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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於 1998年開始，每年皆舉辦
屬於輔大廣告系的畢業展覽，展覽內容為大四學生針

對產品或品牌的企劃製作與學習成果的展現。透過舉

辦畢業展覽不僅能審視學生在本系學習四年的成果，

也讓學生能有對社會大眾自我展現的機會。

畢業展覽內容主要是讓本屆畢業班學生以自由分組的

方式，分成九組畢展製作組，及一組畢展籌劃組。畢

展製作組主動去尋找、洽談願意參與企畫案合作的企

業主；畢展籌劃組負責籌畫本屆畢業展覽。各組須在

一學年中為其產品規劃完整的整合行銷企劃案，最後

於畢展會場各組設計規劃的展區中，呈現完整的企劃

書及製作物等。在此過程中同學可獲得市場調查、實

際規劃傳播企劃案以及設計製作物等等的實務經驗。

透過畢展上的成果發表，來呈現廣告系學生之專業能

力，並能讓目標對象了解本系之特色。

本系畢業展覽的施行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同學分組

進行企劃案的規劃，二為舉辦為期三天的畢業展覽。以

下針對這兩個部分分別做說明：

企劃案的規劃

由大四全班同學各自分組進行，各組自

行洽談願意合作的企業主，並在一學年

中爲其規劃完整的企劃案。在此過程中

同學可獲得市場調查、實際規劃企劃案

及做出製作物的經驗。

畢業展覽

於大四下學期舉行，主要目的在於展示大

四同學花費一年時間規劃的企劃案成果。

每年畢籌組會規劃對應的主題，藉以展現

該屆學生的訴求，並吸引目標參與者前來

觀展。本企劃案的宗旨即在於規劃本屆畢

業展覽，讓本屆同學從中獲得正面助益，

並讓同學及觀展者得到美好的參與經驗。

以下企劃背景將針對「規劃畢業展覽」做

說明。

本系以往畢業展覽的傳播對象，主要邀請傳播業

界相關的專業人士前來參觀，給予同學規劃企劃案的

指導及經驗分享，次要邀請學生的親朋好友、畢業學

長姐、本系學弟妹以及他校傳播相關科系學生。在過

去的畢展中，各屆的畢展目的主要分成兩類「與傳播

業界人士交流」及「展現四年所學」

1.企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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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目標受眾 目的

10 傳播業界人士 與傳播業界人士交流

11 業界人士 與業界交流

12 業界人士 以專業能力和業界人士交流

13 業界人士 以專業能力和業界人士交流，進而幫助就業

14 行銷及傳播業界人士 /一般大眾（次要） 展現所學成果

15 行銷及傳播業界人士 /一般大眾（次要） 展現四年所學

表 1-1 歷屆畢展目的比較

2.歷屆畢展目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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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屆畢展目的

「我是覺得有人來、有看到就有機會阿。我覺得還是要

有人來啦，如果都沒人來怎麼會有機會？」

     ─奧美廣告創意總監龔大中

「也要人來畢展阿，才看得到是否有人才」      
     ─奧美廣告創意總監蔡智翔

「重點就是你們讓我看到人才在那裡，我們自然就會

去」          
      ─奧美人資部張瀞月

根據上述質化調查內容得知，畢展是有利於就業機

會是可行的，但前提是需有人來看畢展，故本組將畢展

的目的定為「舉辦有利於就業的畢展」，且為達成畢展

目的，需加強在「增加業界人士觀展人數」及「提供展

現同學的平台」的部分做努力。

4.小結

本屆畢展根據同學意願及質化調查結果，將以「舉辦

有利於就業的畢展」做為此次畢展的最終目標，但前幾屆

曾提及：以就業目的為導向的畢展成效並不佳。在本組做

完質化調查後得知：「雖然特地於畢展找尋人才的業界人

士不多，但是只要畢展有業界人士來觀展，對於增加就業

仍是有幫助的」，故本屆將「有利於就業的畢展」設為畢

展目的的前提下，將全力針對業界人士進行宣傳，增加觀

展人數，並藉由增加展場中的交流活動，提供展現同學的

平台，來達成本組的目的。

根據第十三屆的企劃書指出：「往年畢業展覽的目

的多訂為「幫助畢業班學生就業」，試圖將畢展塑造成

業界延攬社會新鮮人的管道，並提升本系學生在相關業

界就業的機會。然而實際的畢展結果呈現，畢業展覽難

以成為業界徵才的主要管道。」但幾經本組討論過後，

本組認為「增加就業機會」才是畢展的實質目的，畢展

應成為對同學於就業上有所幫助的東西。在詢問班上同

學意見後，多數人皆期望畢展能達到「增加就業機會」

的目的。故本組藉由質化調查了解業界人士對於畢展與

增加就業機會之關係的看法，期望能發現並解決當中的

問題。後從調查結果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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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輔大廣告系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自 1997年起從輔大大傳系
中獨立出來，歷年來在教學上多以課程搭配大型競賽，

競賽類別為平面製作及企劃，讓學生從比賽中獲取更多

的實務經驗，歷年來皆獲得不錯的佳績，且系上老師在

課程教學及競賽作品產出過程中皆把關嚴謹，致力培養

學生在企劃中的組織及邏輯思考等能力，理論教學之下

搭配實務經驗，有助於學生能更快的與業界接軌。

根據第十五屆質化調查資料得知：

「輔大的學生比較能夠兼容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然後也喜歡實

做的東西，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特色」

     ─ Chanel資深傳媒經理吳世家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相較於它校廣告相關科系所

強調的是『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規劃與安排，教學

特色包含競賽的參與及老師的嚴謹把關。致力培養出符

合業界需要『ready to use』的專業人才，從而有效填補
學校與業界之間的「最後一哩」。

「學生算認真，而且較接近實務不是那麼理論，所以學生很知道

自己要什麼，如果以政大的話，他們比較重流程理論，你們比較

實務，且你們學校有比較多實務的老師在參與。」

─桂冠實業總經理王正明從 1998年開始，每年皆舉辦輔大廣告系的畢業展
覽，展覽內容主要為大四學生的企劃案製作。透過舉辦

畢業展覽不僅能檢視學生在本系就讀四年的成果，也提

供給學生一個整合自身創意與所學專業，並將之實際操

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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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屆畢業生

本班多數同學畢業後的規劃方向為「就業」

受訪者對於畢業後的規劃方向

82.35%

8.82% 8.82%

就業 繼續進修 其他

圖 1-1 受訪者對於畢業後的規劃

(1) 畢業後走向

輔大廣告系第十六屆應屆畢業生共 68人，以下根據量化調查的結果對本班同學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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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進入職場就業方向的第一順位比例較高者依序為「廣告代理商」及「企業端行銷公關部門 (含廣告、公關、企劃等 )」。

圖 1-2 受訪者未來進入職場所規劃的第一就業方向

39.70%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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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73.53%

1.76% 1.47%

(2) 自我能力

本班同學同意在畢展中展現傳播方面的實務能力對增加就業機會有所幫助。且認為自己具備「廣告企劃、公關企劃、提報、

文案、簡報製作、分析統計、創意發想、設計」等對未來就業有幫助的實務能力。

圖 1-3 受訪者對於畢展中展現傳播方面實務能力對增加就業有幫助的同意度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普通

受訪者對於傳播方面實務能力對增加就業有幫助的同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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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於具備公關企劃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同意 不同意普通

1.47%

48.53%

39.71%

8.82%

圖 1-5 受訪者對於具備公關企劃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在「自己具備公關企劃的實務能力」的選項中，認為非常同意與

同意的受訪者佔 50%為多

圖 1-4 受訪者對於具備廣告企劃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普通

13.24%

61.76%

20.59%

4.41%

受訪者對於具備廣告企劃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本班同學在「具備廣告企劃的實務能力」的選項，非常同意

