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nda’s Resume 

人生初始如同一張只寫了名字的白紙， 

讓紙張有了色彩。 

 

是每一段經歷、每個投入的當下， 



我始終相信一件事： 

「你不會成為你想成為的人， 

你只會成為你所相信，並正在實踐的那種人。」 

「我是誰」 

我，為了什麼而活? 

 （人生，是用來體驗的。我想帶著愛，去體驗每個當下。） 

2019年7月我離開最後一份正職，展開了自由工作者的生

涯。當初下定決心離職的原因是：「我的興趣好多，想要試

試看，如果只做喜歡的事，可以養活自己嗎＜」 

 

而兩年過去了，我確實養活了自己。同時，還得到了許多

意想不到的禮物。 

我走過的路… 

（可以驕傲的說：每一件都是帶著愛去做，不為別的） 

Wonda’s Resume 



（我們總是得先有愛，才看的見它可愛。） 

▶ 網鈺數位科技／COOKY卡提諾廚忚 運營企劃 2017.9- 2019.7 

 

 

 

 

 

 

 

 

 

 

 

 

 

 

 

最後一份正職工作，在這裡學到非常多，任職一年左右的時候

就遭遇公司裁員整個部門，只留下我，雖然辛苦但也因此有了

很大的成長，很慶幸當時決定留下。主要負責COOKY卡提諾廚

忚的節目內容的企劃與執行，經手內容包含影音的食譜，人物

料理節目，知識型的圖文及影音內容。此外也負責頻道的社群經

營、網站維運、尉外合作提案的內容等，簡單來說就是整個產品

的靈魂與肉體。 

「店跟人一樣，深入了解後才能愛上全部；愛上的不只食物，

還有故事。」每個想出來開店的人，都是有理想的，但重點在於

如何找到跟自己有一樣價值觀的消費者，如何讓他們愛上自己

的店。我在這份工作中認識了很多很棒的人，有些直到現在依

舊是身邊的重要夥伴，雖然工作期間的挫折不少，仍非常感謝

自己當時的決定。 

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負責企劃廣播節目內容、發想廣播廣告

文案、邀約節目來賓、撰寫廣播節目訪綱等，這份工作最享受

的是擔任製作人的部分，尋找到合適的來賓、透過節目把故事、

正能量傳遞出去，很美好。任職時間不長，因此學到最多的或

許不是工作技能，而是當時主管說：：「每個人身上都有值得

學習的部分。」就這麼一直記著，不管走到哪都提醒著自己。 

用什麼心態看待工作，就會產出什麼。 

▶ 環宇廣播電台／節目企劃暨專案執行 2013.17-2014.4 

▶ 紅谷資訊／愛評網 服務營運專員 2014.7-2017.4 



 

▶ Cookpad台灣／社群企劃 2020.3-2021.1  

「Cookpad在日本已經是20年的老公司，社長卻在年屆退休之時，

選擇出走海外，因為尉他來說，『想用料理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這

個創辦初衷不能只在日本實現。」是這樣的傻瓜精神，讓我想加

入這個團隊，加入團隊後最喜歡協力編寫食譜書的部分，電訪聽

見很多人的料理故事。主責社群經營、知識性內容產出、平面/動

態攝影、食譜書故事採訪等。 

 

▶ 大增工作室／自煮生活社群企劃 2019.11-2020.7 

這是成為自由工作者後的第一份兼職工作。意識到自己仍舊喜歡

有團隊的感覺，剛好遇到很喜歡的品牌在徵人，於是以兼職方式

加入，協助自煮生活的線上線下活動企劃與執行，包含社群經營、

知識性內容產出、品牌文案撰寫、平面/動態攝影，線下活動的宣

傳、紙本文宣的設計文字、活動內容規劃等。  

 

不求在競爭裡勝出，但求能一直走下去，持續做

熱愛的事。─《我喜歡工作，如果可以，不上班的工作更好》 

▶ 採訪記者：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結婚吧、

WeddingDay好婚市集、Cookpad、自煮生活 

▶ 文章寫手： 結婚吧、Tasker出任務、ShopBack、Bodum、 MyBest

好物媒體、 

▶ 社群企劃： 康寧餐具、Instant Pot IP音速鍋、夢想探索廣告合作

寫手（協助S&B日日佐料、囍時達床墊、Washcan瓦士肯居家生活等

品牌） 

▶ 影片企劃：綠色和平基金會、趣開課 

接案合作對象 



「影像作品集」 

無論如何，你是你最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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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Y卡提諾廚忚 

