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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 

藉由AI設計課程，使會內的成員能夠使用AI軟體來設計各種文

宣海報和名牌，並在未來的各個活動中，能夠設計出吸引大家

目光的海報，增進各活動的活動參與率。 

 

二、活動內容： 

1. 由講師陳泓亦同學問我們帶來兩堂 AI設計課程，第一堂  

   (11月 24日)最主要是基礎 AI操作，學成即可設計出海  

   報，第二堂(12月 8日)則是進階的細部操作。課堂間會 

   以講義和實際操作來進行課程，讓我們不但可以做筆記 

   和參考範例，也可以藉由自己操作來加深印象。 

2.活動流程： 

11/24、12/8

時間 流程 

17:30 – 18:30 場佈 

18:30 – 19:00 簽到 

19:00 – 22:00 講師授課 

22:00 – 22:15 頒發獎狀、大合照、填寫饋問卷 

22:15 – 22:30 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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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目標： 

1. 報名人數達 35人以上。 

2. 回饋問卷滿意度達 75%以上。 

 

四、問卷分析結果： 

1.11月 24日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合計 

時間地點 10 15 1 1 0 27 

上課方式 6 16 5 0 0 27 

課程主題 17 10 0 0 0 27 

獲取通知 18 9 0 0 0 27 

整體感覺 12 14 1 0 0 27 

 

(1).課程時間地點滿意度為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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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課方式滿意度為 81.5%。 

 

(3).課程主題滿意度為 100%。 

 

(4).事前獲取通知充足滿意度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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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整體滿意度為 96.3%。 

 

(6).獲取開課資訊。 

 

(7).整體授課與 Q&A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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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希望學習的軟體。 

○1 PS。 

○2 修圖軟體。 

○3 dev c++。 

○4 影片製作。 

○5 Photoshop。 

○6 Word。 

○7 ps、moviemaker、word、計算表。 

○8 ppt。 

○9 程式語言。 

○10剪接或製作影片的軟體。 

○11Airserver。 

○12EXCEL。 

○13網站設計。 

○14AI。 

 (9).課程心得與建議。 

○1 我覺得講師講的很好，但有點快，整體不錯。 

○2 之前曾經接觸過 AI軟體，但已經有點久之前了，這  

  次也學了許多不一樣的新功能，雖然覺得有點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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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對於之後的幫助很大。 

○3 讚讚～ 

○4 覺得講師可以放慢腳步，助教可以多一點。 

○5 有學到東西，但太快了，不過謝謝講師助教非常有耐  

  心。 

○6 講師認真。 

○7 覺得非常開心學到了很多本來不會的東西，謝謝講師 

  用心的講解以及美麗的助教們認真的協助我～很開心  

  學到新的東西。 

○8 好！ 

○9 噢我電腦本來就很爛但是這個有好玩哦。 

○10感謝講師詳細的教學，學到了很多，也感謝助教不辭 

  辛勞的幫忙，謝謝你們。 

○11讓同學們先認真聽一次詳細的講解，比較可以解決大 

  家的問題 不然大家一樣的問題一直問哈哈哈。 

○12有點快。 

○13我覺得應該可以做個實作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交流 

  一下。 

○14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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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想哭，覺得差很多。 

○16我覺得很好玩。 

○17希望老師下次可以再講慢一點。 

○18我覺得到電腦教室用廣播的方法上會看得比較清楚 

 （如果電腦教室可以這樣借的話）有很多助教幫忙很 

  棒。 

○19超棒的。 

○20很棒。 

○21我好笨，老師說的我都不懂，好難 QQ。 

○22希望下次講師可以說慢一點。 

○23基礎的應用知識，以及工具的管理，還有要上哪邊去 

  找相關的資源，有所了解。建議:電線的規劃要拉好。 

○24雖然蘋果電腦也有內建的繪圖軟體，不過多學一項軟 

  體也對自己有些幫助。 

○25這次講師的內容相當豐富，但是一開始沒有接觸過的 

  學員沒辦法跟上講師講解的速度，雖然多少有吸收到 

  但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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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I進階課程參加意願為 55.6%。 

 

 

2.12月 8日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合計 

時間地點 2 9 0 0 0 11 

上課方式 4 7 0 0 0 11 

課程主題 5 5 1 0 0 11 

獲取通知 2 7 2 0 0 11 

整體感覺 5 6 0 0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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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時間地點滿意度為 100%。 

 

(2).上課方式滿意度為 100%。 

 

(3).課程主題滿意度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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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前獲取通知充足滿意度為 100%。 

 

(5).整體課程滿意度為 100%。 

 

(6).整體授課與 Q&A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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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進結課程使用 AI更加順手。 

 

(8).課程的心得與建議。 

○1 讚讚。 

○2 下次調查上課表單啊～還是問一下電腦牌子吧…蘋果 

     真的很難用 ai。 

○3 用電腦做海報傳單覺得很酷。 

○4 我覺得不錯~感覺又學到更多的功能。 

○5 學到許多新技巧。 

○6 沒。 

○7 很實用。 

○8 講師教得很好，但個人深刻感受到自己沒有美術天份    

  的事實。 

○9 超蚌的。 

○10我覺得真的太棒了!她教了我怎麼拿別人的東西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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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一堂值得。 

