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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112級日四技專題製作課程執行規範 
                                                             

數位媒體設計系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周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年 3 月 3日修訂 

第1點、 總則： 

1、 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除理論基礎教學及實習

教學課程外，並開設專題一、專題二、專題三、專題四及畢業展等五

門專題課程，藉由專題實務製作提升同學專業知能與技術能力、加強

專案時程管理、製作技術、團隊合作等數位媒體設計專業能力及競爭

力。為明列專題製作主題、指導老師、分組、內容審查、成績評定等

相關規定與程序，確保專題製作合乎本系標準，特訂定「東南科技大

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112 級(民國 112 年畢業)日四技專題製作課程執行

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2、 專題製作為必修課程，以師徒制分組執行，執行期間為二年級下學期

至四年級下學期。專題製作成果須依規定製作專題報告並參加專題成

果展公開展示，「畢業專刊」成果報告須陳列系辦與系學會、校內及

國立圖書館…等永久保存(共 50本以上)。學生具備足以代表個人之公

開展示作品為本系畢業門檻必要條件之一。 

 

第2點、 專題主題 

1、 專題主題選定應切合本系發展重點，並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一) 本系已進行或預計進行之產學合作專題； 

(二) 將參加設計領域國內外重要競賽之創作； 

(三) 符合系發展目標之理論與實務應用研究。 

 

2、 本系教師應評估實務應用價值、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能力，擬定指導

專題之預計主題。預計主題經本系課程與教學組討論後進行公告，供

學生擇選指導老師參考。 

3、 學生得與指導老師研商修正專題主題，確認之專題主題並須經本系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核定後實施。 

4、 凡經審查通過之專題主題，不得任意更改。如於專題過程中因不可抗

拒之因素需修改者，須填報專題異動申請表(附件 3)，並述明修正之

理由及摘要，於專題第二次審查前提出更正申請，並經本系課程委員

會核定後方可更改。 

 

第3點、 分組與指導老師 

1、 為培育學生協同作業能力，專題分組由學生自行召集 2 至 5 人組成，

變更組別以一次為限，且須於二審前完成申請變更手續。 

2、 專題指導老師須為本系專任教師，每位老師指導專題組數限制由系務

會議訂定之。學生可參考系網專任教師之專業背景、專長領域、研究

方向…等。 

3、 學生應自我評估發展方向及能力條件，依指導老師專長與研究主題，

尋求指導老師進行指導。經徵詢指導意願同意後，共同依本規範第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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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討論修正專題製作主題。選定專題製作主題、分組名單與指

導老師，須於二年級下學期第一次審查前完成，連同專題申請表(附件

1)與創作主題、預期成果(附件 2)繳交至系辦彙整，核定後由系辦公

室公布實施。未於指定時間前提出申請者，將由課程委員會指定實務

專題及指導老師，不得異議。 

4、 提出申請表後專題組員與指導老師不得異動，如於專題過程中因不可

抗拒之因素需異動者，學生必須提出具體事證，且須經課程委員會及

指導老師之同意核可，更換組別每位同學以 1次為限。 

5、 因身心障礙及特殊原因而未能完成分組之學生，由本系課程與教學組

進行討論分組，並依教師指導學生情形妥為指派指導老師、分組名單、

主題與指導老師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6、「畢籌會」組成 

為因應專題製作及校外展出事宜，各班共同組成畢業展籌辦委員會(簡

稱畢籌會)，負責辦理各次審查與畢業展出相關工作，請各班共同推派

選出一位「畢籌會總召集人」，並於後續成立畢籌會幹部組織。 

7.「主視覺」徵選 

專題製作須成立「主視覺」形象設計小組，負責校外展出整體規劃、設

計、執行，內容包括：畢業專刊編排印製、形象主題設計、場地租借、

展場設計與工程…等事宜。若參加主視覺選拔組數超過兩組以上，由全

體同學投票表決，選出一組執行主視覺組工作。 

 

 

第4點、 專題審查與評分 

1、 專題製作審查 

為落實專題進度與品質控管，本系辦理企劃書、評圖與實習成果審

查作業共五次，詳細時間依各年度課程規劃與行事曆另行公布。修

習專題課程同學必須參與所有審查流程，並於每次審查日後 1週內

提繳交審查提報之企劃書，以作為評量之依據（占總成績 20%）： 

 

企劃書格式及內容：以 A4書面膠裝，電子檔由專題幹部匯整後燒錄

為一份光碟繳交系辦留存，企劃書封面必須進行美術編排設計，並

註明專題主題、指導老師、組員、審查次別與日期…等資訊。 

 

第一次審查 (簡報審查_專題企劃書面審查) 

執行時間：二年級下學期。 

 

