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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食農教育與產品推廣的網路社群經營課程的行動研究之實踐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研究「結合食農教育與產品推廣的網路社群經營課程的行動研究之實踐」，

其動機有以下幾點: 

 

研究動機一、透過網路社群建立大學生正確飲食觀念 

當前大學生生活自理需要了解的生活知識相當多，包括食、衣、住、行、育、樂、

美等面向，民以食為天，意即是國民身體的行動力來自營養，而營養來自天然的物產，

食物來自土地耕種的蔬菜果實、野放或豢養的家禽牛豬羊、海洋與人工養殖的海鮮產

品，而三餐養分提供人體能量需要，健康的體魄更是國家興盛的重要基礎，因此國人

飲食健康與否將直接影響國家的競爭力及民族未來發展。但是很可惜的根據 2019 年 6

月 21 日國衛署所公布的調查報告，癌症時鐘快轉為每 4 分 58 秒及確定有一位國人確

診罹癌，因此除了規律生活、作息正常、培養運動習慣之外，均衡飲食與營養更成為

身體健康的關鍵因素。但隨著台灣餐飲國際化與多元化，大學生很常食用速成高熱量

油炸食品、手搖飲料等快速方便食物作為正餐的選擇，在長期不均衡的飲食下，加上

長時間使用 3C 產品，缺乏適當運動，造成大學生罹癌、重病、猝死新聞時有所聞，如

何建立正確的觀念與知識，對國家棟樑身心健康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研究動機二、網路社群課程結合在地食材與餐廳全都錄 

大學生涯是最接近就業職場的求學階段，在校所學多屬於專業科目，除通識共同

課程外，很少接觸與飲食、營養生活、食農教育層面有相關的課程，如離家求學租賃

在外三餐的營養都必須仰賴外食，此時建立均衡的飲食健康知識就更為重要。本研究

計畫希望透過網路社群經營與管理的課程，融入食農教育與食材營養相關的知識，以

網路社群分享方式，透過小組建立粉絲社群、採訪在地農場主人、餐廳使用在地食材

料理烹調現場直播，讓學生藉由網路社群管理課程，增進對在地食材與營養成分的認

識，減少對垃圾食物的需求，培養健康身體與正確飲食觀念。同時本研究延續 108 年

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推廣在地農產品的電子商務實務教學之行動研究的實踐」，使在

地的好食材認識如何吃?如何用?如何煮?以達善盡運用天然資源，促進健康的目標。 

 

研究動機三、整合學習當今常用的三大社群平台 

當前網路社群網路盛行，Facebook 臉書在台灣活耀人數更是突破 1800 萬人，經

營粉絲專頁是當前企業常用的網路傳播平台，而洞察報告可針對「專頁粉絲」、「自訂

廣告受眾的用戶」以及「Facebook 用戶」這三大族群提供匯總資訊，幫助企業打造引

起共鳴的內容，找到更多和企業目前廣告受眾相似的用戶。此外取得人口統計資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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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查看詳細的年齡與性別資料、教育程度、職稱、感情狀況等資訊(FB 洞察報告)。

瞭解用戶的喜好，掌握用戶的興趣與嗜好。廣告受眾洞察報告也能提供第三方資料，

方便業者瞭解用戶可能會想購買的產品等資訊。最後在瞭解用戶的生活型態，廣告受

眾洞察報告可以提供用戶的基本資料、感情狀況、收入、家庭和所在地點、…等綜合

資訊，讓業務人員瞭解自家產品、服務對哪類族群具有吸引力。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研究目的一、選擇一個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關的實務主題 

 網路社群經營管理的課程，在教學上通常需要選擇一個主題或議題讓學生實際操

作網路社群，作為資管系學生畢業後到職場就業，除了可以幫企業或組織管理本身的

社群，也可以發揮網路自我人際關係，因此在學校課程的訓練就顯得很重要。鍾龍江

(2016)指出在網路發展初期的 1999 年，英特爾（Intel）總裁葛洛夫（Andy Grove）就

曾大膽的預言：「五年內將沒有網路公司，因為所有的公司都是網路公司。」而隨時代

的進展，當今的企業也都是網路社群的企業，因為很難找出沒有建立社群推廣自家品

牌、產品、服務、特色、…的企業。本研究希望藉由網路社群經營的單元課程，將整

合有機農場端、餐廳端、課程端，透過一系列的認識當季的農產品，到完成最終的餐

點，將植物栽培、採收運送到餐廳、餐點製作過程，詳細紀錄與拍攝錄影，並指導學

生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Line 官方推廣、Instagram 形象設計，整合三種企業廣為

運用的社群平台，推廣好的在地農產品與健康餐點。 

 

