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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成員招募說明會 
【王敬岳】撰文 

TEDxFCU組織理念 

TEDxFCU於2020年獲得美國TED總部授權後成立，將TED的精神”Ideas 

worth spreading”，透過18分鐘的演講，以故事性方式傳遞好的想法及概念，邀請

一些與主題相仿的講者和舉辦活動將這些價值傳遞至每個逢甲人心中。我們正

在尋找一些求知若渴，想要一起並肩作戰將這些知識傳遞給大家的朋友，一同加

入TEDxFCU這個大家庭，讓我們一起讓這個校園變得更好! 

 

2022/09/23 招生說明會 

今天是TEDxFCU第三屆的招生說明會，在我們極力的推廣之下，有大概30位

左右的同學們前來聽講，過程中，正副策展人介紹TED和TEDx的差異、團隊理

念、組織架構以及最重要的主題，今年的主題以「相形以生」為主，強調萬物間

的相互關係，找尋社會中各角落間的相互連結，期盼社會因兩兩相互作用，能創

造出更和諧的生活型態。 

在說明會中，台下的同學ㄧ有問題也都會不吝嗇的舉手發問，想在這短短的

時間中，把心中的疑惑解開，讓大家更瞭解團隊及接下來的方向，也讓正副策展

人明白接下來要如何規劃團隊的走向 

  

參與同學提問 策展人為同學解答心中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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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為大家解說今年TEDxFCU的組織架構、主題以及各組工作內容，讓來聽說明

會的同學們可以悉知自己想選擇的組別需要具備哪些能力和負責那些工作，也讓大

家了解這屆團隊的主題，給大家一個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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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第二階段面試 
【王敬岳】撰文 

 

經過9/23招生說明會後，對TEDxFCU有興趣的同學們相繼填了招募表單，一

心想成為團隊中的一員，一起將知識傳遞在校園當中。而經過正副策展人精挑細

選下，有22位同學進入了9/27至9/29的二階段實體面試，在面試的途中，可以感

覺到每位同學的緊張感也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團隊的熱愛，盡可能在面試中展現

自己的長處把自己所具備的能力都一一展現出來，希望能獲得面試官的青睞。 

另外，面試官在面試的途中，也可以事先了解到每位成員的特質、個性，這

樣在人員配置的時候，就可以更準確的將適合的人擺在適合的位置。 

 

 

  

 

正副策展人面試同學們 

  

正副策展人線上面試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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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0/05 第一次課程活動 
【陳姿媗】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這次課程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成員們介紹上半年度活動規劃以及時

間排程，並詳細介紹此次團隊的主題概念與風格，第一部份的最後為策展人主講

各組上半年任務與整體注意事項。第二部分為認識團員與組員交流，由策展人主

持團康活動，藉此增進團員們的感情，而在活動中組員們也討論的非常熱烈，互

相自我介紹的環節也讓團員們更認識彼此，課程中充滿了歡笑聲，相信這是一個

美好的開始，2023 TEDxFCU團隊正式啟動。 

 

 

 

  

   

團康活動中成員們熱烈的討論與互相認識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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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0/12 第二次課程活動 
【陳姿媗】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第二次課程活動，上半場課程主要為決定團隊此次的子議題，由策展人以心

智圖的方式帶大家發想並找出成員們都有興趣的子議題作為我們之後活動與年

會的主題，過程中讓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並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最終五個子議

題。下半場課程主要為各組討論之後的活動與團隊方向，組員們都積極的參與其

中，而策展人也隨機進入各組討論，一起為團隊努力。 

 

 

  

   

各小組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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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0/19 第三次課程活動 
【陳姿媗】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第三次課程活動為學長姐分享會，開始時由策展人位學長姊介紹這次的主題

架構以及子議題概念，之後各組開始與學長姐進行交接與經驗分享，大家在分享

會中都十分認真聆聽學長姐的經驗以及積極提問不懂的事情，甚至延後了課程

時間，結束後各組都收穫良多，也更加清楚團隊未來該如何運作，這次的分享會

對成員來說受益良多。 

 

 

  

  

策展人向上屆學長姐說明此次的主題 財務組交接與經驗分享 

  

行銷設計組經驗分享 公關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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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0/26 第四次課程活動 
【林甄鈺】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第四次的課程活動為專業講師授課，邀請郭培聖老師為團隊成員進行關於公

關企劃專業知識的授課，老師透過簡單的活動讓大家激發想法，探討了此次的核

心價值所在，讓大家可以更集中在本次的主題。小培老師也跟大家分享了何謂企

畫與募資，該如何準備如何寫一份企畫又如何帶著自己的企畫去向大家募資。 

 

 

  

  

小培老師授課 團隊成員聆聽小培老師分享經驗並記下重點 

 

團隊成員與小培老師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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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1/02 第五次課程活動 
【蕭宏芸】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今天課程第一部分先由財務組向大家報告關於之後的發票及財務事項；第二

部分由策展人向大家介紹這次活動的企劃書，並確認大家在這周日能線上討論

的時間；第三部分活動組說明TED circle & Italk 的工作分配，且各組在了解工作

後，提出問題和活動組討論及修改工作內容，第四部份為各組的討論時間，討論

各組的未來規劃及工作事項。 

 

 

  

  

財務組說明發票及財務事項 策展人介紹企畫書 

  

活動組工作分配 討論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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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1/16 第六次課程活動 
【林甄鈺】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今天課程第一部分先由活動組向大家報告italk & TED Circle的工作分配，根

