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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傳藝人手冊 

一、 系所介紹： 

(一) 設置背景 

1. 傳播藝術系於民國 94年成立，是全國特有以藝術為內容之傳播

學系，「藝術為體」及「傳播為用」為兩大特色，以發展「數

位傳播」為主軸，整合「影音藝術」為內容。 

2. 配合國家發展、地區產業發展、產業結構人力需求，本系於

105學年起執行實務增能專案計畫，並參酌系科特色及業界需

求，修訂本系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備影像創作、藝術傳播與行銷

能力之專業人才。 

3. 本系所現有專任師資共 10位(教授 1位、副教授 2位、助理教

授 7位)，來自學術、業界等領域，涵括影視、廣播、新聞、傳

播、行銷企劃、廣告、藝術、藝術行政..等領域，學制涵蓋四技

及碩士在職專班。本系隸屬於新媒體暨管理學院，與相關系所

根據校務與院務發展，彼此相互聯結或支援。 

(二)、教育目標 

「培育具備影像創作、藝術傳播與行銷能力之專業人才」，具體培

養學生核心能力如下： 

1.  具備影音媒體製作能力 

        以人文素養與美學為基礎，輔以最新觀念及設備，訓練學

生擁有基礎藝術創作素養，以及廣播節目、電視節目、廣告節

目與數位媒體內容之企劃及製作能力，使學生所學之專業技能

能夠與社會接軌，並且充分發揮所長。 

2. 具備藝術涵養之傳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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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藝術基礎與人文素養課程，讓學生除了具備各項藝術

與傳播專業知能之外，亦能培養思考及鑑賞之能力，創作出更

具深度與內涵之影音作品。   

3. 具備文創產業之企劃與行銷能力 

        台灣大部分傳播院校課程著重在藝術與傳播文本之內容設

計，針對創意產品之產銷規劃課程較少，然而因應全球性文化

產業思維的興起，及國家近年培植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傳播藝

術系與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強化傳播藝術、數位藝術與藝術行

銷方面課程設計及人才培訓，希望能讓行銷成為創意動力源源

不絕之經濟後盾，改善藝術與媒體製作環境，讓優良創意文本

能夠永續存在。 

(三)、教學特色 

本系採務實致用之教學方法，落實「做中學」之實務操作與小班教

學課程設計；因應市場變動之產業人才需求以鏈結產業發展趨勢，

著力於「影視創作專業+藝術內容+外語」之多元複合技能培養，增

強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優勢。 

1. 以案帶學師徒制，做中學習，從實務訓練帶領學生專業成長，

落實「師徒制」專業訓練。 

2. 建置實習場域與實作平台，提供學生專業能力實務訓練，提升

學生就業競爭力。 

3. 國際化學習環境：文藻品牌基礎及語言學習資源，學生可輔修

本校多國語言課程及學分。 

(四)、教學資源 

        為滿足傳播媒體製作之需求，本系建置有多間專業實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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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棚、副控室、錄音室、非線性剪輯、字幕系統、等設備。近年

因應外拍攝影漸成主流的產業發展變化，106學年度汰換外景用燈

光設備，錄音室及網路廣播電台設備汰舊換新。106年申請通過教

育部技優人才培育計畫：「數位傳播」及「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

建置數位虛擬攝影棚系統、並備有多樣外景拍攝器材設備：行動導

播機、廣電製作級攝影機、業務用攝影機如：SONY XDCAM-

EX3、SONY NX5N、SONY MC50N、SONY PXW-X70、SONY 微

電影組 A7SII、CANON 750D單眼數位相機等..。 

  

▲Q806虛擬攝影棚副控及棚內 

  

▲至善樓廣播錄音室專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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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作各項專業外景拍攝 

      

(五)、傳藝生涯 

1. 學生須參加之校級重要活動：(依學校規劃)  