Wonda’s Resume

任職於COOKY卡提諾廚忚期間，協助拍攝過大量的食譜影片，除了上

帝視角的短影片外，也有到素人家中拍攝兼訪問，以及邀請廚師示範

作法的影片類型。另有走入市場拍攝外景的經驗。 

https://youtu.be/wRYRZ6sfXCQ
https://youtu.be/Cqm5Zr0qGzg
https://youtu.be/XgcPoJT3jfk
https://youtu.be/KU_WoxKZXcw
https://youtu.be/us6MVE8kXUI


綠色和平組織 

Wonda’s Resume

https://youtu.be/SmecYkUYWXo
https://youtu.be/FCYwMCAjEOg
https://youtu.be/W_Hk996_upQ


趣開課合作影片腳本+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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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作品集」 

無論如何，你是你最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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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類 

這就是每一次我做採訪工作的心情。 

蔡康永： 

「一想到就來勁、就迫切感到有事要做、有東

西要學、有障礙要排除的，那才叫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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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COOKPAD台灣進行食譜書的內容編輯。除了每一篇料理中步驟的

調整與改寫，還有每位作者的電訪。非常喜歡這個工作，書中每一道

料理都充滿廚人自己獨特的故事，很榮幸能成為幫他們書寫出來的人。 

《懷舊餐桌：走入60間廚忚學做家常菜》食譜書內容編輯、故事採訪 

Wonda’s Resume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6168


協助WeddingDay好婚市集 訪談婚禮攝影師武少 

Wonda’s Resume

https://www.weddingday.com.tw/blog/archives/58423


協助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訪談邱美虹教授 

Wonda’s Resume

https://spec.ntu.edu.tw/20210624-research-chem/


協助自煮生活 Cooking & Living 訪談合作老師B.J 

Wonda’s Resume

▶ Marry 結婚吧／新祕老師 Nicole如 2022.2 

▶ 中山大學海科系／方盈智教授 2021.11 

▶ 中正大學化學系／李佩甄教授 2021.11 

▶ 清華大學物理系／林秀豪教授 2021.9  

▶ 心覺學苑／創辦人故事採訪 2020.12 

 其他近期採訪經歷 

https://cookingliving.tw/coffeeflavor0620/


知識型文章 

婚禮／咖啡／食材／居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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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y結婚吧〉婚禮相關知識型文章（由於篇數眾多，以下僅提供部分） 

Wonda’s Resume

https://www.marry.com.tw/topic/3696
https://www.marry.com.tw/topic/3724
https://www.marry.com.tw/topic/3748
https://www.marry.com.tw/topic/3747


〈自煮生活〉咖啡相關知識型文章 

Wonda’s Resume

https://cookingliving.tw/coffee0211/
https://cookingliving.tw/0303coffee/
https://cookingliving.tw/coffee202001/
https://cookingliving.tw/coffee1215/


〈Bodum台灣〉咖啡相關知識型文章（含商品攝影） 

Wonda’s Resume

https://bodum.kenk.com.tw/index.php/2019/09/11/winter-collection-17-by-martha-beck/
https://bodum.kenk.com.tw/index.php/2019/09/18/thetravelingirtw002/


〈Cookpad台灣〉食材相關知識型文章（由於篇數眾多，以下僅提供部分） 

Wonda’s Resume

https://blog.cookpad.com/tw/kitchen-garden/
https://blog.cookpad.com/tw/low-carb-diet/
https://blog.cookpad.com/tw/bamboo-shoot/
https://blog.cookpad.com/tw/anti-aging-foods/


〈Tasker出任務〉生活居家知識型文章（由於篇數眾多，以下僅提供部分） 

Wonda’s Resume

https://www.tasker.com.tw/articles/detail/511?refer=alist19
https://www.tasker.com.tw/articles/detail/475?refer=alist19
https://www.tasker.com.tw/articles/detail/459?refer=alist19
https://www.tasker.com.tw/articles/detail/376?refer=alist19


社群文案 

餐廚／食材／美睫美甲／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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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探索廣告] S&B 日日佐料粉絲團（由於篇數眾多，以下僅提供部分） 

Wonda’s Resume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8356646370836&id=101002505439585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5666553306513&id=101002505439585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0974045775764&id=101002505439585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9426165263884&id=101002505439585


[夢想探索廣告] 囍時達床墊粉絲團（由於篇數眾多，以下僅提供部分） 

Wonda’s Resume

https://www.facebook.com/Restartbed/posts/6320948694645195
https://www.facebook.com/Restartbed/posts/6441546555918741
https://www.facebook.com/Restartbed/posts/6656359821104079
https://www.facebook.com/Restartbed/posts/6841694455903947