    研究目的二、從務實致用角度培育技職體系同學實作能力 

 技職體系的人才培育方針，以務實致用、畢業即就業、解決現場問題為導向，學

校課程多以專業課程為主體。當前就業市場以「網路社群經營」為關鍵字搜尋 104 人

力銀行 2019/12/12 刊登的工作職缺為 2024 個，而對網路社群的職務要求整理大致，如

(1)管理粉絲專頁、官方 IG、部落客刊登文章、社群經營，企劃活動，每週定時發文。

(2)粉絲專頁及官方 IG 風格設計及形象操作、文案撰寫、社群經營管理、具社群行銷

經驗。(3)規劃及執行粉絲專頁廣告行銷活動以提升曝光率及討論度、投放廣告分析、

提升粉絲數量。(4)負責社群行銷活動企劃, 執行及粉絲團經營。(5)具備口碑行銷規劃

及執行經驗(FB, YouTube, IG)。(6)社群平台洞察報告及成效分析。(7)回覆粉絲訊息及

留言。(8)尋找可以異業合作網紅並規劃異業合作方案。(9)根據市場及鎖定目標受眾

(Target Audience)TA 需求而量身打造讀者喜歡的多元化內容。(10)主動蒐集市場動態情

報數位趨勢，定義媒體工具及運用(恩實有限公司/網路社群經營專員工作內容) 

 

歸納學生在校需要學習的部分，如：管理粉絲專頁、文案撰寫、社群經營管理、

行銷活動企劃、提升曝光率及討論度、提升粉絲數量、洞察報告及成效分析、IG 風格

設計及形象操作、…。但以上技能並非一蹴可幾，需要有真正實際操作的練習，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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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好的文案、打動人心、吸引閱讀的興趣，進一步使消費者有購買的可能，因此本

課程即在培訓同學未來面對外界職務的需求，必須具備解決此類問題的能力。本計畫

「結合食農教育與產品推廣的網路社群經營課程的行動研究之實踐」即是希望透過食

農教育與產品推廣，以經營網路社群平台為主軸，透過行動研究的過程規劃課程內容

行動教學實踐觀察及教師反思問題檢討與調整授課，在訓練後提升粉絲團經營成效，

學習擬定社群企劃，執行活動並回覆粉絲訊息及留言。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本研究分析整理國內網路社群經營相關的研究，其結研究果重點整理如下: 

 

一、就Facebook社群經營實務的探討 

    唐楷瀚(2019)認為企業端須要透過Facebook經營掌握最新流行資訊與動態，

以便擬定最佳的網路行銷策略，提升Facebook粉絲專頁的經營成效，並建議經營者可

以在內容層面增加影音多媒體資訊，並在經營上結合直播行銷，數據分析上透析社群

平台粉絲之背景資料以做為廣告投放的依據，以多元的方式經營粉絲團，方能產生最

大的效益。此研究提供本計畫在FB影音多媒體、直播行銷、數據分析運用的思考工具。 

 

二、就Line社群經營實務的探討 

 陳皓儒(2019)透過個案研究之方法，訪談四位超商店長以及收集數據，編列成幾

個面向問題，希求得知建立Line社群對於店鋪之正面效益與否，研究結果顯示出，互

動性及群組人數有助於超商整體來客數及營收表現，更能擴大商圈及良好顧客關係經

營之展現。對於目前的商業環境中，社群之建立已經成為必然，透過科技所增加的效

益不只是增加營業表現，而是許多顧客關係之維持。此研究提供本計畫在Line互動性

及群組人數有助於來客數及營收表現的思考方向。 

 

三、就品牌形象與網路社群經營的探討 

 張守謙(2016)採用多變量分析，探討休閒農場的品牌形象、網路社群經營、行動

行銷與顧客忠誠度之間的影響，根據研究分析結果，網路消費者認為休閒農場的品牌

形象、網路社群經營、行動行銷對顧客忠誠度均有顯著影響，並對休閒農場業者網路

行銷策略建議如:編輯品牌故事增進休閒農場品牌形象、運用網路社群經營粉絲團，

推薦休閒農場特色、善用行動廣告爭取網路消費者信任、整合農場品牌形象、網路社

群及行動行銷活動，促進網路消費者分享。此研究提供本計畫在推廣產品可以參考其

多元網路行銷策略的建議。 

 

本研究分析整理國外網路社群相關的研究，其結研究果重點整理如下: 

 

一、就學習社群的小組規劃的探討 

 Waltonen-Mooreet al.(2006)指出在線上學習環境中授課的教師可以透過線上

討論板，加強與學生的互動，以有效的規劃和熟練的教學技巧吸引學生，此線上討論

板可作為一個學習資源，吸引學習者成為一個互動和凝聚力的學習社群。從最初是“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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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的陌生人，參加者在五週課程結束後成為一個互動和凝聚力的學習社群，線上學

習小組發展的五個階段：(a) 介紹、(b) 確認、(c) 互動、(d) 參與(e) 詢問。此研

究提供本計畫在設計課程上提高學生凝聚力的作法與了解小組發展階段。 

 

二、就避免學生學習輟學的探討 

 Liu et al.(2007)針對傳統和線上學習輟學模式的研究以及對30 所社區學院進

行的線上自我評估實務的調查結論，指出沒有單一的指標可以有效地預測線上課程輟

學。另一方面，有幾個學習者可控制的指標，這些指標是線上課程輟學的可能預測指

標，其中心理、科技和社會因素已成為常見和廣泛使用的預測。此研究提供本計畫在

設計課程上避免學生學習輟學的產生要注意的因素。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希望透過網路社群經營課程推廣食農教育與在地農產品，研究問題有

