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壹、 基本資料  

一、課程名稱：拾穗，然後呢？──人物專訪與刊物實作 

二、學生姓名、系級、學號（第一位為組長） 

姓名 系級別 學號 

郭晏瑜 清華學院學士班 106000144 

李孟一 清華學院學士班 106000247 

吳煥然 清華學院學士班 106000246 

楊馥寧 清華學院學士班 106000141 

周珏妤 清華學院學士班 106000236 

闕玉欣 清華學院學士班 106000143 

 

三、學習領域：教育創新 

四、學分數：2學分 

 

五、指導教師姓名、學經歷簡介： 

姓名 林佩錡 

學歷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 

南伊利諾大學口語傳播     碩士 

經歷 國立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習生態計畫專案導師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模式創新研究所助理研究員 

埼玉大學環境科學研究センター非常勤教師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兼任講師 

國立清華大學秘書處國際事務中心/公共事務組行政助理 

勵馨基金會婦女暨家庭服務中心專欄作家 

著作 林庭諭、林慧斐、林佩錡（審查中）。〈感知娛樂性與感知競爭性對健康傳播效果之研究：以健康

資訊推播應用程式為例〉，《電子商務學報》。 

湯夢涵、林慧斐、林佩錡（出版中）。〈行動遊戲應用程式廣告呈現形式與社交元素之廣告效果研

究〉，《電子商務學報》。 

Lin, P.-C. (2016. 06). A duck takes to wa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draisers 

and donors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6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fsite Post-Conference, Kyoto, Japan. 

林佩錡（2015）。〈候鳥歸巢：大學捐款校友的品牌社群特性初探〉，《廣告學研究》，42，27-68。 

林佩琦（2010 年 10 月）。報紙所說的故事：透過報紙中的負面新聞看國立清華大學的形象。「第十

九屆中華民國廣告暨公共關係學術與實務研討會」發表之論文，國立政治大學。 

林佩琦（2010 年 5 月）。不能說的秘密：「臉書」上的隱私管理與友情滿意度。「世新大學 98 學年

度傳播研究所學生學術研討會」發表之論文，世新大學。 

 

  



 