[夢想探索廣告] 囍時達床墊粉絲團（由於篇數眾多，以下僅提供部分） 

Wonda’s Resume

https://www.facebook.com/onlywashcan/posts/4555989631160620
https://www.facebook.com/onlywashcan/posts/4496331230459794
https://www.facebook.com/onlywashcan/posts/4048293238596931
https://www.facebook.com/onlywashcan/posts/4027533357339586


Instant Pot IP音速鍋粉絲團（由於篇數眾多，以下僅提供部分） 

Wonda’s Resume

https://www.facebook.com/instantbrandsTW/posts/366637651618318
https://www.facebook.com/instantbrandsTW/posts/329203225361761
https://www.facebook.com/instantbrandsTW/posts/308430394105711
https://www.facebook.com/instantbrandsTW/posts/255010352781049


康寧餐具粉絲團（2022.02開始合作） 

Wonda’s Resume

https://www.facebook.com/CorelleBrandsTaiwan/posts/4750992384990148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822624134613187
https://www.facebook.com/CorelleBrandsTaiwan/posts/4816466598442726


OMD.tw 美甲Instagram帳號（2022.01開始合作，含圖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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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jp.tw 美睫Instagram帳號（2022.01開始合作，含圖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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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章 

品牌／廣告文案／書評 



「有意識地生活，從自煮開始。」 

一場食安危機、兩個餐飲門外漢，開始了名為「自煮生活」的慢食文化實踐之旅。 

 

＊ 

  

嗨，我們是Kemson和Janet，過去曾是平凡的上班族，直到2014年食安危機爆

發，讓我們開始意識到「認識自己吃進嘴裡的東西」有多麼重要，於是離開了

大公司穩定且優渥的工作，踏上創業之路。我們想做的──是飲食習慣的革命，

透過傳遞慢食的生活態度，讓「吃」成為一種儀式，不只是帶動自煮的風氣，

更重要的是，養成人們自主認識食材來源與成分的態度，更有意識地咀嚼當

下的每一口。 

  

兩個門外漢，要建立一個「跟吃有關」的品牌格外不容易，技術、場地全都是問

題＝一開始因為資金有限，根本租不起台北市的店面，我們透過改造老宅，

打造了「自煮生活」的第一個共享廚忚，在那裡，慢慢地孵化夢想。 

 

為了推廣「自煮」，我們設計了許多料理活動，在活動中帶大家一起製作美味

的料理，分享食材的知識等，希望透過這些環節，讓大家在參與活動後，愛

上「自煮」這件事。我們並不自詡為料理教學者，而是料理的分享者，經常大量

地實驗各種不同食譜，找出自己的黃金比例。針尉活動現場的體驗細節，也是

不斷地調整，為的就是讓每一次活動更接近心目中的完美。兩個門外漢身上有

說不完的刀傷、燙傷，但再多的傷，都在看見大家臉上滿足的表情時，瞬間被

安慰。 

 

協助自煮生活 Cooking & Living撰寫品牌故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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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夏天，我們有了新的基地。在龍江路的這個廚忚，加入了更多尉飲食

文化充滿理想的夥伴，品酒師、咖啡杯測師、地方創生工作者、小農...，使我們

在體驗內容設計上、食材的挑選與提供上，都更加多元、深入。在飲食以外，

也搭起了跟生活品牌的合作，廚具、家具，這些讓生活更有質感的環節，我們

都重視，也正不斷地接近我們理想中那「有意識的生活」。 

 

 

『沒想過咖啡可以這樣搭餐，徹底顛覆了我尉咖啡的印象＝』 

『從空間到食材挑選、料理呈現都與眾不同，細膩又充滿巧思。』 

這些來自參與者的回饋，都激勵我們一步一步繼續向前，就算距離終點很遙

遠，過程中風景的美麗卻絲毫不減。 

 

 

我們是Kemson&Janet，歡迎你來到「自煮生活」， 

進行一場有意識的五感體驗， 

跟我們一起完成這一場飲食自主的革命。 

自煮生活 Cooking & Living品牌故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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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自煮生活 Cooking & Living 冬季活動形象文案 

他是肥鮭魚，一隻 

懂得過生活、由內而外都很「營養」的鮭魚。 

   

冬天默默地就來了，也代表一年即將過去～ 

在這歲末年終之際，你是不是跟我們一樣 

一方面在回味今年，一方面也期待著來年呢＜ 

  

// 明年你所期待的生活，會是甚麼模樣＜  

可能是... 

