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製作實施辦法 

2021.06.29 系務會議通過 

一、主旨  

爲培養學生資訊傳播之實作能力，期由實務設計過程中學習資訊傳播專案執行之 技能及團隊合作之

精神，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以下簡稱本系) 畢業專 題製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本辦法適用於日四技所有畢業班與重修生。  

 

二、南臺資傳系畢業專題製作籌備委員會  

由畢業班所組成之畢業專題製作籌備委員會（下稱畢籌會），負責統籌規劃校內與 校外成果展示之

籌備事宜，凡參加畢業專題之學生都必須加入。畢籌會成員若有 無故不參與規劃、討論、設計之情

節，得扣該生學期總分 10 分，情節嚴重者得取消 其畢業專題製作之資格。資傳系專任老師為畢籌

會指導委員，並由指導委員中遴選 出 1 名總指導老師。資傳系畢籌會，組織架構與權責歸屬詳見附

件。 

三、成績評定  

「畢業專題製作成績」 包含四年級上與下學期畢業製作審查成績（6次審查）、參與畢籌組、畢業

展與繳交小組、學生個人參展結案報告與完成相關規定之成績。 

團隊總成績以 60 分為及格，通過之作品可以參加線上展與校內展；參加校外展作品平均分為 75

分；總指導與指導老師針對各別成員之表現可做出分數之增減。  

畢業作品品質若未達畢業展出標準或規定， 以「未達標準-請修正一週後再審」評分，團隊可以在

1週內「修正後再審」。每一個畢業製作團隊，在四上下兩學期將給予兩次「修正後再審」機會；若

仍「未達標準」，將以 60 分以下成績計算。 

溫馨提醒：畢業前學生需在本系修業期間所累積之「專業實務能力」表現成績(請至系辦查閱個人績 

點，本屆同學需達 16 點)；鼓勵本屆學生「畢業製作」作品積極投稿國際與全國競賽；參賽投稿、

入圍與獲獎皆可累積點數，以在畢業前能累積足夠點數達到畢業門檻。  

 

四年級上學期的成績比例：畢專作品（第 0次+第 1次+第 2次+（第二次審查-進度未達標/未通過/

待修正-送外審前需額外審查）+學生互評）佔 40%，第 3次外審-審查成績佔 40%， 學生個別參與與

投入「畢籌活動參與」佔 20%。  

四年級下學期的成績比例：畢專作品（第 4次審查成績）佔 30%，畢籌作業佔 70%。 

 

四、經費來源  

為使專題製作完成後能夠公開展示並製作成作品集或光碟，除學校經費補助之外， 每位畢業班同學

暨上學期或下學期重修生須繳交畢籌會基金，「南臺科技大學資訊 傳播系 111 級畢籌會基金」為每

人壹萬元整。本項基金之金額決定、經手與運用，一律 由畢業班組成之「南臺科技大學資傳系畢業

專題製作籌備委員會」統籌處理。如因 特殊因素而未能全程參與畢業專題製作及宣傳同學需於上學

期第 16 週結束前填寫「南臺科技大學資傳系畢籌會經費退費申請書」，提出申請退費，否則不得藉

故要求退費。 

 

  



 
 

五、指導老師  

各組根據組員專長及興趣，主動與本系專任老師研擬適當專案主題。每組依專業可選一位或二位指

導老師聯合指導參賽。暑假與寒假期間，各組務必主動與所屬指導老師討論所選主題之 可行性及各

項進度。本系同時設立畢業專題製作總指導教師乙名，總指導教師一 年一任，由系務會議中提名通

過，總指導老師負責統籌管理畢籌會、協助專題製作評分登錄整理、校內外展演等事宜。 

 

六、小組資格審定  

各小組由「數位媒體製播、多媒體與特效」二學程中或「整合行銷」領域擇一作為專題主題，專題

主題需與其修習學程相符。 

各小組成員中，須在三下「數位傳播實習媒體」課程中，呈現一個或兩個參賽作品為資格審查之作

品。作品需能展現畢業製作學生團隊專業能力與傳播技能。 

小組成員需有 75%(含)以上的成員通過下列四項資格審定中的一項，該小組始符合資格審定。  

1.課程：選修第一或第二學程至少四門專業學程科目，其中有三門科目達 75 分以上； 

整合行銷領域的組員在「行銷學」、「廣告行銷企劃與媒體公關學」達 75 分以上。  

2.競賽：成員於本系修業期間內參加與專題主題相關比賽至少 2次且獲得佳作以上名次者。該比賽

成績必須依學校規定登錄於技職風雲榜始得計算。  

3.證照：成員於本系修業期間內取得與專題主題相關證照至少 2張。  

4.其它（作品/實習/競賽參與/產學等多元表現）：組員於實習、產學及其他競賽表現優異者，可由

學生或指導老師提出申請，經系務會議同意後認定。  

各小組必須於第 0次審查前提出資格審定表（與資格證明（成績單、比賽證明、獎狀或證照等），由

總指導老師確認，小組資格審定才算通過。 

未通過或未繳交完整資格審查資料之組員，需額外完成 4分鐘（以上作品）。 

 

七、分組規定  

學生自行分組，各組必須選出一位行政組長，負責專案進行之時程管理、指導老師與總指導老師之

連繫、出席會議。團隊學生需達到修課與門檻審查資格，方能成組。 

作品審查：「三下-數位傳播實習媒體」課程期末作品為「畢業製作小組資格審查」門檻之一。 

未依規定分組者或小組作品資格審查不符標準，不得參加審查，並喪失畢業製作之資格。 

  