與同意的受訪者佔 75%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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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具備提案的實務能力」的選項中，非常同意與同意的

受訪者佔 82.4%為多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普通

4.41%

13.24% 13.24%

69.12%

圖 1-6 受訪者對於具備提案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受訪者對於具備提案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在「自己具備文案的實務能力」的選項中，非常同意與同意的

受訪者佔 66.2%為多

受訪者對於具備文案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普通

5.88% 2.94%

60.29%

30.88%

圖 1-7 受訪者對於具備文案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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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於具備分析統計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7.35%
4.41%

36.76%
39.71%

11.76%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同意 不同意普通

圖 1-9 受訪者對於具備分析統計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在「自己具備分析統計的實務能力」的選項中，非常同意與同意的

同學合佔 44.1%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普通

1.47%

67.65%

10.29%

20.59%

受訪者對於具備簡報製作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圖 1-8 受訪者對於具備簡報製作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在「自己具備簡報製作的實務能力」的選項中，非常同意與同

意的受訪者佔 77.9%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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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22.06%

57.35%

17.65%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普通

受訪者對於具備創意發想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圖 1-10 受訪者對於具備創意發想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在「自己具備創意發想的實務能力」的選項中，非常同意與同意的

同學合佔 79.4%

圖 1-11 受訪者對於具備設計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受訪者對於具備設計的實務能力的同意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同意 不同意普通

7.35%
2.94%

44.12%

33.82%

11.76%

在「自己具備設計的實務能力」的選項中，非常同意與同意的同學

合佔 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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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在畢展中展現個人能力是否重要

圖 1-12 受訪者認為在畢展中展現個人能力是否重要

73.53%

23.47%

是 否

受訪者認為有助於在畢展中展現個人能力的方式

圖 1-13 受訪者認為有助於在畢展中展現個人能力的方式

6.00%

46.00%

24.00%

14.00%
10.00%

增設現場履歷區並註

明個人資料及資歷

陳列個人作品區

並附註個人資料

其他 播放自我介紹的影片 展間列出分工表

多數同學認為於畢展中展現個人能力是重要的，且多期望透過「增

設現場履歷區，並註明個人資料與資歷」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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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談對象對本班同學的認知

根據質化調查，系上老師

及業界老師對於本班同學的正

面特質印象大多為「正面樂觀、

活潑開朗、有自己的想法、注

重團隊精神、認真負責、溝通

協調、想法特別、任勞任怨、

耐操」。

根據質化調查，詢問業界老師與系上老師對班上的特質後，得到以下結果：

「很活潑、熱情，你們班比較

有自己的想法，比較在做自己

的事情。就是那種很有想法，

然後都在發展自己的外面的生

活阿，或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好像比較有自己生活的重心。」

─丁久容助教

「注重團隊精神、認真負責、

執行力佳、溝通協調…等。」

─林榮觀老師

「做創意很積極，有很多很好

的想法，想法很特別，完整性

也很夠，蠻有創造力的。也覺

得蠻活潑、蠻靈活的，還有認

真，你們班蠻認真的阿。」

─龔大中老師

「活潑開朗、勇於挑戰、邏輯

思考。基本上我對輔大廣告系

的學生評價是好的。」

─趙政岷老師

「活潑開朗有，力求完美就沒

有了。溝通協調還不錯，執行

力上來說還可以，認真負責這

塊可以接受，注重團隊也還可

以，正向樂觀也不錯，抗壓性

就普通而已。」

─呂盈達老師

「優點比較注重團隊精神吧！

然後…如果從期末報告來說，

還滿活潑開朗的啦！協調溝通

也還不錯，然後嚴謹有條理，

大概是這些啦！」

─張志浩老師

「基本上有一個特點我覺得你

們班比較任勞任怨一點，簡單

說就是事實上我知道有很多老

師對你們要求很多，但感覺上

你們好像比較不會口出惡言這

樣子。」

─卓峯志老師

「我個人而言，輔大是耐操」

─尤元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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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前幾屆的差異性

屆數 主題 學生特質

第 12屆 集合完畢 多元、團結、適應力強

第 13屆 動廣告 活潑、認真、團結、不自我受限

第 14屆 跟自己做對 熱情、特色多元、難以預料

第 15屆 玩真的 個人意識高、散漫、為了目標努力實踐

本屆畢展 硬底熱血派
正面樂觀、活潑開朗、有自己的想法、注重團隊精神

認真負責、溝通協調、想法特別、任勞任怨、耐操

表 1-2 歷屆的差異性

4. 產品分析發現

(1) 
 本班同學畢業後的規劃方向多為

「就業」(82%)，對未來就業具有熱忱，
且目標對象的挑選可以班上同學未來規

劃就業方向的結果來做為依據。

本班同學就業方向明確，未來第一

順位就業方向，以廣告代理商 (39.7%)
為主，表示本班同學非常有意願進入廣

告代理商

(2) 
與歷屆比較之後，本屆畢業班同學

的獨特特質為「任勞任怨、耐操」，與

歷屆學長姐的特質比較後，「任勞任怨、

耐操」為本屆同學的特質。

(3) 
輔大廣告理論實務兼具，結合同學

所具備的「廣告企劃、公關企劃、提報、

文案、簡報製作、分析統計、創意發想、

設計」等對未來就業有幫助的實務能力，

受過廣告系專業訓練，且擁有豐富的競

賽經驗，使同學成為「ready to use、可
立即上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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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對象區隔

依據對班上進行的量化問卷結果發現，82%的
同學以「就業」為畢業後的規畫方向，而就業後最想

進入的領域依序為「廣告公司」、「企業端行銷 /公
關部門」及「出版業」。

因此本組決定將主要目標對象鎖定在「廣告公

司的業界人士」。廣告公司不但是同學最想進入的領

域，同時也因畢展展出的內容，和其所從事的工作內

容相近，故列為主要目標對象。而因本次畢展目標為

「舉辦有利於就業的畢展」，為更有效達成目標，故

廣告公司人資部門也應納入主要溝通對象。

在次要目標對象上，由於本屆此次畢展的目的是

「增加就業機會」，多數同學所期望的就業方向亦須

列入重要考量，故將「企業端行銷公關部門」人士、

其他領域傳播業界人士列為次要目標對象，做深入溝

通。

在質化訪談中，企業端認為廣告科系的畢業展覽

與其關係甚低，大多表示感到陌生，不了解呈現方式

與內容，對廣告系學生所學也不甚了解，參展意願偏

低。但經質化調查發現企業端行銷公關部門與本科系

所學的內容大致相同，皆為對企業擬訂行銷企劃。故

總結以上內容，對企業端行銷公關部門，本組所需進

行的努力為：「使企業端人士了解廣告系學生所學與

其工作內容是相關的，我們能成為企業端未來能雇用

的人才」，以期增進班上同學就業機會。

而本屆畢展目標為增加同學就業機會，所以本組

將其他領域的傳播業界人士，與「企業端行銷公關部

門」人士並列為次要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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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對象分析