三，陳述如下。 

 

研究問題一、網路社群經營必須要有實際操作社群平台的練習，而有意義的課程

主題能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更能引發同學關切及共鳴。 

 

研究問題二、大學生涯是最接近就業職場的求學階段，但是很多學生對於農產品

是陌生的，甚至是名稱、營養、如何烹調成為料理都缺乏經驗，大學科系修習學

分70-80%都是專業科目，少數的通識共同課程，但是鮮少介紹認識在地的原始食

材供應者。 

 

研究問題三、學生都有加入社群的帳號，卻未必有實際規劃社群互動的經驗，因

此在教學現場必須能有最新應用技巧的訓練與策略，以利於未來在網路社群相關

職務就業的機會。 

 

本研究藉由網路社群經營課程，將整合有機農場端、餐廳端、課程端，透過

一系列的認識當季的農產品，到完成最終的餐點，將植物栽培、採收運送到餐廳、

餐點製作過程，全面紀錄與拍攝錄影，並指導學生運用Facebook粉絲專頁、Line

官方推廣、Instagram形象設計，整合三個企業廣為運用的社群平台，推廣好的農

產品與健康餐點，降低大學生食用過多速成、過度加工、與油炸的垃圾食物，強

調製作均衡、健康、美味、簡易的料理，以達到建立正確飲食的影響。研究問題

說明與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向，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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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問題說明與解決問題的方向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4.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圖如圖1所示，在投入資源的自變數(X)包括:1.教師每週教學時數；

2.各領域業師授課時數；3.每週課後輔導時數；4.本計畫相關參考資料數量；5.教

科書與參考書數量；6.現場參訪與導覽次數；7.提供參考案例個案數；8.期末報告

獎勵品項。要觀測的依變數(Y)包括:1.從農場到餐桌企畫書完成度0-100%；

2.Facebook洞察報告分析完成度0-100%；3.Line@產品推廣活動完成度0-100%；

4.Instagram形象設計活動完成度0-100%；5.期末完整簡報完成度0-100%；6.期中

/期末教學滿意度評量；7.網路社群學習成效評量等。希望透過較全面性的評估與

激勵，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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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圖 

 

   4.2 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如圖2所示，從I.本教學實踐計畫前置階段，涵蓋1授課教師

教材、環境準備 準備教科書、講義、訪視合作農場與餐廳。2邀集各領域業師專

家 涵蓋農場端、社群端、餐廳端的業者與專家。3規劃教學場域與進度規劃電腦

教室簡報、拍攝與錄影實驗室、一般教室。II.本教學實踐計畫執行階段，涵蓋4依

據每週教學進度執行 每週依據進度，提供簡報、補充資料、案例等。5觀察學生

學習狀況與反應 教學現場評估同學反應，適時調整與協助學生克服問題。6.提供

學習資源與適時輔導 針對課外輔導、參訪農場、料理製作拍攝等協助。III.本教

學實踐計畫完成階段，涵蓋7.教師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報告、作品、平時表現、作

業、提問等。8.整理全學期的完成作品 滾動翻轉式修正與逐步完成整學期作品。

9.建立本計畫課程知識管理庫 教師參考手冊、FAQ、業師講義等。 

 

   4.2.1 研究範圍-就教學目標  

本課程(單元)目的在教授網路社群經營與管理的知識與技能，達成教學目標

如下:  

1.培育學生實際操作Facebook, Line官方, Instagram等社群平台的功能  

2.培育學生以在地農產品到餐點為推廣標的，學習構想、企劃、執行、互動、觀察、

設計、…等實際執行過程，並完成整個作品  

   3.培育學生設計與規劃網路社群的活動、對話、直播、美工、文字撰寫、…的能力  

   4.培育學生解決網路社群相關問題的能力  

   5.認識在地特色與農產品餐點應用，透過網路社群平台予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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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實施程序 

 

4.2.2 研究範圍-就教學方法 

本課程的教學方法，結合課堂講授、分小組、建構展示平台、課外輔導方式，主

要透過先授課、實作、討論、修正，再第二次的授課、實作、討論、修正方式，逐步

將問題排除與完成作品，過程中需要參訪、拍攝，透過課後活動規劃予以蒐集資料與

紀錄。  

1.課堂講授，指定教科書並每周(除期中考、期末考試外)講授課各章節的重

點，教師補充教學資源將放置於學校雲端學習區  

2.全班以分組方式進行，每組4~5人共同完成一學期的網路社群經營實務作品。  

3 建立本課程展示平台，每組於第5周起(除期中考、期末考試外)開始報告執

行進度  

4.本課程有課後實作輔導時間，授課教師在雲端行動商務實驗室(S204)指導

及回答同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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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成績考核方式 

本計畫分幾個部分加以考核，1.期中報告，從農場到餐桌企劃構想、網路社群經營

商業營運模式、網頁架站、成立網路社群平台。2.期末報告，完成直播與微影片製作、

整合三個社群平台的主題運用、農產品推廣活動、…等等，並有社群經營獲利競賽。

3.出席與提問，評估同學參與網路社群課程與實作狀況。4.成果展示，最終完整的網

路社群經營成果展示。 

 

