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各系配合於選課前將課程綱要公告系上網站，格式如表一。 

 

表一、課程綱要表 

序

號 

學年

度/學

期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課程綱要 備註 

1 105/2 日四技文創一甲 色彩計畫 
透過感性的體驗和理性的分

析,以期學生能掌握設計的色

彩要素,並能對各類設計作

品,施以適當的色彩,以達理

想的效果。 

理解色彩,享受色彩,把色彩

具體的活用於工作上,生活

上。 

游守中 

2 105/2 日四技文創一甲 影像處理 
以 Adobe Photoshop 應用軟體

為教學主軸，讓學生熟練影像

處理各項功能。透過範例與作

業了解各種影像處理的技

法，提升製作符合商業市場需

求的技能。 

樂文靜 

3 105/2 日四技文創一甲 南投學 
認識南投縣  

南投縣的地理  

南投縣的開發  

南投縣的住民與文化  

南投縣的風景名勝  

南投縣的風景名勝  

南投縣的古蹟 

南投縣的農特產  

南投縣的工藝  

南投.名間地方特色介紹 

草屯.中寮地方特色介紹  

埔里.國姓地方特色介紹 

集集.水里地方特色介紹  

魚池的地方特色介紹  

竹山.鹿谷的地方特色介紹  

仁愛.信義的地方特色介紹  

張永楨 

4 105/2 日四技文創一甲 造型設計 
培養學生正確的設計觀念及

設計基礎能力，具備設計實務

作業所需的基本技能。造型設

計(Modeling Design)是從事美

術設計工作者所必須具有的

柯適中 



基本知識、技巧及方法，作有

系統的介紹與練習的一門課

程。能瞭解設計的基本知識與

概念，並加以應用之。有計劃

性、目標性而從發想、創意到

製作一系列的行為就是設計

工作。能瞭解設計的基本知識

與概念，並加以應用之。能熟

悉基本設計原理，並應用於各

種設計活動上。能正確操作基

本設計原理，完成各項基本設

計實習。具備銜接設計實務進

階課程之能力。 

5 105/2 日四技文創一甲 設計繪畫與素材創作 
本課程主要以啟發與創新方

式，藉由對當代藝術議題的討

論，引發學生創作時融合並運

用多重媒材，尋找與建構個人

創作語彙，並在創作實驗中提

升對議題探究的廣度與深

度。經由素材的嘗試與用應

用，更新繪畫創作的慣性與面

向，並探求繪畫語彙的形成。 

 

柯適中 

6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二 鑲嵌玻璃 
探討鑲嵌玻璃造形，從色彩材

質空間等構成要素之外，以培

養學生對點線面的了解，導致

發展造形的方向和內涵。 

了解玻璃的美感及特質，並廣

泛認識裝飾藝術的特性和技

法，加深對實際作品的創作認

知。 

以玻璃為構成元素，增進對

3D 立體造型的構成有深刻的

了解。 

利用鑲嵌藝術中的各種元

素，並融合各類色彩理論，加

以光影變化，來傳遞作品美感

和創作理念。 

林嘉慧 

7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二 創意金工設計 1.了解金屬知識、金屬材質屬

性與加工方法。 

2.運用金屬特性發展造型，並

透過實際操作了解金工技

法。 

陳郁璇 



3.注意金屬加工的作業安全

與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 

4.從基本造型加以運用金屬

材質並發展出文創商品。 

8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二 電腦輔助 3D 繪圖 
由點、線、面而實體，循序熟

悉 Rhinoceros 3D繪圖軟體的

實用功能，並學習使用 3D 軟

體建構各種產品模型。以運用

於產品設計之構思及發表。 

廖國列 

9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二 基礎木工 
1.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於