(1)  主要目標對象

產業人力分析

以本屆畢展目標出發，本組鎖定廣告業產業人力市場

做分析，希望能找出有利於新鮮人進入就業市場的切

入點。根據動腦雜誌報導，廣告產業面臨了嚴重的人

力問題，因素有：產業價值邊緣化、人才西移大陸、

流動率大、人力斷層問題、廣告從業人數銳減、新進

員工穩定性不足等等問題。

　而根據本組整理次級資料結果，排除人才西移大

陸、流動率大兩項因素，因為中國廣大市場的磁吸效

應，不管台灣景氣好或壞，總是吸引著廣告人前往發

展，而流動率大也是廣告圈的常態。

　本組鎖定人力斷層問題，做為切入點。廣告業

目前高中低各層人力都斷，是最重大的人力問題。但

高階主管的人力，主要來自於挖角，因此高階的管理

人才都在各公司間流動著，同時也非本次畢展可以涉

入的。

根據本組質化訪談結果，發現中階人力斷層，

是最主要的人力問題來源：目前廣告界的中階主管斷

層，主要是因為前幾年景氣過差，各公司當時一直沒

有錄用新人，所以導致應該要晉升到中階的人才，還

停留在基層。而當時的公司，因為沒有錄用新人，導

致產業的人力結構沒有轉動，所以現在的廣告界常常

由非常資深的人士帶領剛進入廣告圈的新鮮人，使得

該領導作戰的將，做為兵來打仗。

「…斷在中間，Junior太 Junior，資深的太資深，中
間區塊的人都升上去或去大陸，當初沒有培養下面的

人到中間來，大概五年上下，沒有公司用新人，尤其

創意特別嚴重，Account還比較會用新人，因為沒有
中間這個，太資深的帶資淺的，還是會想找趕快上手

的人，但是趕快上手的人非常少…」

─陽獅廣告創意總監 陳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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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產業價值邊緣化的問題，也是影響新鮮人就業

的因素之一。在質化訪談中，可以得知廣告產業的魅力大

不如前，甚至廣告科系出身的學生，都沒有進入廣告產業

的打算。

根據勞委會資料顯示，廣告及市場研究業僱用人數，

由 1995年平均近 35,000人的高峰降至 1999年平均約
27,600人，同時根據質化訪談結果，可以得知目前台灣廣
告業除了原有工作外，還將事業版圖延伸兼做大陸客戶，

這可能會導致廣告人的負擔加重。

「…人才外流，現在喜歡做廣告的新鮮人沒有以前多…」

－奧美人資 張瀞月

「因為人真的是太少了，那其實根本就是說其實問題來自

於很多人跑去大陸，或者甚至很多不想做廣告，這也有可

能。」「而且現在就在發生，那個新血…就是剛畢業的

人…想要做廣告的其實比以前少很多耶，我有一次去政大

廣告系當評審，就問他們說你們畢業有幾個想要進廣告公

司，只有兩個！我以前聽說沒那麼少勒…」

－智威湯遜創意陳泰成

「人員的出走很大，那繼續留在這邊的人 loading很重，
到一個身體健康不行的狀態就要休息，寧可我現在先不

工作算了，往下壓又往上壓…」「…但這個大環境還滿

多公司去大陸找生意」

－陽獅廣告創意陳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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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想要進入廣告業的新人，並不是來自於廣告科

系出身，對於產業可能沒有太多的了解，甚至可能抱持

著過多不切實際的幻想。而面試的過程，可能無法幫助

企業完全了解面試者，等到真正進入公司才發現，並不

是適合的人選，而浪費了彼此的時間。

廣告公司也認為要訓練新人是很麻煩的一件事，他

們需要的是可以直接上線工作的人選，所以一個了解廣

告作業流程和熟悉廣告的人選，是必須而重要的。

小結

由上述分析，本組可以得知廣告業必須要有基層新

血注入，來推動產業前進，這樣才可以確保廣告業可以

延續下去，而沒有斷層的危機。各層人力各司其職，才

是最有效率的工作模式。所以本組可以大膽推測：錄用

熟悉廣告背景、且願意進入廣告業的新人，是可以解決

廣告界人力斷層的好方法，而且現在就該開始行動，盡

早解決產業人力問題。

「…因為沒有中間這個，太資深的帶資淺的，還是會想

找趕快上手的人，但是趕快上手的人非常少…」

「…年輕人出走的也蠻厲害，不耐操嘛！…很多人想說

不想每天做這麼多事只領一點薪水，這樣年輕人走的也

很多。」

－陽獅廣告創意陳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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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畢展

小結

在主要目標對象部分，傳播業界人士認為畢展與自身

連結度較低，也認為內容較刻板、傳統與深度不夠；人資

部人士認為畢展與自身連結度較低，也認為看不到個人能

力特質，找不到人才，故參展意願偏低。

 ─奧美互動行銷董事總經理 張志浩

─智威湯遜創意總監 陳泰成

─奧美廣告創意總監 蔡智翔

─奧美廣告人資部 張瀞月

─知世 ˙安索帕人資部 盧致慧

「你們的提案內容都太淺，表現方式還是太傳統，每次去

就覺得沒有新意。整個會場都可以數位化阿！維持傳統文

化是對的，如 present也可以要求不一樣的方法，都可以
去調整。」

「跟自己沒什麼關係，就是學生之間的活動，好像跟業界

沒什麼關係。而且我也沒有看過特別針對業界做一些廣告

上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是學生跟學生之間、學校跟學校之

間的活動。」

「看到熱情卻沒有頭緒，跟業界合作是有，卻感覺很不實

際，抽絲剝繭後有很多破綻，感覺很刻板、很教科書，講

不出大問題，有點傳統、制式化，跟著學校教的東西做。」

「畢展跟我們的連結性還蠻低的，除非我知道那邊有很多

人才，我一定會去阿，好人才大家都在搶，但是我不知道

阿，而且透過團體的方式你也很難知道誰比較優秀。」

「畢展跟就業不會特別把他聯想在一起，從你們的畢展我

就絕對看不出什麼樣的人才是適合業務部的或其他，我覺

得畢展是集體的創作，比較不會看到個人的特質跟是不是

適合我們公司，我不會以我今天要去找我們公司適合的人

才去看畢展，因為我一定 match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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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畢展

1. 期望可以從畢展中得到實質的收穫，並且從中看見人才
2. 認為創新的主題、想法或使用工具較能吸引他們的興趣
3. 希望能從中看見學生的想法

小結

「我今天去看了這個學生的畢展，我可以得到什麼收穫，

我是說實質上的，就是看完畢展得到什麼知識上的啟發。」

「就是從學生出發，你們給獎的樣本是學生的喜好，就是

你們這個世代什麼消費阿趨勢什麼的，可能比較容易展現

出你們的不同吧。」

 ─奧美廣告創意總監 龔大中

「如果是徵才我會有興趣。」 ─奧美廣告人資部 張瀞月

「主題要有興趣要創新，一定要有亮點我才會去！」

─奧美互動行銷董事總經理 張志浩

「會覺得比較有創新的吧，才可以看到說現在你們的所學

還有什麼是不是會比較創新的吧。想法上或使用工具上的

創新皆可。」

 ─知世 ˙安索帕人資部 盧致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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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要目標對象

企業端行銷公關部門的人士較容易參與「與其所從事的專業領域較有關」的畢展。

且在質化訪談中，企業端認為廣告科系的畢業展覽與

其關係甚低，大多表示感到陌生，不了解呈現方式與內容，

對廣告系學生所學也不甚了解，參展意願偏低。但班上同

學期望畢業後走向第二名為「企業端」，且質化調查發現

企業端行銷公關部門與本科系所學的內容大致相同，皆為

對企業擬訂行銷企劃。故總結以上內容，對次要目標本組

所需進行的努力為：「使企業端人士了解廣告系學生所學

與其工作內容是相關的，我們能成為企業端未來能雇用的

人才」，以期增進班上同學就業機會。

於此次的質化調查訪談過程中，受訪的企業端人士對

於廣告系學生所學與其畢業展內容、形式不甚了解，甚至

感到陌生。在訪談企業端行銷人士柯思佳副理與胡曉渢副

理時，提到廣告系學生所學或所舉辦的畢展內容，兩者都

不了解，需要先介紹大概內容，才能繼續訪談流程。

例如：

a.
訪問 Sogo柯思佳副理關於怎樣的畢展會吸引其參觀

時，柯副理先詢問畢業展的進行方式及相關內容為何？訪

談者加以解釋以往廣告系畢展的大致內容與形式後，柯副

理才可繼續回答。

b.
訪問三陽機車行銷企劃胡曉渢副理時詢問對於期望的

畢展內容時，訪談者須先解釋企劃案中的內容與畢展呈現

形式與活動，胡副理理解後才繼續作答。且對於廣告系亦

不甚了解。
─ SYM三陽機車行銷企劃 胡曉渢副理

「學生畢展對我來講應該是「去看戲」吧，傳播的部分的

話…比較少。因為我們生產工業產品，所以我們對於學生

畢展的部分，對於設計的部分，比較常接觸。」

「聽到『廣告系』，浮現的概念是創意，廣告系是一定有

那個創意。然後就是一些…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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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標對象期望的人才