   4.2.4 各週課程進度 

本研究「結合食農教育與產品推廣的網路社群經營課程的行動研究之實踐」的每週

課程進度，於校內教務系統詳細說明每週課程主題與實施內容。 

 

   4.2.5 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本研究的學習成效評量方式有下列數項，將網路社群經營管理課程所教授的學理知

識、分析方法、關鍵績效指標(KPI)落實應用於評估學生學習成果。因為本校隸屬高等

技職體系，希望培育出能實際動手擁有社群操作的經驗。包括1.完成Facebook粉絲專頁

的洞察報告的各項數據分析。2.完成Line官方的推廣策略，觀察推廣前後的差異與回應

數。3.完成Instagram的產品形象設計，3-5張產品推廣設計，觀察追蹤變化。4.整合上

述網路社群平台的觀察與成效並完成最終成果報告。5.校方一學期有兩次教學評量，期

中與期末評量，並會將學生意見回饋授課教師，以作為改善的參考依據。 

    

   4.3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主要本課程實施符合行動研究的特徵與精神，以解決教學

實務上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尋找新的發展應用為目的。張子超(2000)整理行動研究的特徵

有下列幾項，1.行動研究的研究對象是與實際工作情境中有關的問題或人物，如班級的

學生、學生的學習表現等等。2.行動研究的研究設計是一種綜合性的整體架構，以解決

實務上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尋找新的發展為目的，它必須仰賴真正的觀察結果以及行為的

資料，而進行的研究，屬於實證的研究。3.行動研究的研究設計及過程具有彈性與適應

性，在研究進行期間，允許改變，同時也會放棄控制措施，以利反應和現場的實驗與創

新。4.行動研究可以是一種質的研究法。 

 

謝金青(2001)認為行動研究是基於實際問題解決的需要，將問題發展成研究主題，

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以有效解決問題的一種研究方法。此外，行動研究法是研究(知識)

和行動(解決問題)結合的一種研究，而教師的行動研究是由教師(實務工作者)進行的研

究稱之。在研究過程中，教師一方面扮演教學參與者，一方面則扮演研究者。亦即行動

研究結合研究和行動，研究者即行動者，透過不斷的反省、思考、再計畫的過程，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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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聚焦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本研究實施網路社群經營課程(單元)教學行動研究過程說明如下，第一階段從規劃

網路社群經營教學課程➔行動實施網路社群經營教學課程➔觀察與反思教師教學過程

➔檢討與調整，探討與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接續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第 n 階段周而

復始、滾動翻新，使教學品質、教學成效逐步提升，讓教學研究者經由不斷的反省、思

考、再計畫的過程，促使整個教學過程能夠聚焦問題，進而解決問題。本計畫研究問題

說明與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向，最適合採取行動研究法逐步規劃、行動、觀察、反思、檢

討、調整。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本計畫配合教學計畫表進度在網路行銷與社群管理、電子商務概論課程實施過程，邀請

網路社群經營專家，網路社群負責人、在地農場主人、食農餐廳業者等四類實務專家，蒞臨

學校分享社群平台操作實務與粉絲互動技巧，輔導同學提出企劃構想與推廣產品活動的建議，

以及協助同學實作過程中問題解決。表 2為109-1、109-2業師蒞臨課堂分享食農教育與社群

操作練習，每次業師蒞臨授課分享與研習活動都有建置於Facebook公開社團「萬能資管創客

電商社群」(可參見附錄C)，目前本社群已有681人說這讚，705人在追蹤(截至2021/09/10資

料)，此為教學歷程軌跡的紀錄，而給學生練習操作的架站平台為google web-site，社群經

營平台有Line、IG、Youtube，影音編輯軟體有威力導演、美圖秀秀、小影、Line等工具，達

到做中學、學中做以及學用合一的技職教育目標。 

 

在教學實施過程，每週的課程講義除校內教材區外，另有建置專屬FB課程社群，其主要

功能是分享業師演講檔案、學生練習作品、授課討論互動、連結影音補充資料的園地，並配

合學校教務系統的雲端數位學習區建置課程教材供同學下載，亦使用教務系統的上傳作業、

課程討論等功能，建構一個便捷、全面的學習環境。表 3為 109學年教學評量一覽表，包含

兩門課期中與期末評量都獲得學生相當的肯定，透過業師蒞臨教室的分享、舉辦研習活動、

食農教育體驗，增加同學在「結合食農教育與產品推廣」議題上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碩專

班同學採取業師授課完畢當天即練習作品上傳到課程群組，包括文案、短片、作品，如附錄 

D的109-1-網路行銷與社群管理-碩專班課程FB社團。大學部則採分組方式進行，整個學期經

由不斷的反省、思考、再規劃的過程，促使整個教學過程能夠聚焦社群操作的議題，進而培

養觀察、互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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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9-1業師蒞臨課堂分享食農教育與社群操作練習-1 

 
 

林寶瓊業師分享食農教育與網路社群 食農體驗成果 

  

彭艷婷業師指導直播企劃、美編、拍照、撰

文、影片製作 

以在地蜂蜜BeeSweet為主題進行規劃與活動

實施 

  

