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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創 作 設 計 規 畫 

   校園識別系統SIS，對內可以有確立目標、建立共識、增進

榮譽。促進認同之功能。對外則可以增進良好溝通，促進與公眾

之情誼，塑造優良的形象，能協助提升品牌競爭力。而其在視覺

行銷方面的具體做法，依據 CIS的設計模式，可分類為 (一 )基

本設計系統：標誌、標準字、標準色、常用字型 ( 二 ) 應用設計

系統：辦公事務用品、場室標誌、學校旗幟、招牌、指示警示標

牌、師生制服、學校網站架設、學校宣傳印刷出版物製作、建物

外觀、室內設計與展示、學校交通工具識別設計。 

 

第一節 創作理念 

本研究的應用範例：私立衛理女子中學，是一所基督教完全

中學，班級數國高中合起來三十班，全數住校，校風嚴謹，辦學

形象在學界頗有讚譽。由於校友表現優異，形成學校口碑，外界

對衛理一直有著良好印象。每年國中招生說明會引來大量人潮，

學生需要透過抽籤方式，才能獲得入學資格。以往學校管理核心

認為辦好教學及校友的優良表現，就形同廣告一般，並不需要言

語說明。近年的多元入學、高中職博覽會及家長的想法，顛覆了

這個看法；約三年前的校慶當天學校召集了多位董事、校友及同

仁共同研商，主要的議題就是衛理的新方向，社會潮流及學者對

「學校」定位的注釋，讓衛理正在蛻變，而強化學校特色、創造

競爭力、確定學校品牌識別及定位，是衛理陸續正在進行的工程 

。為本次創作所進行的訪談中，梅瑞珊校長提出：所謂的「管理 

」就是不管理 ⋯.的行銷管理看法，在前章的文獻總結中，研究

者提到：學校識別建立是必須遵循某些原則，首則就是「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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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具備行銷理念」，由衛理領導者的表現，可知道衛理己經邁

開腳步開始前進了。 

研究者於今年(2005)五月二十九日學校招生說明會所做的錄

影訪談得到上述印證，三十餘陪同前來聽取說明會的家長接受訪

談，均提到衛理「聽說」管教嚴格，老師非常有愛心，講究品格

教育，某某人表現良好等等，另外研究者於五月底至六月中錄影

訪談了在校校友二十餘人，分別有剛入國中部及直升衛理高中部

的大姐小妹，主要的問題也是針對她們如何進衛理的訊息來源，

得到的答案與上述接受訪談家長所言內容如出一徹 (由此可明瞭

衛理管理者所言不需廣告之意 )。另外訪談中，也有人談到爸媽

所提的衛理，進來後並不一樣的看法；大部分人則強調自已並不

認識衛理，只是隨父母的意願而就學；抑或姊妹已就讀表現不錯 

，自己就跟著進到衛裡就讀。除了對學生與家長的訪談外，研究

者也對從衛理畢業再度回到衛理來服務的大姐小妹做了一番錄影

訪談，其中有人從大學尚未畢業就陸續回來衛理幫忙；有人從大

學畢業後工作一段時間，才回衛理服務；有人的小孩已從衛理畢

業；有人的小孩尚在衛理就學，這些人提到最多的是時代改變，

進到衛理的孩子不同了，家長送孩子進衛理的想法，甚至對學校

的看法都有不一樣，間接也引起衛理的「騷動」，順應潮流去調

整學校腳步與做法；與家長、學生充分溝通，似乎是唯一之道。 

由上述訪談中可以得知，縱然擁有良好口碑的衛理也面臨了

多位學者提到的「將學校所建立的文化、形象、特色、辦學理念

及績效等訊息，利用行銷手法，透過有效的途徑傳達給家長、社

會大眾，以獲得支持或諒解，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的情境。 

藉由文獻探討與錄影訪談結論，研究者將為衛理檢視現況、彙整

出較適合目前學校對外呈現的視覺行銷依據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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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計系統  

下列是衛理目前識別使用情形：圖(3-1)是衛理最早的舊校徽 (含 

最早創校的校訓 )圖(3-2)用舊校

徽延伸設計的學校遠景。圖(3-3)

衛理新設計全彩校徽。目前新校

徽線條圖使用在校服，全彩圖校

徽使用在印刷品、學校招生簡章

及海報及網頁上，傳統校徽用在

正式場合。 

 

    

 

 

  

 

  

 

 

衛理最常用的理念標語是： 

「冠冕上的明珠」 (指的是學生 ) 

「獨特超凡」 ( 指的是學生)， 

而圖 (3-4)獨特超凡的椅子是則

指每一個體的差異性。 

 

