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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展主題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第七屆學生畢業成果展-百樂門 

主辦單位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慈濟基金會松山聯絡處 

  協辦單位 

花蓮縣議員   笛布斯‧顗賚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贊助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活動日期 

台北場：2011/5/20~2011/5/22      地點：慈濟台北松山分會                           

花蓮場：2011/6/1~2011/6/5      地點：花蓮創意文化園區(紅酒 A 館) 

企劃宗旨 

畢業成果展為傳播學系重要學程之一。主要展演大學四年所學之技術及觀念，由

影片、平面設計與編排、多媒體互動作為呈現的方式。除此提升傳播學系對外的

印象、對業界的認可和對產學間的競爭力，也為此展的重要目標之一。 

 



 

  目標對象 

                 1.各大學校傳播相關科系師生 

                 2.傳播相關媒體及製作公司 

                 3.對傳播相關科系有興趣之各界人士 

                 4.協辦本次活動之單位機構 

 

活動目的 

本屆作品共分成影片(紀錄片、電影)、平面(專題報導、靜態攝影)、多媒體(廣播、

動畫、音樂創作)，作品的多元化、提供交流平台、與傳播業界接軌，其三點為

籌備此次畢展的活動動機。  

一、 和其他傳播科系不同，慈大傳播畢展內容具多元性，吸

引族群廣泛。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和其他傳播相關科系有很大的不同，所學涵蓋各大領域，

包括電影製作、紀錄片、平面設計與編排、廣播、多媒體等，多元的管道為

一大優勢。因此畢展活動邀請對象將跨足各大領域，對於各方業界人士和學

生的彼此交流相當有助益；同時多元的展覽內容，也避免了給觀眾單一、貧

乏的感覺，以多元活潑的選擇吸引觀眾。 

 

二、 提供傳播相關科系學生人脈交流的平台 

畢展無疑是同業學生彼此了解認識的重要管道。此次畢展也將廣邀各相關學

 



 

系的學生參與盛會，不僅是意見和技術的切磋，也提供這些相同工作領域

的傳播者人際交流的平台。 

三、 畢展呈現學生的創意和活力，是業界尋才的一大管道 

學生的天馬行空和熱情，一直是傳播界重視的關鍵點。畢展無疑是業界傳播

學子的一種方式；在畢展與傳播業界接軌的同時，也將讓整個展覽推向「正

式、專業」化，不僅僅是單純的學生作品展，更像是一次專業的審核。 

活動規劃 

  傳播學系第七屆畢業成果展的主題「百樂門」，主題概念為「領傳播之舵逆濁

流而上，以清流之姿過百喜之門。」，其意涵在期許身為傳播人的我們，能在紛

亂的媒體中，做一道清流。我們以美宣設計、宣傳計畫、廣告輸出等三大部分建

構此次畢展的內容： 

一、 美宣設計：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第七屆學生畢業成果展，此次主題為「百樂門」，因此主視

覺以百樂門這棟建築物(如圖(一)所示)為主來延伸，以簡單俐落的線條來呈現。

主色調方面，文宣相關底圖色以復古元素類似羊皮紙的暗黃色、淺咖啡色為主(如

圖(二)所示)；logo 則以較為鮮艷紅色、藍色來與復古風形成獨特的對比。 

 



 

 

圖(一)百樂門建築物                圖(二)羊皮紙 

設計概念 

(1)Logo： 

  以簡單俐落的線條，勾勒出百樂門建築物的外觀，中間招牌簡化成一面盾牌，

寫上本次主題「百樂門」；顏色以紅、藍等鮮艷顏色為主，以不複雜的圖形與簡

潔的文字來吸引人注意。 

(2)海報、酷卡、DM、L 夾、光碟圖案：   

  將 logo 充分利用在海報、酷卡、DM、L 夾、光碟圖案這些文宣品上，底圖色

調以前述提及之羊皮紙顏色為基底；輔助圖案以鮮艷的「牡丹花」(如圖(三)所示)

來為復古元素增添歡快華麗的視覺感受。 

(3)作品集： 

  同樣以羊皮紙為底色，以活潑生動的方式進行排版，讓四年成果的總結，在民

國百年，元氣滿分的呈現。 

圖(三)牡丹花 

 

以上文宣品圖示皆附於圖表(一) 



 

圖表(一)百樂門文宣設計品一覽 

名稱 圖示 規格 

LOGO 

 

 

海報 

 

A1(對開) 

190 磅雪銅紙上霧膜 

邀請卡正面 

 

 

 

200 磅彩紋紙 

開刀模扎型 

3 折像門可以打開 

 



 

邀請卡背面 

 

名稱 圖示 規格 

酷卡正面 

 

 

 酷卡背面 

 

10.5x15CM 

DM 簡介 

 

 

200 磅單銅 T 

雙面彩色 

 



 

 

名稱 圖示 規格 

L 夾  

   

 

Pp 材質 0.18cm 

彩色單面 

內頁上白膜 

光碟圖案 

 

 

 



