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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民國 100年 5月 29日(日)~100年 6月 03日(五) 

活動地點：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美勞教育館 2F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敬業樓 1F 

活動對象：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及有興趣參與之人士 

指導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承辦單位：第一屆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全體學生 

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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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大學，是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在如此開放又自由的學習環境下，我們選

擇了屬於我們的道路，而即將畢業的我們，面對未來人生，又是另一階段的開始，

什麼東西應該是屬於我們的成果?什麼東西又該是我們的專業?什麼東西又是屬

於我們的行象?原來，那就是我們彼此之間的生活記憶，是我們所擁有的行象。 

雖沒有專業的能力，但卻有相互激盪的潛力，從系學會到社團，從課業到工讀，

從陌生到熟悉，我們有的是我們的熱情與感動，而我們要表現的是我們之間的記

憶行象。 

 

貳、 目的 

本系原屬於省立花蓮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經由體制的改革與系所的發

展轉變，於 96年後更名為「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含碩士班)」，並以培育具有教

育與管理能力之專業人才。本系學生亦有多元且適性的學習發展成果，特此舉辦

教行百級畢展系列活動，呈現四年來的學習歷程，透過動靜態展的方式，秀出教

行百級之行象魅力。 

 

參、 目標 

一、展期參觀人數能達 200人。 

二、贊助單位能達五家以上。 

三、開展當日能破 100人。 

 

肆、 企劃案主題 

一、 企劃案名稱:第一屆教行百級畢展 

二、 企劃案 Slogan：〝行〞象 

三、 企劃案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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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時間期程 

100年 5月 29日(日)~100年 6月 03日(五) 

 

陸、 地(區)點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美勞教育館 2F(5/29(日)~6/3(五))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敬業樓 1F(5/29(日),6/3(五)) 

柒、 參與單位 

指導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承辦單位：第一屆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全體學生 

捌、 活動聯絡人 

     

職位 姓名 聯絡方式 

總召 邱姵慈 0987-017422 

96i1027@ems.ndhu.edu.tw 

副召 簡慧萍 0916-860995 

96i1038@ems.ndhu.edu.tw 

 

 

 

 

 

 

 

 

 

 

 

 

 

 

 

 

mailto:96i1027@ems.ndhu.edu.tw
mailto:96i1038@e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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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活動方案： 

一、 活動架構圖 

行象概念 

展覽 演講分享 園遊會 

照過來 

“秀”專業 

閱歷人生 

故事人生 

堅持夢想 

有夢最美 

DEAM 

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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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項目分述 

(一)靜態展覽 

1.照過來，“秀”專業 

說明：「卡嚓」又是紀錄的開始，那是時間的停止，還是回憶的駐足，

唯有留下，才有紀錄的開始，透過每張照片的畫面，看出彼此成長

的行象，有生活、有專業，讓我們在此秀出我們的行象。 

活動名稱 【〝照〞過來，秀專業】 

活動時間 100年 5月 29日~100年 6月 03日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美勞教育館 2F 

活動內容     全班以照片的圖像，傳達我們的行象，以

展覽的方式，於美教館 2F展出。 

 

2.閱歷人生 

說明：「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的流逝，透露出

我們的閱歷，在這一千多個日子裡，我們走過的是時間歲月，留下

的是我們的成長記憶，透過我們的曾經，留下我們的閱歷行象。 

活動名稱 【閱歷人生】 

活動時間 100年 5月 29日~100年 6月 03日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美勞教育館 2F 

活動內容     透過大家的資料紀錄方式，從閱歷裡有我

們留下的行象。 

 

3.故事人生 

說明：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人生，說故事不但可以建構曾發

生在我們身上的時間與記憶，還可以啟發他人和恢復對自己的希

望，透過我們的故事分享，展現說故事的力量，找出我們的行象魅

力。 

活動名稱 【故事人生】 

活動時間 100年 5月 29日~100年 6月 03日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美勞教育館 2F 

活動內容     主要是以多元的作品呈現方式，透過每個

展品，有著我們想要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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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堅持夢想，有夢最美 

說明：夢，是前進的動力，時常不知堅持為何的我們，直到堅持後

才知為何。讓我們一起寫下曾經以及未來所堅持的夢吧! 