貳、 內容 

一、學習動機與目標： 

清華大學特殊選才為清華聚集了全台灣各地跨領域的優秀學子，無論是逆境向

上、學科偏才還是特殊專長，特殊選材中這三個面向的學生皆代表台灣主流教育下的

非主流樣貌，然而拾穗計畫純粹為一個招生管道，凝聚所有人後在清華後只有讓錄取

生們各自發展實在可惜，我們計畫透過對拾穗計畫錄取生的採訪並將其成長經歷寫成

專欄來為台灣的教育記載各種不同可能，也冀望透過專欄採訪與寫作建立起屬於拾穗

生的傳統，讓每年拾穗計畫生有更加熟識的機會，串聯起屬於拾穗生的人際網。 

在學習方面，六位拾穗計畫都來自不同專業與領域背景，但都對採訪寫作與刊物

出版有所興趣，我們預計在學期中訪問拾穗計畫中的錄取者，並透過有寫作專長之同

學協助完成專欄寫作，除了讓拾穗生的故事協助更多學習中的中學生，我們也想用故

事讓大家知道「不該再用同一尺衡量每一個人」，希望每一個中學生都能有多元發展

的機會。 

二、學習內容與方式 

1. 人物訪談與寫作 

我們計畫從採訪自己組員開始累積實作經驗與確立完整訪談架構，同時也邀請小

組外具有相關寫作才能的人相互交流進行學習，採訪對象將從組內成員開始學

習，接著再擴及到同學、學弟妹與學長姐之間。 

預計訪問之對象：（可能會依照實際狀況人數與採訪對象有所調整） 

姓名 個人特質 系級別 

郭晏瑜 辯論、領導 21 級 

李孟一 摩術方塊、領導 21 級 

吳煥然 國標舞、社會公益楷模 21 級 

楊馥寧 學科偏才、特殊專長 21 級 

周珏妤 帆船、實驗教育 21 級 

闕玉欣 空手道、逆境向上 21 級 

翁立 逆境向上 21 級 

宋沁 創業經驗、逆境向上 21 級 

林承曄 水彩 21 級 

蘇寄偉 機器人、領導企劃 21 級 

薛澄臻 自學生、資訊能力 22 級 

陳心潔 寫作、社會公益、逆境向上 21 級 

游宏宇 領導企劃 22 級 



薛盛安 資訊、數學能力 21 級 

倪瀅瀅 雜技、社會公益楷模 22 級 

羅弘杰 領導企劃 22 級 

沈婉婷 花式滑冰、逆境向上 21 級 

范谷瑜 數學學科偏才、益智玩具設計 21 級 

 

2. 自媒體平台經營與投稿網路平台 

以推廣為出發點，我們計畫將專欄發布於我們創立的臉書粉絲專頁「第 N大道」

上，第 N大道乃是特殊選才生們以「每個人都該走出屬於自己的第 N條大道」為

核心思想創辦的粉絲專頁，我們會將每個人的故事獨立成一篇獨立文章配上圖片

發布，希望讓更多對於未來迷惘的青少年看見不同的生命故事，鼓勵青少年能在

學習階段勇敢做夢、對未來的人生藍圖能有更多元的想像；同時發表於獨立網路

平台（例：關鍵評論網）吸引更多對於教育議題有熱忱的人士，間接提高「第 N

大道」的知名度。 

3. 讀書會 

我們將每三周進行一次讀書會，除了閱讀、討論採訪與寫作相關書籍，也讓專欄

寫手們分享實務寫作經歷與修正採訪重點、狀況，同時也會將投稿狀況、臉書專

業經營回饋同時於讀書會中討論。 

4. 刊物出版之視覺設計 

我們規劃聚集一定數量專欄後集結成冊出版，完成《拾穗人》刊物第 一期，然而

刊物不能只有文章，也需要有封面、插圖等視覺設計，因此我們也將學習美編與

排版相關技能。 

5. 參訪 

我們計畫在學期中訪問對自媒體平台經營有所研究的人，希望可以獲取實務經驗

並將參訪應用在粉絲專頁實際應用，並參考其意見修正進行方向。 

三、工作分配與時程表 

週數 課程內容 實作內容 參考書目 

第一週 第一次讀書會 1.討論實際採訪細節 

2.擬定專欄寫作方向 

一個寫作者必須要知道的編

輯實務 

第二週 第一次採訪與寫作實 1.小組內互相採訪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作 2.第一次訪問、試寫 

第三週 第一次採訪與寫作實

作 

1. 針對採訪完成專欄寫作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四週 第二次讀書會 1.專欄書寫狀況之檢討與修正 

2.發布、投稿文章 

3.自媒體平台狀況與檢討 

4.書籍心得分享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五週 第二次採訪與寫作實

作 

1.分組進行四個採訪 

2.完整記錄四則採訪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六週 第二次採訪與寫作實

作 

1.針對四篇採訪完成四篇專欄 

2.發布、投稿文章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七週 第三次讀書會 1.採訪技巧討論 

2.專欄書寫狀況之檢討與修正 

3.自媒體平台經營狀況與檢討 

4.書籍心得分享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八週 第三次採訪與寫作實

作 

1.分組進行四個採訪 

2.完整記錄四則採訪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九週 第三次採訪與寫作實

作 

1.針對四篇採訪完成四篇專欄 

2.發布、投稿文章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十週 第四次讀書會 1.採訪技巧討論 

2.專欄書寫狀況之檢討與修正 

3.自媒體平台經營狀況與檢討 

4.書籍心得分享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十一週 第四次採訪與寫作實

作 

1.分組進行四個採訪 

2.完整記錄四則採訪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十二週 第四次採訪與寫作實

作 

1.針對四篇採訪完成四篇專欄 

2.發布、投稿文章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第十三週 第五次讀書會 1.書籍內容討論 

