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 EMC會長執秘組 

成果報告書 
 

 



壹、 組織概況說明 【執行專案】 

2018年5月交接以後，著重現場專業服務與人力招募，並與各組織長期合作，

僅目的為達到本團隊核心價值與團隊目標。 

 

 服務管理組：穩定人力服務，建立正確的服務心態與價值傳承，讓每一

個職位的價值真實地傳遞到志工夥伴心底，培育出能夠獨當一面的優秀

服務員，提升舊學員的上課比例。 

 人力資源組：人力大量招募，心態建立、育才、留才與永續傳承。 

 會長執秘組：團隊文化融合與傳承，資源利用承上啟下開辦領導培訓營，

培養新竹EMC領航群領導能力與心態養成。 

 

✓ 心態建立 

✓ 志工招募 

✓ 志工活動日 

✓ 教育訓練 

✓ 聯合送舊 

✓ 實習志工考核 

✓ 提案比賽 

✓ 企劃營 

✓ ATC揪團一起來 FB社團 

✓ 創意服務 

✓ 北區大型運動會 

✓ 服務位置 

✓ 會議桌不是唯一的地方 

 

新竹 EMC團隊價值理念 

 核心價值：最歡樂、要相信、懂應變、付出愛 

 最歡樂：用最歡喜的心學習，與團隊在一起 

 要相信：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相信夥伴、相信團隊，團結一心。 

 懂應變：時時專注應變、而不是只看見自己而沒有看見夥伴及團隊。 

 付出愛：用誠心築新竹，散播新竹 EMC的愛與能量。 

 目標：每一位夥伴都可以獨當一面，並且能在團隊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成就自己即是團隊。 

獨當一面，可以擔任專案執行長，有基本的領導管理能力。在團隊中可以自我超越並卓越團隊。自己

即是團隊，在決定自己的事物前都會考慮到團隊，跟團隊真正的在一起，無私、成就團隊。 

願景：成為推動大專生涯發展協會成長的力量。 



一、 專案:心態建立 

專案時間：長期、有新志工夥伴加入時 

【目標】 

在新志工一加入組織時清楚的知道新竹 EMC的理

念，增加團隊共識。 

【執行重點】 

重要的事要一直說。 

【執行策略】 

在新志工一加入組織時清楚的知道新竹 EMC 的理

念，增加團隊共識。 

【計劃】 

在每一次的分享中，加強團隊文化、理念。重要的事

要一直說。 

【執行成果】 

在新志工一加入組織時清楚的知道新竹EMC的理念，增加團隊共識。 

繪本-點的分享、一首詩的期待、一句話的祝福。 

   

   

   



 

【效益】 

志工對於團文化認同提高。 

志工留任於團隊度為 100% 

二、 志工招募 

專案時間：2018/10月~2019/05月 

【目標】 

團隊提升至 8人(會執組 2人、服管組 6人)目標。 

【執行重點】 

一年開辦三次招募活動，以不同招募主題招募人才。 

【執行策略】 

對於選才、留才，我們的方向如下：  

選才：以人格特質，熱心積極願意學習新事物為基本。 

留才：以能自我規劃目標，並願意奉獻之精神為主要

留才特質，並且願意成為自己即是團隊之榮耀。 

通過實習十項任務，才取得二次面試資格。 

[附件一] 

【計劃】 

2018/06月進行志工招募 

2018/09月進行志工招募 

2019/03月進行志工招募 

【執行成果】 

志工招募 DM 

【效益】 

目前新竹 EMC總人數為 3人，持續保持熱情，招攬人才。 



 

三、 服務位置 

專案時間:長期 

【目標】 

讓夥伴一步一步挑戰自己，有階段性的成長進步 

【執行重點】 

夥伴的接下來的位置是教負與服務組長，目的在於

讓夥伴知道領導的重要，讓自己可以有更好的領導

經驗。並往更專業深入的服務位置前進。 

【執行策略】 

每次的服務讓夥伴看見自我成長，也精進自己的服務

態度、品質 

【計劃】 

在安排服務位置時，都會根據前幾次服務位置的夥

伴表現來做規劃，並與會長以及領航討論，職位的

更換也讓夥伴了解每一職位的重要 

【執行成果】 

成功培育出優秀專業的服務員：服務組長：劉宇晨、諮詢：陳奕揚、教室負責人：劉宇晨、筆電手：彭智

冠 

【效益】 

1.減少教育訓練的場地、人力、時間成本 

2.讓夥伴知道各服務崗位的意義 

 

四、 教育訓練-一對一職位考核 

專案時間:長期 

【目標】 

1. 不是數字的考核更深植人心 

2. 促使假日講座服務品質更好 

【執行重點】 

資深服務組長教育訓練及測驗、一對一面談、個別

了解問題，處理更有效[附件二] 