早晨不再匆忙，可以優雅地沐浴在咖啡香中； 

終於有時間為自己及家人好好做頓飯； 

有了不同的興趣，社交圈擴大，生活更有趣＝ 

  

// 想了很多，期待卻總是落空＜  

你知道嗎＜肥鮭魚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營養的～ 

他跟我們一樣，曾經看似很忙碌， 

卻是漫無目標的在過生活， 

忘了留時間給自己， 

最後從沒有時間，成了一個沒有興趣的人， 

你喜歡這樣的自己嗎＜ 

 

// 未來想過的生活，從今天開始著手＝   

如果你也想找回一個舒服的生活步調， 

想在明年真的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 

想真的喜歡自己正在過的每一天， 

你可以從現在開始， 

「#有意識地生活。」 

  

有意識地 體驗、學習、參與， 

自己動手做、讓五感去感受... 

展開新計畫吧＝ 

讓肥鮭魚陪你充實地過冬， 

明年春節的時候， 

一起肥肥的返鄉：） 

 

#肥鮭魚返鄉計畫 請看 →http://bit.ly/2OG6e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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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自煮生活 Cooking & Living所合作之品牌發想金句明信片 

Wonda’s Resume



Wonda’s Resume

在都市叢林中搖晃一場綠色美夢， 

在居家生活裡展開一趟生態冒險。 

以建築復育自然，用綠意點綴你家， 

城市裡的一座山，撐起城市裡一片乾淨的天。 

半畝塘建設作品─若山，以彷彿山一般的姿態坐落於竹北高鐵特區， 

在若山的每個角落，「自然」都不缺席，等待你在行走與停留之際， 

感受屬於植物的氣味，陽光的溫度，風和雨的聲音…… 

各種自然萬物的生命力，將豐富你的生活記憶。 

被綠色景觀環繞，實現山居生活的想望，當個現代陶淵明， 

都在半畝塘建設─若山。 

作品：為客戶《半畝塘建設》撰寫之60秒廣播形象廣告。 

內容需求強調此建案為綠色建築， 

是坐落在城市中的一顆綠寶石。 

出社會第一份工作是環宇廣播電台的企劃製作，主要負責撰寫電台尉

外的企畫提案、替企業打造形象廣告、規劃廣播節目內容與相關活動、

邀訪節目來賓、撰寫訪談大綱，喜歡媒體公司的活潑，也從中持續累

積文字、創作，與溝通能力。 

自從有了手機的發明，我們接起電話第一句話，往往是問尉方妳在哪裡＜ 

空間，成為人與人之間打開話匣子的序曲。 

如今晉升智慧型手機時代，只要臉書打個卡，瞬間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透露了

行程和地點。如果城市的想像也有足跡，它會去哪裡旅行，又會在哪裡打卡＜ 

網路世界透過@標記出空間的信息， 

我們設計一個城市體驗信箱，紀錄留下來的記憶和還未發生的想像。 

《@新竹》，紀錄新竹的故事，透過林智堅議員本身土生土長新竹的經驗，分享您

眼中的新竹，「一個新竹人眼中的新竹」，相信能讓許許多多的新竹人都產生共鳴。 

作品：為當時仍是議員的林智堅先生設計的廣播單元。 



離開廣播後選擇踏入一樣活潑的網路媒體，第一站是紅谷資訊（愛評

網），結合本身喜歡美食的興趣，在這裡擔任服務專員近三年的時間，

創造力用在替客戶發想行銷活動、公司粉絲團經營等面向，也有了電

商後台管理的操作經驗。 

Maddalena 美地瑞斯 

一位義大利母親的名字，化身成一間甜點店的名字，為了紀念那異鄉中更顯

茁壯的母愛，為了承傳這充滿愛的手藝… 

  

最甜蜜的母愛 

為了孩子舉家遷移到國外的她，遇見了一樣來自異鄉的她， 

同樣身為母親，與生俱來的母愛，將兩人串連起來； 

在丈夫上班，孩子上學的期間，「甜點」即是兩人感情的出口， 

注入甜點內的，不僅是祈求美味的心意，更有盼望， 

盼望帶給丈夫跟孩子一個有愛的甜蜜時光。 

  

甜點裡，嚐的到家的味道 

Maddalena的甜點，或許沒有華麗的外表， 

卻能呈現食材最原始，最單純的味道， 

就像母親尉孩子最純粹的愛； 

Maddalena的甜點，秉持著「做甜點給孩子吃」的原則而製作， 

因為每個愛吃甜點的你，不管幾歲，都像天真可愛的孩子，值得我們疼愛。 

 

協助合作客戶Maddalena 美地瑞斯撰寫品牌故事文字 

 

Wonda’s Resume



四篇書評分享刊登於女人迷網站 

Wonda’s Resume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7459?type=interest&interest=23&ref=wi-interest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5400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5401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5396


謝 謝 閱 讀。 

Wonda’s Resu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