據上次課程中提出的問題經過修正後再向各組說明，並詢問各組工作的進度是

否有依照進度完成；第二部分為行銷組進行IG Reels的拍攝，拍攝內容為團隊介

紹，之後會放在IG上；第三部分為各組的討論時間，討論各組的未來規劃及工作

事項。 

 

 

  

 

活動組工作細項說明 

  

各組討論針對italk & TED Circle準備工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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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1/23 第七次課程活動 
【蕭宏芸】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今天課程的第一部分為行銷組負責將上周未拍攝完畢的IG Reels拍攝完成，

第二部分為各組處理組內事務以及和其他組成員共同討論italk & TED Circle的

代辦事項，相互協助處理針對italk & TED Circle準備工作。 

 

 

  

 

拍攝IG Reels 

 

各組討論針對italk & TED Circle準備工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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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1/30 第八次課程活動 
【林甄鈺】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今天課程安排為italk & TED Circle活動流程彩排，將活動當天的流程順一次，

除了要讓主持人也加以熟悉活動當日安排，也討論了講師和與會人員的動線安

排；彩排第一次結束後，針對彩排的內容再進行調整並說明，也對活動當天各組

工作內容再次做確認，盡量確保活動當天能萬無一失。 

 

 

  

  

活動主持人進行彩排 活動流程討論及調整 

  

各組進行流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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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2/07 第九次課程活動 

【蕭宏芸】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今天課程安排為italk & TED Circle活動流程彩排，在正式舉辦活動前，讓每

位成員了解活動進行時需要注意的地方，且讓大家能提出修改建議，透過這次彩

排，讓活動主持人最後修改主持搞，且針對需注意的地方進行修正；讓暗樁更熟

悉活動流程，以便在活動進行中，能更好的掌握活動流程；讓機動及音控，能更

好配合活動進行中需要變動的地方。 

 

 

  

  

活動主持人進行彩排 活動流程討論及調整 

  

流程確認及確認大合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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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2/14 第十次課程活動 
【林甄鈺】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今天是italk & TED Circle活動當日－一場以剩食為核心主題的活動。 

 

- iTALK - 

邀請了七喜廚房創辦人 楊七喜老師來和大家分享，透過演講讓我們再次反

思並面對在現今社會中我們需要更重視的問題，從中帶給我們不同的啟發。 

 

- TED Circle - 

我們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進行 ，每一個參與者不僅是演講者，更是聆聽者，

在過程中吸納來自思維不同的各種觀點，對議題產生新的想像，擺脫傳統研討會

單向傳播的限制。 

 

在這場活動中想必大家都受益良多，除了更加的了解剩食文化，知道醜蔬果

及剩食可以如何處理之外，也在TED Circle的討論中和各個領域的與會者一起激

盪腦中的想法，我們知道了生活周遭有許多是我們無形中正在浪費的資源、一間

餐廳還能融入什麼環保的方法及有哪些形式的店家可以與環保結合又能提供什

麼服務或經營模式。作為舉辦活動的團隊，看到大家在活動中如此熱烈的參與格

外高興，期待下次活動的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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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七喜老師合照 破冰遊戲互動 

  

七喜老師分享創辦明日廚房的概念與實際解決剩食的經驗 

  

各組進行TED Circle 

  

TED Circle結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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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12/21 第十一次課程活動 
【蕭宏芸】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今天是活動結束後的第一節課，我們開了italk & TED Circle的活動檢討會，

請工作人員、參與在活動中的暗樁們提出是否有待改進的地方，透過這次活動經

驗，修正問題，避免下次活動再次犯錯。 

透過這次的檢討會，我們發現我們的事前準備工作並非完善，在一些小地方，

有待我們團隊在下次活動中改進，例如：講師的費用是否提供、參與活動的紀念

品發放、活動的時間安排等。 

第一次我們自己主導舉辦一場活動，難免會有一些疏忽，在未來舉辦活動時，

我們會吸取這次的經驗，以防重蹈覆轍。 

 

 

  

  

活動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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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二次招募面試 
【林甄鈺】撰文 

 

我們開啟了團隊的二次招募，讓上學期無緣加入我們的夥伴們，可以透過這

次的機會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將更多知識及理念傳遞給大家，一同加入

TEDxFCU 這個大家庭。此次招募的組別及人數為：活動組3名、公關組4名、財

務組1名、行銷組2名、攝影組2名、設計組2名。 

這次共有22名同學進入第二階段的面試，在面試的過程中明顯能感受到面試

者緊張的心情，也瞭解到他們若是進入團隊後將如何為團隊付出，也更加知道了

大家對TEDxFCU的想法。在這幾場的面試當中，各組除了要選出要招募的人才

外，或多或少也在面試中獲取了一些關於團隊未來發展的靈感，期待下週與新成

員們的相見歡！ 

 

 

  

  

  

面試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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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FCU 01/04 第十二次課程活動 
【林甄鈺】撰文 

課程活動安排 

今天安排新來的夥伴與我們一起參與最後一堂課程，讓他們融入新的環境以

及各自所屬組別，因為大家都在努力備戰期末考，所以今天的課程主要安排就是

就讓大家交朋友、聊聊天，各自分享一些對於團隊未來的想法，說明團隊目前的

現況，像是這學期的成果及下學期的規劃。 

 

 

  

新成員自我介紹 

  

各組新成員交流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