟以往

大不相同，若能夠提高對這些的敏感度，相信我們在經營上

會更有效率及收穫。 

 

➢ 夥伴層面： 

在長期經營臉書版 ATC club下來，當我們一直持續做重複的事，

且投入高度心力在一篇 po 文上的話，夥伴們難免會感到疲累，

開始降低對發文品質上的要求，也因此身為領導者的我，在經營

社群媒體時，除了顧好發出去的內容，也要顧好夥伴們的狀態，

必須確保大家的熱情來源持續不斷。 

➢ 以下為發文內容細節 

 發文內容 發文時間 發文者 備註及樣式 

課程筆記 

一張今日講座照片

+今日講座新的分

享 

每週日講座

後至星期一 

講座當日值

機動的夥伴 

 

課程好句 

將好句打在模板

中，欲加以闡述的

內容輸入在文字說

明中 

每週二～四 班表排定 

 

志工活動/小

知識 

1. 志工活動照片 

2. 分享課堂學習

知識 

3. 與節慶相關主

題 

每週五～六 班表排定 

統一濾鏡：Ludwig 

 

 

八、 志招影片(未完成，還在進行中) 

預定目標 
量化：學員報名人數比上次志招增加 20% 

質化：使學員更加熟悉志工活動 



 13 

執行成果 
此專案於二月底開始執行，目前大綱構想已完成，劇本已完成撰寫達 90% 

 

問題檢討 

➢ 構想層面：此專案雖然於二月底就開始執行，但因執行上遇到了些問

題，原本設想好的劇本，發現衝擊力不夠，並無法使學員感動，於是

花了一些時間在突破瓶頸上。 

解決方法：重新構思劇本， 

➢ 設備層面：台北器材 DV，近日因損壞而拿去維修，近期無法拍攝影

片 

解決方法：請凱寧助教向外面借 DV，或是與其他夥伴借 

 

九、 ATC club 成效 

預 定 目

標 

1. 質化：維持與學員互動 

2. 量化：每篇貼文平均留言數達到 5則 

   平均讚數達到 40 

執 行 成

果 

壹、數據分析 層面(自我分析) 

一、 第一階段 2017/05-08 

➢ 此一階段活動眾多，因應暑假旺季，不只志工組織，助教也有籌辦不少

活動，而各個專案成果、宣傳皆有陸續發文，例如：志工大會活動宣傳、

影片投稿贏 iPhone8 活動宣傳、C.U.P.大蒐集計劃、美食地圖宣傳影

片、學長姊影片-彩紅、企參調查局活動宣傳、學長姊影片-筑萱…等，

因此讚數、留言數皆明顯突出，雖然讚數及留言都還是以志工自己按

讚為多數，但也因志工的帶動，仍然有提升到學員的按讚數 

 
總發文數：100 

 
平均留言數：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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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讚數：41.43 

 

二、 第二階段 2017/09-12 

➢ 此階段的活動數量較前一階段少很多，發文數相對減少，但例行發文的

平均讚數卻提升，我們推斷為以下兩部分： 

1. 圖文品質的提升影響學員願意多停留幾秒在貼文上，促而引發按讚

或是留言 

2. 其二為 ATC CLUB社團一直持續有新學員加入，造成母數上升，按讚

數也提高了 

再者，此階段的突破是學員願意主動發文，總計 2 則。 

 
總發文數：69 

 
平均留言數：6.31 

 
平均讚數：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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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階段 2018/01-03 

➢ 新一年開始至三月底活動少、分享少，因此發文數不高，三月僅憑

《太空人》志工招募一活動維持運營，所以整體績效都有明顯掉

落，同時也因我們將重心逐漸移往 IG版本，因此在臉書的經營則

相對減少。 

 
總發文數：32 

 
平均留言數：0.875 

 
平均讚數：32.72 

➢ 以下為三個階段的數據比較 

 總發文數 平均留言數 平均讚數 

第一階段 100 5.68 41.43 

第二階段 69 6.31 42.09 

第三階段 32 0.875 32.72 

 

貳、學員滿意度調查 層面(學員意見) 

➢ 以下為 2018/03專案：問卷調查之結果 

 課程預告 課程筆記 課程好句 上課照片 整體滿意度 

2018/03 

問卷調查 
4.162 3.965 4.068 3.79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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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檢

討 

➢ 從讚數的起伏來看，我們還是可以得知每一次發文都還是有關注度，尤

其是學員有參與到的活動，比如：企業參訪、創意服務、上課照片……

等還是高讚數的主力。再者就是影片產出，臉書的設定為一瀏覽就會自

動播放，瀏覽數及觸發按讚的機會相對平面產出更高。 

➢ 但最主要檢討的部分還是一至三月的發文率太低，探究原因為當時面臨

春假，活動相對也沒有籌辦那麼多，加上夥伴都有各自的事務及專案

在進行中，因此許多發文沒有如期發放，導致發文率低迷。 

➢ 而在組會進行討論時，我們也得出一個結論：盡可能提高發文量。臉書

社團為交流及學習的平台，必須仰賴發文與學員產生互動及連結，才不

會淪至冷清的社團。 

 