業界人士對於新人的期望大多為對工作的態度層面，

如：願意表達意見、有責任感、刻苦耐勞、耐操、具抗壓性…

等，而老師對本班的評價：活潑開朗、認真負責以及具備

任勞任怨、耐操的態度，與業界人士的期望相符。

(4) 目標對象分析發現

從主要目標的產業人力分析中我們可發現業界面臨了

人才斷層的問題，需要基層新血加入，卻不將畢展視為尋

找人才的管道之一，且認為學生畢展與他們連結度低。但

本組發現「業界期望人才具備的特質」與「本班同學特質」

相符，故應告知業界人士「輔大廣告系具有業界期望新

血」，讓他們知道人才在這裡。

小結

「…願意一直表達他意見跟想法的人，很積極的人。很基

本但也很重要的，就是要很有責任感…」

─奧美廣告創意龔大中

「…態度最重要，專業能力當然重要，但可能態度都高於

這些。有幾個重要的態度就是刻苦耐勞，好奇、追求完美、

認真負責任。」
─中時媒體時周總編 趙政岷

「…覺得耐操是第一件事情，還有學習度要夠，畢竟你們

是新人，進到職場裡學的度是很重要的事情…」

─土干設計創意總監 呂盈達

「…態度相對比專業能力重要，因為創意很主觀，創意也

蠻靠天份的，可是勤能補拙的，就是要耐操吧！…」

─陽獅廣告創意陳祖安

「…需要一點熱情、一些活力、願意嘗試的人。當然，抗

壓性也是需要…」
─ SYM三陽機車行銷企劃 胡曉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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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競爭者

根據質化調查內容顯示，由於目前業

界面臨人才斷層的困境，需要注入基層的人

員，擁有廣告行銷相關背景的學生在求職過

程中是較有優勢的，而畢展是可以讓目標對

象認識該學系學生的方式，故本組將廣告傳

播相關科系的畢業展列為競爭對象，並以將

在 2013上半年度舉行畢業展的學校為篩選依
據，唯銘傳大學廣告學系不進行畢業展出、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展出內容以

視覺傳達為主，故皆剔除之。

在以「舉辦有利於就業的畢展」的目的

下，政大的展出內容為社會關懷議題，較多

元自由，人文學術性高，不同於輔大、世新、

文化皆為與業界相似度較高的商業性企劃與

活動，因此將其剔除；世新廣告的展出內    
容多為活動執行及成果展現，不同於輔大及

文化皆有企劃呈現，且文化廣告較其他兩校

多了「廣告史」及「個人創作」的部分。

「廣告史」為文化廣告畢展特色，歷年

來皆吸引不少的業界人士參與，且同時展出

「個人創作」能更容易讓業界看見他們的個

人能力。

依據上述兩項，在目標對象為業界人士

的情況下，可發現文化廣告較其他兩校多了

更多被業界看見的機會，故本組將文化廣告

列為我們的主要競爭者。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本屆主題 硬底熱血派 明知顧問 偷窺艾迪兒 動行銷

畢展目的 以利就業 展現四年所學 展現四年所學
為合作企業主接觸目

標對象

目標對象 業界人士 業界人士 業界人士 19-24歲年輕族群

展出地點 華山藝文中心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

天地 A11館 6F

展出時間
2013/05/24

~2013/05/26
2013/05/23~2013/05/26

2013/03/15
~2013/03/17

展出內容
為企業主做

年度行銷企劃

社會關懷議題，較多

元自由，無固定架構

為企業主執行企劃活動

與成果展現

1.個人創作
2.產學小組 (活動企
劃、商品試用 )

3.論文
4.廣告史（頒獎給資
深業界人士）

展出形式
展間解說企劃、製作

物呈現、現場提報

展間解說企劃、製作

物呈現

 展間解說企劃、製
作物呈現、現場提報

展間解說企畫、製作

物呈現、商品試用發

放

教學特色 比賽及課程把關嚴謹
較輕鬆自由，老師著

重個人學術研究
師資好

特色分班，另有著重

於實作過程的班級。

競賽參與

系上規劃課程配合比

賽，大型競賽參與度

高，競賽多為企劃及

平面製作。

不強制參賽

參與度較低

參與競賽多元

企劃到平面

影像製作皆有

系上規劃課程鼓勵同

學參與競賽

業界人士觀感
與業界接軌度高，較

為業界可用

較自由且個人，架構

鬆散，人文、學術性

高

活潑有趣能感受學生

熱情，但內容可看性

較低。

商業性重

表 1-3 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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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主要競爭者差異點

文化廣告畢展的目標對象為「19~24歲的年輕人」而
非業界人士，故較不會將宣傳火力集中在業界人士上。。

文化廣告畢展的目的是「為合作企業主接觸目標客

群」，在展場中較不會像本系一樣，盡可能與業界人士交

流、展現能力，使業界人士留下印象，有利於就業。

兩校的展出內容上，文化廣告的展出內容較具多樣

性，其中的「廣告史」會頒獎給業界人士，與業界有直接

連結，較能吸引業界人士參與。

本校多了「現場提報」，也就是多一個展現學生能力

的管道，讓輔大學生被業界人士看見的機會增加。

(1)  目標對象

(2)  畢展目的

(3)  展出內容

(4)  展出形式

(5)  競賽參與
在競賽參與方面，輔大廣告因有課程配合競賽，且系

上老師在競賽作品產出過程中皆把關嚴謹，致力培養學生

在企劃中的組織及邏輯思考等能力，理論教學之下搭配實

務經驗，有助於學生能更快的與業界接軌。

資料來源：文化大學廣告系 24屆畢展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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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次要競爭者差異點 4.  競爭者分析發現

 在本屆以「舉辦有利於就業的畢展」為目的及目標
對象為業界人士的情況下，依據「展出內容」及「可被業

界人士看見的機會」，我們將文化大學廣告系列為我們的

主要競爭者。

與文化廣告相較下，輔大廣告是將火力集中在「業

界人士」，且展場中可被業界人士看見的機會較文化大學

多，且輔大同學因累積競賽經驗及經歷嚴謹企畫書產出的

把關，是較能與實務接軌的，故針對就業，輔大廣告系畢

展是有優勢的。但在展出內容上，文化廣告畢展會頒獎給

業界人士，能更加吸引參展，因此對業界的宣傳是我們要

更加著力的。

在其他有畢展展出的廣告傳播科系中，唯政大、世新

兩校是最容易與輔大相競爭、比較的，因展出時間地點相

同，且皆以業界人士為目標對象，再加上今年兩校一起聯

展，因此政大廣告、世新公廣皆是我們的次要競爭者。

雖然兩校的目標對象皆為業界人士，但兩校皆是以

「展現四年所學」為展出目的，對於「與業界交流、展現

學生能力並使之留下印象、有利就業」方面，輔大的積極

度高於兩校。

政大畢展內容與業界較無直接關聯，世新畢展的展出

內容與輔大較相似，但是根據質化資料顯示，業界人士認

為世新畢展雖活潑生動有趣，但是展出內容可看性低，而

輔大的展出內容與業界接軌度高，較能被業界所用，因此

輔大相較於兩校的差異點在於輔大的專業性，還有對業界

人士展現學生的積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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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將「有利於就業的畢展」設為畢展目的，透過增

