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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青小編(資訊志工)暨十傑傳媒推廣大使 

招募與運用計畫 

 

一、 目的 

1. 提供青年參與志願服務的管道，連結人力需求與資源流通，落實

公益生活化的在地實踐，並與青年共創數位內容，提升青年認同

感、參與感及組織歸屬感。 

2. 為帶動青年族群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建立志工正確服務觀念，加

強志工服務技能、品質及服務層面，及對組織的承諾和團隊凝聚

力。 

3. 藉由研習培訓，建立青年志工的志願服務基本概念和核心價值觀，

進而促進志工能充份瞭解公共參與、網路資訊傳播及公益新媒體

經營之意涵和技能培養。 

 

二、 期程 

2022 年 3 月至 12 月。 

月份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項目 

志工招募           

志工培訓           

專案服務：台灣職人發

掘、介紹與發佈 
          

專案服務：參與網路節

目計畫製作 
          

專案服務：本會網路資

訊傳播鏈建立與拓展 
          

績效評核           

授予推廣大使認證           

成果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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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項目及內容 

項次 服務面向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1 資訊 
台灣職人發掘、 

介紹與發佈 

每月提供 2 則台灣不限領域的職

人介紹，並編輯、發布於《職人

Show 自己》FB 社團及本會旗下

其他社群帄台內。 

2 教育 
參與網路節目 

計畫製作 

每月實體參與 1 次本會網路節目

的企劃與錄製。 

3 資訊 
本會網路資訊傳

播鏈建立與拓展 

每月協助將本會(包含網路節目)

的資訊傳播於至少 3 種公開帄台

上，並追蹤其傳播效益。 

 

四、 服務時間與地點 

1. 台灣職人發掘、介紹與發佈：線上進行。每月至少發布 2 則，於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旗下之《職人 Show 自己》與《十傑志工交

流資訊站》進行。 

2. 參與網路節目計畫製作：每年 5-11 月，每月至少實體參與 1 次《Cue

十傑》或《職人 Show 自己》網路節目的企畫及相關製作，於十

大傑出青年基金會(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 號 6 樓)進行。 

3. 本會網路資訊傳播鏈建立與拓展：線上進行。每月將本會公開資

訊傳播於除本會既有帄台外，至少 3 種公開帄台上。 

 

五、 招募對象 

對社群媒體經營有興趣，並願意與本會共創數位內容者。 

預計招募 5 人。 

 

六、 招募方式 

網路招募，填寫線上表單：https://reurl.cc/g098xz，由本會另行通知入

選者並安排複試或面試。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22546064920831
https://www.facebook.com/pkkvolunteer/
https://www.facebook.com/pkkvolunteer/
https://www.facebook.com/pkkvolunteer/
https://goo.gl/maps/KwVbJtivhDtM1erP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iXCPq1F9IP-GI-_-_1UDBKAXtM_hVZ_G_OjfXngCDIVFX_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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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培訓課程 

課程名稱 授課時數 培訓日期(暫定) 授課講師 

媒體素養： 

自主思辨、媒體對素材的理解

與分析使用、觀點及內容產製 

2 
7 月 23 日(六) 

10:00-12:00 

李岱恩/媒體識讀

教育基金會 

認識十傑基金會&十傑獎項 1.5 
7 月 23 日(六) 

13:30-15:00 
本會工作團隊 

職責宗旨與須知、角色認知 1.5 
7 月 23 日(六) 

15:00-16:30 
本會工作團隊 

網路社群的內容設計： 

社群經營的思維、SEO 運用/

文案操作、對 TA 的認知與分

析、選材的適切性 

4 
7 月 30 日(六) 

14:00-18:00 

張丞亞/亞洲共創

股份有限公司創

辦人暨執行長、銘

傳大學傳播學院

校友會理事長、銘

傳大學廣銷系講

師、喜丞創意股份

有限公司創辦人 

 

八、 服務時數(績效評核)計算標準 

名稱 數量 服務時數 

台灣職人發掘、介紹與發佈 每月 2 則 1.5 

參與網路節目計畫製作 

(含前、後期) 
每月 1 次 4 

本會網路資訊傳播鏈 

建立與拓展 
每月 3 則 1.5 

回報表製作 每月 1 次 1 

※超過每月既定標準量者，服務時數依比例向上調整。 

 

九、 加值內容 

1. 參與製作的該集數網路節目，可授權予個人，視為與本會的共創

作品。 

2. 透過志工服務接觸實習職場，讓志願服務結合多元職能發展。 

3. 經績效評核通過，即可獲頒「十傑傳媒推廣大使」身分資格。 

4. 獲頒「十傑傳媒推廣大使」身分資格者，本會可補助參加報名其

他單位開設之專業網路小編課程。 

5. 六成以上服務為雲端、遠端作業，為服務時間增添彈性。 

6. 可優先參加本會開設之「志願服務紀錄冊」保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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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備註：十傑傳媒推廣大使內部評核機制標準 

項目 占比 備註與說明 

服務時數 35% 服務時數達標後獲得之基本分 

工作態度與表現 20% 定期回報、貼文回覆與相關活動轉介等 

數位內容的量化績效 30% 

傳播觸及率(含點擊、按讚、分享等) 

觸及率 6,000-8,000 為 10% 

觸及率 8,000-12,000 為 20% 

觸及率 12,000-20,000 為 25% 

觸及率 20,000 以上為 30% 

與本會的互動與連結性 15% 

除既定項目指標外，對本會其他專案

的參與度 

參與 1 案為 10% 

參與 2-5 案為 13% 

參與 5 案以上為 15% 

總得分 80 分以上者，授予「十傑傳媒推廣大使」身分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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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資訊志工(Show 青小編)服務回報表 

