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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提供學⽣
與專業⼈⼠請

益的平台，並

與社群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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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透過提供媒合平台，⿎勵學⽣與教授及專業⼈⼠透過
共進⼀餐 *或線上聚會，交流課內外的任何事務，現已有超過
50位⽼師參與，與近10間企業合作，並舉辦超過60場線上
下聚會。

以下三點是我們的核⼼業務：

我們發現⼤班制的教學使師⽣不易建⽴連結,
輕鬆的環境供師⽣⼩聚才能有效促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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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交流 ,  建⽴連結

 

 
 

媒合學⽣與教授或專業⼈⼠聚會，學⽣僅需⽀付⾃⼰的餐費

（參與專業⼈⼠聚會僅需⼩額加價）。

透過履歷媒合，提供企業接觸學⽣的管道。

管理平台、主持聚會、並與餐廳及企業建⽴合作關係。

*疫情期間則改為線上GOOGLE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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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以每位學⽣⼀天接觸10位認識的同學，每位學⽣對計畫有七成的接受度之
下，⾄少要以0.06(每遇到1/0 .06⼈會分享資訊 )的觸及率推廣⾄全校，即可維持
計畫傳播⼒。

圖1. 依據SIR模型，於任意時間內達成不重複的928位學⽣聽聞知
⻝+, 即可維持⾵氣*。

本計畫⽬前已達每篇臉書貼⽂平均超過8000次曝光，遠遠超
越預期，並與校⽅建⽴合作關係，我們對未來亦有相關規劃 -
請參閱計畫進展。

我們希望透過推動知⻝+,  開拓政⼤師⽣與業界間緊密關係之
⾵氣 ,並透過SIR傳播模型評估績效 -參⾒圖⼀。

已接觸族群

訊息傳播者

潛在族群



知⻝+的⽬標群眾為主動、喜愛結交新朋友、踏出舒適圈的
學⽣，期待透過對話可以學習新知 -參⾒圖⼆。

透過知⻝+,學⽣得以接受新知，合作夥伴亦可受惠於精準、
⼩眾的精準⾏銷 *，與社群共榮共好，並創造三贏。

知⻝+提供企業招募平台，與⽬標客群交
流，並推廣公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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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共好 ,創造三贏

圖2. 知⻝+⽬標⽤戶使⽤旅程圖（User Journey）

Polly

User Journey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1 Step 2 Step 3 

Polly 獨⾃⼀⼈
看到知⻝+的舉辦
的活動，並感到興

趣

參加活動後，Polly
不僅增進新知、認

識許多志同道合新

朋友，更主動向公

司遞出履歷

Polly 與朋友們
對⽼師的專業領域

⼗分感興趣

Polly 參與了知⻝
+的聚會，並得知
夢想職業的⽇常與

如何在就學期間做

好準備。

參加活動後，Polly
與朋友們不僅增進

新知，更從⽼師⾝

上學到寶貴求學經

驗

Polly 與朋友們透
過知⻝+臉書專
⾴，報名了與⽼師

的聚會

*詳⾒未來規劃



知⻝+有兼顧永續性的完善規劃，並有多位
⽼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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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進展

 知⻝+部分教師群：

周⾏⼀ 吳思華

于卓⺠ ⽩佩⽟

陳冠儒 彭志宏

張京育 郭秋雯王⽂杰 江明修

阮若缺 魏百⾕ 吳⽂傑 連弘宜

郭昕光 李世暉 廖元豪 歐⼦綺

知⻝+與國⽴政治⼤學學務處、社科院、外語學院、國際事
務學院及創國學院等建⽴合作關係，並補助弱勢學⽣ *。

知⻝+相信成事需要的不僅僅是「能⼒」，還需神來⼀筆的
「想像⼒」，⽽拓展想像⼒最有效的做法即是與從業⼈⼠對

談，畢竟「聽君⼀席⾔，勝讀⼗年書」。

當然，我們始終堅信資源不應集中在少數⼈⼿中，國際化也

不僅僅是向歐美國家看⿑。因此計畫堅持以「合理收費」、

「扶助弱勢」、「跨界探索」三原則進⾏，並與企業合作，

做出永續性的承諾，希望能幫助對未來迷惘、缺乏想像的學

⽣找尋⽅向。
*知⻝+每場聚會皆有弱勢學⽣免費保證名額  

杜⽂苓

楊啟正

 