2.實際 

你，就是媒體：打造個人自

媒體與企業社群經營成功

術！ 

第十四週 參訪 1.須預先擬定訪問內容 無 

第十五週 第六次讀書會 1.出版品整體視覺設計討論 

2.出版相關細節討論 

視覺傳達設計基礎 

第十六週 出版品實作 1.出版品排版初步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基礎 

第十七週 主體討論－年刊推廣 1.依照完成進度討論刊物實際  發

售可能 

2.書的出版 

網路資料 

第十八週 期末綜合討論 1.下學期課程之延續性 

2.期末總檢討 

無 

 

四、預期成果 

1. 人物訪談與寫作 

我們希望能透過自主學習計畫讓大家熟稔專訪的流程、累積採訪寫作的實務經

驗，並與書籍上的專業理論進行對照，除了讓組員們增進人與人的溝通技巧，也能透

過統整紀錄內容訓練邏輯與鍛鍊寫作能力。 

2. 自媒體平台經營與投稿網路平台 

經營自媒體是資訊革命以來社會大眾表達意見最有效的管道，我們希望在網絡社

群經營學習粉絲專頁經營、網路行銷、觸擊率優化等實務技巧，更希望在過程中發現

台灣教育更多的不同可能。 

3. 讀書會 

每次的讀書會我們都將以書籍上的理論與我們專欄、網路平台的經營實際成效進

行結合，並作總體評估，而不只是單純的讀書討論，除了貫徹專案式學習 Learning 

by doing 的精神，也是自我檢視學習成效的良好時機。 

4. 刊物出版之視覺設計 



一個出版品絕不能只有內容，還需要有美術插圖、排版與封面設計等要素，而出

版品的視覺效果將表現此出版品的用心、專業程度，也會大大影響閱讀者的接受意

願，好的排版、美編將會與好的出版品內容相互加成，更是形象傳遞的重要元素。我

們將由讀書會討論後讓大家分配工作完成出版物之排版與插圖等相關要素。 

5. 參訪 

除了讀書會與實作經驗外，我們更希望能實際找到真人案例面對面參訪，所以我

們將藉由參訪過往有成功經驗的自媒體平台工作者了解網路經營與客群互動之關鍵要

素，也期望能讓參訪對象提供整學期下之操作建議。 

五、參考書目 

寸幸幸譯（1999）。《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十二位全美頂尖記者編輯祕訣大公開》。台

北：方智。（原書 Zinsser,W.[1994].Speaking of Journalism NY: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許景泰著（2015）。《你，就是媒體：打造個人自媒體與企業社群經營成功術！》。台北：三

采。 

代君陽等譯（2018）。《視覺傳達設計基礎》。中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原書 Evans,P. & 

Thomas,M. A.[2012].Exploring the Elements of Design,3rd Ed..KY: Delmar Cengage 

Learning.） 

  



叁、指導教師意見（附上指導教師簽名、日期） 

一、 □ 我已詳閱「通識中心自主學習計畫之應行與注意事項」。(請勾選) 

指導老師關於本計畫之相關意見。（附上指導教師簽名、日期） 

同學們聽取並回應了通識中心審查委員的建議，並於與指導老師、輔導老師討論後調整內容。

首先聚焦於校內特殊選才學生的專訪，並將理念與實務操作落實在出版品的排版與製作上，使

得預期成果能以雜誌或書籍的原型作為呈現。本組同學在執行過程中除能學習到採訪、編輯與

排版之知識與技巧外，更能透過瞭解不同特殊選才學生拓展自身的視野。 

清華為全台第一所執行特殊選才的學校，許多執行報告或規劃都由師長或校方的角度看待，而

這次的自主學習計畫是學生主動蒐集以當事者角度闡述特殊選才學生過去背景、目前狀況與未

來計畫的作品。不但能為特殊選才留下翔實紀錄，更能形塑特殊選才學生傳統與凝聚向心力，

還能成為創新教育發展中的重要參考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