活動名稱 【堅持夢想，有夢最美】 

活動時間 100年 5月 29日~100年 6月 03日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美術教育館 2F 

活動內容     主要是以展場內的許願樹，透過寫許願卡

的方式，將我們的夢想，掛在許願樹上，一起

寫下我們堅持的夢。 

 

(二)動態展 

1.演說分享 

說明:行象是累積而成，四年的學習裡，形塑出 DEAM能力。 

活動名稱 【D E A M POWER】 

活動時間 5/29(日)、5月 30(一)、6月 3 日(五)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敬業階梯教室 

活動內容     透過 DEAM的六大核心能力(批判思考與終

身學習能力、卓越教行與管理知能、博雅多元

與人文關懷素養、語文表達與資訊運用能力、

問題解決與研究創新能力、領導溝通與團隊合

作能力)，各組討論該核心能力的內容主題後，

透過演講分享的方式，給予我們後輩經驗與傳

承。 

 

2.園遊會 

說明:這不單只是個玩樂的園遊會，還有我們的熱情與服務， 

     就透過園遊會來展現出我們的行象。 

活動名稱 【遊園】 

活動時間 100年 5月 29日(日)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敬業樓 

活動內容     主要以擺攤的方式進行活動，除了有此次

作品展覽之外，還有傳情與義賣的宣傳，再透

過活動遊戲的方式，為此次活動展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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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媒體廣宣計畫 

        教行百級〝行〞象畢展活動行銷計畫 
 

廣 告       活 動       公 關         文 宣  

 

  商家店面      園遊會    消息活動發佈     海報 

  電子信箱     演講分享    文字 DM 稿      宣傳 DM 

  部落格       開閉展活動                                         

 

壹拾壹、 職責分配表 

職務 工作內容 負責人 

總籌 統籌活動計劃與執行 邱姵慈 

副籌 協助與總籌 簡慧萍 

總務部 採購餐點、收支、預算控管 王逸玲 

活動部 對外宣傳、拉贊助、開閉展活動 徐湘君、劉庭妤 

王意婷、葉惠文 

許雨柔、蔡玉婷 

李芳瑀、賴怡萱 

事務部 場地、器材、設備 劉昌杰 

美宣部 環境佈置、出版品、平面海報、活動 DM 游舒婷、洪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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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流程進度 

一、 時程控管表 

主要執行項目 時    程 

99年(99-1) 100年(99-2)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一、內容時間 

    地點 

          

二、各行動方案           

三、活動文宣海 

   報製作 

          

四、場地設備 

    洽租 

          

五、會場佈置 

    彩排 

          

六、現場執行           

七、會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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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流程圖 

(一)開展流程與時間 

民國 100年 5月 29日(日)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註 

09:00~09:15 簽到與進場 敬業樓 1F 

09:15~09:30 主持人時間  

09:30~09:35 介紹師長  

09:35~09:50 師長致詞  

09:50~09:55 開展儀式  

09:55~10:00 畢展系列活動介紹 展覽/演講分享/園遊會 

10:00~10:10 入席 敬業階梯教室 

10:10~11:30 演講分享 兩場演講分享 

11:30~17:00 園遊會時間  

17:00 活動結束  

     

 (二)閉展流程與時間 

民國 100年 6月 3日(五)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註 

11:30 簽到與進場  

11:45~12:00 主持人時間 介紹師長 

12:00~12:30 演講分享  

12:30~12:45 師長致詞  

12:45~12:55 活動回饋  

12:55~13:00 閉展儀式  

13:0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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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成本預算 

一、 總預算 

編號 項目 經費預算編列 備註 

1 
作品展 2,500 展品材料費用(照片、pp版、) 

2 
演講組 1,500 演講茶點 

3 
採購組 4,000 開、閉展之茶敘餐點 

4 
活動組 3,000 開閉展儀式、園遊會所需用品 

5 
佈置 

行銷組 

2,000 環境佈置、平面海報、 

出版品(手冊、紀念品) 

6 
事務組 1,000 場地或設備器材之費用 

總計 
 14,000  

 
雜支 1,400  

 

拾、預期效益 

一、展現活動執行力: 

四年了，還記得當初辦活動的心情嗎?經驗的累積是不間

斷的，只有累積再累積，才會讓自己的能量越來越多，預期

透過此次開展參觀人數可破 200人之目標，展現教行四活動

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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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象考驗： 

我們不有名，也沒有特別的專長，但希望藉此能給予我們

鼓勵，讓我們透過此展能打出我們的行象記憶，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預期此展活動能達成五家贊助廠商。 

 

三、增加系上感情聯繫: 

這次活動主要是展現四年級的學習成果，但是，希望可以

透過活動的舉辦，讓學弟妹們更加了解與認識系上的規劃與

生活的內容，提供人生學習上的計劃與夢想。 

 

拾壹、備案計畫 

一、若場展不能與活動日期配合之狀況，則會再另選時間或展場

(創意文化園區、松園別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