 

 

作品集

(內頁) 

尺寸：17X23CM 

封面:200 磅銅西

折封各17CM單面

彩色上霧膜加局

部光 

內頁：100 磅白膜

80 頁全彩 

後加工：封面封

底軋型刀模膠裝 

二、 宣傳計畫 

一、 宣傳活動概念概述 

 傳播時

間 

傳播方式 傳播目的 傳播策略 執行工作內容 

台北場 

第一波 

宣傳造勢期 

(爆炸期) 

2011/4 

2010/5 

 活動 

 公關 

 媒體 

 廣告 

 增加目標對

象對於傳播系畢

展知名度與好感

度，且首度曝光

畢展主題。 

 刺激目標對

象前往畢展。 

 藉由舉辦活動親

自直接接觸目標，在

其心目中留下本系特

殊印象，藉此帶出我

們的主題概念。 

 藉著公關稿發送

的媒體曝出，讓活動

訊息曝光引起其他更

多的業界注意與知

曉。 

 使用車體廣告，

增加活動曝光率。 

 發放邀請卡至傳

播業界公司，希望達

到更接觸目標對象進

而增強其參與畢展的

動機 

 專屬網站設立 

 活動部落格經營

 發佈公關稿 

 車體廣告宣傳 

 台北走街宣傳 



 

花蓮場 

第二波 

宣傳衝刺期 

2011/5 

2011/6 

 活動 

 公關 

 廣告 

 持續建立目

標對象對畢展主

題與畢展訊息的

知曉度 

 刺激目標對

象前往畢展。 

 延續第一波，繼

續深入，廣泛觸及到

目標對象。 

 透過網路宣傳，

將訊息更加遠播至活

動接觸過之人群及目

標對象。 

 畢展活動宣傳 

 宣傳片播放 

 花蓮走街宣傳 

二、宣傳活動策略 

1. 海報張貼宣傳 

目的： 

透過寄送海報至各單位張貼，提高本活動的知名度與熟悉度，讓相關科系

以及有興趣之民眾知悉本活動， 並提供展覽資訊，提升參觀意願，讓後續

宣傳活動得以相輔相成，大大加分。 

執行方式： 

寄送海報至 

(1)全國各大專院校傳播相關科系。 

(2)北部各大高中職。 

(3)全省慈濟分會以及靜思堂。 

(4)大愛台以及各地人文閱讀中心。 

(5)花蓮各商家張貼 

(6)校內張貼、傳播週張貼宣傳。 

(7)花蓮各藝文中心張貼。 

2. 網路宣傳 

目的： 

以 Facebook 建立專屬粉絲專頁，透過

社群網站隨時更新狀態以及互相介

紹的特性，更讓彼此可以在此交流訊

 



 

息，隨時的動態上傳，將展覽資訊觸角傳播至更多親朋好友。 

執行方式： 

建立慈大傳播 96 級百樂門畢業製作作品展專頁，並以班上所有同學為中心

廣為邀請其好友，並隨時更新動態以及上傳宣傳廣告和同學作品Promo，讓

專頁訊息可以不停的出現於首頁，大量曝光。 

3. 廣告宣傳片 

目的： 

藉由網路影片相互傳送瀏覽的作

用，讓更多人獲得展覽資訊，並涵

蓋本次活動的核心精神，藉此讓民

眾更加瞭解此次活動內容，提高參

觀意願。 

執行方式： 

拍攝三隻廣告影片，並以三個波段分期上傳至粉絲專頁、及 Youtube 上，引

起討論，達到最大宣傳效益。 

4. 車體廣告宣傳 

目的： 

利用台北公車車體廣告，於大台

北都會區大量曝光，提高整體活

動知名度與曝光量，提高參與人

次。 

執行方式： 

公車路線：  299(輔大→永春高中)、  232(蘆洲→松山車站)。 

 



 

刊登數量：299 及 232 各兩台，共四面廣告。 

公車宣傳日期：100/5/9‐100/5/22。 

5. 精舍發願活動 

目的： 

於畢展出發前，向上人發願期許自己能為社會多貢獻一份心力，透過全球

轉播讓更多慈濟人能夠知曉此活動，使同學的一念善心得以感染更多人。 

執行方式： 

於 5 月 17 日由系主任彭之修老師與毛榮富老師帶隊至精舍參與志工早會，

代表同學-榆真上台分享展覽內容及資訊，緊接著全體同學向上人發願。 

發願詞：四年來，在大愛環境中成長，我們深深體會到，傳播人的責任，

我們發願，志為傳播清流尖兵，用我們的專業淨化人心，使社會得以祥和。  

6. 走街造勢活動 

目的： 

透過在熱鬧的市區走街宣傳，增

進互動，提起一般民眾興趣，藉

而傳遞展覽核心理念以及內容

資訊，促使更多外界民眾參觀意

願的提升。 

 

執行方式： 

台北場-於 5/19 日於台北市西門町走街宣傳。 

花蓮場-於 5/31 日於花蓮市區鐵道商圈走街宣傳。 

走街活動-呼喊口號，並邀請民眾握手或者擁抱合照，提起人與人之間的關

 