 
 

本屆鼓勵學生團隊投稿競賽，以下為作品總時間長度（不含預告/宣傳片）。 

組員人數與展出（外審）完整作品長度規則如下： 

非劇情類組 

1 新聞組：鼓勵 2 人成組，每組上限人數為 6人； 

2 紀錄片組：鼓勵 2 人成組，每組上限人數為 4人； 

劇情類組 

4 整合行銷組：鼓勵 4 人成組，每組上限人數為 6人；  

5 劇情片組：鼓勵 4 人成組，每組上限人數為 7人；  

6 動畫片組: 鼓勵 2 人成組，每組上限人數為 6人； 

★四上第一週後因特殊需求（學生拆組、跳組或資格審查未通過），學生可以申請一人一組，執

行畢業製作，鼓勵以參賽為目標，完成畢業製作/競賽作品,同時可以完成「畢業製作」也可以

累積「專業實務點數」. 

本屆鼓勵學生團隊投稿競賽，以下為作品總時間長度（不含預告/宣傳片/花絮等短視頻）。 

畢業展由內外審成績、競賽結果 選出各組「代表作品」 參加畢業展與競賽作品 

 畢業製作類型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7 人 

1 新聞組 4 分鐘 8 分鐘 12 分鐘 16 分鐘 20 分鐘 24 分鐘 28 分鐘 

2 紀錄片組 4 分鐘 8 分鐘 12 分鐘 16 分鐘 20 分鐘 24 分鐘 28 分鐘 

3 整合行銷組 4 分鐘 8 分鐘 12 分鐘 16 分鐘 20 分鐘 24 分鐘 28 分鐘 

4 劇情片 4 分鐘 8 分鐘 12 分鐘 16 分鐘 20 分鐘 24 分鐘 28 分鐘 

5 動畫組 3 分鐘 6 分鐘 7 分鐘 8 分鐘 9 分鐘 10 分鐘 11 分鐘 

＊三下資格審查未通過（課程/證照/競賽/作品/實習/產學等）或未在指定期限內繳交資格審查

表的學生，需在畢業製作-補（1人 4分鐘-新聞/紀錄片/整合行銷/劇情片組）（3分鐘-動畫組）

作品,展現個人專業能力。 

＊申請變更小組以一次為限，於四上第 1週前提出申請, 申請者不得加入其他組別，需自行獨立

一組，提出畢業製作與參賽企劃，完成 4分鐘（以上）的（競賽）優質作品為畢業作品。 

 

2.團隊總成績以 60 分為及格，通過之作品可以參加「線上展」與「校內展」；為鼓勵學生團隊展現

好作品，參加「校外展」作品平均分為 75 分；總指導與指導老師針對各別成員之表現可做出分數之

增減。  

3 畢業作品品質若未達畢業展出標準或規定， 以「未達標準-請修正一週後再審」評分，團隊可以

在 1 週內「修正後再審」。每一個畢業製作團隊，在四上下兩學期將給予兩次「修正後再審」機會；

若仍「未達標準」，將以 60 分以下成績計算。 

 

3.四年級上學期的成績比例：畢專作品（第 0次+第 1次+第 2次+（第二次審查-進度未達標/未通過

/待修正-送外審前需額外審查）+學生互評）佔 40%，第 3次外審-審查成績佔 40%， 學生個別參與

與投入「畢籌活動參與」佔 20%。  

4.四年級下學期的成績比例：畢專作品（第 4次審查成績）佔 30%，畢籌作業佔 70%。 

 

  



 
 

八、專題製作內容 包括專題企劃執行與畢業專題活動參與：  

1.專題企劃與執行：專案主題選擇與專題完成項目。 

(1)專題應符合資訊傳播技術之應用，強調設計與創意之表達。  

(2)由「數位媒體製播、多媒體與特效」二學程或「整合行銷」 領域擇一作為專題主題，各組在確

定主題後，必須經由指導老師簽名核可後 送交系辦存查。  

(3)各組須繳交專題企畫報告書給指導老師。企畫內容除畢業專題作品企畫與執行外， 各專題小組

必須有「小組預告片、花絮、宣傳等短視頻、網路宣傳（社群媒體）、網路傳播（網站）、實體傳播

（週邊商品）、平面傳播 （行銷海報）」等三種展示傳播內容企劃與執行。  

2.畢業專題活動參與：詳見本辦法第十一點。 

 

九、專案人員異動  

變更小組成員或指導老師需填寫「畢業專題製作異動申請表」，且需原指導老師同 意並說明原因，

經系主任與總指導老師同意後於第一週繳交至畢籌會存查。四年級上學期第 1週（含）之後不得異

動，若畢業製作作品完成也不得異動，若有特殊原因者需經 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方可變更，申請變

更之小組以一次為限，提出者不得加入其他組別，需自行獨立一組，提出畢業製作與參賽企劃，完

成 4 分鐘（以上）的（競賽）作品為畢業作品。 

 

十、各次專題審查、評分方式及繳交資料  

畢業專題小組需於三年級下學期期末完成專題企劃書初稿，小組資格審定表，合格者始得繼續進行

專題製作，不合格者 須於 1週內提出複審。 

專題小組與指導老師針對企劃書初稿進行討論、協商，做最後的調整，完成定稿的企劃書，直接進

入第一次審查。  

 