加觀展人數、提供展現同學的平台，來達成目的。從產業

人力分析中發現業界面臨了人才斷層的問題，需要基層新

血加入。但發現業界人士並不將畢展視為尋找人才的管道

之一，且認為學生畢展與他們連結度低。可是本班同學進

入廣告代理商的意願高、擁有正統的廣告訓練，參與各項

競賽，經驗豐富，為立即可上手的人才；且企畫書的產出

是透過嚴謹的過程，內容較能符合業界所需。

此外本班同學能在就業前了解廣告業的運作模式，

此些為競爭對手未具備之處，亦是我們的優勢。故整體而

言，是最快能上線工作的新人，再加上「本班同學特質」

與「業界期望人才具備的特質」相符的情況下，需告知業

界「人才在這裡」。

因此「創造與業界人士有關係的連結點，並增加目標

對象的參展意願」將是傳播策略的一大重點。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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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目標對象 產業面臨問題

對於未來就業具有熱忱，

且就業方向明確 (廣告公
司與企業端行銷 /公關部
門 )

耐操特質符合業界人士需

求

經過嚴謹的企劃策略訓

練、較他校了解廣告圈實

務、透過參加大小競賽累

積經驗，為可立即上手的

人才。

業界人士認為學生之畢業

展與自身相關性低，故普

遍觀展意願低落。

業界人士對人才需求的條

件為抗壓性高、刻苦耐

勞、耐操。

業界人士除要求抗壓性高

外，也需要能盡快上手的

人才投入產業。

人才西移、人力斷層、廣

告從業人數銳減等問題。

→本組認為廣告界目前需

要基層新血注入，來推動

產業前進，才能確保廣告

業可以延續下去，而沒有

斷層的危機。

表 2-1 產品、目標對象、產業面臨問題

本企劃希望透過此定位與目標對象

建立關聯性。一方面以目前業界面臨的人

力短缺問題與目標對象做連結點，另一方

面向目標對象宣傳本屆輔大廣告系畢業生

所具備的能力和特質皆是業界所需，是解

決業界人力斷層問題的方法。藉由上述兩

點的操作使之願意前來本屆輔大廣告系畢

業展。根據質化調查，受訪者認為本系應

屆畢業生具備之耐操、嚴謹、經驗三大特

色，與其他競爭者相較下較突出，我們將

此三大特點以「敬業、樂業、專業」作為

定位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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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輔大廣告系畢展為提供業界發掘具敬業、樂業、專業新血的平台

問題點 支持點

廣告界需要基層新血注入

解決人力問題；且認為學生畢展與自身相關性低，

不將畢展視為尋找人才的管道之一。

本班學生具豐富比賽經驗與嚴謹的態度，

並具有耐操的特質，為「敬業」表現；

耐操特質為「樂業」表現；

豐富比賽經驗與耐操特質，為「專業」表現。

利益點 差異點

看畢展可以看見新血

進而錄用耐操、熟悉廣告背景、可立即上手

且期望進入廣告業的新人。

與競爭者相較，輔大廣告系學生具備耐操特質、擁有許

多競賽經驗、嚴謹企劃書產出指導，屢獲佳績。

表 2-2 問題點、支持點、利益點、差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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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與競爭者相較下，輔大廣告系的畢業生具備耐操特質，

以及多項競賽經驗、嚴謹的企劃產出過程

本班學生具備「敬業」、「樂業」、「專業」等特質

與競爭者相較，輔大廣告畢展目前較少與業界連結之

處

廣告界需要基層新血注入

廣告系對產業較熟悉有相對優勢

目標對象不將畢展當成徵才管道

目標對象認為畢展與其自身關聯度低

S W
TO

表 2-3 SWOT



創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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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命名： 硬底熱血派 

主題概念：

本班同學對企劃書抱持嚴謹的態度，較他校了解廣告

圈的實務，並擁有他校沒有的耐操的身體與敬業精神，四

年裡經歷過大大小小不同的比賽，這些經歷形成了我們強

硬的背景，我們個個都是硬底子，經得起傳播圈的磨練，

同時也對進入業界有著無比的熱情和熱血，我們是真金不

怕火煉的頂級熱血硬漢。

我們很硬很熱血，必能在廣告系畢業生中，殺出一片江湖。

業界面臨的人才斷層問題，工作上負擔愈來愈重，需

要耐操、可立即上手、有經驗的新人，因此我們提供業界

人士所需的人才，解決業界面臨的問題，創造與業界人士

的連結點，期望增加業界人士觀展誘因，從質、量化調查

發現本班具備的特質與業界所需相符，是耐操、有經驗且

在校中對企畫流程有過嚴謹訓練，能與實務接軌，可立即

上手的人才，故我們需告訴業界人士「人才在這裡」，並

以此發展主題。



傳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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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傳播目標

提高業界人士對輔大廣告系畢業生的了解並進而至畢展發掘人才

2. 各期的目標

階段 熱血噴灑期 熱血燃燒期 熱血不滅期

時間 1-3月 4-5月 5/26－ 6月

階段目標
建立目標對象與本屆輔大廣告系畢業

生的認知
強化目標對象的參展意願並產生行動

延續目標對象對本屆畢展與應屆畢業

生的正面印象

階段策略
強調本屆輔大廣告系畢業生的 USP

並使目標對象產生興趣

使目標對象了解本屆輔大廣告系畢展

可看見所需的人才，提升目標對象語

畢展的關聯性

使目標對象持續接收本屆輔大廣告系

畢展的相關訊息

活動內容

1.廣告節宣傳
2.新春業拜
3.動腦宣傳
4.FB粉絲團、官網上架
5.捐血活動【熱血旺盛，硬要助人】

1.業界拜訪
2.酷卡、海報
3.電子報
4.街頭活動【硬起來投履歷】
5.邀請函
6.宣傳影片

1.電子報
2.感謝函

表 4-1 各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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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內容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硬碰硬 -新春業拜

以詼諧有趣方式溝通學生特質與主題，強化目

標對象對本屆輔大廣告系畢業生的正面印象

時間地點： 2013/2/17-2013/2/23　各廣告公司

目標對象：

製作物：

活動內容：

活動執行： 拜訪名單

台灣電通、智威湯遜、麥肯廣告、我是大衛、

彥星喬商、聯廣廣告、先勢公關、李奧貝納、

知世安索帕、凱絡媒體

廣告傳播業界人士

主要向業界人士拜年，到廣告、媒體代理商等，

發放賀卡、海報，並介紹畢展主題以及展出時

間、地點、日期，輔以趣味遊戲─戳戳樂，每

個洞都有紅包並包以賀卡以及不同的生活智慧

小卡，來祝福業界人士新的一年別有洞天。

圖 4-4 小卡 (36種樣式之一 )

圖 4-1 新春賀年海報

圖 4-2 新春賀年卡

圖 4-3 戳戳樂表面圖樣

底熱血派祝您硬
蛇來運轉身體健
康

“蚊子最喜歡藍色,
  所以盡量少買藍色衣服穿”

“仰面躺著並緩緩抬起雙腿,
  可以免於陷入流沙之中”

“戴耳塞1小時,耳朵裡的
  細菌數量將是原來的700倍”

“裸睡對身體好,60%的婦女疾病
  Ex:腰痛、經痛,都是因為睡眠時
  穿著過緊的內褲引發而來”