 

懷和愛，進而提起興趣，在介紹畢展內容資訊，提升參觀意願。 

 

7. 寄發信箱 

目的： 

透過志業體信箱以及全校信箱

寄發，讓全體師生以及慈濟志業

體內所有職員、志工皆能得知展

覽資訊，更能口耳相傳，擴大宣

傳效益。 

執行方式： 

經由秘書室發送公關函至全體志業體以及校內全體信箱，另外更以慈大電

子報形式，寄發至全體師生信箱，廣為宣傳。 

 

8. 廣播-口播宣傳 

目的： 

透過廣播口播的宣傳，觸及更多不同族群的民眾，提升整體活動的知名度。 

執行方式：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 花 Young 星空下，於 5/18 節目中口播宣傳。 

 節目時間：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23:10~24:00   

節目介紹參考網

站：http://www.ner.gov.tw/index.php?act=program&code=view&ids=299 

 

 

 

http://stmail.tcu.edu.tw/exchweb/bin/redir.asp?URL=http://www.ner.gov.tw/index.php?act=program%26code=view%26ids=299


 

三、 廣告輸出 

  本次畢展預計透過三支廣告來表達此展覽的核心概念，並且使用網路的

平台，藉此達到宣傳效果，企圖吸引閱聽者前來參觀本屆畢業成果展。 

第一支廣告 

 以電視新聞報導為主要背景音，小女孩一邊作畫，一邊觀賞新聞，最後小

女孩完成的卻是負面的圖畫，藉此來傳達現在媒體在無形中對大眾的影響

力，所以更應該慎選媒體，而我們的作品是企圖與現在媒體有所區別的。 

   

第二支廣告 

  運用「開門」的概念與動作，希望與這次畢展的主題－『百樂門』，做

出連結，前三道門後是漆黑且負面的腥、羶、色，並且將門關上，說明這不

是我們想要尋找的媒體，最後ㄧ道門是－『百樂門』，門後是光明的，表示

我們的畢展是與現在媒體不同的。 

   

第三支廣告 

  將所有同學的作品快速的融合，剪輯成一支小短片，可以讓閱聽者迅速

的了解我們的作品種類跟內容。  

 



 

 

 

 

 

 

 

 

 

 

 

 

 



 

星   期 月
份 

週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辦    理    事    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20 21 22 23 24 25 26  

 
二 
 
 

月 
 
  27 28       

2   1 2 3 4 5  
3 6 7 8 9 10 11 12 03/06  畢展組及指導老師北上與師伯開會 
4 13 14 15 16 17 18 19 03/15  美宣組 主視覺設計出來 

5 20 21 22 23 24 25 26 

03/20  美宣組 周邊商品出來 
（海報、記者會背版、介紹版、 FILE 夾、 DM 場次

表、包包） 
03/20  各組畢展作品簡介 
03/25  美宣組 廠商協商及看樣式 
03/25  公關組 宣傳相關部分定案（旗子、海報、邀請卡份
數） 

 
三 
 
 

月 
 

6 27 28 29 30 31   03/28  美宣組 將各項作品的材質及數量確認，估價單完成

      1 2 03/29  美宣組 繳交估價單給秀娟姐 

7 3 4 5 6 7 8 9 

04/08  美宣組 海報、酷卡及邀請卡輸出 
04/08  多媒組 第一支廣告出爐 
04/08  公關組 畢展部落格上架經營 
04/08  生活組 住宿、遊覽車聯繫確認、庶務單、器材清單
列出 

8 10 11 12 13 14 15 16 04/11- 04/15 畢業作品繳交外審 
04/18-04/20 公關組將外審＆宣傳物品打包寄出 

9 17 18 19 20 21 22 23 04/18 台北宣傳期開始 
04/22 公關稿輸出 

 
四 
 
 

月 
 

10 24 25 26 27 28 29 30 04/25 多媒組第二支廣告出爐 
04/29  生活組 住宿、遊覽車規劃、庶務單、器材確認完畢

11 1 2 3 4 5 6 7 
04/29 作品集估價單繳交給秀娟姐（樣品、材質、份數） 
05/06-05/07 外審結束 
05/06 花蓮宣傳期開始 

12 8 9 10 11 12 13 14 05/08 多媒組 第三支廣告出爐 
05/13 美宣組 場佈道具完成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05/20-05/22 臺北畢展 
14 22 23 24 25 26 27 28 05/28 或 05/29 花蓮走街宣傳 

 
五 
 
 

月 
 
 

15 29 30 31      

    1 2 3 4 06/01 或 06/02 需場佈 
06/03-06/05 花蓮畢展 

16 5 6 7 8 9 10 11 
06/06 端午節（放假一日） 
06/10 畢業典禮彩排 
06/11 畢業典禮 

17 12 13 14 15 16 17 18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六 
 
 

