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Ｘ城市新聞

「一支麥克風」駐校記者計畫
一、課程簡介：
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誰能掌握新媒體，誰就是下一個世代的領袖；誰能在社群勇敢發
聲，誰就是新世代潛力人才！City News 城市新聞為東華大學量身定做「一支麥克風」駐校記
者計畫，透過教育、創意、實習平台，幫助學生在新媒體裡，成為網路意見領袖，發揮正面
影響力，賦予創新思維及創意潛力，提升未來競爭力，開創一條新出路。

二、學習宗旨：
1. 栽培學生成為公民記者，提升未來升學、就業的競爭力。
2. 業界師資教授實務課程，全面增進學生新媒體專業能力。
3. 提供學生服務學習時數，鼓勵大學生經營公益關懷校園。
4. 新媒體平台的實習機會，帶領學生做中學累積實務經驗。
5. 策展大學生新媒體社群，打造專屬校園的公民記者平台。

三、永續發展目標（SDGs）：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四、培養能力：
（一）掌握新媒體十二力
文字力、觀察力、溝通力、故事力、創新力、整合力
導演力、製作力、行銷力、社群力、影響力、品格力
（二）關心五大趨勢議題
新創藝、新媒體、新創業、新教育、新科技
（三）培育校園駐點記者
每學年培育 50 位校園記者，成為校園新媒體代言人
培養第二專長與社會競爭力，成為未來不可或缺人才

五、合作單位：東華大學、城市新聞、「一支麥克風」公民記者平台
六、上課時間：週三晚上 18:00-20:00，每堂課 2 小時
七、課外實習：列入跨域校外自主學習認證（日期時間地點暫定，依實際狀況調整）
1.實習機會一：4/7（三）下午 14:00-17:00／參訪石材資源中心＠石資
2.實習機會二：5/12（三）下午 14:00-17:00／「城市交點」創業沙龍直播＠福園
3.實習機會三：6/4（五）6/5（六）白天 9:00-晚上 18:00／東華城市青年論壇＠東華大學

4.實習機會四：7/3（六）7/4（日）白天 9:00-晚上 18:00／花蓮城市青年論壇＠新天堂樂園

八、課程規劃：

一支麥克風駐校記者計劃
東華大學育成中心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學生作業

第 1 週 2/24（三）

課程介紹說明

完成自我介紹創意圖文
用 3 個 Hashtag 介紹自己

第 2 週 3/3（三）

城市新聞自媒體時代

找 5 位同學訪問東華的特色
完成 500 字文字報導

第 3 週 3/10（三）

文字報導與平面攝影

採訪校長、主任、老師
訪問東華特色故事
完成 500 字文字報導

第 4 週 3/17（三）

影音新聞與訪問大綱

完成一頁電子週報
Tag 10 位老師、同學、校友

第 5 週 3/24（三）

影音新聞與採訪技巧

訪問 2 家特色店家
拍攝 30 秒短影音

第 6 週 3/31（三）

影音新聞與新聞企劃

訪問 3 家特色店家
拍攝 30 秒短影音

第 7 週 4/7（三）

第一階段實習：
石材資源中心參訪與採訪

採訪石材資源中心，以組為單位
完成一支 1 分鐘活動報導。

第 8 週 4/14（三）

手機攝影與新聞構圖

完成 150 秒影片
「開箱花蓮 5 間必去店家」

第 9 週 4/21（三）

新聞線索分享會
提報 2 位預計採訪創業家

拜訪一位青年創業家
完成一頁採訪企劃

第 10 週 4/28（三）

手機剪輯與影音後製（上）

實際採訪青年創業家
拍攝人物報導、完成影音報導稿

第 11 週 5/5（三）

手機剪輯與影音後製（下）

實際製作青年創業家
完成人物採訪影音報導

第 12 週 5/12（六）

第二階段實習：
「城市交點」創業講座

完成 90 秒影音新聞
「青年創業家人物 Highlight」
Tag 10 位網路意見領袖

第 13 週 5/19（三）

社群新聞與時事議題

策展青年城市論壇
五新主題館、直播採訪

第 14 週 5/26（三）

社群行銷與小編實作

策展青年城市論壇
五新主題館、直播採訪

第 15 週 6/4（五）
6/5（六）

第三階實習：
東華青年城市論壇

參與花蓮青年城市論壇
東華場擔任新媒體志工

第 16 週 6/9（三）

策展議題與社群文案

120 秒記錄報導初版完成
「挖掘花蓮城市之光」

第 17 週 6/16（三）

直播企劃與直播實作

120 秒記錄報導正式版完成
上傳預告片、行銷成果展

第 18 週 6/23（三）

「一支麥克風」成果發表
直播頒獎典禮

直播發表會、串連媒體平台
頒發前三名、最佳人氣獎

7/3（六）～7/4（日）

鼓勵學生暑假參加
花蓮 2021 青年城市論壇

兩天趨勢論壇＋晚上演唱會
擔任新媒體志工

【暑假】

課程時間與內容，會依照實際狀況調整，本單位擁有修改異動之權益。
九、作業說明：
（一）課堂參與（配分比 30%）
積極參與是公民記者關鍵特質之一，個人參與隨堂作業（10%）、發言提問（10％）、出席
狀況（10%），都會列入在課堂參與分數內，表現積極者可以額外加分。
（二）學期專案 (配分比 30%)
1. 專案一：一頁電子週報（個人獨立作業）
（1）作業主題：東華大學必看五大亮點