1.三下期末：第 0 次審查  

(1)審查期間：三下學期末第 17-18 週 （因遠距教學-6/30 繳交企劃書資料） 

(2)審查方式：  

109-2 學期因應疫情警戒升級，自 5 月 17 日起所有課程改採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三級警戒也讓學生

無法外出執行企劃前置作業與尋找採訪拍攝對象，學生表示需有更多的時間預備。6月 30 日繳交第

0次審查資料，學生團隊在暑假期間優化企劃案，8月底繳交更新版第一次審查企劃案。 

聯合審查-因故延後改到 8月底，開學前（8/29-8/31 線上舉辦線上審查-聯合審查（由由主任、總

指導、系上老師組成-分組審查團隊） 

(3)審查內容：審查畢製企劃書、學生小組錄製提報內容與專題 Demo 影片(團隊作品或專題試拍影片

5分鐘以上)，上傳 YOUTUBE;  

學生需在審查前一週-週六晚 24 點前上傳-畢業作品進度 YOUTUBE、企劃書與 PPT 至雲端。 

(4)針對評審的建議修改企劃書，最後按照定案版企劃書，進入畢業專題的前 置作業。  

(5) 畢業製作團隊企劃若未達標準或規定，以「未達標準-修正後再審」評分，團隊可以在 1週內

「修正後再審」。每一個畢業製作團隊，將給予兩次「修正後再審」機會。 

 

  



 
 

2.四上期初：第 1 次審查  

(1)審查時間：四年級上學期第 0-1 週進行。（8/28 繳交資料；8/29-8/31 線上審查；第一週繳交修

正版企劃書與審查意見表） 

(2)審查方式：聯合審查（由由主任、總指導、系上老師組成-分組審查團隊） 

學生需在審查前一週-週五晚 24 點前上傳-作品 YOUTUBE 與企劃書至雲端。 

(3)審查內容：檢視是否依照第一次審查建議修改企劃書，並審查畢製影片內容、完成平面傳播（行

銷海報）、社群媒體行銷與宣傳等 進度是否達到 30﹪以上。  

(4)針對評審的建議修改，最後按照修改的內容，繼續完成下一次的進度。  

 

3 四上期中：第 2 次審查 

(1)審查時間：四年級上學期-期中第 8-9 週進行。（預計第 8週 10/30 六中午繳交；第 9週審查） 

(2)審查方式：聯合審查（由主任、總指導、系上老師組成-分組審查團隊） 

(3)審查內容：檢視是否依照第一次審查建議修改企劃書，並審查畢製影片內容完成度 80%，其他項

目（含網路傳播（網站-團隊介紹、作品介紹、宣傳、拍攝花絮）、社群媒體行銷與宣傳、實體傳播

（週邊商品設計）、 平面傳播（行銷海報設計）進度是否達到 80﹪以上。  

【注意：以 1092 學期為例，因疫情突然在期中後升三級警戒，改為遠距上課，團隊無法出門拍攝。 

建議學生團隊在四上第 9 週前完成拍攝，進入後製階段；而「畢業專題」為一個「逐步完善」的製

作過程，學生團隊可以一直修正至四下畢業展前。】 

(4)針對老師的建議修改，最後按照修改的內容，繼續完成下一次的進度。  

(5) （若期中審查未通過）第二次審查結果為「進度未達標/未通過/待修正」-送外審前需在第 2次

審查後-由總指導老師進行額外進度審查-預計在停修截止日 11/26 五中午 12 點前完成。） 

 

4. 四上期末：第 3 次審查外審審查  

(1)審查時間：四年級上學期-預計 12 月初預備；第 14 週送外審；預計第 15-16 週外審結束； 

學生團隊於第 17-18 週完成-外審意見-回覆表，寒假完成修正。 

(2)審查方式：專題製作內容將送交外審委員審查。  

(3)審查內容：專題製作影片(完成度需達 100﹪完美公播版，並完成調光調色與音樂音效)、海報設

計、作品簡介、企劃書、拍攝腳本/劇本等審查內容。 

製作「畢業專題」作品為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各審查日期為參展影片與團隊的進度審查；學

生團隊仍能繼續拍攝直到四下參展前。 

 

5. 四上期末：線上展(暖身)-第 13 週 12/4 中午前繳交線上展-影片/預告/小組介紹影片  

畢籌活動參與和表現-預計 12/10-12/11 配合校慶-舉辦線上展-與校友互動-達到宣傳效益 

 

6. 四下期初：第 4 次總審查  

(1)審查時間：四年級下學期初-第 1-2 週 

(2)審查方式：聯合審查（由由主任、總指導、系上老師組成-分組審查團隊） 

(3)審查內容：檢視是否依照外審審查建議修改，並審查畢製內容完成度（含專題製作、網路傳播

（網站）、實體傳播（週邊商品）、平面 傳播（行銷海報）、行銷與宣傳等）是否達到 100﹪完美版-

可以展出的進度。  



 
 

 

7. 四下線上展-預計三月底-舉辦系列主題線上展 

 

8.四下期末：第 5 與第 6 次審查-小組與個人參與校內外展各展之結案報告審查-  

(1)審查時間：四年級下學期-第 5次審查:3 月-4 月（線上展與線上宣傳活動） 

第 6 次審查: 若疫情穩定，預計實體展舉辦時間： 4 月（校內展）-5 月（校外展）(各展覽結束後 

1 週後繳交)  