審查方式：由本系專、兼任教師組成評審小組，就企劃內容

完整性、創意性、發展性、預期成果等項目進行評分，成績

及格者始能進入後續之評鑑，未通過者必須於指定時間內重

新補件再行審查。 

 

企劃書內容應包含以下項目: 

1. 摘要(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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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作動機與目的 

3. 相關主題資料搜集與分析 

4. 市場調查與現況分析(SWOT分析) 

5. 製作項目、流程 

6. 進度規劃表(甘特圖) 

7. 預期障礙及困難 

8. 組員分工、目前進度 

  

 

 

第二次審查 (簡報審查_專題企劃定案、製作進度 10%審查) 

執行時間：三年級上學期。 

審查方式：各專題製作小組就提案通過之主題，或第一次審

查評審老師之建議進行修改之內容提出修正，並加上專題初

步製作成果之提報，由本系專兼任教師組成評審小組，針對

各組報告提出建議和修改意見。二審之後不得修改主題，唯

製作方向可依教師審查意見進行修正調整。 

 

企劃書內容應包含以下項目: 

1. 摘要(中英文)  

2. 創作動機與目的 

3. 相關主題資料搜集與分析 

4. 市場調查與現況分析(SWOT分析) 

5. 製作項目、流程 

6. 進度規劃表(甘特圖) 

7. 目前障礙困難及解決方式 

8. 組員分工、目前進度 (必須有 10%) 

 

第三次審查 (展演審查_專題製作進度 30% 審查) 

執行時間：三年級下學期。 

審查方式：各組進行專題製作進度之具體成果展演與提報，

此時各組專題製作進度應已達到 30% 以上。由本系教師針對

各組展演成果與提報內容進行評分，未通過者於指定時間內

再行審查。 

 

企劃書內容應包含以下項目: 

1. 摘要(中英文)  

2. 創作動機與目的 

3. 相關主題資料搜集與分析 

4. 製作項目、流程 

5. 進度規劃表(甘特圖) 

6. 目前障礙困難及解決方式 

7. 組員分工、目前進度 (必須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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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審查 (展示審查_專題製作進度 70%審查) 

執行時間：四年級上學期。 

審查方式：各組進行專題製作進度之具體成果展演與提報，

此時各組專題製作進度應已達 70% 以上。由本系教師針對各

組展演成果與提報內容進行評分，未通過者於指定時間內再

行審查。 

 

企劃書內容應包含以下項目: 

1. 摘要(中英文)  

2. 創作動機與目的 

3. 相關主題資料搜集與分析 

4. 製作項目、流程 

5. 進度規劃表(甘特圖) 

6. 目前障礙困難及解決方式 

7. 組員分工、目前進度 (必須有 70%) 

 

畢業展總審 (展示審查_製作完成審查暨校內展示) 

執行時間：四年級下學期期末。 

審查方式：各組進行校內成果展演與提報，由系上教師及業

界專家擔任評審，並由課程委員會與指導老師決定參加校外

各級展覽之組別。 

 

企劃書之內容應包含以下項目: 

1. 摘要(中英文)  

2. 創作動機與目的 

3. 相關主題資料搜集與分析 

4. 製作項目、流程 

5. 進度規劃表(甘特圖) 

6. 障礙困難及解決方式 

7. 組員分工、成果報告 

8. 結論 

 

2、 專題成績評量 

專題製作課程成績之計算方式，以專題審查老師或委員的成績平均

值為依歸，專題分組指導老師可視同學個別表現給予差異化分數，

如果一組內有組員成績不及格，則須召開系務會議處理之。專題製

作評審配分標準依該年度主題、分組與進度安排另行規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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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點、 成果發表 

 

1、 修習專題製作課程同學有配合審查公開展出之權利與義務，公開展出

分為校內展、校外展與新一代設計展或同級以上擇優選派之聯展，參

加校外及新一代展出之組別，每位同學可獲得 3點積分。該年度參與

展出場次與規劃由畢業生代表與教師代表共同議定之。 

2、 畢業專刊編排印製、形象主題設計、場地租借、展場設計與工程…等

事宜與費用等由學生畢籌會及主視覺組共同籌畫或尋求廠商贊助。 

3、 專題製作於畢業展(校內展)審查中，經由評審委員們評選分數最高的

作品，分別給予第一名、第二名及第三名，以及若干獎項，並頒發獎

狀以茲鼓勵與肯定。 

 

第6點、 成果彙總與校外競賽 

 

1、 參加校外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之各組必須於畢業離校前，繳交專題製

作成果報告、著作授權同意書(附件 4)、音樂使用授權書(附件 6)、作

品電子檔，以上列為畢業離校手續項目之一。 

2、 表現優良以及架構內容完整之專題作品，得由專題分組指導老師及系

主任推薦參與校外比賽。 

 

