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名稱： 109109109109高高高高教教教教深耕深耕深耕深耕((((1111----2222----1)1)1)1)專題實務競賽與創作展演專題實務競賽與創作展演專題實務競賽與創作展演專題實務競賽與創作展演( (( (( (( (108108108108下下下下) ) ) ) 活動負責單位： ■■■■主主主主

辦辦辦辦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傳播藝術系傳播藝術系傳播藝術系傳播藝術系

□□□□合合合合
辦辦辦辦／／／／
協協協協辦辦辦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經費來源： 109109109109教教教教----高高高高教教教教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活動目標： AAAA與與與與BBBB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

AAAA主要目標主要目標主要目標主要目標

■■■■提升專業核心能提升專業核心能提升專業核心能提升專業核心能
力力力力

□□□□提升基本核心能提升基本核心能提升基本核心能提升基本核心能
力力力力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學生學學生學學生學學生學
習成效習成效習成效習成效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實務能師實務能師實務能師實務能
力力力力

□□□□精進精進精進精進教教教教學品質管學品質管學品質管學品質管
控控控控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學學學學研研研研究設究設究設究設
施環境施環境施環境施環境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師師師研研研研究能究能究能究能
力力力力

□□□□提升行政效率與提升行政效率與提升行政效率與提升行政效率與
效能效能效能效能

□□□□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

□□□□強強強強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
□□□□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值值值值////特特特特
色色色色

BBBB次要目標次要目標次要目標次要目標

■■■■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
■■■■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軟軟軟軟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

□□□□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特色校特色校特色校特色校
園園園園

□□□□強強強強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
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提昇工作品質與提昇工作品質與提昇工作品質與提昇工作品質與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提升環境適應能提升環境適應能提升環境適應能提升環境適應能
力力力力

□□□□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 □□□□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宣導時事宣導時事宣導時事宣導時事教教教教育政育政育政育政
策策策策

■■■■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
成長成長成長成長

□□□□促進環境保護與促進環境保護與促進環境保護與促進環境保護與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 □□□□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就就就就
業業業業

□□□□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活動類別：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教教教教育育育育活動方式： 展演展演展演展演((((覽覽覽覽))))活動地點：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善樓八樓善樓八樓善樓八樓善樓八樓((((傳藝系系傳藝系系傳藝系系傳藝系系辦辦辦辦外展示空間外展示空間外展示空間外展示空間))))活動時間：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5   05   05   05   月 月 月 月 04   04   04   04   日 日 日 日 08   08   08   08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分分分 至至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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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5   05   05   05   月 月 月 月 15   15   15   15   日 日 日 日 17   17   17   17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 分 分 分 

實際參加對象及人數：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職員校外職員校外職員校外職員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社會人士社會人士社會人士社會人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50505050 15151515 35353535

2222 2222 0000

30303030 10101010 20202020

0000 0000 0000

500500500500 120120120120 380380380380

10101010 5555 5555

10101010 5555 5555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人人人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 人）人）人）人）602602602602 500500500500活動性質： □□□□教教教教學學學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證照證照證照證照////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學生生涯學生生涯學生生涯學生生涯 □□□□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教教教教師成長師成長師成長師成長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活動內容：

名講者名講者名講者名講者 名工作人員；名工作人員；名工作人員；名工作人員；0000 10101010

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因不確定計畫經費項目及經費是否通過因不確定計畫經費項目及經費是否通過因不確定計畫經費項目及經費是否通過因不確定計畫經費項目及經費是否通過,,,,但活動已依原訂時程規劃但活動已依原訂時程規劃但活動已依原訂時程規劃但活動已依原訂時程規劃辦辦辦辦理完畢理完畢理完畢理完畢,,,,故補送故補送故補送故補送
計畫表計畫表計畫表計畫表,,,,敬請見諒。＞敬請見諒。＞敬請見諒。＞敬請見諒。＞

