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得

這次的演講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有在這次的演講中學

習到了有關相機的知識，例

如：大光圈快門快相反的，

小光圈快門漫，我認為這對

我未來如果要買相機非常的

有幫助，還有，在這次的活

動中，我們每個人都有提出

自己的意見，都有嘗試表現

出自己想表達的樣子，開始

到結束都非常順利，我們也

都有接納別人的意見，讓最

後呈現出來的作品品質大大

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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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我覺得這一次的研習很棒
，老師講的也很好，對於
我以後完成一個目標很有
幫助，這次我覺得我可能
是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方法
，所以不能在第一時間去
想到我販賣這個商品的目
的，我相信，如果我以後
遇到任何需要解決的問題
或是達成的目標，嘗試著
適用這個方法應該會更順
利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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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鱸蚜鼱覃花在璞鬮的時間鱸少

這R鷗求「鼴鷉」 ． 鼱囑7鼱阻的與
歡的心價值

心得

我認為這次的講座沒有太困

難的地方，幾乎都是問答行

的過程，而且還沒有標準答

案，所以這次的課程可以說

是非常順利，在這次的課程

我學到了如何讓簡報更精簡

，更精緻，比如說：簡報字體

的顏色不要太多會比較容易

讓別人集中注意力，重點字

體比較大比較容易讓大家一

看就懂，等等的，我認為這

能幫助我以後在任何報告上

更輕鬆地讓觀眾了解我想表

達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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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我認為這次的演講是一個非

常輕鬆，而且也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的想像力很豐富，

而這次的演講剛好是需要非

常多的想像力，但這次我們

好像選錯主題，只能框架在

吃的這一方面，也許也是因

為在飲食這一方面比較沒有

想像力，所以就很死板，沒

有太多的創新，也許我們一

開始選其他題目應該就會有

更多創新的機會，也許是我

太少激發我的想像力，總結

，我認為像這種創新的主題

應該要多思考，才會有更多

意想不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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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過程

蒽珥動
`．卫正

主夏忭同畫品呻如下：

. 1B··員量光 1··汪

.．．民(l:iM 2..作犧操收參黷

．昷...I1品 3..作iJf置黷薑農耕

·礴珥珥l墨 4...I品加工參氬

·賾虹量光景夏 5． ．畫品畫擅謩囂

· II醞2.HI光 6,．．品晨售參囂
7..柢．舍參璽
8,．舍民蓿住宿
9． 景些牛（屬）直
10．參囍．鑽晨示氬和搏物
11． 花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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楫量UNwro2定日

,e' mI相薑量泛 ．

生量薑量只昰其禪h的－靈·

·凡薑亶員訐·

卹礄量量且是甕甩算鶩量的方式

量算是算色薑道·」

UNWTOJ囹言
「鈤嶧斟未來囂光籃鼉景的B晨趨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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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這次的課程我覺得老師講
的課程我都有吸收到，例
如：怎麼將在地的特色給
更多人知道、怎麼樣安排
才會讓當天的旅程更順暢
……等等的，而且這次的
過程氣氛都很歡快，我認
為這樣更能幫助我們吸收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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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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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我覺得這一次的演講重點是在說
農村日常對外縣市生活比較快的
人來說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我
們小時候每天的日常都是他們覺
得很有趣的體驗，例如：種採農
作物丶騎車、水溝版的飄飄河…
等等的。還有農村＝日常，日常＝
創新，我們的日常稍微改變一點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很有趣的
體驗，就像老師說的杯子本來沒
有旁邊的把手，多了那個把手，
杯子還是杯子，還變得更方便了
。還有如何排行程和如何將活動
推廣讓更多人知道，行程的話像
種採農作物的話可以讓遊客體驗
10-15分鐘就好。推廣活動老師
有講過可以結合line＠出關卡用
關鍵字自動回覆的方式和遊客互
動，例如：和景點、活動拍照…
等等的。因為假如遊客對於這次
的活動很滿意，就會傳上社交平
台上，這樣就會有更多人知道我
們的活動，還不用花更多的宣傳
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