江文蕎業師分享在地食材與使用，以晴娃娃

餐廳主廚蒞臨示範 

體驗健康、簡單、均衡的飲食搭配組合，學

生現場錄製與發佈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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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9-2業師蒞臨課堂分享食農教育與社群練習-2 

 
 

草本誠食農場(中壢區)負責人蒞臨分享-有機

丹參的介紹 

介紹該農場在網路行銷與推廣的實際案例 

 
 

紫城農場(楊梅區) 負責人蒞臨分享-仙草的

應用與推廣 

提供學生仙草實物拍攝、體驗、植栽、與

發問 

 
  

芯耘有機農場負責人蒞臨分享-有機米行銷與

社群人脈經營 

提供學生有機米食與加工品實物拍攝、體

驗、品嘗、與發問 

資料來源: 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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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9學年教學評量一覽表 

班級 修課人數 期中教學評量 期末教學評量 

109-1職資管所碩1甲 7人(碩) 4.8 ( 96.86 分 ) 5.0 ( 100.00 分 ) 

109-2電子商務概論資一甲 43人 4.4 ( 88.66 分 ) 4.4 ( 88.17 分 ) 

資料來源: 萬能科大教務系統，教學評量的滿分為5分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按照授課計畫表，讓修課同學分組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學習運用與整合 Facebook、

Line 官方、Instagram 等三種社群平台工具，並實際操作演練，指導學生從構想、企劃、執行、

修正，一步步完成作品，如附錄 H、本計畫學生最終完成作品網址與首頁截圖。此外，繼

續與在地有機農場合作，提供有機農產品推廣到飲食上的應用。指導學生從無到有的網路社

群經營與管理，並觀察何種方式是比較能吸引受眾的青睞與引發互動。透過整合網站商店架

設、網路社群經營的實作能力，培養學生獨立社群操作的能力與技巧。如表 5 所示 109-2 學

生期末作品操作網路社群平台情形，企劃書、網站、FB是每組都具有的成果，Line官方、IG、

YT 則視操作策略自行規劃，平均每組平台運用數為 3.7，而 5/17-6/25 因疫情關係停課無法

在教室當面授課，改採線上教學與進度報告。表 6 為各組網路推廣商品與作品評語，可以給

各組同學更多進步的建議。附錄 D、E 為 FB 課程群組，每週學生作品上傳至群組，教師給予

同學修正建議與意見回饋。組別未能全面操作 FB、Line、IG社群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活動規

劃的經驗不足，未來可以鼓勵同學多發想、多體驗、不怕錯、有自信，才能從中觀察粉絲的

回應與互動情形。 

 

表 5. 109-2學生期末作品操作網路社群平台情形 

組別名稱 企劃書 網站 Facebook 
Line 官

方 
Instgram Youtube 

運用社

群平台

數 

1.萬事都能 V V V V  V 4 

2.甲土豆 V V V   V 3 

3.蜂葉 V V V  V V 4 

4.啊一店鋪 V V V V V V 5 

5.糖堡飽 V V V  V V 4 

6.大衛的網

路商店 
V V V V V  4 

7.來找茶 V V V  V  3 

8.秘密茶卉 V V V   V 3 

9.小小商家 V V V  V  3 

總計 9 9 9 3 6 6 33 

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 Google web-site協作平台做網站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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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組網路推廣商品與作品評語 

組別名稱 主力商品 農場/機構 地區 教師與業師評語 

1.萬事都

能 

各項農產品 萬能電商大

部分農產品

(3家農場以

上) 

桃園市

各區 

社群管道完備，Line@架設有用心，IG可

以再多點實作部分，網站內容完備，組

員穿古裝拍茶葉商品想法棒。 

2.甲土豆

/2 

各項農產品 萬能電商大

部分農產品 

桃園市

各區 

網站呈現佳，有品牌故事，建議可再多

強網路行銷部分。Youtube 有多支影片

佳。 

3.蜂葉 蜂蜜、茶葉 協盛養蜂

場、國展有

機農場 

中壢

區、龍

潭區 

各項社群管道有建立，但可再充實社群

經營內容，YT有上傳多支短片很棒，影

片內容可再更精緻，有認真投入。 

4.啊一店

鋪 

蜂蜜、茶葉 白石蜂業、

國展農場 

大溪

區、龍

潭區 

網站內容完整，各項社群管道佈建皆完

備，IG貼文用心製作，簡報相當完整。 

5.糖堡飽 進口泡麵、

零食 

進口商 新北市 有網站也有實際訂單，建議做電商還是

要考量利潤問題，IG、YT、FB社群追蹤

人數最多。 

6.大衛的

網路商店

(資工系同

學跨修) 

電競周邊相

關產品(鍵

盤、滑鼠主

力) 