（2）內容說明：
3/3 前完成訪問 5 位同學，介紹東華大學的特色，整合成 500 字圖文報導
3/10 前完成訪問校長、主任、老師，挖掘東華特色故事，完成 500 字圖文報導
3/17 前完成一頁電子週報（內含前兩週圖文內容）
（3）繳交方式：
當天 12:00 前將電子檔寄至助教 email，助教修正完上傳到一支麥克風社群。
（4）獎勵方式：
Tag 10 位老師、同學、校友，按讚分享數最多的前 5 組，即可獲得獎品。
2. 專案二：150 秒影音報導（小組作業）
（1）作業主題：開箱花蓮 5 間必去店家
（2）內容說明：
3/24 前完成訪問兩家特色店家，各自拍攝 30 秒短影音。（共 60 秒）
3/31 前完成訪問三家特色店家，各自拍攝 30 秒短影音。（共 90 秒）
4/14 前完成完成 150 秒影音報導（內含前兩週影音內容）
（3）繳交時間：
上課前將 Youtube 連結、電子檔寄給助教 email，修正完上傳到一支麥克風社群。
（4）獎勵方式：
Tag 10 位社區關鍵人，按讚分享數最多的前 3 組，即可獲得獎品。
3. 專案三：120 秒影音人物報導（小組作業）
（1）作業主題：青年創業家人物 Highlight
（2）內容說明：
4/21 期中報告：新聞線索提報單，提出 2 位預計採訪對象，課堂上討論評估。
4/28 前拜訪一位預計採訪對象，寄出訪問大綱，約好採訪時間地點。
5/5 前採訪一位創業家，完成電視新聞影音稿，完成 300 字圖文報導。
5/12 中午 12 點前完成 120 秒影音人物報導。
（3）繳交時間：
上課前將 Youtube 連結、電子檔寄給助教 email，修正完上傳到一支麥克風社群。
（4）獎勵方式：
Tag 10 位網路意見領袖，按讚分享數最多的前 5 組，即可獲得花蓮福園新生命工
作坊上課資格。
4. 專案四：合作單位共同策展論壇主題館
（1）作業主題：花蓮青年創業市集
（2）內容說明：
5/19 找到預計合作的花蓮店家，提報預計合作的活動企劃、協助聯絡店家
5/26 確認並且執行主題館策展，在網路社群中發表活動紀錄文字、影音
6/4-6/5 用創意方式採訪合作廠商，擔任主題館導覽團隊、社群直播採訪志工

6/9
完成 120 秒影音紀錄報導。
（3）繳交時間：
上課前將提案、紀錄文字檔寄給助教，修正完上傳到一支麥克風社群。
(4) 獎勵方式：
揪團 10 人參加公益活動，票選出優勝前三組，同組可免費參加一支麥克風相關活
動。
（三）實習表現（小組團隊，配分比重 20％）
1. 實習機會一：參訪與採訪石材資源中心
（1）校園記者擔任實習記者或志工，拍攝報導現場活動
（2）完成當天活動採訪，製作成為圖文報導
2. 實習機會二：「城市交點」直播座談活動擔任實習記者
（1）邀請特色創業家上「城市交點」直播節目
（2）現場擺攤介紹創業家特色產品或服務
（3）學生擔任實習直播志工，與城市新聞團隊共同企劃製作直播節目
（4）完成當天活動採訪，製作成影音新聞報導

3. 實習機會三：「新世代青年城市論壇：東華場」擔任新媒體志工（時間待確認）
（1）參加兩天東華青年城市論壇，學習五新領域新知
（2）擔任採訪記者、平面攝影、社群小編等新媒體相關志工
（3）完成論壇活動採訪，製作成影音新聞報導
（4）完成志工時數者，可獲得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時數
花蓮新世代青年城市論壇（校園場）＠東華大學
精彩回顧影片：https://reurl.cc/5q9rpG
4. 實習機會四：「新世代青年城市論壇：花蓮主場」擔任主場志工（時間待確認）
（1）參加兩天主場青年城市論壇，學習五新領域新知
（2）擔任採訪記者、平面攝影、社群小編等新媒體相關志工
（3）完成論壇活動採訪，製作成影音新聞報導
（4）完成志工時數者，可獲得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時數
花蓮新世代青年城市論壇（主場）＠新天堂樂園
精彩回顧影片：https://fb.watch/2D233uVrhI/
（四）期末成果展（小組團隊，配分比重 20％）
1. 發表課堂內的作業影片，分享學期學習心得

2.
3.
4.
5.

全程在社群媒體直播，與合作媒體聯播，擴大新媒體傳播影響力
邀請學校師生、受訪者（社區代表、創業家、相關單位）蒞臨參加
邀請資深媒體人、新媒體達人擔任客座評審，並分享經驗與勉勵
現場公布整學期前三名、人氣獎，並頒發獎品勉勵學生

【其他附件】
一、培訓計畫：校園駐校實習記者
（一）徵選條件
1. 徵選條件：對新媒體、自媒體有熱忱，喜歡採訪報導、說故事、拍攝剪輯，
願意經營校園社群媒體、謙卑受教的學生
2. 推薦方式：由老師針對學生的特質，評估是否具備以上條件
（二）實習福利
1. 20 位學員可免費參與「花蓮福園新生命」工作坊學習機會（預計周六下午開課）
預計開設：平面設計工作坊、社群小編工作坊、影音動畫工作坊
2. 20 位優秀代表可以與東華大學、城市新聞簽約，成為校園駐校實習記者
每個月參與動腦會議，共同創意發想，固定企劃製作一支影片
3. 20 位優秀代表每月影片通過審核，可獲得 8 小時服務學習時數（獎學金待討論）
4. 東華大學、城市新聞將共同推播優質影片，擴大新媒體社群影響力。
5. 有機會與城市新聞長期合作，成為正式合作校園記者或合作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