“被蚊子叮時,
  用藍筆把隆起處圈起來,
  就能有效止癢”

“豬無法看到天空,
  所以罵人時可隱晦地說
 「你看不到天空嗎？」”

“要是不小心被鱷魚咬到了,
  你就狠狠戳牠的眼球,
  牠就會放你走了”

“將絲襪套在頭上，
  能有效帶動辦公室的歡樂氣氛”

“將兩、三張鋁箔紙疊在一起,
  用剪刀剪一剪,
  剪刀就會銳利地令人吃驚”

圖 4-5 磚頭

圖 4-6 業拜照片
由左至右、由上至

下分別是晶晶晶、

Ogilvy one、動腦、
雪芃、J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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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Facebook官方粉絲團

呈現畢展最新資訊，與目標對象互動，加深本

屆輔大廣告畢展形象

時間地點： 2013年 3月上線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活動執行： 1. 轉貼畢展官網文章，並藉此增加內容的曝光度。
2. 與粉絲互動，宣傳本屆畢展理念以及本屆畢業生
的特質。

3. 藉由按讚制度將訊息以病毒傳播的方式散佈。
廣告傳播業廣告行銷業界人士、系友及對本屆

輔大廣告畢展有興趣者界人士

透過人際交流互動轉載進而提升知名度與曝光量，與

目標對象互動使其強化對本屆輔大廣告系畢業生的印

象特質與畢展資訊。 

圖 4-7 粉絲團封面

圖 4-8 粉絲團頭像

製作物：

圖 4-9 粉絲團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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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畢展官方網站

完整呈現畢展資訊及增加同學露出機會

時間地點： 2013年 3月上線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活動執行： 1. 介紹贊助單位及放置商標、聯結等。
2. 介紹各畢製組合作企業主的相關資訊。
3. 本班同學的履歷

廣告行銷業界人士、對本屆輔大廣告畢

展有興趣者

完整提供本屆輔仁大學廣告系畢業展的相關資訊，並

將此平台包裝為本屆輔仁大學廣告系畢業生的人資平

台，以及在畢展所呈現的企劃案內容等，為多元、專

業的網路平台，並與 Facebook官方粉絲團互相聯結，
以呈現即時的第一手資訊，進而達成擴散目的。

圖 4-10 官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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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熱血旺盛，硬要助人

藉由活動宣傳畢展概念，並增加畢展對目標對

象的曝光程度

時間地點： 2013/3/29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活動執行： 號召系上同學與各路有志青年，於青年節當天從西門

町出發，身上統一穿著黑色上衣，手繫代表熱血的紅

色緞帶，藉由遊行、宣示大會吸引媒體曝光，邊遊行

邊喊口號：「輔大廣告，硬底熱血，熱血旺盛，硬要

助人」並由總召帶頭宣誓：「我，XXX，輔大廣告系
學生，以誠摯的心情，在青年節這天，參加「熱血旺

盛，硬要助人！」的捐血活動，以實踐本系第十六屆

畢展【硬底熱血派】的精神！這份精神是，對每件事

的態度都充滿熱血，不怕辛苦不畏艱難！我要用滿腔

的熱血，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接著進行捐血。

一般大眾

於青年節 (3/29)當天下午在西門町遊行，配合熱血的
口號和浩大的遊行隊伍給群眾熱血的印象

遊行

排隊等捐血

宣誓

捐血

合照

熱情的學妹們

圖 4-11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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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電子報

串聯畢展相關資訊與活

動，定期讓目標對象接

觸畢展最新消息

時間地點： 2013年 4-5月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傳播業界人士、輔仁大

學廣告系學生及系友

以不定期寄送的方式，

將畢展的各個活動內容

與花絮整理成篇，並嵌

入官網與粉絲團的聯

結，增加接觸目標對象

的機會。

圖 4-12 三月電子報

活動名稱： 業界拜訪

時間地點： 2013/4/22-2013/5/10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活動執行：

執行道具：

廣告公司

達彼思、聯廣、台灣電通、BBDO黃禾、木
馬廣告、貝立德……等等

公關公司

精英、利眾、先勢……等等

媒體公司

凱絡、安布思沛等等

其他公司 
不來梅、知世‧安索帕、彥星喬商……等等

廣告傳播業界人士

進入各大公司，為業界人士贈送小禮物，並以創意

提案的方式告知本屆輔大廣告系畢展訊息及畢業生

的 USP，使目標對象了解輔大廣告系畢展是可看見
並可找到人才的管道，進而產生參展意願與行為。

1. 硬底熱血派便條紙
2. 硬底熱血派飛鏢組
3. 宣傳酷卡
4. 宣傳海報
5. 企業主禮品 (愛之味麥仔
茶、韋恩咖啡、Flora巧
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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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硬起來找工作

完整呈現畢展資訊及增加同學露出機會

時間地點： 2013/5/6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活動執行： 與 1111人力銀行合作，由輔大捷運市府站騎 U-Bike到
新光三越 A11香堤廣場，到場後由 1111人力銀行代表
發布八年級生就業白皮書，再由輔大同學發布就業聲明

廣告傳播業界人士

與 1111人力銀行合作，共同針對八年級生即將就業的
議題做宣傳

時間 活動 內容

1:00~1:30
集合 清點人數、穿上學士服、發放道具、每人領取 U-Bike、些許人

Bike上安插製作小旗

1:30~1:50

出發 香堤大道上可邊騎邊喊：「硬起來！」「找工作！」「硬起來！

找工作！」(第一句一部分人念，第二句另一部分人念 )
喊完四次後，再喊「輔大廣告系，硬底熱血派，畢業前一月，硬

要投履歷！」

1:50~2:20

抵達

A11旁
的廣場

1人 1
車排好

站定位

1. 統計人數 (怕有人在半路上怎麼了 )
2. 邀請 1111代表前往廣場
3. 請 1111代表發表「八年級生就業白皮書」(約 3~5分鐘 )
4. 發表結束，大家集體拿出履歷高舉，總召帶頭喊：「我們是
即將邁入職場的八年級生，唯有找到我們自己的特質─堅強、

耐操、厚實的基底、滿腔的熱情 (特質大家一起複誦 )，並主
動展現以上的特質，我們的未來才有可能性！畢業倒數一個

月 (以下到最後同學都要一起喊 )，硬底熱血派！硬起來投履
歷！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新態度！」

5. (學生喊的內容也可與就業白皮書結合 )
6. 接著總召喊一句，同學喊一句，喊兩次：「硬起來！」「找
工作！」「硬起來！」「找工作」

7. 接著輔大廣告系學生與 111人力銀行代表合照

表 4-2 硬起來找工作活動流程

圖 4-13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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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開幕晚會流程

活動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與其他企業合作

開幕晚會

增加畢展在企業端露出的機會

1. 以青春活力的開場舞為三天展期揭幕
2. 簡單介紹三天展期活動
3. 由各企業主與系上老師一同完成開幕儀式

時間地點：

時間地點：

2013年 3-5月

2013/5/24

目標對象：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執行：

需求人員：

1. 104的 Facebook及官網 banner的露出
2. TAAA、1111人力銀行的電子報露出

傳播業界人士與企業端

傳播業界、廣告業界貴賓、學生家長、參展民眾

努力透過彼此合作方式，將本屆輔大廣告系

畢業展資訊置入與業界人士相關的出處，增

加直接接觸目標對象的機會，提升知名度與

曝光量

時間 活動內容 人員

1800~1805 開場表演 開幕表演組

1805~1810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1810~1815 主任致詞

貴賓致詞

主任、貴賓

1815~1830 唱名其他來賓 企業主及其他來

賓

1830~1835 展期活動介紹 主持人

1835~1840 頒發企業主感謝

狀

企業主、系主任

1840~1850 開幕儀式 企業主、系主任

1850~1855 主持人結尾 主持人

1. 開場舞 x7：陳郁婷、簡珮宇、顏予熙、趙鈺婷、
楊昕、黃詩評、何彥儀

2. 場器：陳奎諭
3. 主持人 x2：何絃綿、柯冠鑫 (大三 )
4. 貴賓接待 x3：陳彥伯、陳琦蓁、呂宛儒
5. 接待處志工 x2
6. 舞台機動人員 x1：戴希倫
7. 舞台助理 x2:劉至文、湯雯筑
8. 攝影 :楊鎮鴻、張菀庭 (大三 )
9. 負責人：林恆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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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名稱：開幕餐會 系友遊戲區