工藝創作之技術認知與興

趣。 

2.由於本系專業器材之限制, 

因此本課程以木工教育為

主要上課內容。 

3.選修本課程之學生於課程

結束後,必須具備基本木

器製作之技術。 

陳建昌 

10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二 台灣古蹟與建築美學 
古蹟的定義與種類 

古蹟導覽技巧  

台灣寺廟導覽    

台灣孔廟與書院導覽    

台灣古墓與祠堂導覽    

台灣宅第與園林導覽    

古蹟現場實地解說導實務   

台灣街屋與牌坊導覽   

台灣城郭導覽     

台灣洋行與領事館導覽  

台灣教堂與博物館導覽  

台灣官署與火車站導覽  

台灣砲台與燈塔導覽       

台灣原住民聚落與文物導覽 

台灣銀行與學校導覽   

台灣醫院與法院導覽  

張永楨 

11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二 原住民文化與產業 
一、原住民的族群與分布  

二、帄埔族的文化  

三、帄埔族的文化  

四、泰雅族文化  

五、賽夏族文化  

六、布農族文化  

七、阿美族文化  

張永楨 



八、卑南族文化  

九、鄒族文化  

十、達悟族文化  

十一、魯凱族文化  

十二、排灣族文化  

十三、邵族  

十四.大魯閣族  

十五.撒奇萊雅族  

十六.賽德克族  

12 105/2 日四技文創二甲 文化行政與法規 
針對各社區進行規劃及設

計，如果未能充分體會該區域

範圍中各類&#26083;成因素

與其它區域的差異，則無法有

效及客觀的體認出該區域的

實質文化特色；本課程之目

標，即希望透過文化識別理論

之傳授，並加以實務工作技術

之指導，使學生在研習本課程

後，能以最系統性方法及調查

方法，對對象區域中之環境、

歷史、民情、物產等諸多要素

進，行整合、開發及再利用等

規劃或設計的客觀依據。 

林嘉慧 

13 105/2 日四技文創二甲 企劃寫作與簡報技巧 
針對專題企劃是最重要目

標，訓練學生熟悉電腦操作，

閱讀大量企劃書，蒐集資料方

法，需進行資料之蒐集，並進

行數次之上台報告。 

王佩琴 

14 105/2 日四技文創二甲 基礎網頁設計 
透過 Dremweaver、Flash 等網頁製

作軟體的實務教學，培養學生網頁

規劃與設計的能力。   

陳石松 

15 105/2 日四技文創二乙 企劃寫作與簡報技巧 
1. 教學目標 

透過企劃寫作+設計提案~的

學習與認知，進而結合設計競

賽，與業界設計操作結合。   

2. 科目概要 

（一）瞭解企劃書寫作的基本

概念，並有能力獨立製作企劃

書。（二）瞭解簡報格式與報

告技巧，並有能力活用。（三）

業界有此一說：「簡報力等於

競爭力」，事實上「企劃力」

亦然。簡報力與企劃力不是靠

讀書、靠想像練習就可以具備

的，必須實際操作、模擬與主

陳怡潔 



或客戶「交手」的情況，管，

才能愈來愈得心應手。本課程

提供同學模擬提案、簡報的空

間和舞台，期待大家能從練習

中獲益。 

16 105/2 日四技文創二乙 文化行政與法規 
針對各社區進行規劃及設

計，如果未能充分體會該區域

範圍中各類;成因素與其它區

域的差異，則無法有效及客觀

的體認出該區域的實質文化

特色；本課程之目標，即希望

透過文化識別理論之傳授，並

加以實務工作技術之指導，使

學生在研習本課程後，能以最

系統性方法及調查方法，對對

象區域中之環境、歷史、民

情、物產等諸多要素進，行整

合、開發及再利用等規劃或設

計的客觀依據。 

林嘉慧 

17 105/2 日四技文創二乙 基礎網頁設計 
透過 Dremweaver、Flash 等網頁製

作軟體的實務教學，培養學生網頁

規劃與設計的能力。   

陳石松 

18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三 網路行銷 
教導學生認知各種網路行銷

的方法，並能將各種網路行銷

的重點，實務地操作與設計。 

樂文靜 

19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三 工藝整合創作(一) 
1.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於