月 
 

19 26 27 28 29 30    

   慈濟大學傳播系畢業展行事曆 



C96 各組畢展作品分類及內容 
指導老師 組別人員 種類 內容 

影音創作 
陳登彥、簡偉淳 【紀錄片】 小台東部落發展過程與記錄 

潘建任 【紀錄片】 記錄七星潭總幹事為社區進行奉獻 

 

潘朝成 

黃首鈞 【紀錄片】 鳳 信 部 落 (吉 娜 路 岸 )的 發 展  

黃冠霖、陳為方、張濟宇 【紀錄片】 老人關懷記錄 傅維信 

葉鈺渟 【音樂創作】 大 學 生 活  

利侑芳、陳星妤 【電影】 健康傳播劇情 

黃國洲 【電影】 健康傳播劇情 

魏米秀 

管振甫 【動畫】 3D 動 畫 繪 製  
平面報導 

葉雙維 【平面攝影】 銅 門 部 落  
黃智仁 【平面攝影】 部 落 婦 女 議 題  

潘朝成 

范庭維 【平面攝影】 七 星 潭 漁 業  
李明軒 關琪錞 【新聞報導】 口 述 歷 史 -南 方 澳 醫 生 的 一 生  

傅維信 賴怡安、梁懿心 【專題報導】 希望藉由採訪，了解受訪者對於夢想的看法及作法。平面。 

論文及專案企劃 
 

鄭嫥嫥 

黃榆真、劉雅妮、郭亭筠、黃

芷琳、儲郁芬、劉佩怡 

【論文】 

【活動影片】 

性教育議題 

毛榮富 周業玲、湯雅帆、 

周建志、謝明諺 

【專案企劃】 整 體 畢 展 策 劃 執 行  

自由創作 

魏米秀 林意樺、周睿軒 【繪本】 親子議題為主軸，手作方式設計 



許育仁 【繪本】 小人物描繪 

匡逸君 【小說】 環 保 議 題 探 討  

 

傅維信 

楊濟鴻、李奕澄、吳彥龍 【廣播】 

【小書】 

廟 宇 、 拜 拜 的 文 化 知 識  

周典芳 謝婉琳 【劇本】 親 子 問 題  

 



 

96 級畢展 各功能組  分組名單 

 

美編組 公關組 生活器材組 多媒組 會計 

窗口:謝明諺 窗口:周建志 窗口:湯雅帆 窗口:周業玲 窗口：畢展組 

梁懿心 1 黃榆真 2 簡偉淳 1 黃首鈞 1 陳為方 1 

周睿軒 1 劉佩怡 1 賴怡安 1 潘建任 1 

林意樺 1 劉雅妮 1 楊濟鴻 1 張濟宇 1 

陳星妤 1 關琪錞 1 許育仁 1 范庭維 3 

黃芷琳 1 儲郁芬 1 李奕澄 1 陳登彥 3 

謝婉琳 1 黃國洲 1 黃冠霖 3 利侑芳 5 

郭亭筠 1 葉雙維 1 管振甫 1 吳彥龍 X 

匡逸君 1 葉鈺渟 5 黃智仁 1 

指導老師名單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系主任 彭之修 主任 

畢業製作紀錄片製作與報導攝影專題組 潘朝成 老師 

畢業製作口語傳播組組 鄭嫥嫥 老師 

畢業製作媒介與健康組 魏米秀 老師 

畢業製作-策展組 毛榮富  老師 

畢業製作-性別傳播組 周典芳  老師 



05.17湯製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工作人員 備註

0600 起床盥洗 全體畢展人員
靜思堂規定6：15前，一定要起床

離開寮房。

0630 靜思堂齋堂吃早餐（素） 全體畢展人員

0710 出發松山分會（或參加志工早會） 全體畢展人員

1000-1930 百樂門畢展＆座談會 全體畢展人員 公關組＆器材組協助座談會

1200 中午吃飯（輪值） 生器組

1730 放風＆放飯（各組值班人員） 生器組

2000 收拾完畢 全體畢展人員

2010 上車回蘆洲靜思堂 全體畢展人員 (外宿同學自行回去)

0600 起床盥洗 全體畢展人員
靜思堂規定6：15前，一定要起床

離開寮房。

0630 靜思堂齋堂吃早餐（素） 全體畢展人員

0710 出發松山分會（或參加志工早會） 全體畢展人員

1000-1930 百樂門畢展 全體畢展人員 公關組＆器材組協助座談會

1200 中午吃飯（輪值） 生器組

1820 素食饗宴--BUFFT自助餐 生器組 （同學至少輪值1位顧攤）

1930 收拾，撤場 全體畢展人員

2100 上車回蘆洲靜思堂 全體畢展人員 (外宿同學自行回家)

0600 起床盥洗

0630 器材、個人行李檢查及環境整理

0715 全體1F大廳集合

0730 出發到宜蘭（車上發早餐）

0951 搭2756區間車回花蓮（11：39抵達）

以上時間依現場工作狀況略做調整，如有造成困擾或服務不周之處，敬請見諒!