 

創新 

突破 

(5分) 

➢ 創新專案：主要原因為以下專案皆之前組內不曾嘗試過的型態 

創新專案 創新點或突破原因 

2018年曆計畫 利用產品製作來推廣 ATC club之形象 

學長姐影片 新型的發文型態，來吸引學員的注意 

ATC宣導影片 利用較為輕鬆的影片形式，來宣導講座現場之規範 

ATC club改版 打破以往既定的目標，轉至其他平台經營，作為新嘗試 
 

訓練與 

傳承 

制度 

(5分) 

➢ 訓練制度 

1. 每期新夥伴加入後，即開設 Adobe教育訓練，目前以 Illustrator 及 Premiere 為主，

Photoshop為不定時 

項目 時間 講師 執行狀況 

AI教育訓練 
6/15 

11/30 
程文俐 

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以資深夥伴及新夥伴

作為區分，資深夥伴由於之前已經學習過

基本技巧，所以講師有準備較為進階的內

容，請夥伴先獨自完成，告一段落後再進

行交流;新夥伴以學習基本技巧為主，例

如：簡單認識操作介面、練習常用工具…

等，而資深夥伴也可以在旁協助，指導夥

伴不懂的地方。 

PR教育訓練 12/18 梁家興 

不採取傳統的授課方式，這次在上課前先

提供自學影片，請夥伴觀看學習，先稍微

有些認知，而在上課時間則進行交流，若

有問題則可提出，以提升上課的效益 

 

2. 依照夥伴及組織狀況進行調整，開設其所需的教育訓練 

➢ 文案教育訓練(全 EMC) 

緣

起 

近年來,因為網路的普及,各組在舉辦專案時,都需要在 ATC Club 上

進行宣傳,而我們也發現有許多夥伴不太清楚該如何寫出一篇吸引學

員參加活動的文案,除了一次一次從經驗修正學習之外,若是有擅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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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講師講解與實際帶領的話,會更加有效率。  

目

的 

提升夥伴們撰寫文案的技巧與能力,了解文案對於活動推廣的重要

性，並透過這次的教育訓練,將所學運用在未來的專案活動中,進而利

用文案撰寫技巧,提高學員對活動的參與度 

執

行

狀

況 

1. 活動時間:2017/12/20(三) 19:00-21:00  

2. 活動地點:一辦大教室  

3. 講師：陳冠蓉 學姊 

4. 報名人數:18 人  

5. 參與人數:14 人  

6. 參與率:78%  

7. 整體滿意度：4.7分(滿分 5分) 

 

➢ 夥伴回饋 

 

➢ 文案能力自我檢測狀況： 

由此可發現，夥伴在教育訓練結束後，都對自我的文案實力，感

到自信許多。 

 

效

益

追

蹤 

➢ 追蹤： 

原本不太擅長撰寫文案的夥伴，也有獨自撰寫文案的能力。 

 

 

3. 不定時舉辦讀書會，主要以知識交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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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檢

討與下

屆展望 

(10分) 

➢ 專案執行層面 

在專案的執行上，的確跟當初一開始的年度規劃相差了許多，一來因應組織的情況調

整，二來也跟夥伴有關，其中，在專案上，我們今年做了不少的創新與突破，嘗試了

許多以前未曾嘗試過的，如：出產印刷品，還有我們最熟悉的影片，也在拍攝上使用

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風格，甚至在大家最熟知的 ATC club，也更換了平台，會有如此

創新的原因不僅是為了不想與上屆做重複的事情，同時也希望可以發揮每位夥伴的長

才，不希望夥伴進來組織後而只是做例行公事，對下屆的期望是希望他們也可以找出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並且保有熱情，不要太害怕失敗。 

 

➢ 夥伴帶領層面 

     必須老實說，帶領夥伴才是整年下來挫折最多的時刻，比起實際帶領夥伴，更

多時候，其實我還在摸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專案執行上的人力分配，每個夥伴

的特質都很不一樣，一開始因為並非了解所有夥伴的特質，常常導致專案執行下來效

益不高，甚至影響到後面的專案，這樣其實不太妥當。 

     再來是團隊氛圍的塑造，夥伴的加入或是離退都會影響到團隊氛圍，在人員流

動如此高的組織中，要營造一個特定的氛圍其實不容易，許多夥伴又很容易受到團隊

的影響，因此要穩定夥伴的狀況就相對困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