蔡炎⿓

 



知⻝+⽬前已辦理超過60場線上/線下聚會，
同學反饋⼗分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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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的成果

于卓⺠⽼師聚會 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師聚會

（線上）台安傑天使投資合夥⼈

李⽂豪聚會

（線上）周⾏⼀⽼師聚會

（線上）報導者記者楊智強聚會 （線上）楊家彥執⾏⻑聚會



知⻝+在政⼤成⽴社團，與6個中華⺠國駐外使館合作舉辦
線上聚會，開拓同學視野；實體聚會領域五花⼋⾨，從藝術

到創業，都在DINE WITH PROFESSIONS。

我們的聚會線上線下並⾏，將世界帶進社群

*！

| OAKRIDGE HOLDINGS 計畫進展  |08  

計畫進展

圖3.  知⻝+與創國學院學⽣會合作，
      邀請前AIT處⻑司徒⽂分享學思歷程

*各聚會分享者與內容詳⾒知⻝+臉書粉專或網站  



1500+位學⽣曾參與⾄少⼀場知⻝+聚會，與
分享者建⽴良好關係，活躍社群並⾼達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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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加⼊社團且有貼⽂互動者

圖4.  知⻝+的中英雙語網⾴

圖5.  知⻝+成員聚會  



來聽聽同學們參與 Dine with Professions 聚
會的⼼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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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開⼼能參與⽂豪學⻑的分

享，由於我對創投⾏業很有興趣，學

⻑很詳細的分享他在天使投資領域上

的了解，⽽且還很熱⼼的說有機會之

後再介紹相關領域的⼈給我們認識。

我也因此知道，要在投資領域上有所

表現，還有⾮常多地⽅要學習，感謝

主辦這個活動讓我們收穫良多」

蕭瀚屏，MBA碩⼆

「很⾼興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仍然

能透過參與DWP的線上活動，與各個
領域的專家交流。透過與不同產業前

輩對談，不但能更了解相關產業知

識，也能拓展⼈脈資源，⾮常推薦給

還在猶豫要不要報名中的你

(≧▽≦ )」

鄭⽂華，斯語系

「很謝謝知⻝+提供這個機會讓我⽤
⼀頓飯的時間能與專家對談！離開教

室、放下⽼師與學⽣的隔閡，在這裡

能和教授直接的對談、詢問有關知

識、⼈⽣、以及未來的議題，實在獲

益良多！謝謝知⻝+以及周教授，讓
我即使是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在家

也能持續充實⾃⼰、獲得新知！」

許芮甄，國貿⼆

*詳細反饋可⾒：https://www.dwpnccu.org/testimonal



參與學⽣系級分佈平均，回應熱烈；說明知

⻝+主題設定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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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知⻝+的活動參與者年級分佈

圖7.  知⻝+活動推廣順利，以政治系蔡中⺠教授聚會為例，
貼⽂觸及1.7萬位學⽣，並有超過2400名同學參與互動



知⻝+的聚會不僅限政⼤學⽣與校友參與。2022年初，我們
有數場聚會於台⼤舉⾏，達成學⽣「⾃發」、「互動」與

「共好」的精神。我們另推出會員⽅案，保障學⽣持續參與

權益。

會員權益：

PREFERRED：
普通社員。無需付費，加⼊即可免費參與⼀次聚會。

PRESERVED：
＄300。6+2（任選兩場線上聚會） [半年 ]

PREMIERE：  
＄1000。20+5。 [年費 ]