本系自從創系以來至今十二年，全體師生積極展現四年學習成果且秉持精進的專業精本系自從創系以來至今十二年，全體師生積極展現四年學習成果且秉持精進的專業精本系自從創系以來至今十二年，全體師生積極展現四年學習成果且秉持精進的專業精本系自從創系以來至今十二年，全體師生積極展現四年學習成果且秉持精進的專業精
神。神。神。神。為為為為求突破且讓外界打破文求突破且讓外界打破文求突破且讓外界打破文求突破且讓外界打破文藻藻藻藻外外外外語大語大語大語大學學學學僅有僅有僅有僅有外外外外語之語之語之語之既既既既定定定定印象印象印象印象，原已成，原已成，原已成，原已成功申功申功申功申請請請請放視大放視大放視大放視大
賞之賞之賞之賞之展覽，但因展覽，但因展覽，但因展覽，但因新冠新冠新冠新冠狀狀狀狀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的的的的擴散擴散擴散擴散，導，導，導，導致聯致聯致聯致聯合展覽合展覽合展覽合展覽取消取消取消取消。。。。為為為為了了了了展示學生作品，提升學展示學生作品，提升學展示學生作品，提升學展示學生作品，提升學
生學習效果，培養學生生學習效果，培養學生生學習效果，培養學生生學習效果，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學生主動積極學生主動積極學生主動積極學生主動積極之之之之精神，精神，精神，精神，並增並增並增並增進學生的實作進學生的實作進學生的實作進學生的實作
能力，本系學生能力，本系學生能力，本系學生能力，本系學生還還還還是是是是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能能能能於於於於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前前前前完成畢業完成畢業完成畢業完成畢業製製製製作作作作並並並並進行成果進行成果進行成果進行成果發發發發表。故表。故表。故表。故將將將將展覽展覽展覽展覽改改改改為為為為校校校校
內內內內靜態裝置靜態裝置靜態裝置靜態裝置藝術與藝術與藝術與藝術與線上線上線上線上展覽。展覽。展覽。展覽。藉線上藉線上藉線上藉線上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向向向向外界推外界推外界推外界推廣廣廣廣本系的本系的本系的本系的教教教教學成果，保學成果，保學成果，保學成果，保留留留留校校校校內內內內靜態靜態靜態靜態
展展展展使使使使文文文文藻藻藻藻師生師生師生師生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傳播藝術系，與傳播藝術系，與傳播藝術系，與傳播藝術系，與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共共共共同同同同見證本見證本見證本見證本屆屆屆屆畢業生實現理畢業生實現理畢業生實現理畢業生實現理想想想想與與與與熱忱熱忱熱忱熱忱。。。。
109109109109級級級級傳藝系傳藝系傳藝系傳藝系第第第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屆屆屆屆畢業展演活動畢業展演活動畢業展演活動畢業展演活動「雙重「雙重「雙重「雙重標標標標準」準」準」準」分分分分為為為為文創文創文創文創組組組組及及及及影視組織影視組織影視組織影視組織展覽，展覽，展覽，展覽，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在在在在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辦辦辦辦理理理理靜態靜態靜態靜態展覽，展覽，展覽，展覽，並新增線上並新增線上並新增線上並新增線上展覽展示展覽展示展覽展示展覽展示同同同同學學學學們製們製們製們製作專題的過程與成作專題的過程與成作專題的過程與成作專題的過程與成
果；果；果；果；另另另另外外外外亦亦亦亦設設設設有有有有獎獎獎獎項項項項藉藉藉藉以表以表以表以表揚優秀揚優秀揚優秀揚優秀專題專題專題專題製製製製作作作作同同同同學。本活動規劃學。本活動規劃學。本活動規劃學。本活動規劃大大大大四學生校四學生校四學生校四學生校內內內內展展展展內內內內容如容如容如容如
下：下：下：下：
((((1)1)1)1)、、、、 活動目的： 活動目的： 活動目的： 活動目的：透透透透過校過校過校過校內內內內展展現傳播藝術系展展現傳播藝術系展展現傳播藝術系展展現傳播藝術系之之之之教教教教學成果，學成果，學成果，學成果，使使使使文文文文藻藻藻藻師生師生師生師生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傳播藝術傳播藝術傳播藝術傳播藝術
系系系系之之之之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也也也也與本校其他與本校其他與本校其他與本校其他科科科科系進行分系進行分系進行分系進行分享享享享與交流，與交流，與交流，與交流，並給並給並給並給學學學學弟妹弟妹弟妹弟妹參參參參考考考考的目標及的目標及的目標及的目標及榜樣榜樣榜樣榜樣。 。 。 。 