(2)審查方式：畢籌總副召檢視是否繳齊所需成品，經勘驗無誤後，由總指導老 師簽名結案。  

(3)審查內容：檢視是否繳交書面專題結案報告、海報、雲端連結檔案。  

 

十一、畢業專題活動參與  

畢籌會成員（大四畢業班-修習必修課「畢業專題」課程學生）皆需參與畢籌會所規劃的校內與校外

成果展示活動，總指導老師 視畢籌會成員參與情形與貢獻度進行評分。 

畢籌會成員若有無故不參與規劃、討論、設計、參與拍攝之情節，得扣該生學期總分 10 分，情節嚴

重者得取消其畢業專題製作之資格。  

 

十二、時程規劃  

畢業專題製作分為籌備期、前製期、製作期、後製期、繳片期、宣傳期。111 級 資傳系畢製時程規

劃如附件。 

【注意：以 109-2 學期為例，因疫情不穩定，突然在期中後升三級警戒，改為遠距上課，學生團隊

無法出門拍攝。建議學生團隊在四上第 9週前完成拍攝，進入後製階段；而「畢業專題」為一個

「逐步完善」的製作過程，學生團隊可以一直修正至四下畢業展前。】 

 

十三、遵照防疫管理指引  

1.學生影視團隊在外拍前，需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滾動式調整後最新防疫規範」，配合各項

防疫措施，並落實個人勤洗手、戴口罩、咳嗽禮節、保持社交距離等良好衛生習慣。 

2.若進入公家單位或校園（高中以下）拍攝，建議學生團隊需提出施打疫苗或自費檢驗「COVID-19

快篩證明」，提前獲得校方允許，以上程序需提前溝通，請學生團隊務必提早預備與全力配合，才能

確保疫情穩定，大家一起維護校園師生健康與安全。 

3.截稿日期若遇到防疫升級，學校會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 做「滾動式調整」順延截止

日期；無法完成進度之組別，需繳交最新作品進度、提出「延後繳交申請」與預定進度。 

 

十四、作品成果公開發表與展演 

1.本系畢業專題作品公開發表，共線上展、校內展、校外展等三大類，參加畢業專題之學生皆需參

加， 並由各小組負責展示小組展場的設計、布置與會場工作。專題執行至四年級 下學期中，由本

系老師員會負組成「專題成果驗收暨發表委員會」，擇定日期 由各組以展覽形式展出製作成果。委

責遴選優良作品，交由系上擇優表揚，並 配合校內外畢業展活動參加展覽，必要時得代表本系(校)

對外參加相關展覽 或競賽。  

2.畢專小組校內與校外審總成績平均若未達 B=75 分者，將不得於新一代設計展（YOUNG 

DESIGNERS’EXHIBITION）等大型展校外展。  



 
 

3.畢專小組需於大四下學期派員隨同總指導/指導老師，選擇全國兩間以上的高中職， 進行隨班巡

迴作品展演與宣導或透過「線上展」展現作品做宣傳。 

 

十四、作品與結案報告保存 

各組於四年級下學期第 12-3 週前，須繳交一份完整且裝訂成冊之「畢業專題專案成果結案報告」給

總指導老師，另一份交系辦永久保存。繳交資料包括完整之文件報告、完整之設計內 容物（例如：

可執行之互動光碟、完整版影片、平面文宣、展示時所用到之資料 等）。專案作品版權歸原作者但

本系保有公開展示及出版之權利。未完整繳交或 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者，該學期不予計分。  

 

十五、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製作籌備委員會(畢籌會) 

組織圖與權責說明 

 

指導委員： 擔任畢業專題作品之指導老師與協助畢籌會之運作。 

總指導老師： 擔任畢業展「策展人」與「內容長」管理工作;負責督導畢業專題製作內容品質與進度、

經費運用與策展工作協調溝通工作; 以展現本屆學生之專業作品與提升本系形象之工作. 

畢籌會工作細則： 

 

1.專題主題企劃、製作與宣傳 

2.依照工作內容類型不同進行分工 

3.海報、名片、酷卡製作，網站，預告片，宣傳文字、照片等製作。 

4.於各項展覽負責布置、映後座談、輪值顧展等。 

5.線上線下展策畫：以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資訊傳播系畢業專題宣傳為主題。 

分工架構 

總召/副召 統籌策展事務，對外(院、校、校外)代表全體出席開會，掌控籌備進度，並監督各組完

成工作。 

1 策展與節目組 主導/企劃並與其他組搭配完成製作-畢業展呈現的整體策展活動設計細節 

製作期間的審查活動的策劃與執行，並策劃展覽前中的宣傳或展覽進行時的實體活動。 

2 新聞公關與社群行銷

組 

新聞:撰寫新聞稿、聯絡媒體與發新聞稿、主持記者會，並兼任畢展發言人。 

公關:宣傳活動企劃與執行; 校友/校外專業人士聯繫/拍攝短視頻工作; 

負責社群行銷小編工作;與多媒體與形象實際組+影像組搭配-定期發布動態訊息/圖/短視

頻. 

3 網站架設/網頁設計組 負責「線上影展」-網站架設與網頁設計工作 

4 影像組 製作形象片與花絮短片; 展覽期間-拍攝紀錄開幕-平面與影片攝影工作.. 

