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課期末成果報告－協助經營綠色學程電子報 

研究介紹： 

1、專題說明 

 研究動機： 

綠色學程的電子報在我們之前已發行了五期，因我們對於編輯作業有興

趣想學習，並想將學程的電子報可以推廣給更多人知道。 
 

 背景： 

   主要問題：學程的電子報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閱讀過？ 
       得到此電子報的途徑是不是過於隱密，連常上網的大學生們都很少去接 

觸到，這是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內容的豐富與多元性，也是我們

努力的目標。 
 

 策略： 

學習如何製作電子報版面，修改圖片，網頁建構－技術上的學習。 

寫稿件與外界邀稿，想出新的專欄題目，將電子報的內容更貼近大眾的

生活，並且舉辦填寫回饋問卷抽獎活動。 

 

2、過程記錄： 

綠色實習課討論區上的討論版，有小組成員多次的討論紀錄。 

在每一期電子報製作之前，主編會開編輯會議。 

 

3、結果與討論： 

結果： 

第一期問卷共有 256 位讀者填寫，並且在開放性的問題回答給了我們相當好

的建議，不論是對於技術上的改進，例如：圖片、格式、字體等等。 

還有內容上的回應也是告訴我們多往貼近生活方面的議題去採訪或是報

導。這樣一來也比較容易增加閱讀者的興趣，也可以為他們增添一些綠色相

關的知識。 

內容規劃： 

分成三期發刊 

第一期主題：綠色消費 

第二期主題：綠色能源 

第三期主題：綠色實習課成果發表 

每期的細項分類：老師邀稿、學生投稿、活動側寫、新聞匯整、消息公告，

視情況不同而做調整。 

 

 

 



宣傳方式與發送管道 

 

發送管道 

 發送管道主要是由學校網路的系統發送。 

 只要有學校的信箱，每期都可以收到。 

 也能夠到綠色學程網站自行加訂電子報。 

宣傳方式 

 主要是由組員們到各大 BBS 站台、網路論壇 PO 文宣傳。 

 舉行填問卷有獎抽的活動 

 告知身邊親朋好友，綠色學程有出電子報 

 

問卷分析：第一期問卷  

從讀者的意見回函中,其中最多被提到就是關於版面的問題: 

1.字太小(尤其是好康報報那一欄) 

2.用字顏色太亮，也是好康報報那欄的問題 

3.字體不好看，希望改成一些較活潑的字體，但還是以容易閱讀為主 

4.有關於圖片的問題，其實讀者們還是傾向喜歡閱讀有圖片的文章，所以第

七期還是要盡量多放點圖片才能吸引大眾 

5.很多讀者反應圖片太小的問題 

6.內容的問題，大部分的讀者還稍嫌覺得電子報有內容不夠有趣或是不夠充

實的問題，所以這之後可能還要再討論改進 

第二期問卷 

1.大致上前一期所反應的版面問題都有解決了，這期還尚未看到有讀者反映

字體大小顏色的問題。 

 

2.此期主要的問題大概還是圖片的問題需要加強，以後文章內還是要多穿插

一點照片較好。 

 

3.內容方面，大部分讀者希望可以再更生活化一點。 

 

問卷分析：兩期問卷比較 

請問在尚未閱讀電子報前，對綠色學程的印象是? 

第一期 

 A-沒聽過 (90)  

 B-有興趣，想了(127)  

 C-很無趣 (4)  

 D-沒什麼特別的 (29)  

 E-其他 (7) 

 

第二期 

A-沒聽過 (11)  

B-有興趣，想了解(18)  

C-很無趣 (0)  

D-沒什麼特別的 (5) 

E-其他 (0) 

 

在閱讀完本期電子報之後，您對整體版面設計的滿意度是? 

第一期                         

A-非常滿意 (30)           

B-滿  意 (153)  

C-普通 (67)                 

第二期 

A-非常滿意 (4) 

B-滿意 (24)  

C-普通 (6)  



D-不滿意 (6) 

E-非常不滿意 (1)  

 

D-不滿意 (0) 

E-非常不滿意 (0) 

 

在閱讀完本期電子報之後，您對整體內容是否充實的滿意度? 