0919-393218

0972-180989

0955-532415

0919-695296

0958-631755

2011/05/22(日)

（休閒服）

生器組

0521-0523工作人員時程表

1.請把私人包包帶齊，吃完直接在

1F大廳集合，0710準時出發抵達後

，時間自行利用！

2.外宿同學，詢問畢製組員＆各功

能組 組長當天是否有工作分配？如

沒特別指示，請外宿同學09：00 之

前抵達松山聯絡處

2011/05/21(六)

(休閒服)

1.請把私人包包帶齊，吃完直接在

1F大廳集合，0710準時出發抵達後

，時間自行利用！

2.外宿同學，詢問畢製組員＆各功

能組 組長當天是否有工作分配？如

沒特別指示，請外宿同學09：00 之

前抵達松山聯絡處

※要一起搭遊覽車的外宿同學

 請7：15AM準時過來靜思堂集合！
2011/05/23(一)

（便服）

蘆洲靜思堂：台北縣蘆洲市光明路85巷15號Tel: 02-2289-1193#103值班人員

松山聯絡處 ：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188號16樓　Tel: 02-2748-5692   

指導老師：毛榮富

策展組聯絡電話

多媒組：周業玲

生器組：湯雅帆

公關組：周建志

美宣組：謝明諺



台北場 

 5/20(五) 5/21(六) 5/22(日) 
上午 
10:30~12:00 

 10：30-12:00    
夢想的軌跡（賴怡安、梁懿心） 
南方澳醫生的一生（關琪錞） 
性教育介入對八年級學生之成效探討-導正媒

介對國中生性態度的負面影響（黃榆真、劉

雅妮、黃芷琳、郭亭筠、劉佩怡、儲郁芬） 
【平面報導、論文等 3 組 - 座談】          

10:00-12:00 
糖果罐裡的微笑（陳星妤、利侑芳）35’ 
歸零（黃國洲）27’ 
Expiration Date 保存期限（管振甫）8’50’’ 
 
幸好還有你（陳為方、黃冠霖、張濟宇） 45’ 

下午 
13:30~17:30 

14：30~15：10 記者會 
15：20 
幸好還有你（陳為方、黃冠霖、張濟宇） 
45’  【主打作品 記錄片  - 座談】 
 

13:00-14:30 
糖果罐裡的微笑（陳星妤、利侑芳）35’ 
歸零（黃國洲）27’ 
Expiration Date 保存期限（管振甫）8’50’’  
【劇情類 3 組 - 座談】 
 
14:50-16:20 
尋根的旅程（黃首鈞）36’ 
小台東（簡偉淳、陳登彥）39’  
【紀錄片 2 組 - 座談】 
16:30-18:00 
七星潭社區（潘建任）74’  
【紀錄片 1 組 - 座談】 
 

13:00-14:20 
鮫人（匡逸君） 
Color Man&Woman（許育仁） 
找一天，我們一起去拜拜（吳彥龍、李奕澄、

楊濟鴻） 
TWINS（林意樺、周睿軒） 
【平面、繪本、劇本等 4 組 - 座談】 
14:30-15:50 
漁途（范庭維） 
銅門之外（葉雙維） 
鯉魚潭南—把鬧(Banaw)部落（黃智仁） 
【平面攝影 3 組 - 座談】 
 
16:00-17:20 
七星潭社區（潘建任）74’ 
小台東（簡偉淳、陳登彥）39’ 

晚上 
18:30~20:00 

 18：30 
大學青春（葉鈺渟） 
【音樂分享會】 
  
 

尋根的旅程（黃首鈞）36’ 
 

 



 

台北場地分布圖 

 

 

 



~百樂門傳播~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九六級畢業成果展  

位於花蓮後山的慈濟大學，民國九十年創立了傳播學系，以

「走進社區、關懷弱勢」為理念，十年來，堅持以人為本，不斷營造

學生與社區間的良好互動關係，並結出許多美好的果實。 

     傳播學系九六級畢業成果展即將從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

假台北市南京東路慈濟松山聯絡處舉行。本屆作品類型多樣化，影音

創作方面有紀錄片、劇情片、音樂創作、動畫；平面類有暗房報導攝

影、專題新聞報導、專案企劃、論文；另有劇本及繪本等創作。內容

議題秉持創系一貫關懷在地的理念，涵蓋東部特有的原住民文化、老

人關懷、健康訊息、漁業、社區、大學生活紀錄、祭祀文化、口述歷

史等等。 

  本屆作品中，紀錄片「幸好還有你」特別值得一提。該片紀錄一

群協助老人居家關懷的「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由黃冠霖、

張濟宇、陳為方三位同學共同完成。三人一整年跟隨協會進出社區，

關懷獨居老人，也透過這些活動，反思協會與政府間的角色關係。記

者會當天將播放此紀錄片，隨後由公共電視「紀錄觀點」製作人古國

威先生進行現場評論，與觀眾及紀錄片作者們互動。 

  台北場記者會及放映會於 5 月 20 日（五）14:30 分舉行。歡迎記

者先進蒞臨指教。 

 