例 1：英語初戀營 

本校為了讓四技新生熟悉校園，提早適應「全英語」教學環

境，舉辦「四技新生英語初戀營」（Falling in Love with 

English）。四技新生都要參加該營隊並且住校，活動期間全程使用

英語交談，讓新生從生活中自然地學到實用又生活化的英語，提早

適應文藻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全部新生須參與【大學校院英語能力

測驗】，依檢定成績於開學後英文分班，以及【中文閱讀能力測

驗】。  

 

▲英語初戀營活動照片 

例 2：新生祈福禮 

「新生祈福禮」為校內正式之迎新活動，目的是透過典禮本身

與全人發展課程的搭配，按照不同學制，安排不同主題內容，幫助

文藻新生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文藻「聖吳甦樂學校」教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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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文藻敬天愛人之家庭校園氣氛，融入文藻校園生活。 

 

▲新生祈福禮活動照片 

2. 學生須參加的系級重要活動 

例 1：文夢獎 48小時拍片競賽 

由系學會主辦之文夢獎為傳藝系優良之傳統，藉由每年不同拍

片主題下去延伸出題目，參賽者必須將題目融入作品，並且在 48

小時內完成拍攝、後製並繳件上傳，最後由評審評比以及加入現場

觀眾投票選出得獎作品。藉由此活動，達到同系學生間良性競爭、

互動，累積拍片經驗，激發學生想像力及創作能力。 

  

▲文夢獎活動照片 

例 2：戲夢影展 

為期八天的影展活動，每日皆由傳播藝術系同學精選出一片適

合文藻學生觀賞不同的風格特色與理念的電影，希望來參加影展的

同學們能夠得到心靈上的收穫，並在觀賞影片後與當天影評人進行

心得交流；每日觀影結束後，舉行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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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夢影展活動照片 

3. 四年生涯 

一年級： 

公民新聞養成、並學習 MV、微電影、紀錄片拍攝及剪輯技

巧。考取系上規定攝影機操作證照，有能力獨立完成一部 3-5

分鐘之各類型短片。另學習播音技巧、繪圖等技術。參加國

內各影展競賽。 

 

▲老師指導同學播音技巧 

二年級： 

公民新聞進階、精進影音作品攝製技術。具備製作 10-20分

鐘長度影片之能力、自媒體經營，輔修外語計畫。參加國內

各影展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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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指導同學進行公民新聞活動 

三年級： 

導演、編劇能力完成。實習規劃，畢製分組。參加國內各影

展競賽。 

  

▲實習輔導說明會 

四年級： 

完成畢業作品及校內外展覽，參加就業博覽會及輔導。參加

國內各影展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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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未來出路 

升學：可報考國內外大學傳播與文化創意產業、藝術等相關研究

所。 

就業：畢業生可進入國內外傳播媒體相關職場工作。可報考公職、

廣播與影視媒體公司及報社雜誌等單位之職位，從事大眾傳

播相關行業的幕前或幕後工作。也可擔任藝術、文化創意產

業和其他各行業機構中傳播、企劃、廣告、行銷人員。 

  

▲系友榮孝洋-禮洋花苑創辦人  ▲系友盧佳莉-發片創作歌手 

  

▲系友陳昱誠-小犬影像工作室負責人 ▲系友劉澄毅-三星園/八曜和茶創辦人 
  

▲系友陳昱豪-現任警廣 DJ/廣播金鐘

獎得主 

▲系友蔡翔-影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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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播藝術系課程介紹 