中華商場 台北市 各項社群管道佈建皆完備，電競興趣可

多拍開箱影片豐富社群內容，網站完

整、結構清楚、動線明確，整體相當優

秀。 

7.來找茶 茶葉 國展有機農

場 

龍潭區 只有 FB 粉絲團及 Youtube，沒有 Line

平台較為可惜，網站建置產品排版清

楚。 

8.秘密茶

卉 

蜂蜜、茶葉 白石蜂業、

協盛養蜂場 

大溪

區、中

壢區 

有建置網站，美工設計佳，有操作 IG、

YT社群，如能充實行銷內容更理想，有

進步的空間。 

9.小小商

家 

各項農產品 萬能電商大

部分農產品 

桃園市

各區 

網站功能大致有但設計單調，可以再加

強，推廣部分較薄弱，YT介紹可以再強

化頁面設計。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2) 教師教學反思 

教師在 109 執行計畫的教學反思與教學現場觀察有下列幾點， 

第一、為使網路社群操作更具特色與聚焦，建議指導學生可以先從企劃書➔其次

網站建置➔練習網路社群操作➔觀察教學現場反應➔進行教學內容的調整➔再實施

課程單元，教師要給同學建立按部就班的引導與觀察，不需急於先成立社群，讓學生

有充分的思考與明確方向。第二、網路社群操作有 Youtube 影片製作嵌入到網站有解

說效果更佳，當前動態影音內容仍是粉絲關注的主流，教師可以先示範製作，或舉例

讓同學了解。第三、社群平台之間要有相互導流的連結功能，以增加曝光度及流量，

老師可以針對一個範例解說，觀察有無導流的粉絲點閱和回應。第四、鼓勵同學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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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群上多激發創新點子，不定期的發文，每週至少發文一次，保持社群的熱度和活

絡，教師可以準備一些小獎勵，表揚按讚、追蹤、留言、分享有進步的小編。第五、

課程教授過程要不斷提醒同學，產品品質、資訊分享、快速到貨、合理價位是建立粉

絲信任的重要基礎。第六、請農場提供試用農產品作為開箱文影音製作有加分效果，

附錄 H為萬能科大資管系農產品電商部分產品一覽表，完整共五頁因篇幅關係僅取一頁代表。 

 

(3) 學生學習回饋 

    就學生學習回饋上，本計畫從各組組員的回饋了解學生的學習心得與意見，整理

如表 7 所示，整體上都持正面、肯定、非常有收穫的學習，附錄 A 與 B 為期中與期末

教學評量。附錄 F 為新冠疫情停課期間線上 Youtube 頻道教學與互動，每次上課均採

錄製課程，讓學生可以反覆多次閱讀並提供上課心得，上傳到教務系統作業區。 

 
表 7. 本計畫作品各組學生的學習回饋 

1. 萬事都能--組員學習心得➔ 

I、透過這次電商我了解到要經營電商需要足夠的人員一起培養，表現自己的專長和技術並

且充分發揮，尤其是當顧客看到古風完美的融入茶中，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II、透過線上教學讓我認識到多元的電商管道，從線上社群網站到 LINE官方頻道設置，甚

至是自架網站到個人的部落格等等，能夠讓我用更好的方法去和顧客接觸 並介紹和推廣我

們小組所選擇的產品。 

III、這學期的電商因為遇到疫情的關係，所以大家無法出門，也因為這樣我們有更多的時

間來經營我們的社群，在和組員討論時也只能夠在網路上表達意見，但是從中還是學習到

很多關於電商的知識，特別是與顧客的交流。 

2. 甲土豆--組員學習心得➔ 

I、這次疫情對電商來說是很大的機會，透過社群行銷增加客群曝光理應可以得到不錯的成

果，但行銷這部分還是有待加強。 

II、這堂課學到很多如何去經營社群，老師也請了很多業師來教導我們如何去運用網路做

行銷。 

3. 蜂葉--組員學習心得➔ 

I、在做這次的作業時，我發現我比之前進步了許多，至少在架設網站的部分我做的比上一

次更好也更快了，在經營粉絲團的部分我也更懂得運用圖文的部分來讓貼文便更加豐富，

希望以後還可以有機會接觸這件事情，也希望自己有進步。 

II、學習到如何架設電商網站、平台以及買賣和如何把商品行銷出去等等。 

4. 啊一店鋪--組員學習心得➔ 

I、我覺得這次課程讓我學到了很多經營網站社群平台的技巧和方法，也拍攝了許多照片進

行修圖，放在網站上設計和位置都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做出實

際的販售，不過相信之後有機會的話會努力試試看。 

II、我覺得蜂蜜很健康，茶葉也種的綠意盎然，整體給人的感覺既健康又舒服，讓人禁不起

想要願意購買它們，所以整體來說，學習建置是非常值得的。 

5. 糖堡飽--組員學習心得➔ 

I、在這一學期內學習到的東西跟上學期的內容有許多不同 這次更強調推廣以及各項社群

軟體的功能 這學期老師請了許多不同領域的業師 也讓我學習到那每個業師的專長跟一些

小技巧 真是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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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這堂課學到很多如何去經營生意和了解到我們現在生活中的很多生意模式是如何出現

的老師也請了很多業師來教導我們如何去運用軟體或手機來做宣傳和拍照。 

III、我覺得老師非常會教，從我不懂網路行銷到一點一滴慢慢學而且網路行銷很需要分工

合作、團隊配合，讓我們從中成長開放想法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再分工去做這堂課是學到