展出詳細時間 

(一) 台北場 
1.記者會暨開幕放映會： 

時間：2011.05.20(五) 14:30 - 16:30 
地點：慈濟松山聯絡處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188號16樓 

2. 展覽期：2010.05.21(六) – 05.22(日) 10:00-19:00 

交通方式：搭捷運至南京東路站，於南京復興路口轉搭46號公車至南京三

民路口下車，沿南京東路順行約250公尺於右側。 

 
(二)花蓮場  
1.記者會： 

時間：2011.06.03(五) 10:00 - 11:30 
地點：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地址：花蓮市中華路144號 

2. 展覽期：2010.06.03(五) – 06.05(日) 10:00-17:00 

 
活動聯絡人--- 
公關組組長 周建志 0919-695-296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畢業成果展暨記者會 

 

「領傳播之舵逆濁流而上，以清流之姿過百喜之門」，以報真導正自我期許

的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5 月 20 號將在台北市慈濟松山聯絡處舉行 96 級畢業成

果展。展出作品包括紀錄片、電影、音樂創作、3D 動畫、暗房攝影、專題報導、

論文、繪本、小說、廣播及小書。 

 「在花蓮，有一群失依的獨居老人，在這豐衣足食的台灣社會裡，他們卻無

法得到政府的幫助……」，「幸好還有你」，是一部紀錄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

會走入社區關懷獨居老人的紀實片，也是慈大傳播系本次畢業展主打。揹起沉重

的攝影器材、帶著滿腔的熱情，慈大傳播系學生不畏辛勞，走入社區，如實紀錄；

他們期待，藉由影片讓社會正視偏遠弱勢團體，對於默默行善的組織也能給予更

多的支持。 

 健康，一直都是隱身在社會角落卻不容忽視的議題。從探究自殺的動機、習

慣寄託虛擬世界的現代人靈魂、疏遠的親子關係、面對不治之症的衝擊與挑戰、

媒介對八年級生性觀念的影響等議題，且讓我們看，慈大傳播系學生們，如何用

他們的角度，詮釋這病態的社會。 

 此外，一向以觀光著名的花蓮，屢遭風災重創，交通受阻，又面對鄉村人口

流失，漁源減少等問題，聞名遐邇的七星潭社區觀光發展協會，應何去何從？鯉

魚潭南端的池南部落又要如何在人文被漠視的社會環境裡，推廣他們傳統文化？

慈大傳播系的學生透過鏡頭，瞬間捕捉社區最真實的記憶。 

 「人因夢想而偉大」，實踐夢想的過程中，勢必面對現實的挑戰，「夢想的軌

跡」及「第十九屆醫療奉獻獎得主--南方澳漁民仔醫師」，兩篇文字報導，行文

方式或有不同，描寫的是貫穿兩個世代的夢想。從這幾個人物特寫裡，我們深切

體認，無論在多艱困的環境下，生命仍有無限的可能，而且可以活得有尊嚴，有

意義。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96 級在民國一百年畢業,所以用「百」字作為發想，百樂

門的英文「PARAMOUNT」有著崇高的意思，學生們期待在現在今的媒體亂象

中，能重拾傳統媒體的崇高精神。 

 畢業成果展從 5 月 20 號至 22 號假台北市慈濟松山聯絡處舉行。20 日下午 2

點 30 分舉行開幕記者會，歡迎蒞臨採訪。 

 

記者會暨開幕放映會：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點 30 分。 

展覽期：2011 年 5 月 20 日至 201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10 點到晚上 7 點。 

展覽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 段 188 號 16 樓〈近捷運南京東路站〉 



05.24湯製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1330 全體同學大愛樓集合搬運器材(上貨車 )

1350-1700

13：50在創意園區--紅酒A館（民國

路＆仁愛街）集合完畢，請全體協

助幫忙下器材及大場佈（交通自

理）

交通自理

0900-1130 大場佈時間 ＊畢製各組可自行前往場佈（交通自理）

1400-1700 開放各組場佈時間 交通自理

0900 抵達花蓮文化創意園區--紅酒A館 交通自理（全體畢展人員）

0930 畢展各功能組最後確認 stand by 記者會最後場佈＆跑流確認（全體）

1030 開幕記者會

1100-1200 畢製各組座談會

1200 全班統一吃便當 生活組訂購

1300-1710 畢製各組座談會 （多媒組＆生活組茶水＆器材協助）

1720 收拾離開 交通自理

0601-0605工作人員時程表

2011/6/3（五）

2011/6/2（四）

2011/6/1（三）

1720 收拾離開 交通自理

0900 全體人員抵達紅酒A館 交通自理

1030-1200 畢製各組座談會 （多媒組＆生活組茶水＆器材協助）

1200 午餐時間（同學自費） 畢製各組輪值（留守一位）

1300-1610 畢製各組座談會 （多媒組＆生活組茶水＆器材協助）

1710 收拾離開 交通自理

0900 全體人員抵達紅酒A館 交通自理

1030-1200 畢製各組座談會

1200 午餐時間（同學自費） 畢製各組輪值（留守一位）

1300-1610 畢製各組座談會＆音樂分享會

1640 撤場收拾（全體人員協助） 交通自理，器材車運送器材回去

1700 請同學到大愛樓1F幫忙卸貨
17：00回到大愛樓，請全體協助幫忙下

器材搬運回12F（交通自理）

2011/6/4（六）

2011/6/5（日）



慈濟大學 96 級畢業展   -   花蓮場座談會場次 表  

日期 
時間 

6/3(五) 6/4(六) 6/5(日) 