(一) 課程設計 

課程內容涵括語文、傳播、創意／藝術、通識四大領域，總畢業學

分為 131 個學分，畢業時需完成畢業製作與畢展。 

本系課程規劃有兩大特色：第一、課程規劃加入創意／藝術類課

程，將能提高學生在傳播領域之應用；第二、本系課程規劃強調培養學

生的語文能力，學生在四年內須修習學校規定的英文課程學分。 

(二) 修業規定 

1. 畢業規定採下列方式二擇一： 

方式一： 

※總畢業學分數 131學分：校共同必修 52學分+院共同必修 3學分

+系訂必修   37學分+系訂必選修至少 2學分+選修 37學分；選修 37

學分中應含本系系訂選修至少 31學分，6學分可跨系選修。 

方式二： 

※畢業總學分數 131學分=校共同必修 52學分+院共同必修 3學分+

系訂必修 37學分+實習課程至少 2學分+選修 37學分（僅限系訂選

修課程+(微)學分學程課程）。 

2. 系訂必選修至少須修 2學分，含暑期實習(一)160小時、暑期實習

(二)320小時、學期校外實習(一)(二)為 4.5個月整學期之校外實

習、學期境外實習(一)(二)為 4.5個月整學期之境外實習。 

3. 日四技必修之通識課程，4個通識學群均需選修 1門課， 

4. 畢業前請自行注意每個學群是否皆依規定修習完畢。 

5. 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開出之課程為準。 

6. 主修系開設給本系學生選修之選修課程即為系專業選修。 

7. 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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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49248 

(三) 課程地圖 

http://webnet.wzu.edu.tw/wzuEc/DepartmentCourse.aspx 

(四) 實習課程 

【校外】 

為增強學生傳播理論與實務的整合能力，提昇學習效果，強化職場

專業技能，以養成具有專業技能及實務 經驗之人才，本系特訂定「文藻

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1.  依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 https://tinyurl.com/yfcprlq4 ) 

 暑期實習(一)：選修 2學分，實習時數至少 160小時，3~4年

級上學期開設。 

 暑期實習(二)：選修 4學分，實習時數至少 320小時，3~4年

級上學期開設。 

 學期校外實習(一)、(二)：選修 15學分，實習 4.5個月，於

3~4年級開設。 

 學期境外實習(一)、(二)：選修 15學分，實習 4.5個月，於

3~4年級開設。 

2. 系上推薦的實習項目 

學生可依興趣申請廠商提供之實習機會，本系實習機構涵蓋行銷、

媒體、廣播、影視製作及藝文界。 

例如：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南部新聞中心/新聞採訪、 

欣恩影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製片組、 

牽猴子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電影行銷部、 

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影片行銷、 

http://webnet.wzu.edu.tw/wzuEc/DepartmentCourse.aspx
https://tinyurl.com/yfcprl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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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外景攝影組、藝能事業部、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行銷公關、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採訪中心/國際中心、 

南風劇團/行政組/表演組/幕後組、 

大眾廣播公司/節目部、港都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節目部活動組等。 

3. 校內實習平台 

 Wow Radio文藻網路電台 

 3D 虛擬攝影棚 

【校內】傳藝技能實務課程 

為增強學生理論與實務的整合，強化學生專業技能， 110學年度

起入學學生，必須自大一起累積滿 80 小時學生技能實務，由指導老

師依照「傳播藝術技能實務」的實務時數與等第評定「傳播藝術技能

實務」課程成績。 

「傳播藝術技能實務要點」請參照： 

( https://tinyurl.com/yhp3ld8b) 

(五) 輔系、雙主修 

本校語文類／非語文類輔系、雙主修規定如下： 

【語文類】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56 

【非語文類】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58 

(六) 選課須知 

新生選課常見問題／選課常見問題，請參閱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30 

file:///C:/Users/wenzao/Documents/Downloads/(%20https:/tinyurl.com/yhp3ld8b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56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58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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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畢業專題及展演   