第一期                           

A-非常滿意 (37)              

B-滿意 (154)  

C-普通 (61)  

D-不滿意 (5) 

E-非常不滿意 (0)  

 

第二期 

A-非常滿意 (6) 

B-滿意 (21)  

C-普通 (7)  

D-不滿意 (0) 

E-非常不滿意 (0) 

 

在閱讀完本期電子報之後，您對哪些主題較感到興趣? 

第一期                     

A-大師講座 (56)         

B-店家採訪 (108) 

C-活動快訊 (41)         

D-好康報報 (47) 

E-都沒有興趣 (5)  

 

第二期 

A-專題演講 (8)  

B-活動報導 (14)  

C-讀者投稿 (2)  

D-好康報報 (10)  

E-都沒有興趣 (0) 

 

在閱讀完本期電子報之後，您對綠色學程的觀感是否改變?  

 第一期         

 A-有，藉由電子報更加提升了我對綠色學程的興趣和了解 (145)  

 B-跟想像中的有點不同 (88) 

 C-感覺很無趣 (4)  

 D-還是不太清楚了解綠色學程在做些什麼 (20) 

 

 第二期 

 A-有，藉由電子報更加提升了我對綠色學程的興趣和了解 (18)  

 B-跟想像中的有點不同 (14)  

 C-感覺很無趣 (0)  

 D-還是不太清楚了解綠色學程在做些什麼(0)  

 

◎兩期統計下來,很明顯的本電子報還是有助於讀者對綠色學程的瞭     

解和興趣 

 

 

第三期因還在進行搜集問卷中，因此無法在此詳細說明與分析。 

 

 

4、附件： 

由我們小組製作的電子報成品共三期： 

第六期：http://www.scu.edu.tw/green/epaper/06/index06.htm 

第七期：http://www.scu.edu.tw/green/epaper/07/index07.htm 

第八期：http://www.scu.edu.tw/green/epaper/08/index08.htm 



 

綠色學程電子報討論區：http://microbiology.scu.edu.tw/green/forum.asp?tid=99 

第八期的企畫書、原始企畫書：光碟裡。 

人物介紹： 

1、指導老師： 

黃顯宗老師 

教導了我們網頁製作以及圖片修改的技術。 

2、熱心協力人員： 
少妍學姐，給了我們相當多的建議。 

3、組員： 
 李欣宇 

大頭照：  

東吳大學哲學系三年級 
負責的工作內容： 
第六期電子報：邀稿及收集新聞資料。 
第七期電子報：主編、審稿、收集新聞資料。 
第八期電子報：收集新聞資料、寫稿(紀錄片：封溪護漁)。 

 李咸慧(組長) 

大頭照：  

東吳大學哲學系三年級’ 
負責工作內容： 
第六期電子報：主編、審稿、收集新聞資料。 

        第七期電子報：寫稿－鄭天佐院士的課堂演講報導、收集新聞資料。 

        第八期電子報：邀稿、寫稿－都市與郊區熱力四射比較東吳兩校區熱島

效應之影響。 
 陳舜玉： 

 

 

 

大頭照： 



 
東吳大學哲學系三年級’ 
負責工作內容： 
第六期電子報：問卷製作，張貼宣傳電子報文章，修改照片。 

        第七期電子報：問卷製作，收集新聞資料 

        第八期電子報：主編、審稿，修改照片，問卷製作，收集新聞資料，寫

稿－用環保筷吃出綠色意識，東吳環保筷研發與推廣。 

 