上午場次 
10:30-12:00 

10：30 - 11：00 
開幕 記者會 
 
11：00 - 12：00 
主打影片 - 幸好還有你 50’   
（陳為方、黃冠霖、張濟宇）  

【座談】-  蔡智全  協會執行長 

10：30 - 12：00  
糖果罐裡的微笑（陳星妤、利侑芳）35’ 
歸零（黃國洲）27’  
我、爸爸 - 劇本創作（謝婉琳） 
【座談】- 鍾惠美  老師 

10：30 - 12：00 
性教育介入對八年級學生之成效探討 
-導正媒介對國中生性態度的負面影響 
（黃榆真、劉雅妮、黃芷琳、郭亭筠、劉佩怡、儲郁芬） 
----------------------------------------------------- 
夢想的軌跡（賴怡安、梁懿心） 
南方澳醫生的一生（關琪錞） 
【座談】 論文組 - 簡梅瑩老師 

下午場次 
13:30-17:00 

14：00 - 15：30 
Color Man&Woman（許育仁） 
TWINS（林意樺、周睿軒） 
Expiration Date 保存期限（管振甫）8’50’’ 
【座談】- 吳柏熹  老師 
 
15：50 - 17：10 
鮫人（匡逸君） 
找一天，我們一起去拜拜 
（吳彥龍、李奕澄、楊濟鴻） 

百樂門-九六級策展組 
（周建志、周業玲、謝明諺、湯雅帆） 

【座談】- 呂傑華  老師 

13：00 - 14：30 
七星潭（潘建任）55’  
【座談】- 游煌明  總幹事 
 
14：50 - 15：50 
小台東（簡偉淳、陳登彥）39’ 
【座談】- 高志遠‧讀賣  老師 
 
16：00 - 17：00 
尋根的旅程（黃首鈞）36’ 
【座談】- 高志遠‧讀賣  老師 
 

13：00 - 14：30 
漁途（范庭維） 
銅門之外（葉雙維） 
鯉魚潭南—把鬧(Banaw)部落（黃智仁） 
【座談】 
 
14:40-16:10 
大學青春（葉鈺渟） 

 



 

花蓮場地分布圖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九六級畢業成果展 

~百樂門~ 

位於花蓮後山的慈濟大學，民國九十年創立了傳播學系，以

「走進社區、關懷弱勢」為理念，十年來，堅持以人為本，不斷營造

學生與社區間的良好互動關係，並結出許多美好的果實。 

     傳播學系九六級畢業成果展即將從六月三日至五日，於花蓮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行。本屆作品類型多樣化，影音創作方面有紀錄

片、劇情片、音樂創作、動畫；平面類有暗房報導攝影、專題新聞報

導、專案企劃、論文；另有劇本及繪本等創作。內容議題秉持創系一

貫關懷在地的理念，涵蓋東部特有的原住民文化、老人關懷、健康訊

息、漁業、社區、大學生活紀錄、祭祀文化、口述歷史等等。 

  本屆作品中，紀錄片「幸好還有你」特別值得一提。該片紀錄一

群協助老人居家關懷的「花蓮縣老人暨家庭關懷協會」，由黃冠霖、

張濟宇、陳為方三位同學共同完成。三人一整年跟隨協會進出社區，

關懷獨居老人，也透過這些活動，反思協會與政府間的角色關係。 

記者會結束後將播放此紀錄片，隨後更邀請到花蓮縣老人暨家庭關懷

協會理事長蔡智全先生，與觀眾及紀錄片作者們互動討論。 

歡迎記者先進蒞臨指教。 

＊花蓮場 記者會 於6 月 3 日（五）10:30 分 準時舉行。 

地點：花蓮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紅酒倉庫A  (於民國路與仁愛街口)   

 



花蓮場畢業成果展  詳細展覽時間 

1.記者會： 

時間：2011.06.03(五) 10:30 - 11:00 

地點：花蓮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紅酒倉庫A   地址：花蓮市中華路144號 

2. 展覽期：2010.06.03(五) – 06.05(日) 10:00-17:00 

 

記者會流程 

10：00 – 10：30 長官、記者到場就位 

10：30 – 10：35 主持人開場 

10：35 – 10：40 播放作品介紹影片 

10：40 – 10：50 來賓長官-致詞 

10：50 – 11：00 百樂門-揭幕儀式(記者會結束) 