本系為加強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訓練學生

主動積極之精神，並增進學生的實作能力，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傳

播藝術系畢業專題實施要點」

( https://c032.wzu.edu.tw/category/143614 )。 

畢業專題課程執行時程如下： 

1. 組員確定： 

學生須於二下學期結束前一個月確定畢業專題指導老師及組員名

單，並於期末填寫「畢業專題分組表」，內容必須包含專題名稱與

學生名單，經指導老師簽名後交予畢籌會會長進行名單彙整。 

2. 畢業專題作品提案： 

各組須於二下學期結束前繳交「畢業專題提案計畫書」予指導老

師。各組須於三上學期初完成畢業專題提案發表會，由「畢審會」

進行審查、指導老師進行評分。三下學期末時各組需繳交一份「畢

業專題計畫及進度報告書」，供指導老師評分。 

3. 畢業專題進度及審查： 

各組須於四上期末考前一個月辦理「畢業專題成果審查會」進行畢

製作品之審查、指導老師進行評分。 

4. 畢業專題成果發表及成果報告： 

各組應於四下期末考前參加畢籌會舉辦之校內成果發表會及校外參

賽或展演，作品發表前需經指導老師審查通過，或審查後修改通過

始得展出。期末時各組需完成「畢業專題成果報告書」和相關成果

作品，報告書可依實際狀況調整項目。期末總成績以作品 (50%)、

成果報告書(10%）、展演(40%)為評分依據。各組並需於期末繳交

經指導老師評分修改後之成果報告書和相關成果作品（影音作品應

上傳數位檔至指定之雲端空間）各一份於系辦公室存檔，做為畢業

https://c032.wzu.edu.tw/category/14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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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審查依據，未繳交者無法領取畢業證書。 

5. 畢籌會與畢業製作成果發表： 

畢業專題成果發表為本系之系列展演活動，由畢籌會負責策畫，於

四下完成畢製展演。各組於三上期末考前一個月進行「畢業專題成

果發表提案」並由「畢審會」審查通過後會同傳播藝術系系學會共

同執行。 

 

三、 英文能力 

本校為確保學生外語能力之水準及增加就業競爭優勢，依本校大學部、專

科部學則，訂定「文藻外語大學語言能力檢定處理要點」，日間大學部（日四

技、日二技）或專科部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主修語言尚未通過語言能力

檢定標準者，得修習二期之「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副修語言尚未通

過語言能力檢定標準者，得修習一期之「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此項

規範自 101 學年度起之畢業生適用）。 

本系語言能力檢定標準為： 

1.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 240分。 

2. 入學時第一次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 級未達 180分者，進步 60  

分以上。 

語檢畢業門檻相關資訊請詳見 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36972 

 

 

 

  

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3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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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獲獎表現 

本系師生對於影音作品及藝術創作成績可觀，曾獲國內許多重要獎項的肯

定，如金馬獎最佳短片、廣播金鐘獎單元節目獎及微電影競賽等；學生在廣

播、電視節目、音樂、美術、影音、多媒體、行銷管理等領域，皆具有相當潛

力，未來將提升學生的學習行動力，強化國際交流與合作計畫，並定期參加國

內外影展，增加國際交流與海外研習的機會。另外將鼓勵學生爭取公共電視劇

展及紀錄片徵選計畫，期以本系監製出品之共同創作影音作品，能增加更多曝

光露出的機會。 

 

-本系學生獲獎 

  
 

 

▲110年度學生畢展作品  

 2021放視大賞數位影音組金獎-寂靜之戀、入圍跨領域組-藍色維度 

  

▲廣播 2021年校園新聲獎-本系獲獎學生 

  

▲畢業校友協助作品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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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指引 

(一)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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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區平面圖 

 

建築物名稱 建築物名稱 

1 行政大樓 12 聚賢館 

2 文園 13 育美體育館 

3 圖書館大樓 14 化雨堂、詠穌堂 

4 正氣樓 15 自強樓 

5 明園 16 公簡廳 

6 千禧樓 17 莊敬樓 

7 修院 18 學生活動中心 

8 聖安琪靈修中心 A 民族校門 

9 露德樓(舊圖書館) B 鼎中校門 

10 求真樓 C 民族路牌樓 

11 至善樓 文瑞樓：千禧樓(6)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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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所服務 

學校總機：07-3426031 

傳藝系所辦公室(Z803)，分機 6501-6505 

(四) 緊急通報專線(24小時)：07-3429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