PRESTIGE：  
＄1500。不限參與次數。 [年費；限量 ]

雙語交流、深度體驗、展望國際。我們在政

⼤成⽴社團，深化社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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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



⼤班制的課程使教授無法與學⽣就個別問題進⾏討論，因

此，知⻝+將於下學期開始，開設專屬於修課⽣的聚會，提
供同學可以與教授討論課程內容的機會。事實上，在上學年

試⾏周⾏⼀教授的「幸福⼈⽣個⼈投資理財」課程專屬聚

會，同學報名踴躍，教授也協助同學釐清了許多課程觀念及

問題。

知⻝+將攜⼿與⽼師合作，提供專屬於修課
學⽣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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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周⾏⼀教授於聚會中針對同學問題進⾏個別輔導  



知⻝+已於9⽉正式啟動網站裡的部落格功能，將每場聚會
分享者提供的建議與⼼路歷程集結成系列⽂章，並以雙語刊

出。如此⼀來，舊⽣可以回顧內容，新⽣也可以在聚會前先

認識分享者；最重要的，可以無國界的分享我們的理念，協

助更多⼈開拓想像！

我們也樂於協助新⽣融⼊社群，DWP在今年9⽉以「⼤學⽣
的『摸⿂』指南」為題，與政⼤新⽣書院合作，邀請社會企

業「洄遊吧」創辦⼈⿈紋綺與團隊⾃花蓮北上，與同學聊聊

⻝⿂教育、社會企業與創業歷程分享，協助新⽣⼀進⼊學

校，即可多⽅探索，為⼤學⽣涯做⾜規劃。

知⻝+深度經營部落格，落實線上線下的資
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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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知⻝+雙語回顧⽂，詳⾒  

 
https://www.dwpnccu.org/new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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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活動進⾏流程

1、宣傳&搜集學⽣問題（將事前提供給分享者）  

圖13.周⾏⼀⽼師於聚會中針對同學理財規劃進⾏個別輔導  

２、分享者利⽤約30分鐘介紹相關歷程

3、同學⾃由提問與分享者互動（含分享總時間共1~1.5⼩時）

圖12.華盛頓郵報陳映妤記者介紹⼼路歷程  

圖11.知⻝+的宣傳貼⽂（社會企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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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聚會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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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訊息基於⼀般公開信息，僅管知⻝+ 團隊認為來源可
靠，但仍無法保證其準確性和完整性，因⽽不排除此類信息

存在不完整、遺漏的可能性。本⽂所含任何假定或信息系在

本⽂發布之⽇或其他規定⽇期的判斷，若有任何變更，恕不

另⾏通知。

本⽂專供既定收件⼈使⽤，其可能包含未徵得知⻝+同意不
得擅⾃轉載或披露的計畫特定信息。發⾏和發布⽅式可能受

到某些國家的法律或法規限制。持有本⽂件的⼈⼠必須瞭解

並遵守此類限制。任何情形下，知⻝+據此對第三⽅⾏爲不
承擔任何責任。法律禁⽌擅⾃使⽤、複製或披露本⽂件，此

類⾏爲可能會招致起訴。

版權所有，DINE WITH PROFESSIONS 2021年。DINE
WITH PROFESSIONS、DWP和其他在此使⽤的標誌，皆
爲知⻝+所擁有的服務商標，且已註冊及使⽤。

訊息披露

https://www.dwpnccu.org

https://www.dwpnccu.org/


About 知⻝+ 
知⻝+ 指Dine with Professions（根據中華⺠國法律組
成的社團法⼈），為具有獨⽴法律地位之法律實體。請

參閱 https://www.dwpnccu.org了解更多有關知⻝+ 之
願景及服務。

知⻝+ 為政⼤師⽣提供⼩型研討、媒合、交流、顧問及
其他相關服務。如欲進⼀步了解知⻝+ 團隊如何致⼒於
推動政⼤師⽣密切互動之校⾵，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及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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