姓名： 填表日期： 

服務項目： 

(1)台灣職人發掘、介紹與發佈 

第一則 第二則 

截圖 截圖 

網址 網址 

職人姓名 現職 職人姓名 現職 

聯繫方式 聯繫方式 

(2)參與網路節目計畫製作 

日期： 來賓： 

協助內容： 

□來賓接洽(前期)  

□來賓接洽(後期) 

□通告主題設計 

□節目訪綱設計 

□節目流程企劃 

□節目場記 

□節目剪輯(初剪) 

□節目標題與文案設計 

□節目宣傳 

□其他：_______________ 

(3)網路資訊傳播鏈建立與拓展 

第一則 第二則 

網站/帄台名稱 網站/帄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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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截圖 

網址 網址 

第三則 其他(自行增加) 

網站/帄台名稱 網站/帄台名稱 

截圖 截圖 

網址 網址 

 

其他事項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畢後請將此表 Email 回傳至：tkkyvc@gmail.com 

 

郵件主旨範例：[小編]○○○五月服務回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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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壹、 志工之權利義務 

一、志工應有以下權利： 

1.每次服務值勤享有志工保險、全程參與單日以上服務者將提供服

務時數與證書。 

2.本會志工服務表現優異者，可獲推薦優先報名參與基金會海外參

訪與交流活動；並於年度志工大會時公開表揚鼓勵。 

3.本會志工可領取團隊志工證，並可免費參與各項志工培力課程。 

4.依工作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5.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6.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7.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二、志工應有以下義務： 

1.認同本會理念，積極參與本會與本隊各項服務、培訓等系列活動，

並與團隊幹部及成員互相合作，全力以赴完成各項指派任務。 

2.遵守志工倫理與法規，並遵守本隊之規範，服勤不遲到、早退，

除投入服務外應積極參與各項培力課程、會議與團隊聚會活動。 

3.每月須提供一次回報表與相關附件等規定事項。 

4.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益。 

6.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不得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貳、 志工之待遇 

  本會招募之志工為無給職，必要時，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

經費，服務期間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參、 志工之管理及輔導 

一、志工招募：為推展青年事務，充實志工服務功能，預計招 5 名青年志工。 

二、 甄選程序： 

1. 初審：進行報名資料審核，通過者由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面談。 

2. 複審：採親自面談或電話面談，合格者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通知參加教

育訓練及實習。 

3. 錄用：經通過甄選並完成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主辦之教育訓練及實習合

格者，始發給志工服務證、志願服務紀錄冊，正式擔任十大傑出青年基

金會青年志工隊各項服務工作。 

三、志工訓練：本年度除辦理基礎、基礎訓練外，並不定期辦理志工在職訓練

及服務行前培訓，以增強志工服務效能、資訊應用能力、引導解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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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諮詢資源轉介能力等為訓練目標，以充實服務時所需技巧與知能，提

供更完善服務品質。 

四、志工會議：每季辦理 1 次志工幹部會議及不定期召開各組志工例會，每年

辦理年度志工大會，增進本會同仁及志工夥伴垂直、橫向的綜合聯繫，提

昇志工向心力。 

五、請假規定：志工服勤時需依規定準時簽到，不遲到不早退。若未能到勤，

須事先請假或協調其他志工代班並告知運用單位。 

六、志願服務紀錄冊管理：志願服務紀錄冊由志工本人自行保管，志願服務時

數定期由志工督導統一登錄服務時數及訓練時數，不受理個別登錄。 

七、服務證明申請：志工因升學、進修、尌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

者，應檢附志願服務紀錄冊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提出申

請。 

八、志工保險：每位志工由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辦理志工意外事故保險(含執

勤及往返途中期間)。 

九、 辦理志工活動：為加強志工橫向聯繫，並促進志工同儕情誼，不定期

舉辦各項活動強化志工向心力。每位志工均得參加本會舉辦志工座談

會、研習會。 

十、 志工服務績效：建立志工完整基本資料，並指定專責人員督導及記錄

志工之出勤、服務態度、服務項目、優良事蹟等事宜，以有效管理志

工服務績效。 

十一、 志工之輔導：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設置專人負責督導業務之推展，

志願服務人員之運用統籌運用管理。若志工有任何問題或困難，

亦可尋求專責人員諮詢討論。 

1.服務前期：安排供需雙方於服務前討論合作事項，包括場勘、服務內

容、服務進行方式、保險、交通等提供必要諮詢，確認服務細節。 

2.服務進行：指派工作人員觀察服務情形，並給予志工現場協助與指導。

志工服勤時配戴志願服務證。 

3.服務結束：邀請志工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或學習心得和服務回饋，以

作為服務改進參考，服務績優志工於志工大會表揚及經驗分享。 

肆、志工之考核與獎勵 

一、 為要求志工確實遵守志工服務倫理，志工均應遵守本會有關之各項規

定，服務期間之服務態度、品德及工作績效等均列入考核範圍，凡有

怠忽職責、行為不良，不遵守本會服務規定且有損本會之形象及名譽

者，或嚴重破壞志工團隊和諧者，將撤銷其資格，得收回服務證。 

二、 依服務時數計算：每月參與本會各項志工活動服務一次(3 小時)以上或

每年至少須達 36 小時服務時數。每季定期彙整志工服務簽到表，統計

服務時數，於年底考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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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志工服務表現優良者，於年度志工大會時公開表揚。 

四、 年度內服務績效優良且符合公開表揚條件者，本會推薦申請志願服務

獎勵暨榮譽卡之申請，以及相關單位獎勵事項。 

五、 志工依本會指示進行志願服務，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益者，

由本會負損害賠償責任。志工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本會對之有求償

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