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arning to Changing！

2022 Hahow 好學校青年線上課程創意競賽

競賽簡章



一、活動主題：

Learning to Changing！ 2022 Hahow 好學校青年線上課程創意競賽

二、活動主旨：

為響應聯合國 2023 永續發展目標-優質教育與實踐社會公益，本競賽鼓勵青年發揮

所長，結合創意與應用科技製作線上影音課程， 創造教與學的知識流動，讓人人都

能更輕鬆快樂地累積知識，持續推動社會進步。

三、主辦單位

Hahow 好學校

四、協辦單位：

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院 、資策會生活實驗室 Living Lab

五、競賽對象

（一）、限 18 至 30 歲青年報名參加

（二）、每隊至少 3 人，至多 5 人。每人限報名 1 隊，報名後不得更改或替換對員。歡

迎跨領域、不同科系學生組隊參加。

六、競賽獎勵

（一）、 本競賽總獎金共 23 萬元，若入圍隊伍準時繳交相關文件，且全程參與至決賽

完畢，主辦單位將給予每隊該課程募資總額的 30% 作為團隊補助製作費 。

(1) 計算方式為：課程募資價 X 募資期間購買人數 X 30% ＝團隊補助製作費

(2) 課程募資總額的 70% 將在扣除活動成本後，由 Hahow 好學校與參賽團隊共同

討論與課程主題相符的公益團體單位，並由主辦單位代表捐款。

（二）、入圍隊伍每人可獲得獎狀 1 幀，名次獎勵如下：



名次 組數 獎勵說明

第一名 1 組 每組獎金新臺幣 100,000 元整與每人獎狀 1 幀，且每組每人

可獲 Hahow 好學校線上課程 1 堂。

第二名 1 組 每組獎金新臺幣 60,000 元整與每人獎狀 1 幀，且每組每人可

獲 Hahow 好學校線上課程 1 堂。

第三名 １組 每組獎金新臺幣 30,000 元整與每人獎狀 1 幀，且每組每人可

獲 Hahow 好學校線上課程 1 堂。

特別獎 2 組 每組獎金新臺幣 20,000 元整與與每人獎狀 1 幀。

（三）、 爲鼓勵團隊落實創意構想與持續發揮社會影響力，入圍隊伍之線上課程在募

資結束後，將成為 Hahow 好學校公益課程。

五、競賽流程

年度 日期 流程

2022

9/21（三） 課程提案分享暨競賽線上說明會

Hahow 好學校官網直播

9/5 - 10/6 開放報名（收件在 2022.10.16 23:59 截止）

10/7 – 10/14 課程提案審查

10/17（一） 入圍名單公佈

10/20（四） Hahow 企業參訪＋進階製課講座

入圍隊伍參加，採實體進行，團隊成員至少 3人出席。當

天活動內容包含企業參訪與進階製課講座，幫助參賽隊

伍更了解線上課程產業與製課流程。

10/17-11/10 提案優化線上會議

入圍隊伍參加，採線上會議形式，團隊成員至少 3 人出

席。由 Hahow 好學校協助各組優化課程提案，具體會議

時間、日期將視團隊情形安排。



11/17（四） 繳交課程募資頁面與課程募資影片

11/24（四） 課程募資上線

12/15（四） 繳交決賽簡報與正式課程影片

12/22（四） 決賽、課程正式開課

七、競賽主題

請參考下方主題擇一參賽，根據說明發想提案、並完成製作一堂至少 30 分鐘至多

60 分鐘、可被分割 為 3-6 個單元的線上課程。請注意每隊限擇一主題報名，且完成

報名後不得更換。

主題一、永續發展：

響應聯合國提出 2023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

的第五項核心目標「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確保包容與公平的優質教育，讓

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

請從台灣弱勢族群（包括但不限於高齡者、偏鄉孩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等）的教育

議題出發，設計一堂影音線上課程。

主題二、學那些學校不會教的事：

Hahow 好學校是亞洲領先的線上學習平台，全台首創課程募資上架機制。我們希望

能創造一個不受限與適才適性的環境，讓大家更輕鬆快樂地累積知識技能，推動社

會持續進步。

請以「學那些學校不會教的事」為題，發想在校園體制外值得學習且具有社會影響力

的領域或議題，以此設計一堂影音線上課程。

八、競賽規則

本競賽包含初選、決賽兩個階段與募資上架流程。



（一）、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制，請於 2022 年 10 月 6 日 23：59 前至活動官網

（https://events.hahow.in/2022learningtochanging-24060 ）完成報名與上傳初賽資

料，逾時或繳交資料不齊全者視同未報名成功，主辦單位將不另行通知。

（二）、初賽繳交資料：

序號 項目 說明

1 競賽報名表 請前往活動官網，填寫報名表單。

2 課程提案企劃書 請使用附件一「 2022 Hahow 好學校青年線上課程創意競賽

_提案企劃書」文檔，撰寫 5 頁以內 A4 計劃大綱，完成後上

傳至活動官網。

3 授權暨個資使用

同意書

請簽訂附件二「 2022 Hahow 好學校青年創意線上課程競賽

_授權暨個資使用同意書」，每位成員需各自獨立簽訂一份，

完成後提供照片或掃描檔，由代表人收齊後以 PDF 形式上

傳至活動官網。

（三）、初賽評分標準

由 Hahow 好學校進行評選，評選結果將公告於活動官網（網址：

https://events.hahow.in/2022learningtochanging-24060
https://events.hahow.in/2022learningtochanging-2406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n4P9A4nJH3j3wSLZ_pa1A1x17SYjox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QKOvH7lFUbHcKRsg5hLEYBYN4JxcqJm/view?usp=sharing