時間地點： 時間地點：2013/5/24 2013/5/25

目標對象：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開幕嘉賓、觀展民眾 系友、同學、學弟妹

為避免餐點分配不佳的狀況，事前

先以小餐盒將貴賓餐點備妥，並在

餐會開始後送至貴賓手中

本活動提供桌上遊戲與專業教學，

讓學長姊可以一邊遊戲一邊聊天，

期望能避免久日不見的尷尬狀況，

也可以有更多話題。

時間 活動內容 人員

1830 餐點就位
負責人、

餐點志工

開幕典禮

結束
餐會開始 餐點志工

時間 活動內容 人員

1330
桌上遊戲

就位
教學

1400 活動開始
負責人、

教學

1700 活動結束
負責人、

教學
餐點志工 x5
負責人：林恆旭

負責人：林恆旭

桌遊提供：系友孫子軒

桌遊教學：系友孫子軒

需求人員：

需求人員：

桌子 *5
椅子 *25

器材需求：

表 4-4 開幕餐會流程
表 4-5 系友遊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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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閉幕晚會

時間地點： 2013/5/26

目標對象：

活動內容：

傳播業界、廣告業界貴賓、學生

家長、參展民眾

時間 活動內容

1800-1805 主持人開場

1805-1810 抽獎
抽問卷送獎

品

1810-1815
展期三天短

片回顧

邀請指導老

師及系上老

師們對同學

說話 ,並將
展期三天照

片集結成

片 ,為三天
的點滴做收

尾

1815-1825
指導老師講

評

企劃、製作

物指導老師

1825-1845
各組發表感

言

對企業主和

合作夥伴的

心裡話

1845-1850 主持人結尾

1850-1900 謝客

全班至展場

入口鞠躬送

客

1. 場器：陳奎諭
2. 主持人x2：何絃綿、柯冠鑫 (大
三 )

3. 貴賓接待x3：陳彥伯、陳琦蓁、
呂宛儒

4. 舞台機動人員 x1：林恆旭
5. 舞台助理 x2:劉至文、湯雯筑
6. 攝影 :楊鎮鴻、張菀庭 (大三 )
7. 負責人：戴希倫

需求人員：

活動目的： 為三天畢展做完美的收尾 ,增加觀
展人士對輔大廣告系的好感度

表 4-6 閉幕晚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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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噴灑期 熱血燃燒期
熱血不滅

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展後

週次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網路行銷

電子報

臉書粉絲團

官方網站

宣傳影片

人力銀行網

站

公關操作
街頭活動

+新聞露出

新春業拜

業界拜訪

寄送邀請函

寄送感謝函

廣告

文宣

品

酷卡

海報

活動製作物

表 4-7 媒體排期表



製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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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視覺製作物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主視覺

以「硬底熱血派」五字為出發點，嚐試去設

計出能讓看到的人一眼就明白我們主題的視

覺。

以金屬的底傳達我們是非常堅硬、踏實的

人，並以粗糙的表面強調我們是有經驗的、

是被磨練過的。

橘紅色的圓圈除了示意出燒紅的金屬以代表

我們是熱情、有動力的之外，向外擴張的元

圈也同時表達出我們所學甚廣，不論在廣告

業界甚麼樣的職位都可以完美勝任。

圖 5-1硬底熱血派主視覺 (含輔大字樣 )

圖 5-2硬底熱血派主視覺 (不含輔大字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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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製作物

設計解說：

設計尺寸：

展出時間：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海報

菊版對開

2013/04/15起

以幽默詼諧手法呈現，讓本屆 logo掉進經典
廣告人”David Ogilvy”的口袋，四周伸出
許多隻手想要爭相拿到本屆 logo，傳達我們
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上陣，且炙手可熱

的感覺。

圖 5-3硬底熱血派海報



53製作物酷卡

圖 5-5 酷卡樣式 2

圖 5-4 酷卡樣式 1

圖 5-6 酷卡樣式 3

圖 5-7 酷卡直式背面

圖 5-8 酷卡直式背面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酷卡

擺放時間： 2013 4月 -5月

擺放地點：

1. ShowTime 今日秀泰影
城

2. 紀伊國屋書店 - 台北天
母店

3. 微風購物中心 - 國賓影
城

4. 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Taipei

5. 東南亞電影廣場 
CINEPLAZA

6. 伯朗咖啡 - 南京一店
7. 台北之家 光點台北 - 電
影院入口

8. 伯朗咖啡 - 小巨蛋一店
9. 喜滿客京華影城 - 售票
口

10. 伯朗咖啡 - 建國北路店
11. 京華城購物中心 B2 

i-Ststion

12. N.Y. BAGELS - 仁愛店
13. 台北之家 - SPOT DESIGN 
光點生活

14. 金色三麥 Le Blé d'Or - 京站
店

15. 誠品書店 - 信義店 B2
16. 金色三麥 Le Blé d'Or - 信義
誠品店

17. 誠品書店 - 信義店 2F
18. 貳樓餐廳 Second Floor 

Cafe - 敦南店
19. 誠品書店 - 敦南店 2F
20. 貳樓餐廳 Second Floor 

Cafe - 公館店
21. 誠品商場 - 敦南店 B1
22.  the Diner 樂子 - 敦和店
23. 誠品商場 - 站前店
24. 《好，丘》good cho's
25. 紀伊國屋書店 - 台北微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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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影片製作物

展出時間：

展出平台：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宣傳影片

2013年 05月起

Youtube、粉絲團、
官網、華山、展場

影片的目的是以能夠讓

TA在短時間內看完並
對本畢展有記憶點為

出發點所設計的，且將

我們畢展的訊息傳遞

出去。

以子彈的行進過程，間

接介紹我們的企業主，

並 以 David Ogilvy 作
為本次畢展宣傳影片

的主角，象徵連廣告界

的指標性經典人物都

喜愛輔大廣告系「硬底

熱血派」的人才。

VEDIO AUDIO
一個小人畫

面的右側入

場

BGM
開始

小人舉起槍

射擊

子彈固定在

畫面中心

槍響

子彈在飛行

途中經過

企業主的

LOGO

LOGO從左
至右弧線移

動

畫面從子彈

左側移動到

子彈上方

企業主

LOGO由下
至上從左右

兩側劃過

VEDIO AUDIO
畫面再轉

回子彈左

側

子彈離開

畫面中心

廣告系

LOGO從
左側出現

子彈射進

畫面左側

(畫面震
動 )

爆炸聲

有廣告系

LOGO的
畫面破裂

出現畢展

主視覺

玻璃破

碎聲

主視覺縮

小、往下

掉

主視覺掉

進奧格威

的上衣口

袋

出現一群

手想搶奪

主視覺

奧格威

Don’t 
touch it. 
I like FJ 
UAD」

Dissolve

 

VEDIO AUDIO
出現廣

告系

LOGO、
主視覺、

以及畢展

字樣

Dissolve
出現日期

與地點

Dissolve
出現贊助

商 LOGO

Fade out

BGM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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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車體製作物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公車車體