 孫翠霞： 

大頭照：  

東吳大學哲學系三年級’ 
負責工作內容： 
第六期電子報：邀稿、採訪側寫、收集新聞資料。 

        第七期電子報：邀稿、收集新聞資料。 

        第八期電子報：邀稿、寫稿－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政策研究-以正隆

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為例 

 許睦鑫： 

大頭照：  

        東吳大學數學系四年級 
        個人簡介： 
        數學系的小小大四生，在小組裡是一個足以影響電子報發行的小小

螺絲釘，在收集關於綠色新聞不遺餘力，往往從報章雜誌中擷取不錯

的環保議題，在經過數次的分析與歸納後，劃為四大主題分類提供讀

者得知現今最夯的話題。而在由稿件轉換成電子報形式為重要的推手

之一，有著國父般的革命意志，常言道「電子報尚未出刊，同志能須

努力」，在退件改版第十一次後才正式成功，堪稱現代東吳報報之國

父。亦曾於課堂發表電子報之進度報告，也常於小組討論會議出一張

嘴，提出另類的建議，對於小組的貢獻可以從每況愈上的電子報之中

得知。唯一的缺點是對於文字的顯示與照片的敏銳度不足，造成長者

閱讀上的困難。更從數次的製作上發現重要的定理－「電腦的生物多

樣性」，每台電腦所看見的電子報永遠不會相同，也不要期待哪一天

能修正所有的巴哥(Bug)，唯有把握當下發行才是成功之鑰。 



負責工作內容： 
         1103 進度報告 
            第六期電子報：收集與綠色環保議題的相關資訊，或是活動消息與時

事新聞、匯整其它組員收集的時事資訊並做整理、製作電子報 
第七期電子報： 
邀稿－蕭主任的陽明山溫泉地熱能源的利用。 
撰稿－綠色學程校外教學。 
收集與綠色環保議題的相關資訊，或是活動消息與時事新聞。 
匯整其它組員收集的時事資訊並做整理。 
製作電子報。 
第八期電子報： 
撰稿－種菜能節能？以東吳大學哲生樓為例。 
收集與綠色環保議題的相關資訊，或是活動消息與時事新聞。 
匯整其它組員收集的時事資訊並做整理。 
製作電子報。 

 

 

心得與檢討 

1、 心得感想： 

 李欣宇： 

        能真正參與關於環保的課程及實際的實習體驗，真的是很不一樣的感

覺，在實習的過程中，了解了許多平常與我的專業科目不同的東西，也

深深體驗環保是可以從很多方面一起進行的，也很感謝與我同組的同

學，他們幫了我很多，還有學程的老師及助教耐心的指導。 
在學習做電子報的過程裡，我也發現其實有許多的困難是需要注意的，

像是邀稿的部份或是尋找主題及想新的專欄，還有拍攝照片的困難，同

時還有自己的投入心，都是必須再加強的！ 
 

 李咸慧： 

原來實習課是這樣運作的啊，當我交出最後一篇稿件的時候這樣想著，

我這學期內從這樣的課程內學到了什麼，我也好好的想著。在打這感想

的時候，我覺得我學到了好多東西，真是族繁不及備載，當然最主要的

就是學到了綠色相關資訊，團體合作方面我也學到了很多，溝通與協調

的重要性真的很高，但大家都很寬容，互相體諒著，對我來說，這樣的

過程對於增加我人生經驗真的很重要。 

 

 



 

 陳舜玉： 

當初聽到電子報這個實習主題覺得還頗有趣的，感覺應該就跟自己平常

在經營部落格的時候差不多吧！而且是個難得的經驗，可以幫忙製作綠

色學程的電子報，還頗有意義的。本以為一切都會相當 easy!不過現實

和理想總是有著一大段的差距，期間的過程可是困難與衝突重重啊。 

俗話說的好，萬事起頭難！特別是在之前從來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

在一剛開始執行的時候，還真是亂沒頭緒的。像是內容該放些什麼？版

面應該如何安排？怎樣提高點閱率？這些都是令人煩惱的問題。剛開始

會覺得好麻煩，好複雜。可是隨著電子報的雛形慢慢出來，也開始有了

點頭緒。不過這時候更大的問題又來了，那就是分工和討論的問題，溝

通上出現了很大的瓶頸，常常會出現「斷線」或「訊息傳達錯誤」的問

題，所以常常導致進度 delay，最後也無法如期出刊。我想這之間都還

需要一段時間摩合吧，團體報告總是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只能靠組員們

之間互相體諒包容和提醒。也因為有了前兩期的前車之鑑，第三期總算

如期的發行了，身為第三期的主編倒是頗感欣慰的哈哈！不過這也要歸

功於這次大家都相當配合的如期交稿才能順利出刊。 

我想在這次實習課，最大的收穫就是在擔任第三期主編的時候吧。學到

如何企劃整個流程與工作分配，並確實執行進度。看到第三期出刊的時

候，成就感真大！這學期大家在實習所投入的心血都在最後一期呈現

了，所以也算是大家的成就吧！ 

最後我們都還是突破了所有的困難，總算是留下一個美好的 ENDING~ 

 

