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兩岸青年學生公民新聞研習營 

本活動為增進兩岸青年學生體認新聞自由價值，並在參與研習課程中學習如何觀察社會、公

共議題的視角與能力；課程內容將邀請專家學者講授、公民新聞報導作品導讀、參訪公民新

聞平臺、採訪各主題相關機構及景點，最後將以成果發表方式呈現學員收穫內容，由學者專

家進行評審建議，讓參與的兩岸青年學生皆能滿載而歸。 

 

活動內容課程 

梯次 參訪主題 活動時間 課程簡介 

第一梯次 文化多樣性 

106 年 09 月 27 日(三) 

~ 

106 年 09 月 30 日(六) 

1. 公民新聞概論 

2. 如何做自媒體 

3. 微電影怎麼拍 

4. 公民新聞報導作品導讀 

5. 調查報導方法論 

6. 公共政策之報導 

7. 新聞報導文字寫作與編輯 

8. 攝影：記者的眼睛 

9. 活動主題開放討論 

第二梯次 永續環境 

106 年 10 月 11 日(三) 

~ 

106 年 10 月 14 日(六) 

第三梯次 社會福利 

106 年 11 月 01 日(三) 

~ 

106 年 11 月 04 日(六) 

 

活動地點 

 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暫定)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活動梯次行程表 

第一天 9/27、10/11、11/1 第二天 9/28、10/12、11/2 

08:30-09:00 接送 07:30 早餐／集合 

09:00-09:30 學員報到 08:30-09:00 車程 

09:30-10:20 
相見歡（徵選小隊長、隊呼

發想、抽採訪點） 

09:00-11:30 參訪公民新聞平臺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開幕典禮 

長官致詞 

（含主題說明及宣達活動

注意事項） 

12:00-13:00 午餐 11:30-12:30 午餐 

13:00-13:45 破冰遊戲／小隊介紹  

14:00-17:00 

戶外採訪活動 

每主題梯次分 5 個採訪

景點，每兩組共處一

地。 

*(參訪地點如下表) 

13:45-14:00 休息 

14:00-15:30 

【課程一】 

公民新聞報導作品導讀 

0927 大暴龍老師 

1011 郭志榮老師 

1101 大暴龍老師 

15:30-16:00 休息 

16:00-17:30 

【課程二】 

如何做自媒體 

視網膜老師 

  17:00-18:00 車程 

17:30-18:30 晚餐 18:00-19:00 晚餐 

18:30-20:00 

【課程三】 

微電影怎麼拍 

王慧君老師 
19:00-20:30 

【課程四】 

公民新聞概論 

胡元輝老師 
20:00-21:00 團隊建設／信任遊戲 

21:00-22:00 
宣布競賽活動內容 

小組討論時間 
20:30-22:00 小組討論時間 

22:00 就寢 22:00 就寢 

 

  



第三天 9/29、10/13、11/3 第四天 9/30、10/14、11/4 

07:30-07:45 早點名 07:30-07:45 早點名 

07:45-08:30 早餐 07:45-08:30 早餐 

08:30-10:00 

【課程五】 

調查報導方法論 

林照真老師 

08:30-12:00 
分組成果發表競賽活動 

三名評審講評 

10:00-10:30 休息 12:00-13:00 午餐 

10:30-12:00 

【課程六】 

公共政策之報導 

朱淑娟老師 

13:00-15:00 

閉幕典禮 

頒獎活動 

結業儀式 

大合照 

12:00-13:00 午餐 15:00 賦歸 

13:00-14:30 

【課程七】 

新聞報導文字寫作與編輯 

張正霖老師 

 

 

14:30-15:00 休息   

15:00-16:30 

【課程八】 

攝影：記者的眼睛 

張良一老師 

  

16:30-17:30 互動時間   

17:30-18:30 晚餐   

18:30-20:00 

【課程九】 

活動主題開放討論 

林邦文老師 

  

20:00-22:00 小組成發討論準備   

22:00 就寢   

 

參訪地點： 

文化多樣性 09/28 永續環境 10/12 社會福利 11/02 

大龍峒金獅團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新北投車站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淡水竹圍工作室 福和生態教育園區 關懷生命協會 

寶藏巖-台北國際藝術村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育成番薯藤 

再生藝術工坊/台灣好基金會 北投圖書館 蓮花基金會 

  



研習對象&錄取通知 

 在臺灣就讀大學校院之在學臺生及陸生(不限學位生或研修生) 

 共三梯次，每一梯次 60 人 

 單一性別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主辦單位依報名先後順序及性別比例，有權決定參加之人選，確定錄取後各別通知，並

於粉絲團及微博公告，接獲通之後請先繳交保證金 NT$1,000(活動後全數退還) 

單位資訊 

主辦單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 

報名 

 報名方式：先以 email 填寫基本資料報名，待通知後進入報名連結填寫詳細個人資料 

 報名日期：自 106 年 06 月 22 日起至每梯次開始前一週或額滿為止 

微博&臉書網址 

微博： 
 http://www.weibo.com/6306437063/profile?topnav=1& 

wvr=6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106citizennewsyouthcamp/ 

※ 歡迎加入微博關注&臉書粉絲團按讚 ※ 

 

填妥以下報名表後，複製表格 E-mail 至 mavishsin@mail.cna.com.tw 

主旨請註明："校名"及"姓名"參加【106 年兩岸青年學生公民新聞研習營】第 X 梯次 

 臺灣學生 

 大陸學生 

學校 姓名 男/女 梯次 聯絡電話 email 

      

      

      

活動費用（免費）：四天三夜膳宿、參訪交通、保險等，每人須預繳 NT$1,000 保證金，

於參與活動後全額退還。 

 

                                                        承辦人：中央通訊社 業務行銷中心 專案組 

                                                                辛宜家 

                                                                02-2505-1180 # 790 

                                                                mavishsin@mail.cna.com.tw 

(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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