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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學歷：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傳播學博士

 經歷：東森電視台新聞記者
頤德公關公司專案副理

 教授課程：

 必修：整合數位媒體實作、心理學

傳播科技史概論、媒體實習

傳播理論

 選修：公關廣告、互動廣告與行銷

媒體創意產業與全球化

數位經濟與策略行銷

科技說服與策略傳播

客家與說服傳播



教學理念：激發學生對上課的興趣

 如何讓台下的低頭族，願意成為上課的抬頭族？



新聞案例：鼎王雞湯塊事件
胖達人麵包添加人工香精事件

[東森新聞]鼎王嗆「誰沒用湯塊」 老四川公佈湯底回嗆.mp4
[東森新聞]鼎王嗆「誰沒用湯塊」 老四川公佈湯底回嗆.mp4
胖達人推責「香料商未告知」再揪酵母有添加物--蘋果日報 20130824.mp4
胖達人推責「香料商未告知」再揪酵母有添加物--蘋果日報 20130824.mp4


廣告案例：2013年知名廣告
華碩手機和巨猩蓋瑞



生活經驗：隔空「LINE」咖啡！



研究與教材結合，強化廣度與深度

行動裝置

廣告效果

行動廣告:

LBS、MMS

擴增實境

遊戲置入

˙音樂置入
˙視覺置入

QR Code

˙App電子口碑
˙新聞App廣告

TV

TV App置入性行銷
˙電視偶像劇置入性行銷

平面

訊息框架效果



洞察傳播新科技、結合自身最新研究成果



專業素養從課堂中訓練起



教學方法

 課前預習增加學習成效

 小組引導式討論教學



理論與實務：結合實務界人士經驗分享

年度 課程名稱 演講來賓 演講主題

97下 媒體策略與規劃 智威湯遜廣告公司創意
群總監 薛瑞昌

創意廣告

98上 說服傳播 BabyHome寶貝家庭親子
網公關主任 劉志雄

虛實行銷的創造性

98下 傳播科技史概論 高誠公關資深總監
蔡佩瑾

網路公關

99下 客家說服傳播 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部
潘玉玲

客家文化行銷宣傳

100下 媒體策略與企畫：公關廣告 台灣房屋智庫市場經理
劉志雄

新媒體行銷
時代來臨！

102上 導師課 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
所 黃曬莉

性別歧視的
多元面向

102上 互動廣告與行銷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客戶總監林柏虎

公關心理學
策略運用

102下 整合數位媒體實作 yahoo總監李怡志 新聞圖表製作

102下 科技說服與策略傳播 美商高誠公關公司
AE 林筱娟

公關說服傳播技巧



校外參訪:參加現場節目錄製



教學實踐陳述



做中學:訪問業界公司寫企劃書



做中學：實際參與
客家週活動企劃



做中學：實際參與
客家週活動企劃



平面媒體露出成果



平面媒體露出效益估算

 以中國時報營業廣告價目表中C2地方版，三全(7.5×34)的
廣告價錢計算的話，則一篇新聞則達75,600元的效益。

 聯合報營業廣告價目表中三全批(7.3X30.7cm)的廣告價錢
計算的話，則一篇新聞則達72,000元的效益。

 以自由時報營業廣告價目表中地方版，三全(7.5×34)的廣
告價錢計算的話，則一篇新聞則以39,000元的效益計算的
話，今年的客家週活動有兩篇的露出，效益為78,000元

 平面類媒體報導效益加總共達225,600元。



網路媒體露出成果



網路媒體露出效益估算

 今年客家週活動獲得不少網路媒體批露

 其中以〈鍾肇政獲頒交大名譽博士〉的報導最多，共計有
17篇；〈客家週路跑〉，共計8篇的媒體披露；〈客棚滿
「作」〉，獲得1篇的媒體報導

 若以TVBS網路廣告價目價格表中的價錢作為媒體披露成
果的計算，則每篇由網路編輯撰寫新聞稿，發佈於各大網
站的工商新聞，一篇定價50,000元。

 此次客家週網路媒體效益部分共計26則乘以50000元，高
達1,300,000元。



媒體效益估算

 媒體效益分為兩部分作檢視

平面媒體類報導，效益達225,600元

網路媒體報導網路媒體，則有26則報導，效益達
1,300,000元

 此兩部分的效益加總，評估客家週系列活動共有1,525,600

元的媒體效益。



整合數位媒體實作



九大新聞類目



文字報導



平面攝影



電視新聞報導



廣播新聞

 訓練同學們播報廣播新聞。透過適當題材的
選取，記者必須將受訪者的談話內容或是活
動現場的收音後製為約四分鐘的聲音檔，搭
配單張主題圖片，讓聽眾能夠在沒有視覺和
文字刺激的情況下，對該報導有完整的理解