https://events.hahow.in/2022learningtochanging-24060 ），並通知入圍隊伍企業參

訪與進階製課講座與決賽事宜。

評分項目 說明 佔比

主題相關性 課程提案與本次活動的契合程度，例如提

案是否符合活動主題、課程內容是否符合

目標族群的學習需求。

25%

內容完整性 課程提案的完整程度。例如課程大綱是否

清楚明瞭，包含課程標題、課程簡短敘述、

課程目標、課程單元與影音腳本大綱。

35%

課程提案可行性 課程提案與行銷策略具符合實際情況且可

行，以及預期效益具合理性。

25%

社會影響力 課程主題是否足以影響社會對於學習的價

值觀與信念，讓人與人與學習之間的關係

，或人與社會與學習之間的關係產生變

化。

15%

（四）、企業參訪、進階製課講座與提案優化會議

本次活動包含企業參訪、進階製課講座與提案優化會議。入圍隊伍每隊至少派 3 名

代表完整參與，以精進提案內容與了解製課流程。非不可抗力因素經主辦單位審核

通過而缺席者，將取消隊伍參與決賽評選資格。

1. 企業參訪＋進階製課講座

(1) 活動時間：2022 年 10 月 20 日（四）13:00 - 17:00

(2) 活動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33 號 4 樓（Hahow 好學校 4F 演講廳）

2. 提案優化會議

(1) 活動時間：每組預計 40 分鐘，具體會議日期依照團隊情況而定。

https://events.hahow.in/2022learningtochanging-24060


(2) 活動形式：採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方式進行，由主辦單位提供各組專屬會議連

結。

(3) 活動內容：主辦單位協助各組針對課程提案進行討論與優化，包含課綱設計、影

音腳本企劃與行銷策略。

（五）、課程募資上架說明

本次競賽將結合 Hahow 好學校的募資機制。由 Hahow 好學校與參賽團隊共同發起

募資，廣邀社會大眾與各界人士關注並支持弱勢族群與領域的教育議題。期盼結合

教育與公益，弭平資訊落造成的不平等教育，持續推動社會進步。

1. 募資規定簡述

(1) 募資門檻：至少 30 人

(2)募資期間長度：2022/11/24 - 2022/12/21，共 29 天

(3) 募資價格：本活動募資價格由主辦單位統一制定為 399 元

(4) 募資人數是否達標不影響競賽評分標準

2. 課程募資流程

3. 請參賽團隊在 11/17 23:59 前完成並繳交課程提案頁面與一支 60 秒內募資影片

，供主辦單位設定課程募資上架。

4. 影片檔案規格：



長寬比為 16 : 9，解析度為 1080p 畫質，建議檔案格式 mp4, mov。

（六）、決賽繳交資料

序號 項目 說明

1 課程簡報 請提供 8 頁以內 A4 課程介紹簡報，於 12/14 23：59 前以

PDF 寄送至 brand@hahow.in，並於決賽現場完成口頭說明

報告。

2 正式課程影片 請提供一堂 30 分鐘至多 60 分鐘，可分割成 3-5 個單元的影

音線上課程影音檔。於 12/14 23：59 前提供雲端硬碟連結給

主辦單位。

影片檔案規格：

長寬比為 16 : 9，解析度為 1080p 畫質，建議檔案格式 mp4,

mov 以及字幕檔。

（七）、決賽評分標準

由主辦單位邀請相關行政單位、業界講師、企業代表擔任評審委員，採現場審查方式

進行，各隊伍簡報時間 10 分鐘，由評審委員依據評選指標現場討論發表名次。

評分項目 說明 佔比

簡報表現 包含簡報製作、口頭報告之整體表現。 20%

課程製作完整性 課程製作的完整與精細程度，包含課程內

容編排、課程包裝與課程影音的製作完成

度。

35%

創新程度 課程內容或者製作方法具有創新與獨特性 15%

團隊執行力 將規劃轉換成行動的執行能力，例如專案

時程的掌控能力、行銷宣傳規劃的規劃與

執行成果、團隊成員間的合作默契等。

30%

mailto:brand@hahow.in


九、注意事項

1.  請於報名前詳細審閱本競賽說明之各項規定。凡報名參賽者即視為同意遵守本

活動之各項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得不經通知立即取消參加本活動資格。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

，將以最新公告為主，活動相關公告請至活動官網查詢。

2. 參賽隊伍所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應真實且正確，不得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資

料。課程提案內容應以未曾發表之原始創作為限，嚴禁重製、抄襲、冒借、拷貝、仿冒

，盜用他人或經他人讓與之作品參賽，且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令規定。如涉

侵權之法律責任由提案者自行負責，且主辦單位可立刻取消其參加或獲獎資格，並

追回所有獎勵內容。如致主辦單位受有損害者，提案人應負賠償責任。

3. 如需品牌相關資訊可向 Hahow 好學校提出，將視情況提供參賽隊伍使用。

Hahow好學校 提供之內部相關資訊、文件、圖像均為Hahow好學校 之營業秘密且

受相關法律保障，請參賽隊伍保密，並應依 Hahow好學校 之指示使用、保管、返還

及銷毀。未經授權而揭露或從事商業行為，將負相關法律責任。

https://events.hahow.in/2022learningtochanging-24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