蠻多東西的。 

IV、我覺得這堂課非常好因為會請很多講師來上課，現場教學讓我們學的比較快，有問題

也可以馬上問專業的講師讓我們學習的速度更快。 

6. 大衛電競商店--組員學習心得➔ 

I、這學期學到很多不論是如何經營網絡平台，社群行銷，新媒體是如何透過這些平台來發

展的等。同時也實際做了屬於自己的網路商店，雖然跟很多網路電商來比還差了蠻多的。

但在做的同時能充分體驗到，架設這個平台你要思考很多，像是排版，要如何讓被人看得

舒服、你的平台上需要哪些東西，如購買頁面，如何聯絡等，都要讓消費者能一目了然的看

到，並且也作出每個產品各自的特性等。這門課程讓我學到很多我以前不曾學過的東西，

也讓我了解到現在很多網路電商是如何做的，以及他們需要思考哪些事情。 

7. 來找茶--組員學習心得➔ 

I、這學期的課讓我覺得獲益良多，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沒辦法再去農場採訪，所以只能在

家用電腦雲端學習。 

II、學到了很多的內容，在線上上課的內容中有很多有用的知識。 

8. 秘密茶卉--組員學習心得➔ 

I、這學期的課程主要介紹了許多不少的東西，在執行電商平台時因為沒有實體店面所以不

管是在網站的管理社群的管理方面都要更加的用心。因為消費者最主要還是在網站上看見

商品，其中尤其是在社群媒體操作上面更加的重要。因為現在人人都有社群媒體軟體包含 

facebook Line Instagram youtube 等..，最重要的是要持續保持更新讓別人知道我們是

有在經營的，也能增加曝光度並且多多跟消費者互動才能營造出好的品牌形象。 

9. 小小商家--組員學習心得➔ 

I、在這學期學習到十分不同於平面銷售的網路銷售的概念與方法，加上這次遇到了疫情，

更讓我們知道了網路平台銷售的重要。 

II、學習到新的圖文應用與社群行銷的多元化，網路與現實店面的差異及各自不同的行銷

方式。III、這學期學了全通路行銷的概念，以及社群網站的經營。 

資料來源: 萬能科大教務系統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研究歷經一年的行動研究與教學課程提出以下的建議與省思， 

建議一、成立技職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知識交流小組 
 由於目前教育部在國內北中南東部設有教學實踐研究基地，以一般綜合大型學校為主，

建議可以學校性質分類，多增設一些小型知識交流小組，教師可以相互觀摩交流，建議加設

技職體系的基地，因為在培育學生的訓練方式有所不同，技職教育著重實作、證照、實習、

作品、專題，目前北區學校：陽明交通大學、臺北教育大學，中區學校：靜宜大學，南區學

校：中山大學，東區學校：宜蘭大學(泛太平洋聯盟學校)，可以多擴充知識交流機會，共構

教學實踐教師的支持網絡，提升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能量。 

 

省思一、網路社群經營讓學生實際操作練習，有助於掌握當前潮流趨勢 

     技職高等教育目標在培育學生未來銜接就業職場所需的技術與能力，設計具學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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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及領域，可引發學生投入關切及引發共鳴。當前是網路資

訊時代，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機、平板、筆電，學習操作社群平台，善用在地的資源，先體驗

而後發想再進一步實作自己的作品，讓學生發揮創意，推廣桃園在地農產品，如有機米、有

機茶葉、有機蔬菜、有機菇類、蜂蜜、手作農產品、….，踏進實作場域與農民互動更能激發

靈感，本課程採取鼓勵同學方式建立與經營社群，每組雖有應用社群數量的多寡落差，但激

發學生主動學習、積極投入是計畫原始的初衷。 

 

 省思二、讓大學生更多元認識食農教育，強化最接近就業職場的求學階段 

當前很多大學生對於農產品是陌生的，甚至是名稱、營養、如何烹調成為料理都缺乏經

驗與認知，也鮮少在一般課程介紹認識在地的食材供應者。本研究透過多場次在地農場負責

人、社群管理專家、網路直播主、餐廳業者蒞臨學校課堂，分享同學食農教育、社群實際操

作技巧，培養運用網路與資訊科技的能力，在各產業達到可以獨立經營操作的目標，雖然過

程中仍有極少數低度參與，食農教育學習成效上以推廣均衡飲食為目標。 

 

省思三、教學現場教導學生社群操作應用技巧，規劃與發想社群互動的練習 

本研究在教學現場教導學生社群操作的應用技巧，規劃與企劃社群互動的練習，累積學習

的經驗，以利於學生未來應聘網路社群相關的職務。附錄H、本計畫學生最終完成作品網址與

首頁截圖，從網站首頁可以連結到Facebook、Line、IG、或YT，雖然社群操作技巧上還需要

多加練習和觀摩，但開啟一面向外的窗，將通往無國界的粉絲經營與商品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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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109-1-職資管所碩 1 甲-網路行銷與社群管理-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 

 

 

附錄 B、109-2-資 1 甲-電子商務概論-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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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本研究計畫執行教學活動的 FB 公開粉絲專頁 

 

 