 

根據文獻探討、學校口碑的由來及訪談，配合上列的標誌應

圖(3-2)舊校徽延伸的學校遠景 圖(3-3)衛理新設計全彩的校徽 

圖 (3-4)獨特超凡的椅子 

圖 (3-1)  最早的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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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則，圖(3-3)的全彩標誌將適用在印刷物及網頁上；理念標語

可為學校形象、招生海報的訴求重點；學生、家長則適合錄製訪

談短片；而教師的專業教學適合錄製教學光碟，甚至成立教學平

台，最後透過學校網站將學校的文化、形象、特色、辦學理念及

績效等訊息不定時的呈現出來。而圖(3-5)是經整理後的衛理女中

標誌及標準色，圖(3-6)是經確定後的衛理女中名稱常用字型。 

 

圖 (3-5) 衛理女中標誌、標準色 

 

 

 
圖 (3-6) 衛理女中名稱常用字型   

 

第二節 視覺設計規畫  

本研究行銷視覺設計的規畫，將以研究結論中所提到的「視

覺行銷的具體要項」為主軸，配合衛理女中品牌識別發展的需求 

，加以彙整、確認後的項目，為依據去展開。表(3-1)為衛理女中 

彙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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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衛理女中目前學校視覺識別使用狀況 

視覺行銷項目 現有視覺行銷項目 待製作視覺行銷項目 

學校招牌 ü  

旗幟 ü  

處室標誌 ü  

指示警示牌 ü  

名片  MMMü 

識別名牌  MMMü 

公文信封  ü 

請柬  Mü 

賀卡、謝卡  Mü 

學校簡介 ü  

形象海報  MMü 

學校簡介短片  MMü 

學校主題活動
光碟 

 Mü 

科別教學光碟  Mü 

學校網站架設 需更新 MMü 

教師教學網站  ü 

教學跨平台  ü 

師生制服 ü  

學校大樓造型 新大樓剛建好，暫不動  

學校大樓外觀 新大樓剛建好，暫不動  

校史陳列室  ü 

學生作品展示
區 

 ü 

學校校車 無  

學校公務車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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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中的待製作的項目眾多，經討論後以「學校需求的緩急」

分配創作次序，有 M 符號者，為創作優先完成者。共計有 : 

� 學校簡介短片      � 各科教學光碟 

� 學校主題活動光碟   � 學校網站 

� 名片  � 識別名牌 

� 請柬  � 形象海報 

創作依序為 �è�è�è�è�è�è�è� 

為快速、有效地在創作前釐清各行銷要項的創作需求、設備 

、技術，本研究創作者特別提出【製作ABC】的工作表單，【製

作ABC】的工作表單，是將視覺行銷需要製作之項目，其製作前

之準備工作及製作過程標準化成一單純模式。【製作ABC】就是

A.擬定製作大綱èB. 製作流程設計èC.製作設計或技術相關資料 

。表單細項內容可依使用者的需求自行調整。學校負責視覺行銷

籌畫人員可依【製作ABC】的規畫，先將設計條件、設備、未來

工作過程釐清，收集資料，再透過校內外分層處理，有事半功倍

之成效。 

表(3-2) 製作大綱模式 

製作名稱： 

製作目的  

製作內容  

製作技術  

製作設備 (含軟體)  

製作呈現方式  

未來使用模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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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製作流程模式 

製作名稱： 

製作流程 : 

備註 

 

表(3-4)製作設計或技術相關技術模式 

製作項目： 

製作相關技術或注意事項： 

備註 

 
而表(3-5)、表(3-6)、表(3-7)是以識別證套用上述表格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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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識別證製作大綱模式 

創作名稱：識別名牌 

創作目的 校內員工、來訪人士識別使用 

創作內容 校徽、校名、人名、照片、名牌使用規則 

創作技術 平面設計 

創作設備 
平面排版軟體:  
Corel Draw 10、Adobe Photoshop 8 

創作呈現方式：圖(7) 

 

 

 

 

 

 

 

未來使用模式 印刷品、校內彩色噴墨列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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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識別證製作流程模式 

創作名稱：識別名牌 

創作流程：圖(8) 

 

 

 

 

 

 

 

 

備註： 

 

設計多種名牌式樣品 

進行篩選 
 

細部修改 
 

定 案 
 

設備要求 
 

識別名牌使用資料彙整 

識別名牌稿件製作 (外製 ) 
 

設備要求 
 

設備要求 
 

校內溝通、討論 
識別名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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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識別證製作設計或技術相關技術模式 