以海報的設計為出發點，將海報上的元素重新排列組合

展出平台：展出時間： 2013/04/26~2013/05/24 41路
士林夜市、民權東路、行天

宮、光華商場、東區忠孝商圈

276路
北車、京華城、松山、南港

299路
新莊、北車、東區忠孝商圈、

國父紀念館、永春

圖 5-9 公車車體圖

圖 5-10 公車車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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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旗幟 三角旗：2013/05/06
關東旗：2013/05/06

2013/05/24-2013/05/26

三角旗：五月公關活動

關東旗：五月公關活動

畢展展場

三角旗：26 × 18.7(cm)
關東旗：60 × 150(cm)

材質皆為布面

展出時間：

展出平台：

旗幟

圖 5-11 三角旗

圖 5-12 關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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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提袋

2013/05/24-2013/05/26

畢展接待處

22 × 29 × 9 (cm)

提袋左側為廣告系與本次企業主們

的 LOGO

提袋右側為贊助商的 LOGO

提袋正反兩面則為同一設計，皆以

兩手準備準備拿取本屆畢展主視

覺，在畫面外卻有另一人喝止他們

發放時間：

發放位置：

圖 5-13 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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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場刊 (背面 )

場刊

2013/05/24-2013/05/26 畢展接待處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場刊

27.9 × 21.0(cm)

內容有介紹本次畢展三天有何活動、各組簡介 ...等

發放時間： 發放位置：

圖 5-14 場刊 (正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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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解說：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邀請卡

開幕嘉賓、廣告業界人士、

企業主及企業端、其餘為一

般大眾與親朋好友

塑膠材質，手那一面使用半透明材質

正面為本次畢展的主視覺與場地地圖，反面則是活動流程與邀

請卡的內容。

反面的部分比較特別是可以做開闔的動作，以左右開門的方式

做設計

寄送時間：

寄送對象：

四月底、五月初

圖 5-16 邀請卡 圖 5-17 邀請卡信封



60製作物 展場門面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硬底熱血派門面

490.2 × 95(cm)

沿用本次主視覺作為展場門面，整體門面的背景的使用與主視覺相同，帶出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第
十六屆畢業展 "等中英文字樣，讓參與民眾了解此為輔大廣告系第十六屆畢展。

展出時間： 2013/05/24-2013/05/26

圖 5-18 門面



61
展場與展間設計製作物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接待區

LOGO會請木工製作為立體
的雕刻

意思是螺絲會實際的凸出、而

文字的部分則是凹陷

會跟廠商討論是否能做成可透

光的壓克力板，從 LOGO後
方用日光燈打光，如果無法則

以木板製作、不打光

另外還會有兩區接待處，同設

計但無 LOGO，有 LOGO的
接待處會放在三個接待處的中

間

顏色上較高的台面為紅色，其

餘部分皆為白色

材質則全都是用壓克力

陳設時間： 2013/05/24-2013/05/26

圖 5-19 接待區



62
展場與展間設計製作物

設計解說：設計名稱： 精神堡壘 在展場內設置一個立方體的展架，其中三面為各組介紹與

本次畢展 LOGO，第四面為完整的 LOGO及 SOLGAN。
會在四角的支架上放入燈管，使其發光。陳設時間： 2013/05/24-2013/05/26

圖 5-20 精神堡壘



63
展場與展間設計製作物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抽獎禮品展示區

3 × 2.5 (m)

以多隻手製造炙手可熱、搶奪

的效果，並將贊助商的獎品相

關宣傳海報張貼於此，讓原本

排列起來較為雜亂的海報變得

井然有序。

陳設時間： 2013/05/24-2013/05/26

圖 5-21 抽獎禮品展示區



64
展場與展間設計製作物

陳設時間：

設計解說：設計名稱： 家庭樹 為了讓來看展的系友增加歸屬感，今年也成立家族樹，讓回來看展的學長姐能

認識自己家族的學弟妹。

除此之外，設計上再以本次畢展 LOGO做為元素，用相同外型的圓角矩形作為
家族樹的成員色塊，色塊堆砌成一座牆，容納歷屆廣告系組成的家族樹。另以

主視覺的紅色做深淺不同的變化，以區隔不同的家族。

2013/05/24-2013/05/26

圖 5-22 家庭樹



65
舞台製作物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舞台

5 × 2.5 (m)(舞台背板 )
2 × 2.5 (m)(舞台兩側展板 )

舞台朝外的背版以奧格威為主

角，讓觀眾一進來便了解輔大

廣告系為廣告界搶手的好人

才；而朝內的舞台正中央設為

投影區，屆時可投影相關影片

等。另以 LOGO與主視覺中
的橘紅色與搶奪的手做為舞台

兩側設立的兩展版，做為舞台

裝飾，並讓上台者有準備的空

間。另外，背版的底側為贊助

及合作廠商 LOGO一覽表。

陳設時間： 2013/05/24-2013/05/26

圖 5-23 舞台展版 (左側 )

圖 5-25 舞台 圖 5-26 舞台背板 (面向出入口 )

圖 5-24舞台展版 (右側 )



66製作物本組展間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本組展間

250 × 350(cm)(牆面一 )
250 × 450(cm)(牆面二 )

因畢籌組與其他畢製組不同，有

相當多的活動都以實際操作進行，

因此以「時間軸」的理念來貫串

一整年下來實行的行銷活動與企

劃內容。

根據活動的不同而分不同區塊解

說，加上照片或圖表以更清楚傳

達和活動與理念的流程。以主視

覺的標靶作為背景，增加聚焦的

效果。

此外，還另有一面牆是針對本組

此次畢展研擬過程的所做的概述，

一來是為了讓觀展者能簡單的了

解本次畢展的企劃脈絡，也可以

讓時間叫不充裕、或是不想翻閱

企劃書的觀展者能快速裡解。

陳設時間： 2013/05/24-2013/05/26

圖 5-27 展間牆面一

圖 5-28 展間牆面二



67
工作證與工人服製作物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工作證

為區分志工與工作人員，

以 LOGO的鐵板做為工
作證的外型與背景，並打

上志工、工作人員等方便

辨認。另會配加吊繩可配

掛於身上。

圖 5-29 工作證



68
工作證與工人服製作物

設計解說：

設計名稱： 工人服

因為原本的主視覺廠商表示無法印刷在衣服

上，所以將設計改為較簡單的版本，保留了

主視覺上面的硬底熱血派的字樣以及鐵板燒

熱的三道紅圈。

圖 5-30 工作服



69附錄預算表

項目 內容 金額

行政

初審 6,549
總審 12,329
郵資 4,850
講師費 2,000
他校公關費 1,800
雜支 1,437

合計 28,965

宣傳活動

伺服器租金與網域租金 270
廣告節 3,973
新春業拜 5,935
捐血公關活動 1,965
宣傳影片 1,150
正式業拜 11,670
造勢活動 5,400

合計 30,363

製作物

海報 4,000
展場紙袋 28,000
邀請卡 10,000
衣服 24,000
場刊 60,000
便條紙 4,200
旗幟 4,840
其他 4,200

合計 139,240

項目 內容 金額

媒體購買 公車車體廣告 30,240
合計 30,240

場地費用
場地租金 78,610

器材、場佈費用（含水電） 241,375
合計 319,985

展場活動

開幕式 5,100
系友活動 600
餐會 15,000
座談會 13,000
提報評審費 19,200
工作人員餐費 4,680
合計 57,580

總計                                           606,373

表 6-1 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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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歷屆的差異性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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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產品、目標對象、產業面臨問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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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開幕餐會流程 47

表 4-5 系友遊戲流程 47

表 4-6 閉幕晚會流程 48

表 4-7 媒體排期表 49

表 6-1 預算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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