5 多媒體與形象設計組 文宣設計與製作。含 LOGO、海報設計、畢展作品集設計、DM、網站版面設計、旗幟設

計、其他畢展相關文宣品與紀念商品設計。 

6 佈展與展場管理組 展場規劃設計、器材租借、場地與器材搭建與布置。 

7 行政組 各組 財務+作品進度與品質+審查成績記錄+競賽投稿管理+展覽排輪值顧展表+結案管理 

經費運用、管理、記錄，個階段評審文件準備及協助畢籌各項常務行政事務。 

 

  



 
 

       附件 2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 審查項目及詳細資訊彙整表 

為讓大家較好記得繳交日 

以週六 24 點為截稿時間 

聯合審 

查時間與形式：3-4 委員可以在一週內為小組專題

QA 時間，透過實體或線上 Google Meet 進行審查

錄影記錄完成。  

項目 預計時間 審查內容 
聯合審查 

時間與形式 
分數評比 

資格 

審查 

109 學年度 

下學期 

第 18 週 

學生個人成績單及資格

審查表-展現學生在學科

/競賽作品/證照等佐證

資料 

總指導、指導老師

審查個別學生資格

與專業能力。 

未繳交資格審查表與作

品集或未通過者 

須額外製作 4分鐘作品-

因三級警戒，繳交期限

延後至四下期末。 

第 0次 

審查 

109 學年度 

下學期 

第 18 週 

因三級警戒 

延後收件 

6/30 截止 

 畢製企劃書 

 組別職務分配、進度安

排 

 作品類型與系所核心目

標之契合程度 

核心理念與技術測試 

聯合審查：（主任/總

指導/指導老師/其他

委員）依 3-4 位委員

給予綜合評比，並以

委員給分之平均作為

審查成績。四上下維

持同一組委員）。 

本成績將會是四上畢業

製作成績：檢核學生團隊

資格表、作品集、畢業製

作企劃書、PPT、上台報告

錄製之影片。 

 

第 1 次

審查 

8/28 中午前繳交 

9/1-9/3 委員審查 

 

 依前次審查意見修

正內容 

 內容完成度 25~40% 

各組須完成詳細的作品

前置、規劃與資源。 

聯合審查：（主任/總

指導/指導老師/其他

委員）依 3-4 位委員

給予綜合評比，並以

委員給分之平均作為

審查成績。四上下維

持同一組委員）。 

學生團隊錄製上台報告-

先 傳 YOUTUBE 給 委 員

（8/28）； 

再約 Google Meet- 進行

聯合審查 QA（9/1-

9/3）。 

修正後通過 

未通過 

 

110 學年度 

上學期 

9/6 開學 

第 1週- 

9/11 週六中

午前繳交 

 依前次審查意見修

正內容 

 內容完成度 25~40% 

各組須完成詳細的作品

前置、規劃與資源。 

由總指導與指導老

師確認學生團隊有

具體修正/改進。 

繳交修正後作品。 

第 2次

審查 

10/30 中午

前繳交作品 

第 8-9 週 

 依前次審查意見修

正內容 

審查內容：檢視是否依

照第一次審查建議修改

企劃書，並審查畢製影

片內容完成度 80%，其他

項目（含網路傳播（網

站-團隊介紹、作品介

聯合審查：（主任/總

指導/指導老師/其他

委員）依 3-4 位委員

給予綜合評比，並以

委員給分之平均作為

審查成績。四上下維

持同一組委員）。 

依聯合審查委員給予綜

合評比，並以委員給分之

平均作為審查成績。 

 



 
 

紹、宣傳、拍攝花絮）、

社群媒體行銷與宣傳、

實體傳播（週邊商品設

計）、 平面傳播（行銷

海報設計）進度是否達

到 80﹪以上。 

送外審

前審查 

11/26 中午

前繳交修正

版作品 

第二次審查-進度未達標

/未通過/待修正-送外審

前需額外審查） 

主任、總指導、指

導老師審查 
 

四上暖身 

線上展 

 

第 13 週

12/4 中午前

繳交線上展-

預告影片/小

組介紹影片 

畢籌活動參與和表現 

預計12/10-12/11 配合

校慶-舉辦線上展-與校

友互動-達到宣傳效益 

總指導老師與系上

全體教師 
 

第 3 次

審查 

(校外

審查) 

110 學年度 

上學期 

第 16 週 

 依前次審查意見修

正內容 

內容完成度 90~100% 

 

由各指導委員推薦

「新聞」、「整合行

銷」、「紀錄片」、

「動畫」及「劇情

片」等五類業界專

家各 2-3 位進行審

查 

四上總成績為 

40% 第 0次+1次+2次

+學生互評+第 2

次未通過再審成

績 

40% 30%=第3次-校外

審查成績 

10%=學生回覆審

查意見修正表 

20% 畢籌活動參與和

表現 
 

寒假：學生團隊依據外審意見-優化畢業製作 作品 + 完成網路傳播（網站）、 

實體傳播（週邊商品）、平面傳播（行銷海報）、行銷與宣傳等實體成果 

四下 

第 4次

審查 

(總審查) 

四下-110 學

年度下學期-

預計 2/14 開

學 

2/14 一中午

繳交寒假外

審修正版。 

第 1-2 週審

查。 

第 3-4 週修

正.3/19 六

 依外審委員-審查意

見修正作品+網路傳

播（網站）、實體傳播

（週邊商品）、平面

傳播（行銷海報）、行

銷與宣傳等實體成

果 

 內容完成度 100% 

與第 1次審查相

同，無特殊理由不

得更換審查委員。 

依聯合審查委員給予綜

合評比，並以委員給分之

平均作為審查成績。 



 
 

中午前繳交- 

完成-(修正

後版) 

