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iEARN 及國際交流講座 

 

參加「iEARN之 Corel VideoStudio Pro 會聲會影工作坊研習活動」的學員們，經過精彩豐富

講座後，是否收穫滿行囊呢？請提供主辦單位意見回饋，您的意見將使聖功 iEARN 社團往後的

活動越來越出色喔 

一、 基本資料 

班級：                     姓名：                       座號： 

二、 活動內容              Result of Evaluation 
活動日期：105 年 12 月 15 日 

題
號 

「 iEARN及國際交流講座」相關問題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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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本次活動主題符合您的需求………………………………………… 16 14 0 0 0 

2. 本次活動師資安排符合您的預期 ………………………………… 12 18 0 0 0 

3. 本次活動內容符合您的預期………………………………………… 11 19 0 0 0 

4. 您滿意本次活動的舉辦方式………………………………………… 11 19 0 0 0 

5. 您滿意本次活動的進行方式………………………………………… 12 18 0 0 0 

6. 您滿意本次活動的場地安排………………………………………… 12 16 2 0 0 

7. 您滿意講座「Corel VideoStudio Pro」……………………… 13 17 0 0 0 

8. 您滿意講座「會聲會影課程與實作」……………………………… 13 17 0 0 0 

9. 您滿意講座「Corel VideoStudio 剪片」………………………… 15 1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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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加工作坊後的「學習感想 50字」 

 

以前就有上過這種這個城市的課了，很開心今天又可以再次接觸，能學習到更細的用法雖然也

看到很多不一樣的功能，很開心能有這一次的機會。 

─高二溫 30 黃雨暄 

 

這一次學習如何製作影片，利用各種特效學習如何讓段影片更加精美。 

─高二溫 40 鄭涵聿 

 

很實用的可以學到好的軟，好的應用把影片剪一剪做的美美的，可以用來做很多事呢！ 

─高二良 01 丁品瑜 

 

認識「Corel Video Studio Pro X5」這個軟體，學習如何剪接影，替自己增加了一些假小技

巧。而且可以學以致用。 

─高二良 26 郭芝妤 

 

對影片剪片的操作更了解，可以應用在很多地方，很實用，也學到很多怎麼剪接影片，「Corel 

Video Studio Pro」是個很方便好用的軟體。 

─高二良 31 黃芯填 

 

其實自己一直都蠻喜歡做影片的，可是都不知道要怎麼用電腦，只能用手機那種簡單的 App，

今天上的這一堂之後了解怎麼從網上下載音樂跟天元自己製作成影片。 

─高二良 36 歐姿伶 

 

很開心可以參與這次的活動雖然去年也參加了，但這次又讓我學到之前的一些學到的技巧也

謝謝講師特別到聖功來教導我們。 

─高二良 37 蔡沂彣 

 

很開心可以參與這次的活動雖然去年也參加了,但這次又讓我想到之前的一些學到的技巧,也

謝謝講師特別來礁島我們這些。 

─高二良 38 蔡佩純 

 

經過這次的工作坊才知道原來很多軟體本身可以用來做影片，雖然平常就會使用類似的影片

剪接軟體其實都無法使用所以透過這次的研席也學到更多的技巧而且也都能把影片做得更加

精緻很開心擁有這次的機會都非常的有趣而好玩 。 

─高二良 44 蘇柔穎 

 

經過了三次的社團課，使我學習到了許多剪影片的方法以及利用照片製作後製和特效，這一

些課程的教學都是平時學校無法教到的，今天學習後真的是受益良多。 

─高二良 45 蘇曼 

 



透過這一次影片剪片的課程，了解到剪片中的過程，能學習到更多的方法這樣又獲得不同的

方式了。  

─高二恭 37 楊于瑜 

 

這次這次學習如何是做影片，利用各種特效學習如何讓影片更想精美， 而且特效真的超 Cool

的!  

