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iEARN 及國際交流講座
參加「iEARN 及國際交流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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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日期：105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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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活動師資安排符合您的預期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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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活動內容符合您的預期…………………………………………

15

11

2

0

0

4. 您滿意本次活動的舉辦方式…………………………………………

17

11

2

0

0

5. 您滿意本次活動的進行方式…………………………………………

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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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6. 您滿意講座「 How to take photos with motion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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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7. 您滿意講師指導「陳怡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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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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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滿意本次活動的時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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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您滿意本次活動的場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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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整體上來說您滿意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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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活動主題符合您的需求…………………………………………

「 iEARN 及國際交流講座」相關問題

11. 若以上問題有任何「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者，請您寫下意見供主辦單位參考：
非常滿意，但希望時間可以長一點

12. 未來您期待我們為您多辦理哪方面的 iEARN 講座：
1. 上台報告的技巧
2. 關於拍照
3. 藝術方面
4. 音樂製作
5. 設計
6. 如何做 PPT
7. 有關各式各樣在台灣較少或沒那麼發達的職業地介紹
8. 不同國家的建築特色、藝人
9. 國家、旅遊、拍照
10. 漫畫製作

13. 關於這次的活動請寫心得，最少 5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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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很多不同的動畫，是很多張的畫製成的，然後要多精細，並學到很多特效之中的艱辛，學到很多
特效意即可用的程式。
─高二溫 30 黃雨暄
透過這次的活動學習到動畫如何製作，以及如何完成一部動畫，和攝影&拍照的技巧，很有收穫&意義
的講座!
─高二溫 40 鄭涵聿
覺得動畫有點好玩，但是有點複雜而且又蠻費時，但是看到成果又很有成就感，真的是很棒呢!!還有
講師講的很棒，一整個超有興趣。
─高二良 01 丁品瑜
看到小時候常看的笑笑羊，覺得彷彿回到童年，同時也才了解，原來短短的一個小動作，需要作好幾
個模型，十分費時。
─高二良 13 李翊瑄
拍 movie 要花很多時間，也要注意到許多小細節(ex:角度、camera 高度、特效等等)，上完課，我覺
得我們也可以自己做個小動畫。
─高二良 26 郭芝妤
製作動畫要花很長的時間，也需要很足夠的耐心，每一秒鐘背後要畫很多圖才能完成，覺得很不容易
─高二良 31 黃芯填
透過這次社團舉辦的講座，才知道製作動畫特效原來是如此的有趣的是，而且才知道這是一件浩大的
工程。而且也學到原來拍攝事物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去詮釋想說的故事!
─高二良 36 歐姿伶
這次的活動雖然在去年也參加過，但謝謝 Nela 再次請他們來教我們和學妹一些拍攝技巧，讓我想起之
前學到的一些技巧，還蠻有意義的。
─高二良 37 蔡沂彣
對動畫更進一步的了解也多了很多興趣，一秒 30 張圖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跟毅力才能堅持下去!很喜
歡這次的活動!
─高二良 38 蔡佩純
透過這次的活動讓我學到以前一直都很好奇的動畫製作方法。
而且也才了解原來要製作出特效是一件很花時間的工程~也才知道原來要完成一部電影會是比一件想
像中更困難。課程中也了解分隔畫圖的技巧~才知道自己原來畫圖都沒有考慮到鏡頭的轉移。
今天是很有趣的一天!!!!!

