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 107 年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社福紮根活動 

「小小特派員的社福報報：小記者培訓工作坊」活動計畫書 

一、 活動名稱： 

新竹市 107 年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社福紮根活動「小小特派員的社福

報報：小記者培訓工作坊」 

二、 活動目標： 

（一） 讓學生學會採訪與拍攝、剪輯影片。 

（二） 讓學生進一步認識本市的社會福利機構。 

（三） 透過學生介紹本市的社會福利服務，將影片成果讓大眾周知，使民眾

更容易親近社會福利機構。 

（四） 透過影片成果票選活動，提高本市福利補助方便查 APP 之下載量與使

用量。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二） 承辦單位：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系統整合分公司 

（三） 協辦單位：玄奘大學、新竹榮光教會。 

四、 對象 

（一） 對紀實攝影說故事有興趣、以及對新竹市社會福利團體想進一步認識

的新竹市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學生，組隊報名，採每隊 5名

共同報名，共 100 名。 



（二） 培訓工作坊每梯次安排將以同年齡層之學生為主，每梯次 20 名，最

多 25 名。 

五、 活動方式 

（一） 宣傳 

1. 函文邀請本市各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職學校，參與本活動。 

2. 針對新竹市 107 年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之熱點社區所在學校，主動

拜訪邀請參與本活動。 

（二） 「小小特派員：社福報報」小記者培訓工作坊 

1. 工作坊各梯次日期與時間地點 

梯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第一

梯次 
107年 7月 16日(一)～17日(二) 

8:00 

｜ 

17:00 

榮光教會 已額滿 

第二

梯次 
107年 7月 18日(三)～19日(四) 

新竹市政府 

衛生社福大樓 

8樓 

(婦女論壇) 

(婦女加油站) 

20名 

第三

梯次 
107年 7月 19日(四)～20日(五) 20名 

第四

梯次 
107年 7月 25日(三)～26日(四) 20名 

第五

梯次 
107年 7月 26日(四)～27日(五) 20名 

2. 工作坊課程內容 

(1) 第一天：暖身、課程內容簡介、採訪與拍攝技巧課程、擬定報

導主題、參訪社福機構 

(2) 第二天：採訪實作、成果分享 

3. 工作坊課程師資 

(1) 玄奘大學大傳系劉建宏老師 



(2) 玄奘大學大傳系陳品方老師 

（三） 「小小特派員：社福報報」之報導形成 

1. 擬定報導主題，以原創報導本市社福機構、社會福利服務或有關的人

物、事件等。 

2. 於工作坊課程中，以小隊進行文稿、採訪、錄影與剪輯工作，拍攝專

題報導。 

3. 各小隊將安排 1 名協同輔導員協助，小隊成員為本市國民中小學、高

中職在學學生可不同校至多 5 人組成。 

（四） 「小小特派員：社福報報」之報導剪輯 

1. 每個主題依新聞要素剪輯成影片，應含影片、聲音、字幕與旁白。 

2. 影片格式為 mp4，16:9 FullHD，總長度：2~3 分鐘。 

（五） 「小小特派員：社福報報」之投稿影片上傳 

1. 剪輯完成後投稿至本活動指定專屬網站，網址(暫定)為：

http://hccg.life。 

2. 每梯次工作坊課程結束前，各小隊須同時完成影片上傳。 

3. 影片內容不得侵犯版權，違者取消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 

（六） 審查：分兩階段 

1. 第一階段：公開票選 

(1) 各小隊上傳影片，分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與高中組。 

(2) 於 1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以網路票選之方式，選

http://hccg.life/


出各年級組得票數最高之影片。 

2. 第二階段：聘請專家學者評審投稿影片 

(3) 每位評審委員對每部影片進行評價，依據以下項目以 1 至 5 顆

星星給分： 

A. 影片主題性（主題內容是否融入社福元素、社福知識或社福

精神） 

B. 影片創意性（構思是否具巧思，表現方式是否讓人印象深

刻，內容是否具創新性） 

C. 影片技巧性（影片的完整度、拍攝手法及後製方式） 

D. 美學風格性（影片整體視覺風格與其獨特性設計等） 

(4) 評選結果將於 9 月底公布於本計畫網站，得獎小隊將於成果發

表會中公開領獎。 

（七） 獎勵： 

1. 「最佳人氣獎」–各年級組取 1隊，共 3 隊：獎項為禮券 20,000元 

2. 「最佳主題獎」–各年級組取 1隊，共 3 隊：獎項為禮券 10,000元 

3. 「最佳創意獎」–各年級組取 1隊，共 3 隊：獎項為禮券 10,000元 

4. 「最佳技巧獎」–各年級組取 1隊，共 3 隊：獎項為禮券 10,000元 

5. 「最佳美學獎」–各年級組取 1隊，共 3 隊：獎項為禮券 10,000元 

6. 「感動人心獎」–共 5 隊：獎項為禮券 5,000 元。 

 