(9).基礎和進階課程的想法與建議。 

○1 還好耶其實。 

○2 讚讚讚。 

○3  😀。 

○4 不錯不錯。 

○5 我覺得很好~有時獎師會講太快。 

○6 步調有稍微調整，不至於像基礎時那樣跟不太上。 

○7 沒。 

○8 實用太少。 

○9 很喜歡。 

○10無。 

○11有時後慢一點不錯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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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目標達成： 

1. 報名人數達 35人以上。 

   在 11月 24日(基礎課程)，參與人數為 27人；12 

   月 8日(進階課程)，參與人數為 13人，但是基礎 

   課程報名人數達 33人，可能因為當天有事而不能 

   到，所以與報名人數有落差。進階課程主要以新聞 

   部部員為主，其他則以上過基礎課程的人為主，所 

   以相對下來，進階課程的人數較為少許多。 

2. 回饋問卷滿意度達 75%以上。 

  由問卷分析得知，整體滿意度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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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討會紀錄： 

中原大學學生會  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AI 課程檢討會 
會議日期：105.12.08 會議地點：活動中心 310 
會議時間：22：00 – 22：25 主席：顏毓秀 記錄：徐孟平 

內容 

一、AI基礎課程： 

(一)、場地過小，參與人數較多，使教學品質不佳，學員跟不上教學進度，若講師時間

允許，可建議分為兩班。 

(二)、助教可先與講師溝通教學內容，並熟悉操作，以利教學。 

(三)、與講師溝通，留一些時間讓參與人員做筆記。 

(四)、可多準備三轉二轉接頭，以防有參與人員因電腦充電線與延長線孔數不合，無法

充電。 

二、AI進階課程： 

(一)、使用無線麥克風較方便講師教學。 

(二)、多向參與人員宣導有問題直接舉手發問，盡量避免講師、助教巡視時才發問。 

三、整體： 

(一)、可借用教學大樓電腦教室作為活動場地，較方便講師教學。 

(二)、與講師溝通，希望先以一張完整的海報作為範例教學，再接續細節部分的做複

習。 

(三)、參與人員反映講義過於簡略，希望將工具名稱和快捷對照表整理於講義中。 

(四)、與講師溝通，在教學時清楚可特別做解說，讓參與人員知道工具名稱以及與其對

應之功能。 

備註 
下次開會時間：無 

 

 

主席簽名： 指導老師簽章： 

記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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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心得： 

1. 這次當任 AI訓練的課程，因為與上課時間衝堂而無法在 

   現場，但是很開心來幫忙的工人幫我協助老師以及場控 

   ，此次活動才能成功，也才能讓會內成員學習到很多， 

   辛苦大家。 

2. 這次擔任 AI課程的助教，雖然剛開始有些混亂，但過程 

   中有漸入佳境，看到部員們認真學習，希望他們能在未 

   來上運用到，建議下次助教要有事先訓練過~工人都辛 

   苦囉! 

3. 給新加入的部員們上 AI設計課程，很有傳承的感覺，之 

   前當小部員的時候雖然沒有機會參加，但是因為製作海 

   報的關係也接觸到 AI。希望部員們經過從此課程把軟體 

   可以運用得更熟練。 

4. 這次 ai很榮幸能當助教，教學相長的感覺真好！也發現 

   自己還有很多很多不會操作的地方，這次 ai課不僅學員 

   ，我也學到了很多很多，感謝講師辛苦備課授課，總協 

   辛苦籌備，大家都辛苦啦！ 

5. 在暑假第一次開始學習 ai,雖然一開始摸索的時候很難，   

   但只要上手後對設計有很大的幫助，所以能開這樣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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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給大家參與，真的是很棒的體驗，活動期間擔任攝影 

   機動，偶爾也會幫忙當助教，覺得也讓自己成長許多。 

 

  



 

17 
 

八、活動剪影: 

  

講師授課。 講師巡視指導。 

  

學員認真聽課。 學員成品。 

  

頒發感謝狀。 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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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總協:

數量 預算金額 數量 結算金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1 餐飲費 便 餐 份 10 900$     10 885$     學生會費 6,000$   

2 文書費 講義 份 35 2,100$   35 2,100$   

3 名牌 張 2 20$      1 10$      

4 獎狀 張 36 360$     36 360$     

5 講員費 講師費 時 6 2,400$   6 2,400$   

6 雜費 220$     91$      

會長 議長  指導老師 

 1.雜費不得超過總金額之百分之五。

合計收入(2) 6,000$   154$          增減金額(2)-(1)

 備 註:

財務部部長

中原大學第二十五屆學生會105-1學年度活動經費結算表

序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收件日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4 日

支 出
單位

收 入

   AI設計課程-新聞部

 105 年 11 月 24 日  至  105 年 12 月 08 日

   顏毓秀

 結算編號 : 1-2-1-13(款-項-目-節)

5,846$        合計支出(1)

九、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