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6378?issueID=478
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6378?issueID=478


新聞圖表



多媒體動畫報導



Flash廣告的製作



Flash廣告的製作

 每組編輯台中還需要一位同學進行網站側欄非商
業性Flash廣告的製作，增加網站互動性。



喀報記者群與老師



《喀報》記者工作流程



《喀報》編輯台工作流程

周
一

周
二

周
三

周
四

周
五

周
六

周
日

* 編輯台
交接
* 記者發
題目單

*23:59 題
目單截止
後，編輯
台就可以
召開編前
會議。

* 總編輯於
編前會議後，
公告改稿分
配與寫稿注
意事項。

*11:59 截稿
*12:00~21:00

編輯改稿，並
召開編輯會議
*21:00 當期喀
報準時上架

下周一 下周二 下周三 下周四 下周五 下周六 下周日

*13:20~14:10

編後會議
*14:10~16:20

編輯台檢討
當期稿件
* 課後編輯台交接



記者、專家現身傳授知識與經驗

 蘋果日報記者楊雅靜

採訪寫作技巧

 雅虎總監李怡志

新聞圖表製作技巧



喀報閱聽眾分析成果發表

 同學們透過Google analysis學會網路閱聽眾分析的
技巧。同學們分析《喀報》的閱聽眾，並對對未
來的新聞採訪和網站架構的設計提出建議。



舉辦「金喀獎」活動，勉勵同學

 為了鼓勵同學在新聞編採上的努力，每學期會舉辦一次「
金喀獎」，由同學們進行線上投票，依照類目及媒材選出
優良報導，於寒暑假時放置在《喀報》網站上，不但可做
為學期回顧，更可以當作未來學弟妹的參考典範。



金喀獎獎項



金喀獎獎項



金喀獎頒獎實況



媒體實習展

 由大三同學們藉由課程安排到校外媒體公
司進行實習，於實習結束後，所舉辦的成
果展。實習課程的目的，是透過暑假一到
二個月的真槍實彈的實習過程，學習媒體
實務工作流程，增加實務經驗。



媒體實習展

姓名 分組 實習單位

陳柏全 影視製作組 藍月電影有限公司製作部

鄭伊婷 影視製作組 冉色斯創意影像有限公司

陳明鈺 影視製作組 台北影業

童于蕙 影視製作組 鼎立娛樂有限公司

葉東瑜 影視製作組 金星娛樂

李志豪 影視製作組 金星娛樂

傅如尉 影視製作組 葛蘭納公司

[影視製作組]



媒體實習展

[廣電媒體組]

姓名 分組 實習單位

陳怡儒 廣電媒體組 華視節目部

溫苔詠 廣電媒體組 客家電視台

林詩雯 廣電媒體組 客家電視台

賴合新 廣電媒體組 TVBS

林乃絹 廣電媒體組 公共電視台公民新聞部

陳維平 廣電媒體組 公共電視節目部

鄭琬馨 廣電媒體組 台中市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

黃湞尹 廣電媒體組 原住民族電視台

楊茹閔 廣電媒體組 出國研習(美國國際電視台)



媒體實習展

[出版組]

姓名 分組 實習單位

吳雨璇 出版組 格林文化

鄭心舜 出版組 CAREER就業情報雜誌

陳宣聿 出版組 木馬文化

徐念慈 出版組 動腦雜誌

林雨萱 出版組 天下雜誌

陳 怡 出版組 mook墨刻出版

樂嘉妮 出版組 蘋果日報

徐瑩峰 出版組 中國時報編輯部

蔡欣穎 出版組 動腦雜誌活動部

張國鍵 出版組 班尼頓廣告風格寫真



媒體實習展

[廣告行銷組]

姓名 分組 實習單位

宋宜玲 廣告行銷組 楷模公關

林 忻 廣告行銷組 出色創意有限公司

陳柏臻 廣告行銷組 麥肯廣告

許庭瑜 廣告行銷組 悠識科技

黃艾如 廣告行銷組 悠識科技

馬執中 廣告行銷組 精緻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林穎瑄 廣告行銷組 包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徐鈺婷 廣告行銷組 金豐集團企劃部行銷媒體組



個人海報與實習報告書封面





102級畢業成果展

 共展出 4 篇學術論文、3 部紀錄片、2 部劇情片、1 部微電影、5 本文
書出版作品、1 本電子繪本、1 本電子雜誌、1 部電腦遊戲



102級畢業成果展

 前一晚進行場地布置





同學們的回應



教學評鑑

 面對好的回應，會再繼續努力

 面對同學們的建議，會自我反省，並列入
課程修正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