線上展 

3 月底 

繳交線上展-

影片/預告/

小組介紹影

片/小組訪問

/花絮/形象

片 

系列主題線上展與宣傳

活動 

 

總指導老師與系上

全體教師 
 

第 5 次

審查 

110 學年度 

下學期 

第 6週-預計

3/26 開始一

系列線上

展； 

預計 4月舉

辦校內展；5

月校外展 

畢業製作 100%作品;小組

宣傳/片花/花絮等短視

頻選.學生個別參與畢籌

組展現之形象片與參與

行銷組宣傳影片/活動等 

全體師生評分 全體師生評分 

第 6次

審查 

(個人+

小組參

展結案

審查) 

110 學年度

下學期 

所有展覽展

期結束後 

成果檔案繳交至指定雲

端平台。 

簽署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並上傳掃描檔案，實體

紙本繳交至系辦公室留

存。 

由畢製總指導老師

進行結案審查，確

認左述項目皆以上

傳繳交。 

待各組之結案審查通過

後，依各組第 4次審查

之成績將作為該組成員

110 下學期畢業製作」課

程之 30%成績，其餘 70%

為畢籌業務表現之評價+

小組與個人參與各展之

結案報告。 

 

 

  



 
 

 

附件 3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指導老師同意書 

組別編號  指導老師(1 或 2 位)  

團隊名稱 暫定參賽隊名 

專題名稱 暫定篇名/新聞標題:           (行銷組)行銷品牌/店家: 

專題類別 劇情類   □1 整合行銷 □2 動畫 □3 劇情片  

非劇情類 □4 紀錄片   □5 新聞 

編

號 

學號 姓名 所屬學程 

 

三下原組別或 

畢業新組別 

畢業製作-學生擔任 

職位與負責工作描述 

1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三下原組別-____ 組 

□三下後組 「新組別」 

 

2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三下原組別-____ 組 

□三下後組 「新組別」 

 

3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三下原組別-____ 組 

□三下後組 「新組別」 

 

4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三下原組別-____ 組 

□三下後組 「新組別」 

 

5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三下原組別-____ 組 

□三下後組 「新組別」 

 

6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三下原組別-____ 組 

□新組別 

 

7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三下原組別-____ 組 

□三下後組 「新組別」 

 

本人同意接受上列學生之邀請，擔任其畢業專題製作指導老師，配合畢業專題製作相關規定及時

程，悉心指導並嚴格要求，俾使其順利完成畢業專題。 

指導老師 1：        （簽章）                     日期： 

指導老師 2：        （簽章）                     日期： 

總指導 

老師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附件 4Ａ-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小組資格審定表【A表】 

組別編號  指導老師(1 或 2 位)  

團隊名稱 暫定參賽隊名 

專題名稱 暫定篇名/新聞標題:           (行銷組)行銷品牌/店家: 

專題類別 劇情類   □1 整合行銷 □2 動畫 □3 劇情片  

非劇情類 □4 紀錄片   □5 新聞 

學生製作團隊 

所屬學程 

學科成績達 

B=7 5 分以上 

通過人數 學程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含劇情片、新聞、紀錄片）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含動畫、劇情片後製）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與媒體公關實務） 
 

編號 學號 姓名 職位 
所屬學程 

學科成績達=B /75 分以上 

佐證資料 

 

審定結果 

(總指導老師與指導老師填) 

1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學科 
□競賽 
□證照 
□其他 
□未繳交 
□繳交不完整 

□通過 
□不通過 

2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學科 
□競賽 
□證照 
□其他 
□未繳交 
□繳交不完整 

□通過 

□不通過 

3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學科 
□競賽 
□證照 
□其他 
□未繳交 
□繳交不完整 

□通過 
□不通過 

4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學科 
□競賽 
□證照 
□其他 
□未繳交 
□繳交不完整 

□通過 
□不通過 

5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學科 
□競賽 
□證照 
□其他 
□未繳交 
□繳交不完整 

□通過 
□不通過 

6    

□數位媒體製播學程 
□多媒體與特效學程 
□整合行銷(行銷學+廣告公關) 

□學科 
□競賽 
□證照 
□其他 
□未繳交 
□繳交不完整 

□通過 
□不通過 

  



 
 

附件 4B-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小組資格審定表【Ｂ表】 

組別編號  指導老師(1 或 2 位)  

團隊名稱 參賽隊名 

專題名稱 暫定篇名/新聞標題:           (行銷組)行銷品牌/店家: 

專題類別 劇情類   □1 整合行銷 □2 動畫 □3 劇情片  

非劇情類 □4紀錄片   □5 新聞 

小組資格審定結果（以下由總指導老師與委員填寫） 

小組成員需有 75%(含)以上的成員通過下列四項資格審定中的一項，該小組始符合資格審定。 

1 課程 選修第一或第二學程至少四門專業學程科目，其中有三門科目達 75 分以上； 

整合行銷領域的組員在「行銷學」、「廣告行銷企劃與媒體公關學」達 75 分以上。  

2 競賽 成員於本系修業期間內參加與專題主題相關比賽至少 2 次且獲得佳作以上名次者。該比賽成績必須依學

校規定登錄於技職風雲榜始得計算。 

3 證照 成員於本系修業期間內取得與專題主題相關證照至少 2 張。 

4 其它 （作品/實習/產學表現）組員於實習、產學及其他競賽表現優異者，可由指導老師提出申請，經 系務會

議同意後認定。 

  

審核總人數 人 通過人數 人 
通過

比例 
%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理由 
 

指導老師 1：        （簽章）                     日期： 

指導老師 2：        （簽章）                     日期： 

畢製總指導：      （簽章）                     日期： 

備註: 

1. 本表需審查委員審核親自簽字.因疫情三級警戒,委員可以電子簽名或正常上課後再補繳紙本. 