創作名稱：識別名牌 

創作相關技術或注意事項： 

零、 名牌可採用名片常用尺寸： 90mmx 54mm。可配合市面上販 

    售的透明塑膠護套。 

二. 不要將在學校網頁上的校徽電子圖檔直接使用在稿片上，因 

    為列印或印刷的品質都不好。 

三. 名牌若採用彩色印刷，與一般小量列印的印刷機方式不同， 

    數量多，較便宜。 

四. 假如採用數量不多，可考慮現在市面上專門小量彩色列印。 

   完稿尺寸周圍不要加畫任何十字或裁切線，只需在單獨   

   開版的印件上設計即可。 

五. 完稿時，除了底圖外，裁切線以內的3~5mm處，不要編排文

字、插圖，以避免圖文裁切時被切到。 

六. 設好名牌編排格式，利用校內彩色噴墨印表機，可讓校內新

進人員暫時使用。選擇紙材要注意可正、背面列印。 

七. 使用第6點方式，可將正、背面設計在同一紙面上，列印

好，在裁切。 

 

【製作A】表格的細目之一「設計目的」指的是製作的目的，會

關係到製作成品的材質、呈現方式、適用狀態；細目之二「設計

內容」會關係到製作成品的訴求對象、文字需求；細目之三「設

計技術」會關係到製作成品的形成、呈現、品質甚至成本；細目

之四「設計設備」會關係到製作成品的製程，可能是校內或委外 

；至於「創作呈現方式」及「未來使用模式」雖是根據設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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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來，有時候也會因細目 (二 )至 (四 )的關係而有所改變。 

【製作B】的內容是製作相關流程，把各細節的負責窗口明定出

來，這樣有相關的人員就可以及早將資料準備好，各相關窗口有

困擾、需要支援或設備需求，都可事先知會及解決，甚至改變製

作需求等等。 

【製作C】的內容是製作的技術或相關知識，所謂術業有專攻，

尊重專業，才有好品質。將各項製作及創作交與專業人員，這些

人才可能是校內，也可能需委外。 

 

 
第三節 創作形式 

本次創作因創作工具的特色，依完成品可分為下列三類。第

一類為多媒體系列，有動態內容、聲音、文字；第二類是網際網 

路的產物，有動態內容、聲音、文字，受到傳輸速度、檔案大小

的限制，與第一類的動態類型大不相同；第三類是傳統媒體的宣

傳印刷物。 

一. 多媒體視訊剪輯：  

� 學校簡介短片光碟 � 教學光碟 � 學校主題活動光碟 

二. 網站設計： 

� 學校網站內容更新 

三. 平面設計類： 

� 名片 �識別名牌 �請柬 �形象海報 

 

 

第四節 創作技法 

本研究的視覺行銷的應用創作，除了設計能力，尚有電腦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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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軟體、攝影機、電腦操作技術的需求。考量到一般教職員工

製作視覺行銷物件的可能性，在硬體方面：以一般學校電腦配備

為主，較特別是將常用的256Mb的 RAM換成1Gb的 RAM，沒

有另外添增其他相關設備。通常視訊剪輯需要的硬體配備，在較

理想的情況是CPU愈快愈好、記憶容量愈多愈好的 RAM，硬碟

空間愈大愈好。在電腦軟體方面選用 (下列 )的電腦軟體，儘可

能是目前中小學校園中常見的軟體，是操作容易、又易上手。可

分動態製作、靜態製作、網頁製作軟體。 

1. 視訊剪輯軟體：Ulead VideoStudio 8.0、Ulead MediaStudio Pro 7  

Ulead DVD WorkShop 1.2 

2.海報設計編輯軟體：Corel Draw 10、 Adobe Photoshop 8 

3.網頁設計製作軟體： Ulead PhotoImpact 10、 

Namo WebEditor 5.5 、 

Macromedia Dreamweaver MX 2004 、     

Macromedia Flash MX 2004  

攝影機是SONY家用型，教師一般用來錄製教學示範、學生活動

常用的機種，操作簡易，現在很多家庭都有購置使用。電腦操作

技術是常操作、多練習，就會駕輕就熟，才能將設計意念表達出

來，透過電腦科技，傳統的設計製作方式電腦化、讓設計者發揮

空間更大了。 

本次創作依製作次序：名片 è 識別名牌 è 請柬 è 形象

海報 è 學校簡介短片光碟 è 各科教學光碟 è 學校網站內容

更新 è 學校主題活動光碟。 

 

 

 

 


	第一節創作理念
	第二節視覺設計規畫
	第三節創作形式
	第四節創作技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