 孫翠霞： 

第一次參與所謂的實習課程，其內容又是電子報的製作，心中興奮的程

度和緊張的程度是相當的。興奮是因為我們有想要將電子報做到盡善盡

美的熱情，緊張是因為我從未接觸這樣的東西，我該如何完成它，其中

又會遇到什麼樣的困難，這些都是未知數。但是很值得慶幸的事，我們

完成了，真的完成了！這之間曾經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限制和問題出現，

常常讓我們氣的牙癢癢的，可是幸好最終我們的熱情都一一將它們突破

了，我真的覺得很開心，希望這樣的實習課程可以一直不斷的持續下

去，為更多的人帶來更多好的影響！ 

 

 許睦鑫： 

        從一開始的選課就忽略有這堂課的存在，因為排的時段是在星期六，而

幸好在少妍學姐不下數十次的提醒之下，終於記得要開始認真的準備這

堂課。而打從一開始就覺得依我目前的能力，絕對不要另闢新的主題或

是做一些創新的事物，也因如此，所以選擇協助製作電子報為我的第一



志願。 
在經過幾番的討論與溝通，電子報的方向將不同於以往，而內容也採用

以學生的角度去編輯這份刊物，以「需求」為目標，進而提供「供給」

為內容。不僅相對提高電子報的滿意度，也增加不少新的讀者，更重要

的是善用各種電子宣傳廣告，不只環保，更重行銷。 
「每一次都做的比上一次更好！」這是我們電子報這一組的最大原則，

不難從每一次的閱報率以及問卷回饋中發現我們的成長。而更值得一提

的是，雖然在籌備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發生，但是我們試著不讓這次的

問題延續到下一次，問題就在當下解決，所以大家做起事來格外迅速。

當然，有時助教會覺得與我們溝通上出現了問題，但其實是看事情的角

度不同而已，因而學會彼此包容不同的聲音。 
經營電子報，不只學到的是排版的藝術，更重要的是要尊重不同年齡層

的意見，當然還有組員在討論時的腦力激盪。在每次熬夜排完版的時候

總覺得好累，也發現自己處理數位資料能力的不足，但經過的一學期洗

練，發現也學到不少。不只是課本上的知識，而是包容彼此的空間，試

著去看淡每個人的錯誤，而發現大家的優點。相信在組長的帶領之下，

大家發揮所擅長的技能，進而使成果更為豐碩。 
 

2、檢討： 
  最先由我，李咸慧與李欣宇所決定要以此主題來做為綠色實習課的研究題

目，當我們決定之後變覺得人力上可能略有不足，因此詢問了系上的同學是否有

興趣可加入一同製作，順利加入了兩位系上同學之後，原本以為人數已有定案，

但沒想到卻在正要開始討論電子報製作流程時，由少妍學姐告知我們還有一位從

來沒出現在課堂過的大四同學要加入。既然他本人已告知加入意願，我們組員也

是認為多一份人力也是多一個腦力激蕩的創意對象。但沒想到，之後我們的電子

報製作過程與會議，最常遲到與連絡不到的也是那位大四同學。 

  而後有賴大家的溝通與學姐的幫忙，大四同學總算有和我們其它同學一起步

上軌道的感覺了。排版與整理新聞的工作大四同學也是為了電子報小組盡心盡力

的學習，雖然我們每位都有被退稿重修改的經驗，但我想大四同學的最為辛苦，

在他所寫的慷慨激昂的個人簡介以及心得裡，我想可以窺之究竟。雖然內容是有

些誇張化了點，但我想也是清楚表達了他在此次的電子報研究裡付出了多少的心

血。 

  在這次的過程中，我不得不說，連絡和溝通是最大的問題點，雖說我是組長，

但其實統整每期編輯工作的是一開始就分配好的主編們，當在每期工作進行中聯

絡上出了問題，我也陷入不曉得是否要插手介入管理的思考，到底是要替當期主

編聯絡，還是提醒他呢？我後來還是選擇了提醒他，也給學姐添了不少的麻煩，

於此真是我們全體組員要好好的檢討並在此次失敗的經驗裡學習經驗。 

  但到現在，我還是學不會，要怎麼面對在出刊日要上傳的負責人，莫名人間

蒸發，怎麼都聯絡不上的窘況，幸好此次真的有學姐的大力幫助，我想我們這學

期的研究報告才能夠如期的完成，我不敢說順利，但過程中的不順遂，真的讓我

們學到了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