11：00 – 12：00 幸好還有你-紀錄片放映座談會 

當日與會貴賓 

花蓮縣議員   笛布斯‧顗賚 

慈濟大學  賴滄海  副校長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彭之修  系主任 

花蓮縣老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蔡智全  理事長 

 

 

 

 

 

活動公關 周建志 0919-695-296 

corner7788@gamil.com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畢業成果展暨記者會 

 

「領傳播之舵逆濁流而上，以清流之姿過百喜之門」，以報真導正自我期許

的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6 月 3 號將在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原舊酒廠)舉行 96

級畢業成果展。展出作品包括紀錄片、電影、音樂創作、3D 動畫、暗房攝影、

專題報導、論文、繪本、小說、廣播及小書。 

 「在花蓮，有一群失依的獨居老人，在這豐衣足食的台灣社會裡，他們卻無

法得到政府的幫助……」，「幸好還有你」，是一部紀錄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

會走入社區關懷獨居老人的紀實片，也是慈大傳播系本次畢業展主打。揹起沉重

的攝影器材、帶著滿腔的熱情，慈大傳播系學生不畏辛勞，走入社區，如實紀錄；

他們期待，藉由影片讓社會正視偏遠弱勢團體，對於默默行善的組織也能給予更

多的支持。 

 健康，一直都是隱身在社會角落卻不容忽視的議題。從探究自殺的動機、習

慣寄託虛擬世界的現代人靈魂、疏遠的親子關係、面對不治之症的衝擊與挑戰、

媒介對八年級生性觀念的影響等議題，且讓我們看，慈大傳播系學生們，如何用

他們的角度，詮釋這病態的社會。 

 此外，一向以觀光著名的花蓮，屢遭風災重創，交通受阻，又面對鄉村人口

流失，漁源減少等問題，聞名遐邇的七星潭社區觀光發展協會，應何去何從？鯉

魚潭南端的池南部落又要如何在人文被漠視的社會環境裡，推廣他們傳統文化？

慈大傳播系的學生透過鏡頭，瞬間捕捉社區最真實的記憶。 

 「人因夢想而偉大」，實踐夢想的過程中，勢必面對現實的挑戰，「夢想的軌

跡」及「第十九屆醫療奉獻獎得主--南方澳漁民仔醫師」，兩篇文字報導，行文

方式或有不同，描寫的是貫穿兩個世代的夢想。從這幾個人物特寫裡，我們深切

體認，無論在多艱困的環境下，生命仍有無限的可能，而且可以活得有尊嚴，有

意義。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96 級在民國一百年畢業,所以用「百」字作為發想，百樂

門的英文「PARAMOUNT」有著崇高的意思，學生們期待在現在今的媒體亂象

中，能重拾傳統媒體的崇高精神。 

 畢業成果展從 6 月 3 號至 5 號於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原舊酒廠)舉行。 

 

花蓮場畢業成果展  詳細展覽時間 

地點：花蓮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紅酒倉庫A    

地址：花蓮市中華路144號 

展覽期：2010.06.03(五) – 06.05(日) 10:00-17:00 



4 ( ) 1天 元* 人

美宣組 花蓮+台北

序 名稱
數量

（場數）
規格 金額 備註

1
海報 300份(大)

3份(小)
60CM*80CM(A1)的海

報(大)
6060

2 DM簡介 1000份 6000

3 酷卡 1000份 42X29(cm)摺頁 6000

4 邀請卡 500份 3摺(像門可以打開) 4500

5 作品集 500份 40000

6 桌牌 50份 1000

7 作品看板 總共20張 60CM*80CM(A1) 400

8 節目放映表 總共6張 60CM*80CM(A1) 120

9
主視覺背板 1組 200CM*400CM

 或是150CM*400CM 4450

10 記者會背板 1組 230CMX150CM 1950 解析度可達600

11 L夾 1000份 31CM*22CM *2(雙面) 15000

總計 85480

生活組 花蓮+台北

序 名稱
數量

（場數）
數量/單價（元） 金額 備註

1 文宣記者會 2場 1場/5000 10000
點心3500元

結緣品1500元

2
放映影片茶水

費
11桶 台北800/花蓮600 7600

台北*5

花蓮*6

4
器材用品

（場佈）
2場 1場/3000 6000

5
生活用品

（雜項）
9天 15000

(藥品、生活用

品、補充文具

美宣)

6
DVD壓片

(含圖標印刷)
35000

7 海報運費 5000

總計 78600

公關組 花蓮+台北

序 名稱
數量

（場數）
數量/單價（元） 金額 備註

1 外審費用

20組
(每組兩位)
共40位

每件1000元整 40000

2 座談會講評費 共16場 每場3000元整 48000

3 膳食費(台北) 3天
40*38*3*1(早餐)

4560

4 膳食費(花蓮)膳食費 花蓮 1天 70元*36人70 36 25202520

5 北上交通費 36人*114*2+台北接送 40000

總計 13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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