已習知之工藝創作技術之

整合運用。 

2.由於本系專業器材之限制, 

因此本課程以木工、金

工、漆藝、天然染…等技

術整合為主要上課內容。 

3.選修本課程之學生於課程

結束後，必須具備系列化

多媒材產品之製作技術。 

陳建昌 

20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三 電子書製作 
教導學生整合使用 Adobe 

Acrobat Pro 、 InDesign 、

Illustrator、Photoshop 等軟體

來實現數位內容創作，並將設

計作品以電子書方式展現。 

樂文靜 

21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三 創意工藝 
藉由智慧生活科技導入工藝

設計來發展創意工藝，提升工

藝品的附加價值及功能。 

本課程將介紹生活中常見的

科技，特別是運用智慧生活科

技在工藝上的應用。我們將說

林正敏 



明 QR CODE、AR、NFC、IoT

等智慧生活科技。透過智慧生

活科技和工藝技術的混搭設

計，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

考，期能具備創意工意的能

力。 

22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三 3D 建模 
在電腦硬體及軟體工具技術

面的支持基礎上，加上媒體市

場不斷地擴大，電腦動畫應用

的趨勢正在高速地發展，以

3DS Max Design/Maya 為代

表。而近年來出現 Google 

SketchUp 等介面友善但功能

強大，且以開放版本加快使用

者族群成長的全新概念 3D 軟

體，更使得一般使用者皆能以

最低的時間及資金成本接觸

數位模型建構及電腦動畫製

作的工作。 在越來廣泛及多

元的電腦動畫學習需求之

中，時時注意與自我專業能力

的關連性，並且具備成本考量

的自學能力，是避免迷航在無

垠資訊汪洋的羅盤與南針。 

因此，本課程主要具有進階學

習興趣及能力的同學。沿續

2D 基本製圖及 3D 數位化基

本建模的基礎訓練，進行更進

階的數位化建築及電腦動畫

學習。除了提昇建築設計課程

的成果展現能力，並作為學生

進入專業實習及就業的準備。 

具體的教學目標是以數位模

型及電腦動畫製作的「原理」

為課程核心，引導學生建立自

主學習及選擇適用軟體的能

力。 

楊明驥 

23 105/2 日四技文創系三 環境藝術 
1.了解世界各國環境概況與

分析。 

2.環境之構成與基地文化之

測量。 

3.國內各類型公共藝術設置

導覽分析與設置過程。 

4.期使學生了解環境與設計

之基本關係與設計手法。 

5.模擬讓學生參與公共藝術

游守中 



規劃設計執行。 

6.環境設計實務及模型製作

之技術。 

24 105/2 日四技文創三甲 文創專題實務(一) 
此為學生畢業專題製作之第

一學期學習,目標為: 1.習得系

列化產品設計實務、2.習得展

場空間設計實務、3.習得展場

佈置及解說實務。 

柯適中 

25 105/2 日四技文創三乙 文創專題實務(一) 
此為學生畢業專題製作之第

一學期學習,目標為: 1.習得系

列化產品設計實務、2.習得展

場空間設計實務、3.習得展場

佈置及解說實務。 

林嘉慧 

26 105/2 日四技文創系四 求職與就業 
1.學生進入社會前須了解目

前動態與走勢 

2.加強學生面試前須做的相

關準備 

楊明驥 

27 105/2 日四技文創系四 設計競賽實務 
1.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於

各類設計競賽之實務認知

與興趣。 

2.本課程之輔導及鼓勵競賽

項目以產品、媒體及帄面設

計為主。 

3.選修本課程之學生必須於

本學期內參加二次以上之

設計競賽。 

陳建昌 

28 105/2 日四技文創系四 展場裝修實務 
講述展場施工時有關電力系

統、配線相關元件認識，施工

技術與安全注意事項。講解三

用表功能、使用技巧及安全守

則。 

陳石松 

29 105/2 日四技文創系四 創業規劃 
1.從商業模式的說明與應

用，找出創業特色 

2.撰寫創業企劃書讓學生

能了解程序與規則。 

蕭淑乙 

30 105/2 日四技文創四甲 文創專題實務(三) 
整合同學在本系所學習到的

知識與技巧，使學生具備系列

化產品設計與生產技能，並使

具備展場空間設計、佈置及解

說等之行銷實務能力。 

廖國列 

31 105/2 日四技文創四乙 文創專題實務(三) 
1.系列化產品設計實務. 

2.產品展出實務. 

3.展場空間設計實務. 

4.展場佈置及解說實務. 

周麗楨 

32 105/2 夜四技文創一甲 造型設計 
培養學生正確的設計觀念及

柯適中 



設計基礎能力，具備設計實務

作業所需的基本技能。造型設

計(Modeling Design)是從事美

術設計工作者所必須具有的

基本知識、技巧及方法，作有

系統的介紹與練習的一門課

程。能瞭解設計的基本知識與

概念，並加以應用之。有計劃

性、目標性而從發想、創意到

製作一系列的行為就是設計

工作。能瞭解設計的基本知識

與概念，並加以應用之。能熟

悉基本設計原理，並應用於各

種設計活動上。能正確操作基

本設計原理，完成各項基本設

計實習。具備銜接設計實務進

階課程之能力。 

 

33 105/2 夜四技文創一甲 文創產業概論 
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與範圍 