2. 根據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製作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施行。 

3. 各組負責人請將審定表Ａ、Ｂ表於第零次審查前，連同所有組員提出的資格審查證明，如成績單(學

科)、參賽證明、獎狀、證照、作品集、專業實習證明、參與產學佐證資料…等，交付畢籌會存查。 

 

 



 
 

附件 5A-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第 ___ 次審查評分表 

組別編號  指導老師(1 或 2 位)  

團隊名稱 暫定參賽隊名 

專題名稱 暫定篇名/新聞標題:           (行銷組)行銷品牌/店家: 

專題類別 □1 整合行銷 □2 動畫 □3 劇情片 □4紀錄片 □5新聞 

編號 學號 姓名 職位 出席審查/學生自評貢獻% 

    出席審查：       自評貢獻：   % 

    出席審查：       自評貢獻：   % 

    出席審查：       自評貢獻：   % 

    出席審查：       自評貢獻：   % 

    出席審查：       自評貢獻：   % 

    出席審查：       自評貢獻：   % 

    出席審查：       自評貢獻：   % 

第一次提報審查項目 

繳交 1 企劃書+2PPT+3 影進度片+4 錄製上台報告影片 

1 企劃-PPT 內容 

2 畢業製作進度; 內容完成度 30%-各組須完成詳細的作品前

置、規劃與資源(完整拍攝腳本對白劇本等)。 

3 小組上台報告-GoogleMeet 錄影-上傳 YOUTUBE 

4 影片進度 3 分鐘:播放畢業製作-作品進度(採訪片段/一場戲

預演或拍攝—任何「有意義影片進度片段」) 

預告期中第二次審查項目 （10/30 六中午前繳交） 

1PPT 內容（更新版）-說明 第 1-8 週的進度+側拍 

2 拍攝進度-建議（在二級期間）完成拍攝-邁入初剪

與修1版-請交Youtube連結-影片進度10分鐘以上 

預計 12 月送外審-預備送外審版本 

在四下參展前，作品仍可以繼續優化以達到逐步完

善。 

審查畢製影片內容完成度 80%，其他項目（含網路傳

播（網站-團隊介紹、作品介紹、宣傳、拍攝花絮）、

社群媒體行銷與宣傳、實體傳播（週邊商品設計）、 

平面傳播（行銷海報設計）進度是否達到 80﹪以上。 

依聯合審查委員給予綜合評比，並以委員給分之平均作為審查成績。 

指導老師 委員 總指導 主任 去掉最高分後 

平均成績 

分 分 分 分 分 
 

 

 

  



 
 

附件 5B-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第 18 屆畢業專題第 ___ 次審查評分表 

組別編號  團隊名稱 暫定參賽隊名 

專題名稱  作品長度 分    秒 

專題類別 □1整合行銷 □2 動畫 □3 劇情片 □4紀錄片 □5新聞 

類別 參考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類別 

評分 

綜合 

評比 

作品 

內容 

企劃 

 

作品議題角度客觀與多元性    

作品敘事結構與邏輯性 

符合專業倫理、展現社會關懷力 

提報表達力 

類別 參考審查項目   

影音製作 

後製 

傳播技能 

影視攝影技能 

影音收音+成音技能 

後製剪接特效等技能 

類別 參考審查項目   

設計 

軟體應用 

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選擇適當設計軟體工具 

設計軟體使用純熟度 

整合使用不同設計軟體工具 

整合美學理論與設計技能 

類別 參考審查項目   

美學 

設計 

作品表現創意力 

風格表現純熟度 

美學技法使用純熟度 

符合目標觀眾/競賽評審之期待 

簡報/書面報告呈現設計力 

類別 參考審查項目   

專案管理

與 

團隊合作 

媒體專案管理能力展現 

團隊溝通能力 

整合團隊成員的能力 

作品規劃完整性 

作品完整度-達公開播放/參展水平 

目前專題製作 作品進度:  □進度超前  □進度達標  □進度落後-請修正補繳   

A+ A A- B+ B B- C D E 

90-99 分 85-89 分 80-84 分 77-79 分 73-76 分 70-74 分 60-69 分 59 分以下 1-49 分 

□ □ □ □ □ □ □ □ □ 

獲獎 

前三潛力 

獲獎 

佳作潛力 

入圍 

潛力 

優 達校外

展標準 

修正後-通過遲交/進度落後/品質待加強/內容待改進/  

(1 週後繳交修正版) 

不通過/ 

 

＊註：委員可針對各類別給予獨立分數（1-100）後由畢籌會進行成績計算或是直接給予一個綜合評比的成績 

 



 
 
 

等第成績 南臺評分標準 本系畢業製作作品評分標準 

A+ 90-99 分 所有的目標皆達成 

且超越期望。 

在全國競賽入圍與獲獎之作品。 

第一名：99 分；第二名：95 分；第三名：91 分。 

A 85-89 分 所有的目標皆達成 

 

