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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動機 

  本計畫以廣告文學及習作之課程，與產業實務相關連，讓學生能夠獲得影視、

傳播、動漫、微電影……等各類型與廣告文學相關之專業知識。選修該課程的學

生達滿班 70 位，主要為應用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五十多位，其它亦有十來位應用

英文系的學生，以及非語文學院的外系學生。這些學生本身未受過商業設計之基

礎，對於廣告之理解，僅止於觀賞電視節目時的印象；故其對於行銷企畫需要「大

數據」，來認識消費族群、產品市場，以做為廣告文案之策略導向，仍有待加強

學習。雖然大部份學生皆有文學系背景，但也都在學習階段，以應中系大二學生

而言，只有在大一時學習過文學概論，大二學習修辭、詩選、文學史，故其對於

將文學理論，如何應用於產業實務，是本課程計畫著重之處。 

 

 

貳、執行內容 （課程設計與執行概念、實施方式、實施進度等訊息） 

  一、若本課程非首次申請課程重構計畫，請說明與前不同之處 

  本課程「廣告文學及習作二」為首次申請課程重構計畫。 

 

  二、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是什麼）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是讓學生能夠認識廣告與文學相結合的案例，

並且強調以實務為主，除了電視廣告之外，各種類型之廣告，例如海

報、雜誌、捷運車體外與車箱內廣告、廣播、網絡，皆是可以應用的

媒介。在以文學系為主的學生群中，本課程必需跨領域教導「傳播」、

「影視」等相關專業知識。在產業實務上以多元化表現，讓學生認識

廣告連結「動漫」，例如現在便利商店流行用點數換取動漫公仔，就是

成功的案例之一；其它還有讓學生認識「微電影」的創作，能夠用生

動的故事內容，感動人心，亦是本課程跨領域教學的目標。 

 

  三、教學內容 （主要的教學內容） 

  本課程主要的教學內容，包括認識廣告術語、文學修辭表現於廣

告標語、利用大數據認識廣告市場調查等各類相關知識。各種產業的

商品廣告，例如：飲料廣告、食物(麵包)廣告、服飾業廣告、房屋仲

介業廣告、汽車廣告、航空公司廣告、電腦產業廣告、手機產品廣告、

便利商店廣告、遊樂園廣告。各種產業廣告，在文學上的應用，創作

出文案、文宣、標語、腳本台詞；並且運用不同之傳播媒介，例如攝



影照片、短片、微電影，也可以應用動漫、插圖；或者沒有畫面，完

全著重文句功力的表現，例如以聲音傳達訊息的廣播廣告。以上教學

內容，俾使著重產業實務，並將廣告文學與影視、傳播、動漫、大數

據、微電影，跨領域結合。 

 

  四、教學活動設計 （產學合作的教學活動設計） 

  在產業實務方面安排業師教學，分別邀請： 

(一)黃英雄：耕莘實驗劇團藝術總監、金馬獎評審委員、編劇、小說

創作、導演，講題為「廣告文學與微電影創作之關係」； 

(二)柯應平：藝術創作、策展規劃、美學評論，講題為「影視與文字

之應用」； 

(三)李佳穎：曾任太極影音研發部工程師，參與太極影音的 MPEG4互

動多媒體系統的研發、電影詭絲的製作等。現在主要於第九單位有限

公司(Unit 9 Picture)參與影片創作，為知名編劇。作品包括公視人

生劇展「遺落的玻璃珠」、97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時光之境」、源榮

影業公司「不可兒戲」，講題為「影視動畫與廣告文學」。 

 

  五、教學評量 （如何評量教學目標達到與否） 

  學生除期中、期末考試之外，亦需要繳交成果作品。七十位學生，

以分組進行，每組七位成為 team，各組寫出企畫文案，並且繳交不同

種類之產業廣告影片或海報、 DM。 

 

 

參、計畫成果 

  一、摘述辦理情形 

    以下分別摘要本課程融入產業實務，三次業師教學的辦理情形： 

(一)黃英雄，「廣告文學與微電影創作之關係」，主要播放與分析微電

影，例如 1.不老騎士：分析大眾銀行以一群雖然年老卻努力實踐環島

夢想的微電影做為廣告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5LQwpOy1U 

2.調音師：法國微電影得獎作品，說明 14分鐘影片內之細節含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6t6qEWDO1o 

(二) 柯應平「影視與文字之應用」：說明影像與廣告文學、文字之關

係，首先介紹何謂「廣告」？「廣而告之」，廣告更是人性的導演與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5LQwpOy1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6t6qEWDO1o


播。「廣告」應該具備的基本特質與條件：1.傳播性(複製性)：宣導與

宣傳、媒體與形式、節奏與醞釀(鋪排情境)、設計與心理 2.平易性(生

活性)：生活的經驗與體驗 3.感染力(共鳴性)：生命的情感與記憶 4. 