【執行策略】 

1. 情境模擬，讓夥伴遇到問題可以冷靜處理，從容解

決 

2. 一對一面談制 

【計劃】 

每次服務時間約一至兩位夥伴 

希望藉由此考核，讓夥伴呈現專業並不失溫度。 

若學員遲到，為學員倒上一杯熱茶，請他稍坐等待

進場。 

【執行成果】 

夥伴問題更精確得知，因沒有分數但在深談過程中卻更能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而不是只是一個冰冷數字

的考核成績去做回應。 

【效益】 

1. 夥伴在各個職位皆可獨當一面 

2. 呈現感動服務及志工專業的一面 

3. 透過話術的演練，讓學員感受到志工專業但不失溫度的一面 

4. 夥伴問題更能被有效解決相較於去年相比 100%提升 

5. 夥伴針對這樣的考核制度更能有效提升能力 100% 



 

五、 桃竹提案比賽 

【目標】 

為下一年度的專案，提前準備，並讓資深夥伴學習如

何輔佐新夥伴，順利進行年度專案企劃撰寫 

【執行重點】 

在良好友善的競爭中，進行比賽，並且增進自己的

企劃、口語表達能力，下年度專案打下基礎。 

【執行策略】 

1.小組競賽提高夥伴參與興趣，增進夥伴關係 

2.比賽制度提升專案品質 

【計劃】 

提案比賽，在良好友善的競爭中，習得專業有效的

能力。 

【執行成果】 

 

2018/12/15 桃竹提案比賽 

 

提案比賽 (第一名)：我要吃水果隊-新屋聯合出遊活動 



【效益】 

1. 新進夥伴透過此次專案，確實得到了基本企劃撰寫能力，資深夥伴則透過此專案，對於企劃的撰寫更

有創新的想法。 

2. 透過評審專業的講評，讓夥伴得以當下了解，自己寫的專案有哪些不足，並有效提升企劃撰寫能力。 

六、 桃竹聯合企劃營企劃營 

專案時間:2018/11/17 

【目標】 

建立夥伴基本企劃能力與認識，透過此初階企劃教育

訓練，讓夥伴了解基本企劃書撰寫 

 

【執行重點】 

有一定的企劃撰寫能力，並透過快樂分享餐考核方

式完成一頁企劃書。 

【執行策略】 

透過上課學習企劃，辦理活動，接觸企劃書撰寫 

【計劃】 

企劃營接觸基本企劃，為下年度活動做準備 

【執行成果】 

   

小組討論分享自己想法，促進團隊融合與意識 

   



【效益】 

1. 學習到基本企劃能力 

2. 使桃竹團隊看見彼此，專案活動共同執行。 

七、 桃，竹共好 

專案時間:長期 

【目標】 

維持兩地區服務人力與夥伴一同學習，精進服務品質 

【執行重點】 

此專案進行中，確實檢討兩地區服務品質，維持

兩地區人力分配 

【執行策略】 

參與每次桃園服務，與夥伴共同歡樂學習專業服務，維持

上課氣氛 

【計劃】 

每月與桃園會執組討論人力分配，並協助桃園地

區服務 

【執行成果】 

 

2018/08/19 在新竹地區與桃園夥伴一同服務 



 

2018/07/29 在桃園地區與桃園夥伴一同服務 

【效益】 

1. 兩地區現況人力不足，藉由共同服務來解決人力不足問題 

2. 當團隊遇到狀況時，也可向友團隊伸出援手，以此來增進團隊互動，減少摩擦 

八、 ATC揪團一起來 FB社團-課程分享 

專案時間：2018/08開始 

【目標】 

透過照片文章的交流，與學員增加課後互動，並達到課後

討論加深印象的效果 

【執行重點】 

學員課後回饋與討論，增加上課的動機與學習效

益。 

【執行策略】 

1. 將相片及圖文影片分享發布在 ATC 社團 

2. 課前預告吸引學員當日前來學習 

【計劃】 

上課過後，將相片整理、美編，分別在三天內放

到 ATC 的社團 



 

【執行成果】 

   

     



 

【效益】 

1. 照片增加學員討論，並引起學員想去尋找自己的身影動機。 

2. 圖文影片分享引發討論 

九、 北區大型運動會 

專案時間:2019/03/16 

【目標】 

參與對象：ATC學員、EMC志工 

參與人數：80人 

【執行重點】 

參與人數：73人 

拓展人脈，分享彼此，更對活動有所認同，與助

教有所互動，瞭解到協會的價值觀與理念。 

【執行成果】 

   