((((2)2)2)2)、、、、 活動時間： 活動時間： 活動時間： 活動時間：靜態靜態靜態靜態展：展：展：展：109109109109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04040404日日日日~~~~    5555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
((((3)3)3)3)、、、、 目標 目標 目標 目標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文：文：文：文藻藻藻藻外外外外語大語大語大語大學全體師生學全體師生學全體師生學全體師生、、、、高高高高雄地區相關科雄地區相關科雄地區相關科雄地區相關科系師生系師生系師生系師生、、、、應應應應屆屆屆屆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親屬親屬親屬親屬
((((4)4)4)4)、、、、 展 展 展 展場地點場地點場地點場地點與與與與執執執執行行行行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系系系系辦辦辦辦外公共空間外公共空間外公共空間外公共空間))))::::裝置裝置裝置裝置藝術藝術藝術藝術、個、個、個、個人畫展人畫展人畫展人畫展、攝影、攝影、攝影、攝影展展展展、、、、文創文創文創文創組靜態組靜態組靜態組靜態展展展展、影視、影視、影視、影視
組靜態組靜態組靜態組靜態展。展。展。展。
((((5)5)5)5)、、、、 活動 活動 活動 活動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5555月月月月04040404日至日至日至日至5555月月月月08080808日日日日為為為為影視組影視組影視組影視組的的的的放映放映放映放映，，，，由由由由各各各各劇組邀劇組邀劇組邀劇組邀請全校師生請全校師生請全校師生請全校師生線上欣賞線上欣賞線上欣賞線上欣賞各各各各組影片和映後組影片和映後組影片和映後組影片和映後
座談等座談等座談等座談等。。。。
5555月月月月04040404日至日至日至日至5555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為為為為文創文創文創文創組組組組的的的的靜態靜態靜態靜態展，展，展，展，於於於於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至善樓八樓，藉由藉由藉由藉由展展展展場互場互場互場互動，動，動，動，使使使使創作學生創作學生創作學生創作學生在在在在
現現現現場場場場展展展展出出出出作品作品作品作品雖疫情影響互雖疫情影響互雖疫情影響互雖疫情影響互動，但動，但動，但動，但藉由紙藉由紙藉由紙藉由紙本本本本留言留言留言留言來進行分來進行分來進行分來進行分享享享享與交流。與交流。與交流。與交流。
透透透透過過過過此此此此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到到到到CriticalCriticalCriticalCritical    thinkingthinkingthinkingthinking    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skillsskillsskillsskills    溝溝溝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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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力，通能力，通能力，通能力，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協作，協作，協作，協作，CreativityCreativityCreativityCreativity    andandandand    innovationinnovationinnovationinnovation    創造與創創造與創創造與創創造與創新新新新能力。能力。能力。能力。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1)(1)(1)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此此此此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邀邀邀邀請作請作請作請作
者展者展者展者展出出出出作品與參作品與參作品與參作品與參觀觀觀觀者者者者互互互互動及動及動及動及
分分分分享享享享，，，，藉此使藉此使藉此使藉此使系系系系上同上同上同上同學學學學對於對於對於對於
畢業專題的畢業專題的畢業專題的畢業專題的製製製製作與目標作與目標作與目標作與目標有更有更有更有更
實質的實質的實質的實質的幫幫幫幫助助助助與與與與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不，不，不，不論論論論是是是是
作品本身作品本身作品本身作品本身又或又或又或又或是作者的自是作者的自是作者的自是作者的自我我我我
成長與突破。成長與突破。成長與突破。成長與突破。之後之後之後之後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也也也也
能能能能夠夠夠夠與作者本人與作者本人與作者本人與作者本人做最直接做最直接做最直接做最直接的的的的
交流與交流與交流與交流與溝溝溝溝通，通，通，通，希望藉由此希望藉由此希望藉由此希望藉由此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添增添增添增添增課程以外的實質效課程以外的實質效課程以外的實質效課程以外的實質效
益益益益。。。。

增增增增進學生進學生進學生進學生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技技技技能的能的能的能的掌掌掌掌
握度握度握度握度以及培養以及培養以及培養以及培養團隊團隊團隊團隊軟實力，軟實力，軟實力，軟實力，
使使使使系系系系上同上同上同上同學學學學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專業專業專業專業領域領域領域領域的的的的
意意意意見見見見有更有更有更有更實質的實質的實質的實質的幫幫幫幫助助助助與學與學與學與學
習；習；習；習；並透並透並透並透過作品的展現過作品的展現過作品的展現過作品的展現增增增增加加加加
自自自自己對於未己對於未己對於未己對於未來進來進來進來進入入入入社會的社會的社會的社會的信信信信
心，與校心，與校心，與校心，與校內內內內外的師生外的師生外的師生外的師生做最直做最直做最直做最直
接接接接的交流與的交流與的交流與的交流與溝溝溝溝通，通，通，通，添增添增添增添增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以外的實質效以外的實質效以外的實質效以外的實質效益益益益。。。。