附錄 D、109-1-網路行銷與社群管理-碩專班-課程 FB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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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109-2-資 1 甲-電子商務概論-課程 FB 社團 

 

 

附錄 F、新冠疫情停課期間線上 Youtube 頻道教學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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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萬能科大資管系農產品電商部分產品一覽表 

產品 

編號 
產品名稱 規格 外包裝 產出農場 價格 圖片 

1.龍潭區芯耘農場農產品(稻米為主) 

OR001 

有機白米 

(Organic white 

rice-M) 

1公

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150元 

 

OR002 

有機糙米 

(Organic brown 

rice-M) 

1公

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150元 

 

OR003 

有機黑米 

(Organic black 

rice-M) 

1公

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200元 

 

OR004 

有機白米 

(Organic white 

rice-S) 

0.5

公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75元 

 

OR005 

有機糙米 

(Organic brown 

rice-S) 

0.5

公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75元 

 

OR005 

有機黑米 

(Organic black 

rice-S) 

0.5

公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100元 

 

OR007 

有機白米 

(Organic white 

rice-L) 

2公

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300元 

 

OR008 

有機糙米 

(Organic brown 

rice-L) 

2公

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300元 

 

OR009 

有機黑米 

(Organic black 

rice-L) 

2公

斤 
真空包 芯耘農場 400元 

 
2.龍潭區國展茗茶農產品(茶葉為主) 

OT001 
有機紅茶 

(Organic black tea) 

75公

克 
鐵罐 國展茶園 500元 

 

OT002 
有機綠茶 

(Organic green tea) 

75公

克 
鐵罐 國展茶園 500元 

 

OT003 

有機金萱茶 

(Organic Jinxuan 

Tea) 

75公

克 
鐵罐 國展茶園 500元 

 
[註 1] 稻米類，農產品開頭字母➔OR(Organic Rice) 

[註 2] 茶葉類，農產品開頭字母➔OT(Organic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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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H、本計畫學生完成作品網址與首頁 

1. 萬事都能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wanshihduneng/%E9%A6%96%E9%A0%81?fbclid=IwAR2lkW4Dv

zzV6twr80_KYMnm7aUL0ipNBbiuVbLfSOPEn9JsegxEvjv0kOQ 

 
 

2. 甲土豆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potato-vnu/%E9%A6%96%E9%A0%81?fbclid=IwAR1-

bi8ovRgBoy__vG5WdCBZONQlyB6RIAHtciSMhOaiDUlVLgxlY5CZSEU 

 
 

3. 蜂葉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bee-leaf/%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view/wanshihduneng/%E9%A6%96%E9%A0%81?fbclid=IwAR2lkW4DvzzV6twr80_KYMnm7aUL0ipNBbiuVbLfSOPEn9JsegxEvjv0kOQ
https://sites.google.com/view/wanshihduneng/%E9%A6%96%E9%A0%81?fbclid=IwAR2lkW4DvzzV6twr80_KYMnm7aUL0ipNBbiuVbLfSOPEn9JsegxEvjv0kOQ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potato-vnu/%E9%A6%96%E9%A0%81?fbclid=IwAR1-bi8ovRgBoy__vG5WdCBZONQlyB6RIAHtciSMhOaiDUlVLgxlY5CZSEU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potato-vnu/%E9%A6%96%E9%A0%81?fbclid=IwAR1-bi8ovRgBoy__vG5WdCBZONQlyB6RIAHtciSMhOaiDUlVLgxlY5CZSEU
https://sites.google.com/view/bee-leaf/%E9%A6%96%E9%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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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啊一店鋪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yiyiyi/%E9%A6%96%E9%A0%81 

 
 

5. 糖堡飽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ice0808/%E9%A6%96%E9%A0%81?fbclid=IwAR0xWUFYBRN_

w-oifG5WxTQQZVM4fPRY_nBCwgxEOFaaMOX3pYRmN2vjr7Q 

 
 

6. 大衛的網路商店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ds-online-store/%E9%A6%96%E9%A0%81?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yiyiyi/%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ice0808/%E9%A6%96%E9%A0%81?fbclid=IwAR0xWUFYBRN_w-oifG5WxTQQZVM4fPRY_nBCwgxEOFaaMOX3pYRmN2vjr7Q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ice0808/%E9%A6%96%E9%A0%81?fbclid=IwAR0xWUFYBRN_w-oifG5WxTQQZVM4fPRY_nBCwgxEOFaaMOX3pYRmN2vjr7Q
https://sites.google.com/view/ds-online-store/%E9%A6%96%E9%A0%81?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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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來找茶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me-for-tea/%E9%A6%96%E9%A0%81 

 
8. 秘密茶卉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smhs.hlc.edu.tw/tony1123/%E9%A6%96%E9%A0%81?authuser=0 

 
 

9. 小小商家的網址及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qaz0606/%E9%97%9C%E6%96%BC%E6%88%91%E5%80%91 

 
資料來源: 本計畫整理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me-for-tea/%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smhs.hlc.edu.tw/tony1123/%E9%A6%96%E9%A0%81?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view/qaz0606/%E9%97%9C%E6%96%BC%E6%88%91%E5%8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