─高二敬 48 蘇盈蓁 

 

這次工作坊研習活動後，讓了解影片製作的方法過程，和加入音樂素材的網站，真的收穫滿

滿。 

─高一溫 03 王紫涵 

 

每次都用手機剪接影片，覺得沒有今天老師介紹的程式好用。我學會了很多剪接技巧，覺得

開心以後可以用這個程式做功課了。 

─高一良 22 殷海庭 

 

每次都用手機剪接影片，覺得沒有今天老師介紹的程式好用。我學會了很多剪接技巧，覺得

開心以後可以用這個程式做功課了。 

─高一良 40 楊雅軒 

 

對於剪片很陌生，因為之前幾乎很少接觸到，藉由這一次的課程，讓我漸漸的了解到如何剪

片，製片，還有停格動畫之類的，對於以後非常實用，而且更充實自己的知識。 

─高一儉 34 楊惠瑀 

 

以前從未聽過，上這種課，所以覺得很新鮮，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希望之後也能在接觸這方

面的課。 

─高一勤 05 王詩萱 

 

其實之前在國中時也曾剪影片過，但是沒有特別詳細的去認識繪聲繪影，但今天我認真的聽

著 Andrew老師的講解後，我覺得受益良多，演讓我有機會再一次願意繼續練習剪接影片了！ 

─高一勤 27 

 

之前有 movie都是自己學，這次學到新的軟體，又有專業的指導是很實用的一堂課。 

─高一勤 33 陳彥伶 

 

我覺得參加完這次的講座後，讓我對影片的剪接有更深的了解，非常的有趣，也很好玩。實

際操作成功後也會有很大的成就感，希望以後也能多多舉辦像這樣有趣的講座，讓自己的人

生越來越充實。 

─高一勤   38 葉書妤  

 

從很久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學怎麼想剪影片， 今天經過講師的教學， 了解很多剪影片的知

識， 學到很多相關技巧。每一個都很有趣，多讓我有驚喜製作影片，不但獲得樂趣，還可以



 

應用在生活中的許多地方，豐富生活，方便有趣，很有價值，這次的活動很精采收穫很多！ 

─高一勤  41 劉子綾 

 

你讓我了解到如何剪片， 製片。原本什麼都不清楚， 道縣在對影片剪輯軟體有進一步的認

識。雖然在實作過程中遇到許多障礙。因為我本身電腦就不餓太好，但是還是克服了餅學習

到許多新知。這真的是一門請有趣的課程。 

─高一敬  9 李心妤 

 

經過這一次的教學體驗後，讓我學到許多有關於如何剪輯影片的方法技巧等等...， 對於沒

有接觸過這部分的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呢！ 

─高一敬  10 李奕慧 

 

非常酷的一個活動！以後在家都可以自己剪 video!對於辦活動或交報告都超方便！搞不好我

之後也能當 YouTuber 自己賺錢。總之非常好玩！ 

─初二檢  10 宋瑞恩 

 

很特別的一個活動，以後能自己製作影片或需將影片做好後還能將它放上 YouTube ，我就能

成為一個 YouTuber. 

─初二檢  21 陳芃豫 

 

上次有教我們如何拍影片後，這一次教我們如何剪輯影片，如何轉場快慢，等等之類， 把兩

者連接起來，不但學到如何拍影片和剪影片，這是一次很好的活動！ 

─初二檢  36 蔡佩穎 

 

延續去上一次該如何拍照後，這一次學習到如何剪影片，我覺得這一次對我的幫助很大，因

為現在很常有做影片的機會，之前要探索很久才做出來， 而且效果也沒有到非常好。經過這

一次的講座， 下一次要製作影片時便你能輕鬆容易， 還能有專業感了！ 

─初二儉 38 鄭宛妍 

 

 

 第二次工作坊—105年 12月 15月(星期四)13:10:00~15:00，期待大家一起學習，為自己人生

充電！ 

               

請您於本次活動結束後，將此份問卷交給現場老師，謝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