無無無無

(2)(2)(2)(2)量量量量化成效：參與學生化成效：參與學生化成效：參與學生化成效：參與學生為為為為大大大大
四選四選四選四選讀讀讀讀畢業專題課程學生畢業專題課程學生畢業專題課程學生畢業專題課程學生約約約約
90909090人。人。人。人。
1111....校校校校內內內內參參參參觀總觀總觀總觀總人數人數人數人數達到達到達到達到500500500500參參參參
觀觀觀觀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2222....粉絲粉絲粉絲粉絲專業推專業推專業推專業推廣觸廣觸廣觸廣觸及人數及人數及人數及人數達達達達
到到到到1000100010001000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本次參與畢業展演本次參與畢業展演本次參與畢業展演本次參與畢業展演之之之之應應應應屆屆屆屆畢畢畢畢
業生計業生計業生計業生計90909090人，人，人，人，靜態靜態靜態靜態展成展成展成展成功觸功觸功觸功觸
及校及校及校及校內內內內外師生外師生外師生外師生約約約約600600600600人。人。人。人。

由於疫情由於疫情由於疫情由於疫情的的的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沒有沒有沒有沒有辦辦辦辦法法法法
直接性直接性直接性直接性宣傳與宣傳與宣傳與宣傳與邀邀邀邀請校外請校外請校外請校外群群群群
眾眾眾眾，導，導，導，導致致致致今年校外參今年校外參今年校外參今年校外參觀觀觀觀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人人人人潮相較去潮相較去潮相較去潮相較去年年年年銳銳銳銳減許多減許多減許多減許多。。。。

(3)(3)(3)(3)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 附件列附件列附件列附件列表表表表項次 文件類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111 參參參參觀觀觀觀展覽展覽展覽展覽之之之之民民民民眾眾眾眾 01010101.jpg.jpg.jpg.jpg    

2222 參參參參觀觀觀觀展覽展覽展覽展覽之之之之民民民民眾眾眾眾 02020202.jpg.jpg.jpg.jpg    

3333 畢畢畢畢製製製製主主主主視覺入圍視覺入圍視覺入圍視覺入圍德國德國德國德國紅點最終決審紅點最終決審紅點最終決審紅點最終決審 03030303.png.png.png.png    

4444 3333組組組組畢畢畢畢製製製製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入圍放視大賞入圍放視大賞入圍放視大賞入圍放視大賞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獎獎獎獎項項項項 04040404.png.png.png.png    

活動建活動建活動建活動建議議議議：：：：
今年年今年年今年年今年年初初初初已預已預已預已預料到放視大賞聯料到放視大賞聯料到放視大賞聯料到放視大賞聯合展覽會合展覽會合展覽會合展覽會取消取消取消取消，，，，還還還還是是是是希望希望希望希望保保保保留留留留校校校校內內內內展展展展並增並增並增並增設設設設線上線上線上線上展覽，展覽，展覽，展覽，線上線上線上線上
展覽是一展覽是一展覽是一展覽是一個相當好個相當好個相當好個相當好的展覽的展覽的展覽的展覽趨勢趨勢趨勢趨勢，能，能，能，能吸收相當多元吸收相當多元吸收相當多元吸收相當多元的的的的觀觀觀觀眾眾眾眾，建，建，建，建議議議議下一下一下一下一屆屆屆屆畢畢畢畢籌籌籌籌會會會會線上線上線上線上展覽能持展覽能持展覽能持展覽能持
續並做得更續並做得更續並做得更續並做得更加完善。加完善。加完善。加完善。經費來源：【若多項經費來源，請務必註明清楚】經費來源 金額□校內經費 0000■專案 

109109109109教教教教----高高高高教教教教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 30,00030,00030,00030,000 30,00030,00030,00030,000參加人員繳費 0000單位自籌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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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表請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與核銷請款單一併簽核（請以本表代替活動結案簽

呈）。 

其他補助 0000合計 30,00030,00030,00030,000經費支出明細：
說明：預算數與實支數差異超出百分之二十之流用比例且金額達一萬元以上者，須檢附核准後之「經費支出項目流用變更申請表」核銷。若屬分次分期執行之活動，於最後一次活動執行完畢後，再針對差異作說明。

支出項目 預算數 前已執行數 本次執行數 累計執行數 差異數 憑證編號 差異說明
佈佈佈佈展費展費展費展費----畢業作畢業作畢業作畢業作
品展品展品展品展場場場場展覽展覽展覽展覽版版版版

30,00030,00030,00030,000 0000 30,00030,00030,00030,000 30,00030,00030,00030,000 0000 1111 無無無無合 計 30,000 0 30,000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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