符號性(象徵性)：文化與生活符碼的利用、轉化與運用。 

(三)李佳穎「影視動畫與廣告文學」：主要說明劇本為打造電影的工程

藍圖，分享個人對編劇在電影工業中扮演角色的體會，包括入行到近

期參與電影製作的經驗，以電影「愛情無全順」從發展劇本到製作、

特效的歷程，分享文字創作在業界的實務面。 

 

  二、產業實務融入課程成果 

  以下分別就學生心得來說明產業實務融入課程，三次業師教學的

學習成果： 

(一)黃英雄，「廣告文學與微電影創作之關係」： 

這次由老師所請來的廣告大師黃英雄，一開始替我們介紹了廣告即是

微電影。並且，敘說如何使用一個不長亦不短的廣告，達到所想要的

宣傳效果；此外，亦將許多長篇電影，剪輯成較為短片的廣告，可見

後製剪輯的厲害。而黃英雄導演亦教導我們，如何從一則廣告當中的

素材使用，判別當中人物所傳達的意象，而這意象往往是我們所想不

到的素材。黃英雄導演雖最後沒有完全秀出廣告的測驗，但是從前面

一兩題中，可以得知往往廣告所要傳達的事物，並非是從表面所看見

的如此簡單，而是要透過許多聯想。這次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小時，

但卻是滿載而歸的收穫課程，真如導演所說的他的演講是每個人都搶

著要聽的，我也非常專注聆聽導演所教導我們有關任何廣告的事項。

因此，希望接下來還能夠有機會聽到導演的演講，甚至是更多更棒的

業師前來演講，也謝謝老師替我們找到如此好的導演，給我們有這麼

一場很好的收穫。(學生洪家偉心得) 

(二) 柯應平「影視與文字之應用」： 

這次的業師演講真的很特別，老師用很多短片，與一些時事的文案介

紹，對比了很多成功吸引人們注意的顏色，或是形態是甚麼樣子。(學

生黃威豪心得) 

透過這次業師的演講,又了解到廣告與視覺藝術結合的案例,又使我對

廣告有更不一樣的想法(學生黃旨君心得) 

這次邀請了柯應平老師前來演講，得知一個文案所造就視覺藝術，及

Slogan對於一個廣告的重要性。(學生洪家偉心得) 

(三)李佳穎「影視動畫與廣告文學」： 

本週是由編劇前來演講，而獲得許多劇本心得，此外與些許的後製技

巧。(學生洪家偉心得) 



看見李編劇的生命歷程，從理工科系一腳踏入文字世界，這需要何等

的勇氣啊!?再加上，利用自己本身寫程式的技能，運用在各是後製上

面，令我嘆為觀止，原來電影是如此專業啊! (學生陳冠劦心得) 

這個業師的演講讓我們了解到，就算不是念那個行業相關的科系也能

夠朝著自己希望的路前進，而因為業師在課堂上介紹的電影，還特地

去看愛情無全順，也特地在業師介紹我們的 3D將男女主臉貼在小朋友

臉上的片段注意的看。編劇最難的就是小說改編的部分，怕和小說有

太多不同，但又礙於現實不一定能夠呈現的問題，編劇是相當辛苦的

工作。(學生陳予婕心得) 

 

  三、執行成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為何，請提出具體佐證） 

  以下茲就教資中心的回饋做為佐證，說明執行成效。 

 

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廣告文學及習作(二) 

2. 性別： 73% 女   28% 男 

3. 年級： 0% 一年級   95% 二年級   5% 三年級   0% 四年級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了解老師進行產業實務融入教學計畫的目的。 80% 20% 0% 0% 0% 

2. 當老師進行產業實務融入教學計畫時，我知道該如何配合。 83% 15% 3% 0% 0% 

3. 我認為產業實務融入課程，對提升同學們對職場的認知很

有幫助。 
80% 20% 0% 0% 0% 

4. 本課程所施行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對於提升職場認知

有幫助。 
80% 18% 3% 0% 0% 

5. 我認為提升職場認知，縮短學校與產業連接，對我是重要

的。 
90% 10% 0% 0% 0% 

 

