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2021營隊報名簡章 

壹、緣    起 為發掘廣告傳播人才，及促進全國高中職學生對於銘傳廣銷系有進一步認

識，設計了為期一天基礎又有趣的體驗營活動，結合學術與實務層面，引

導並鼓勵其創新思維與實作。透過講師演講、團康活動、分組實作三個部

分，期盼營隊學員能在活動期間，更深入瞭解廣告相關領域。你也想成為

創意人嗎? COMM & Join us！ 

貳、目    的 1. 鼓勵創新思維與實作 

活動中鼓勵學員動腦實作，提供環境激勵思考，彼此互相學習，透過營隊

提供的課程內容給予其更多啟發。 

2. 深入淺出的課程引導 

本活動課程安排由基礎的廣告行銷原理及攝影實務，搭配貼近高中學生的

生活概念和產品個案，讓學員可以在活動中吸收並且運⽤在成果提案。 

3. 發掘傳播人才與潛能 

傳播產業在現代社會中扮演的⾓色日益重要，和諧的溝通亦是不可或缺的

能⼒之一，透過本次活動，將引導學員們產生對於傳播的興趣。 

4. 連結業界與學術界 

希望透過本次活動，學員們體驗到關於廣告領域的實際經驗，運⽤在未來

的生活當中，培養⾃⼰成為廣告界的明日之星。 



 

參、主辦單位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肆、合辦單位 社團法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校友會 

柒、地    點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傳播大樓 (111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250號) 

捌、日    期 110年 5月 15日(六) 

玖、時    間 08：30至 17：30 

玖、報名人數 名額上限 60人 

拾、報名對象 (一)對廣告、公關、傳播相關科系，有興趣之高中職生 (含應屆畢業生)。 

(二)不限高中年級，皆可報名參加。 

拾壹、報名費 早鳥優惠：550元 (即日起~4/23止) 

3人團報優惠：1,350元 (每人 450元整) 

原價：650元 (4/24之後) 

拾貳、報名方式 掃描下方QR code，填寫表單並繳費完成！即完成報名手續。全台唯一

廣銷營，別猶豫！手刀填表報名去。 

 掃描 QR 立刻報名 

拾參、聯絡方式 總召：鍾承澤 

手機：0988-674-604 / 電子信箱：jack159940@gmail.com / 

或私訊臉書粉絲專頁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mcuadsm 

mailto:jack159940@gmail.com
mailto:jack159940@gmail.com


 

壹、課程內容 

 

* 課程執行單位保留調整課程內容、日程與講師之權利 

 

課程大綱 

 課程主題 內容 

 

基礎理論 

「廣告人，創意腦動」 

想成為一名出色的廣告人，必須擁有讓人訝異的創意、靈感泉

源，缺乏創意的作品，吸引不了消費者的駐留；這堂課將帶領

學員了解廣告、行銷、公關的基本概念，期待學員整合知識與

邏輯，加入創意思考，創造廣告的 N 種可能！ 

實務操作 

「說故事？攝影技巧入門」 

有了出奇不意的“創意點”，當然要付諸行動，創意才得以產

生價值！有些廣告一目瞭然，有些蘊含深意，究竟這些廣告的

背後傳達著什麼用意呢？這堂課將以「傳播敘事」的課程為基

礎，希望學員能將知識理論結合實作技巧，透過影片的拍攝，

將想法完整呈現。 

課程表 

 Date Title Content 

廣 

告 

行 

銷 

營 

5月15日(六) 

 

10:30-12:00 

基礎理論 

「廣告人，創意腦動」 

 

張宗洲 老師 

1. 廣告人的N種可能 

2. 廣告策略 

3. 創意、靈感、腦洞開 

4. 傳播人說出公關力！ 

5. 用創意履歷，包裝自己 

6. 案例分享 

5月15日(六) 

 

13:00-14:30 

實務操作 

「說故事？攝影技巧入門」 

 

蔡禮安 老師 

1. 攝影，一點兒也不難！ 

2. 傳播敘事 

3. 好的文案，如何呈現畫面？ 

4. 手機拍片教學 

5. 剪輯手法 

6. Q&A 



 

01. 基礎理論「廣告人，創意腦動」 

 

張宗洲(丞亞) Kevin 

學/經歷 • 亞洲共創學院 創辦人暨總經理 

•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校友會 理事長 

• 曾任 上海迪球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總經理 

• 曾任 喜丞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總經理 

• 曾任 非凡電視台 / 中天新聞台 媒體記者 

•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兼任講師 

•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 

教學專長 • 整合行銷傳播 

• 公關策略 

• 親子教育 / 個人成長 

• 數位行銷與操作 

• 社群經營 

• 行銷專案管理 

• 品牌形象 

• 新聞採訪與寫作 

* 執行單位保留調整活動內容、日程與講師之權利 

 

  



 

02. 實務操作「說故事？攝影技巧入門」 

1 

蔡禮安 

學/經歷 •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碩士 

• 銘傳大學廣告系 畢業校友 

• 曾任 中國廣播公司 廣告企劃統籌 

• 霍夫曼公關特約攝影師 

• 戰國策傳播集團特約攝影師 

• 奧美集團特約攝影師 

• 世界活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特約攝影師 

• 精英公關集團特約攝影師 

• 先勢行銷傳播集團 

• 正平整合行銷特約攝影師 

•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特約攝影師 

• 平面攝影經歷逾15年 

教學專長 • 導演 

• 平面攝影 

• 動態錄影 

• 空拍 

• 影像後製 

• 主持 

• 廣告配音 

• 活動公關 

• 新聞採訪寫作 

* 執行單位保留調整活動內容、日程與講師之權利 



 

貳、營隊內容 

課程簡介： 

《廣告行銷 / 攝影實務 / 創意發想》 

透過講座教導學員廣告、行銷及公關的基本概念，並從中了解廣告的操作模式，對廣

告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實作課程》 

在營隊中，我們將會給予學員完備的情境及商品設定。學員必須利⽤在課程所學的內

容，以及主辦單位所提供的資料，為商品做提案和廣告創意的發想，製作屬於⾃⼰的

廣告短片。 

《提案示範》 

以輕鬆活潑的互動方式，讓學員對廣告提案有基本的認識。學員在活動中可以了解正

式提案時應注意的事項，並且學習提案簡報的架構內容。 

《成果分享》 

希望學員可以將營隊內所接觸的課程加以內化，並以小隊為單位在成果分享時間，參

與提案發表，邀請廣告界權威人士進行評選。 

《結業式》 

結合 108課綱「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設計營隊課程，並於營隊結束後，頒發結業證

書，給予參與學員鼓勵與肯定。 

 



 

參、活動日程 

時間 內容 

8:30-9:00 報到集合 

9:00-9:30 開幕式 

9:30-10:00 團康活動 

10:00-10:30 傳院四系介紹 

10:30-12:00 「廣告人，創意腦動」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說故事？攝影技巧入門」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實作活動 

16:10-17:00 成果分享 

17:00-17:30 結業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