─高二良

44 蘇柔穎

經過了這次的活動學習了許多製作動畫的幕後，原來製作動畫所花費的時間比我想像來的許多，也瞭
解到製作動畫是如此辛苦，過程中也提供時間給我們親自描繪分隔漫畫，並學習到了鏡頭的遠近，所
呈現的畫面十分的不同。
─高二良 45 蘇曼
很高興有這次的機會能參與這樣的講座，原來定影的動畫過程是如此，
讓我學習到這麼多的城市和設計。
─高二恭 37 楊于瑜
短短一秒鐘的鏡頭就要畫很久，原來製作一部定穎要花這麼多時間，很佩服他們的毅力及熱忱也了解
各種運鏡方式，很酷!
─高二儉 08 吳冠臻
老師講解的很精細、很有趣，讓我們獲益良多。除了介紹特效部分，還有攝影相關技巧，真的令我印
象深刻且實用，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講座!
─高二敬 48 蘇盈蓁
這次的講座勾起我國小做逐格的回憶。
也讓我看到定影裡特效如何製作，覺得做這個既刺激又累人。不過我覺得做完後應該很有成就感吧~
然後我很喜歡這次的講座喔~因為終於有一個我覺得有興趣的講座。
─高一良 22 殷海庭
聽到講師說她曾經在好萊塢待過真的太帥了!而且這是我的一次那麼深入這個行業，也讓我徹底瞭解拍
動畫有多花費時間和精神……這真是太偉大了……對我這個沒有耐心的人來說!超強的!
─高一良 40 楊雅軒
我覺得這次的講座非常有趣，讓我了解到動畫的組成以及拍攝的過程，知道動畫的製作是需要花費很
多的心血的，而且也對這主題更深入的學習，真的非常好玩，期待下次更不一樣的主題。
─高一儉 34 楊惠瑀
我覺得非常有趣，原來動畫是這樣左出來的!且需要耗費龐大的人力與心力，這一定要有強烈的興趣與
熱情才能達成~我也學到很多東西，以前從來不知道的東西
─高一勤 05 王詩萱
我也覺得 FAYE 姐姐的講解非常清楚，聽完她的講座後，自己也想試試動畫製作。另外在攝影技巧也學
到很多!
─高一勤 33 陳彥伶
這次的講師帶給我們回首一燙動畫製作工程之旅，也讓收穫良多，並且喚醒了我的記憶，其實我之前
國中時也曾做過逐格動畫，所以算稍有經驗吧!
─高一勤 37 黃翊寧

很喜歡這次舉辦的活動，讓我更了解電影的製作過程，每個動作都需要動畫師、程式設計師…的配合，
非常辛苦但也很佩服他們。有機會的話一定會下載 pencil 來做凍壞的。
─高一勤
38 葉書妤
經過講師的介紹，發現製作動畫需要很多耐心、熱情，一個小小的短片，竟然花費那麼多的時間和精
神，曾深了我對動畫的認識和興趣，其中最讓我驚豔的是講師的技術，連畫一顆球在彈跳，思維都如
此不同，落地的瞬間有球受力壓扁的感覺，而不是執著於畫的很園卻無立體感，也學到不同的視角拍
攝，不同的構圖方式…，收穫很多
─高一勤 41 劉子綾
我非常喜歡這次的活動，因為我對動畫的製作挺有興趣的，不僅讓我學到如何製作動畫，也了解運鏡
的模式和專有名詞，艮讓我知道要製作一部影片需花多少人力、新厲害時間，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
活動！
─高一敬 9 李心妤
活動，我覺得很新奇也很有趣，因為這些介紹榮是平常學不到的，所以這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學習新
事物。尤其是第一個主題─動畫製作，礁島我們一些技巧與示範，讓我對拍攝生了興趣因此很感謝社
團及妃姐姐！
─高一敬 10 李奕慧
學到了如何分鏡和動畫製作和攝影技巧，讓我知道原來拍一部影片完全是「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
啊!可以學到這些，知道了導演真的好辛苦。
─初二檢 10 宋瑞恩
艮認識動畫的製作，也了解拍攝一部片要花多少時間。未來有機會也可以自己動手拍一部片。除此之
外也學到如何畫分鏡圖，更佩服導演了。
─初二檢 21 陳芃豫
我很喜歡這次的講座,不但讓我們了解了如何去做動畫,還讓我們了解了電影拍攝需要多少時間,和人
力,跟動畫師需要做甚麼,也讓我動手去畫一些圖片,告訴我們應該改善的地方!利用了這次講座學習了
許多事情
─初二檢 36 蔡佩穎
這讓我學習到了平常不會學到的東西，尤其是拍照、構圖的部分我很喜歡，希望我自己也能運用在平
常生活中，而不是拍照時跟大家拍的都一樣。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再多瞭解
─初二儉 38 鄭宛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