 

   



 

十、 會議桌不是唯一的地方 

專案時間：2018.7.22、2019.3.31 

【目標】 

在會議桌以外的地方解決在會議桌上無法解決的事情 

【執行重點】 

志工餐會中討論會務 

【執行策略】 

楊老師曾經說過很多的事情沒有辦法在會議桌上解決就

要換地方解決，因此在餐會中也是我們討論事情的時間。 

【計劃】 

一到兩個月舉辦一次志工餐會 

【執行成果】 

 

【效益】 

完成度 100% 

在一次次的餐會中，降低了距離感，拉近夥伴親近度、關懷度還有溫度，大家互相關心，主動承載夥伴，

展現出團隊的高度團結向心。 

貳、 創新突破 

一、 創意值班服務 

專案時間:2018/09/16、2018/11/18 

【目標】 

讓服務更專業，塑造志工形象 

【執行重點】 

夥伴發想創意，由當天服務共同完成 



 

【執行策略】 

1. 志工形象專業化，使學員想來當志工進而招攬人才 

2. 利用節慶的專屬特色,與ATC融合,讓學員和志工一起

沉浸在節日的氣氛當中,溫馨既有意義。 

【計劃】 

兩個月一次創意值班。 

【執行成果】 

   

2018/09/16創意服務 

   

2018/11/18課後創意服務 



   

學員與志工專心創作，共同學習 

【效益】 

1. 完成度100% 

2. 拉近學員與志工的距離。 

3. 創造學員與志工共同的專屬回憶。 

4. 學員之後會更期待上課還有什麼驚喜發生。 

參、 內部成果績效 

一、 PPT教學與實際演練 

專案時間:2018/12月起 

【目標】 

1. 讓夥伴有發揮舞台，相信自己做的到 

2. 利用空閒時間教導夥伴，與夥伴更距離更縮短 

【執行重點】 

每位夥伴都可發告課前預告於FB社團，測試自己簡報

能力。 

【執行策略】 

細心教導夥伴與傾聽夥伴想法 

【計劃】 

每個月新竹EMC的課前預告協助夥伴完成，並用心教

導夥伴 



 

【執行成果】 

    

教導夥伴PPT簡報與實際應用，讓夥伴快速上手 

【效益】 

完成專案100%   

肆、 外部成果績效 

一、 毅起飛揚  桃竹畢業感恩成長禮 

專案時間:2018/05/05 

【目標】 

1. 感謝以及看到彼此這一年中的努力，送上祝福表達最

真誠的感動 

2. 透過分享讓學長姐真正的放下並傳承堅定理念 

【執行重點】 

與其他組織共同舉辦，除了一同學習，更讓這份

感動在組織間流動，共同創造永恆回憶。 

【執行策略】 

1. 現任志工了解傳承，進而增加團隊意 

2. 了解團隊傳承與延續各組織文化 

【計劃】 

為接下來的跨組織活動有合作的機會 



 

【執行成果】 

   

工作人員合照與全體大合照 

   

活動學長姊交流照片 

【效益】 

1. 加深現任的志工與畢業的學長姐們有交流認識的機會 

2. 擁有共同回憶，增進各組織的交流以及感情 



 

伍、 本屆檢討與下屆展望 

這一屆當中，新竹 EMC的這一年，保有過往的傳統，貼心小卡、ATC卓越現場文化、北區運動會、大型團隊

營隊等，保有傳統之餘，也做了些許突破，多個活動皆與桃園 EMC及桃竹 BEST合作，不同文化的磨合，碰

撞出了屬於我們第十四屆的美麗火花。 

我們一直深信並秉持四大核心價值，最歡樂、要相信、懂應變、付出愛的核心價值努力著，雖然志工人數

尚未達到服務應該要有的範疇，但透過這一年大家的行動可以知道，就算人力不多我們依然可以保持良好

的服務，重「質」不重「量」也在此時展現出來，我們也應該如此，誠心做人與做事這也是楊老師說過的

話語，深深的影響著我們，讓我們用心的對待夥伴，也與學員成為朋友，而「新竹 EMC 團結一條心」早已

在夥伴心中深根，也謝謝協會、謝謝新竹 EMC 的每一位夥伴，讓我有機會在其中成長茁壯，讓我體會到圓

融、成熟的重要。 

而當然新竹 EMC 在有了用心的態度，也有可以做更好的地方，像是優化服務現場器材、籌備志工活動日、

辦理企業參訪與學員一起同樂，製作志工內部手冊也是我們下年度並已在規劃的目標與方向，讓新竹風能

在傳承下去，成就新竹 EMC為最佳團隊，真正的與團隊再一起，這也是我最愛的新竹 E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