1. 請描述老師在本課程中，將產業實務融入課程的教學策略和活動有哪些？ 

(1) 業師演講(編劇、演員)。  (25 人填答) 

(2) 拍一部廣告短片。  (3 人填答) 



(3) 獨立編劇。 

(4) 作業。 

(5) 拍攝影片，分成三段，每一段縝密的檢討不足之處。邀請該領域的講師

演講。 

(6) 看影片。  (2 人填答) 

(7) 拍攝各種主題的廣告。 

(8) 產業實務於課程中，教師以學生與業師的互動為主軸，藉此引發學生學

習動機與學習成就。 

 

2. 在產業實務融入教學的施行過程中，您認為對同學有助益之處為何？您的學

習成效如何？ 

(1) 幫助認識產業。  (2 人填答) 

(2) 對人、事、物更用心。 

(3) 開始工作更方便。 

(4) 學習對廣告的劇情安排及拍攝手法，模擬撰寫廣告企畫書。透過演講的

閱聽提升創意表現及廣告藝術判斷。 

(5) 跨領域之接觸，對學習有所啟發。 

(6) 更了解廣告文學的內涵。 

(7) 成效十足。  (4 人填答) 

(8) 啟迪想法。  (2 人填答) 

(9) Good。  (15 人填答) 

(10) 可以啟發學生的想法並加以呈現。我認為校方應多採納此做法，不要在

很多應該能表現的場合限制太多。 

(11) 是有益處，能使學生更加了解一個職業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和目的。 

(12) 透過產業實務的融入，可對於同學們於職場上的現況能夠有所了解。此

外，在講解技巧與技術方面，對我有不錯的成效。 

 

3. 在產業實務融入教學的施行過程中，您覺得需要改進之處為何？ 

(1) Good。  (12 人填答) 

(2) 課程預習。 

(3) 很好，繼續加油。 

(4) 如果學校能有更多的資源或是輔助計畫會更好。 

 

4. 為了使產業實務融入教學計畫的實施更符合您的需要，若有其他寶貴意見，

請列述於下，謝謝！ 

(1) Good。  (8 人填答) 

(2) 如果學校能有更多的資源或是輔助計畫會更好。 



 

  四、課程反思 

    （本課程實驗可以分享給全校其他教師的教學發現和重要經驗） 

  本課程以產業實務為主，邀請三位業師分別說明「微電影」、「影

視」、「動畫製作」與廣告文學之關係。經過計畫執行，結果與預設目

標一致，學生的分組作業，若上學期有修過(一)的同學，廣告影片的

作品成熟度，明顯較新選課者高，足證學習是有用的。 

 

  五、後續調整規劃 

  因學生期末報告很多，若作業等到課程階段完成才開始策劃，就

會顧此失彼，或是無力再進行修改版、精緻版。除了分組影片之外，

企畫文案的編寫能力仍然不足，有待加強改善。 

 

 

肆、建議與改進 

  因計畫執行與預設目標一致，若勉強說希望可以改進的因應方案，一在業師

的演講費是否能提高，因為在邀請的過程中，受到一些業界很不禮貌地譏嘲費用

太低，非常直白地說「時薪」沒有三千，不要發函邀請，並要求完全支付車馬費；

故叮囑學生需能珍惜聽講機會，與感恩應邀前來的業師。二在 moodle 檔案、作

業、討論區容量，因需上傳短片(作業)，希望可以增大檔案容量。 

 

 

伍、補充說明 

  一、課程照片 

        

       (李佳穎業師參與編製之作品，圖片摘自網路) 



 

活動照片及照片說明 

 

 

 

業師黃英雄手執麥克風主講與任課教師  歡迎業師黃英雄蒞臨本校 

 

 

 

業師播放與講解微電影  業師播放與講解微電影 

 

 

 

學生上課專心聆聽  業師、任課教師、學生大合照 



 

 

活動照片及照片說明 

 

 

 

業師柯應平操作電腦與任課教師  業師柯應平教學大綱 

 

 

 

業師播放與講解影視內容  任課教師主持討論，學生提問，業師回答 

 

 

 

學生上課專心聆聽  業師、任課教師、學生大合照 



  二、學生成果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