六、 注意事項： 

（一） 報名之學生需全程參與 2 天之工作坊課程。 

（二） 參加本工作坊之學員，本活動將提供棉質上衣 1 件供學員參與活動時

穿著。 

七、 連絡方式 

（一） 聯絡人： 

1.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社會工作師傅秀玉小姐 

2.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系統整合分公司，專案社工陳韋彤小姐 

（二） 聯絡電話：03-5352386 分機 502 

（三） E-mail：iiwinnie1979@gmail.com 

 

八、 附件： 

（一） 報名表 

（二） 家長同意書 



新竹市 107 年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社福紮根活動 

「小小特派員的社福報報：小記者培訓工作坊」報名表 

一、 報名梯次： 

梯次（請打勾）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第一梯次 107年 7月 16日(一)～17日(二) 

8:00 

｜ 

17:00 

榮光教會 20名 

 第二梯次 107年 7月 18日(三)～19日(四) 新竹市政府 

衛生社福大樓 

8樓 

(婦女論壇) 

(婦女加油站) 

20名 

 第三梯次 107年 7月 19日(四)～20日(五) 20名 

 第四梯次 107年 7月 25日(三)～26日(四) 20名 

 第五梯次 107年 7月 26日(四)～27日(五) 20名 

二、 報名資料（小隊）： 

組別 姓名 年級 連絡電話 
衣服尺寸 

(XS~3L) 
午餐 

繳交 

同意書 

□國小 

□國中 

□高中 

    □葷□素  

    □葷□素  

    □葷□素  

    □葷□素  

    □葷□素  

三、 活動聯絡資訊 

（一） 聯絡人： 

1.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社會工作師傅秀玉小姐 

2.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系統整合分公司，專案社工陳韋彤小姐 

（二） 聯絡電話：03-5352386 分機 502 

（三） E-mail：iiwinnie1979@gmail.com 



新竹市 107 年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社福紮根活動 

「小小特派員的社福報報：小記者培訓工作坊」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未成年子弟＿＿＿＿＿＿＿參加新竹市 107年福利服務行

動躍升計畫–社福紮根活動「小小特派員的社福報報：小記者培訓工

作坊」活動，並辦理旅行平安保險事宜。 

 

此 致 

新竹市政府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翻背面） 



 

（以下為本活動投保資料，請家長協助詳填，謝謝）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地址  

緊急聯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與學生關係)  

 

 

注意事項： 

1. 報名之學生需全程參與 2 天之工作坊課程。 

2. 參加本工作坊之學員，本活動將提供棉質上衣 1 件供學員參與活動時

穿著。 

3. 本工作坊課程需配合新竹市政府安排，至指定之本市社會福利機構進

行採訪、並完成採訪影像編輯上傳。 

4. 承上，各小隊學員上傳之影音作品，將透過網路票選與專家評選之方

式，進行最終之獎項決定，並於 9 月份成果發表會時公開頒獎，獎項

如活動簡章。 



新竹市 107年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社福紮根活動 

「小小特派員的社福報報：小記者培訓工作坊」授課師資 

一、 劉建宏老師 

學歷：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玄奘大學 傳播學院碩士班 

 

經歷： 台中市威達有線電視公司      節目部 

    宜蘭縣聯禾有線電視公司      節目部 

         緯來電視公司     攝影師 

   新北市觀天下有線電視公司     新聞部攝影記者 

 

現任：玄奘大學 虛擬攝影棚 技術人員 

   大眾傳播學系 兼任講師 

   虛擬攝影棚種籽團隊 指導教師 

 

二、 陳品方老師 

學歷：玄奘大學 新聞系 

   資訊傳播所 

 

經歷：承新傳播 執行製作 

   方盒子多媒體  製作部副理 

 

現任：玄奘大學 虛擬攝影棚 技術人員 

   大眾傳播學系 兼任講師 

   虛擬攝影棚種籽團隊 指導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