視覺藝術產業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

業 

工藝產業 

電影產業與廣播電視產業 

出版產業與廣告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品牌設計與行銷 

建築設計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地方特色產業 

原住民文創產業 

客家文創產業 

其他文創產業 

張永楨 

34 105/2 夜四技文創一甲 南投學 
認識南投縣  

南投縣的地理  

南投縣的開發  

南投縣的住民與文化  

南投縣的風景名勝  

南投縣的風景名勝  

張永楨 



南投縣的古蹟 

南投縣的農特產  

南投縣的工藝  

南投.名間地方特色介紹 

草屯.中寮地方特色介紹  

埔里.國姓地方特色介紹 

集集.水里地方特色介紹  

魚池的地方特色介紹  

竹山.鹿谷的地方特色介紹  

仁愛.信義的地方特色介紹  

35 105/2 夜四技文創一甲 色彩計畫 
透過感性的體驗和理性的分

析,以期學生能掌握設計的色

彩要素,並能對各類設計作

品,施以適當的色彩,以達理

想的效果。 

理解色彩,享受色彩,把色彩

具體的活用於工作上,生活

上。 

游守中 

36 105/2 夜四技文創一甲 影像處理 
以 Adobe Photoshop 應用軟體

為教學主軸，讓學生熟練影像

處理各項功能。透過範例與作

業了解各種影像處理的技

法，提升製作符合商業市場需

求的技能。 

樂文靜 

37 105/2 夜四技文創二甲 數位錄影與剪輯 
以學習攝錄影科技原理的知

識為基礎，認識腳本撰寫、拍

攝以及短片的創作技巧，藉由

攝影、燈光、剪輯、收音等技

術的實務操作，以熟悉影片製

作流程，並使學習者具備後製

作剪輯、配樂、文字、特效等

實務技巧，以養成製作家庭、

生活、旅遊、生態、風景......

或創作的短片之能力。 

廖國列 

38 105/2 夜四技文創二甲 設計史 
1.教學目標 

透過設計史的學習與認知，進

而結合設計競賽，與業界設計

操作結合。 

2.科目概要 

現代設計史課程為藝術設計

學門的一專業必修課。目的在

使同學對世界現代設計藝術

的發展脈絡和發展過程及各

時期設計潮流風格的瞭解與

認識，期許借鑒設計史中之重

陳怡潔 



要事件、設計思潮或設計風格

思潮來激發同學對設計藝術

的思考與學習；並培養學生對

設計藝術理論的認知以提高

設計內涵與人文素養，為學生

將來專業學習奠定必要的理

論基礎。  

39 105/2 夜四技文創三甲 文化行政與法規 
針對各社區進行規劃及設

計，如果未能充分體會該區域

範圍中各類&#26083;成因素

與其它區域的差異，則無法有

效及客觀的體認出該區域的

實質文化特色；本課程之目

標，即希望透過文化識別理論

之傳授，並加以實務工作技術

之指導，使學生在研習本課程

後，能以最系統性方法及調查

方法，對對象區域中之環境、

歷史、民情、物產等諸多要素

進，行整合、開發及再利用等

規劃或設計的客觀依據。 

林嘉慧 

40 105/2 夜四技文創三甲 網頁規劃與設計 
1.瞭解設計網頁(站)的基本

知識。 

2.設計網頁需要用到哪些軟

體。 

3.以 Adobe Dreamweaver為網

設計製作的軟體。 

4.培養學生實務的網頁企劃

及設計能力。 

5.設計符合業界需求的網頁

內容。 

樂文靜 

41 105/2 夜四技文創三甲 基礎木工 
1.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於

工藝創作之技術認知與興

趣。 

2.由於本系專業器材之限制, 

因此本課程以木工教育為

主要上課內容。 

3.選修本課程之學生於課程

結束後,必須具備基本木

器製作之技術。 

陳建昌 

42 105/2 夜四技文創四甲 文創商品行銷 
從設計與企業的角度進行文

創商品行銷的說明。課程內容

融合原理、步驟、案例，提供

實用且深入的觀點策略，讓學

生未來能應用在行銷規劃實

務中。同時釐清過去諸多一知

蕭淑乙 



半解的舊概念。 

43 105/2 夜四技文創四甲 3D 建模 
使學生了解 3D 立體設計的概

念，熟悉  3D 立體造型軟

體，建立 3D 模型並透過轉

換輸出成立體產品。 

賴政宏 

44 105/2 夜四技文創四甲 環境藝術 
1.環境之構成與基地文化之

測量。 

2.期使學生了解環境與設計

之基本關係與設計手法。 

3.環境設計實務及模型製作

之技術。 

陳建昌 

45 105/2 夜四技文創四甲 電子書製作 
帄面印刷品其組成的元素大

體分立為以下兩個區塊。其一

為圖像、文字加上概念所組成

的藝術與設計之區塊，另一區

塊則是印刷輸出的生產流

程。許多印刷效果無法透過電

腦繪圖軟體的模擬來展現，因

此本課程著重實務的接觸，讓

學生實際可以摸到各種不同

磅數的紙材，以及各式印刷加

工的特殊程序。本課程欲將基

本的排版觀念結合實際的印

刷生產流程，讓學生更具備與

未來職場接軌競爭力。 

張建祺 

46 105/2 夜四技文創四甲 印刷實務 
帄面印刷品其組成的元素大

體分立為以下兩個區塊。其一

為圖像、文字加上概念所組成

的藝術與設計之區塊，另一區

塊則是印刷輸出的生產流

程。許多印刷效果無法透過電

腦繪圖軟體的模擬來展現，因

此本課程著重實務的接觸，讓

學生實際可以摸到各種不同

磅數的紙材，以及各式印刷加

工的特殊程序。本課程欲將基

本的排版觀念結合實際的印

刷生產流程，讓學生更具備與

未來職場接軌競爭力。 

張建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