在同儕中，數一數二的好作品；具有獲獎潛力之優質作品；作

品水平達可參與大型公開展之標準與規定。 

佳作：89 分； 入圍決賽：85 分。 

A- 80-84 分 所有的目標皆達成 

但需要一些精進 

在同儕中，具有創意與代表性的好作品；作品水平可達參與大

型公開展之標準與規定。 

四下第一次審查達 80 分：取得參加新一代設計參展資格。 

B+ 77-79 分 達成大部分目標， 

但品質佳。 

盡學生本份；達預定進度要求；稍作修正可達參與大型公開展

之標準與規定 

B 73-76 分 達成大部分目標， 

但品質普通。 

盡學生本份；達預定進度要求-但仍有進步空間。 

稍作修正可達參與大型公開展之標準與規定 

B- 70-72    

分 

達成小部分目標， 

但有些缺失。 

及格-達預定進度要求，作品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作品完整達基本門檻-未遲交。 

C 60-69 分 達成最低目標， 

但仍有很大進步空

間。 

「修正再審後-通過」；請繼續精進以達畢業、規定與標準。 

遲交作品 

D 59 分以下 未達成最低目標， 

有重大缺失。 

「未達標準-修正後-再審」 

團隊在創意力、企劃力、敘事力、設計力、實作力、執行力與

整合力，未達標準與規定。 

E 1-49 分 所以的目標皆未達成 已給予修正機會，但仍未有明顯進步與進度。 

加分機制  

個人加 5-20 分 擔任重要畢籌組幹部與成員；做事認真負責，有具體貢獻。 

個人加 5-20 分 擔任組長/重要核心成員；具有顯著功勞與苦勞。 

團隊加 10-20 分 團隊作品有明顯進步/突飛猛進；作品在大型競賽入圍/獲獎。 

扣分機制  

團隊扣 10 分 遲交；作品未達標準或規定 

團隊扣 20 分 繳交雲端連結，但無檔案或無法開啟檔案或檔案版本不正確；欠繳進度/檔案 

團隊扣 20 分 團隊執行力落後/錯過競賽截稿日期、未參加本系參與大型展所舉辦之競賽或未

參加任何競賽。 

個人扣 5-20 分 未出席聯合審查/未積極參與投入畢業製作/未出席畢業展/ 

/未配合完成任務/未參與畢籌小組活動/未積極投入畢籌組工作/ 

常遲到或未到、人間蒸發、不讀不回、永遠在狀況外、擺爛等不負責任行為。 



 
 

 
 

  



 
 
 

附件 6- 期中第 2次審查繳交 10/30 

資訊傳播系 畢業專題製作作品及企劃授權書 
  

本畢業製作團隊授權書所授權之作品為本畢業製作團隊 

在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所)111 級-第 18 屆畢業專題製作 

第___組 _______團隊 110 學年度取得 數位設計學士學位之作品及企劃書 

畢業作品篇名： 〈________________〉 

作品長度： ______ 分______秒 

指導老師：  _________老師 

畢業年度總指導老師：  梁丹青 老師 

 

畢業製作團隊 

組員 班級 學號 姓名 職位/主要負責工作 授權人簽名(親筆正楷) 

1 組長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組員      

7 組員      

本畢業製作團隊具有著作財產權之畢業製作作品、預告片、花絮、作品與團隊照片、外展相關照片

以及網頁等電子檔，基於推動觀賞者間「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同意授予本人畢業學校系

所，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作品、企劃收錄、公開陳列公播於           

(1) 校內外畢業展公播  
(2) 線上影展與社群媒體/網路平台播放 

以回饋社會、教學與學術研究之目的。 

企劃書等全文資料（劇本、拍攝腳本、動畫腳本、主視覺設計、網路傳播等電子檔）、作品與畢業製

作、團隊相關照片供本系留存。 

 注意事項：  

1. 本授權書請裝訂於紙本與電子檔企劃書以及畢業製作結案報告審定頁之次頁，以利辦理離校手

續。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0 月 3 0 日  



 
 

附件 7- 期中第 2次審查繳交 10/30 

切結書 
 

茲 證明本小組所製作之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畢業專題作品 

（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創意企劃、影音畫面與設計 

都是出自本畢業製作團隊之原創，未有抄襲或其他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

利之情事。如有抄襲或侵權之情事，本小組自行負擔一切法律上之責任， 

本小組成員絕無異議。 

 

畢業製作團隊 組別：_____ 創意團隊：________ 

組員 班級 學號 姓名 主要負責工作 
立 書 人簽名 

(親筆正楷) 

1 組長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組員      

7 組員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0 月 3 0 日 

 

  



 
 

附件 8-南臺科技大學資傳系畢籌會經費退費申請書 

辦法: 如因 特殊因素而未能全程參與畢業專題製作及宣傳同學需於四上學期第 16 週結束前 

填寫「南臺科技大學資傳系畢籌會經費退費申請書」提出申請 退費，否則不得藉故要求退費。 

學號: 姓名: 組別: 

退費申請理由 

 

□1 停修「四上下畢業製作」課程 

□2 休學 

□3 因確診住院隔離,無法參與專題製作, 停修 「四上/下畢業製作」課程 

□4 (外籍生)因簽證/其他原因無法如期回台灣參與或完成畢業製作, 停修 「四上/下畢業製

作」課程 

□5 其他:  

學生本人郵局 14 碼帳號：(郵局 700) 

              
 

學生本人簽名:  

 

填表日期: 

行政組（財務委員 填寫） 

財務委員(填寫) 於 110 年  月  日前  

已繳納      元 畢籌會基金 

預計匯款日期:  

總指導老師  日期: 

 

匯款證明(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