第7點、 違反以上原則之學生，專題相關課程以不及格計，必須重新補修專

題相關課程，完成所有專題一、專題二、專題三、專題四及畢業展等五

門課程後，方符合畢業條件。 

 

第8點、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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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實務專題製作 

112 級  專題申請表 

申請學期 109學年度  第   2   學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專題名稱  

製作類別 

◻數位影音製作類：數位媒體、遊戲美學、數位遊戲、數位出版、循環設計/其他 

◻視覺傳達設計類：平面媒體及形象、健康照護、畢業展設計規劃、循環設計/其他 

◻包裝設計類：商品包裝、產品包裝、品牌包裝、健康照護、循環設計/其他 

◻社會設計類：本類別不分領域，凡符合社會設計精神之作品皆可參賽     

組長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話 高中職畢業 校、科 

     

組員 

     

     

     

     

     

＊分組以 2-5 人為原則；跨班合組、個人一組 均需事先提出申請，簽具專題切結書 (附件 7) 並

經系上審核通過後方可成組。 

＊二下學期末前必須完成分組，逾時未分組者，將由系上直接指定實務專題及指導老師，不得異議。 

＊本申請表一式 3 份，正本交系辦助教，副本分別交給指導老師、畢籌會。 

學 生 簽 名 ＿＿＿＿＿＿＿＿＿＿ 

＿＿＿＿＿＿＿＿＿＿ 

＿＿＿＿＿＿＿＿＿＿ 

＿＿＿＿＿＿＿＿＿＿ 

＿＿＿＿＿＿＿＿＿＿ 

＿＿＿＿＿＿＿＿＿＿ 

指 導 老 師 ＿＿＿＿＿＿＿＿＿＿ _＿_＿年＿＿月＿＿日 

系   主   任 ＿＿＿＿＿＿＿＿＿＿ _＿_＿年＿＿月＿＿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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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實務專題製作 

112 級  創作主題、預期成果 

 

專題名稱  

製作類別 ◻數位影音製作、◻視覺傳達設計、◻包裝設計類、◻社會設計類 (可複選) 

專題主題 

、 

內容概述 

提示：1. 專題主題說明；2.專題目標對象是誰?； 3.設計特色說明?；4.預期改善的問題 

 

預期成果 

提示：1.預計專題審查要完成的項目有哪些? 

            2.期望專題作品可以參加哪些競賽? 

            3.專題作品可以達到有哪些成果效益? 

指導老師 (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8 
 

  

 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實務專題製作 

112 級  專題異動申請表 

□題目變更 
(需附新企劃書) 

  

□製作類別變更 

 

  

□指導教師變更   

□成員變更 原小組成員 新小組成員 

組長  組長  

2  2  

3  3  

4  4  

5  5  

6  6  

□變動原因  

學 生 簽 名 ＿＿＿＿＿＿＿＿＿＿ 

＿＿＿＿＿＿＿＿＿＿ 

＿＿＿＿＿＿＿＿＿＿ 

＿＿＿＿＿＿＿＿＿＿ 

＿＿＿＿＿＿＿＿＿＿ 

＿＿＿＿＿＿＿＿＿＿ 

指 導 老 師 ＿＿＿＿＿＿＿＿＿＿ _＿_＿年＿＿月＿＿日 

系   主   任 ＿＿＿＿＿＿＿＿＿＿ _＿_＿年＿＿月＿＿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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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著作授權同意書 
著作名稱： 

作 者： 

所屬系所：數位媒體設計系 

著作類別：□影音(多媒體)創作□劇本創作□其他:             

授權內容： 

□影音(多媒體)創作： 

一、立書人同意非專屬授權東南科技大學無償使用以上著作之一切著作財產權，

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改作、發行、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等權利。 

二、立書人同意將創作內容於東南科技大學網站、網路電視台、電視派送平台、

網路廣播電台及日後成立之各種相關平台播出，並授權東南科技大學基於

資源分享及宣傳招生之需求，將其著作內容再授權予校外其他平台播出。 

□ 影音(多媒體)創作以外之其他著作： 

立書人基於資源共享、合作互惠、回饋社會及促進學術研究之理念，同意

無償、非專屬授權東南科技大學將立書人以上著作，不限地域、時間及次

數，以紙本、光碟、網路或其它方式收錄、編輯、重製或發行，以提供讀

者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索、瀏覽、下載或列印。 

著作權聲明： 

一、立書人保證以上著作為立書人所創作，立書人有權為本授權書之各項授權，

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有聲明不實，而導致東南科技大學

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立書人願負一切法律責任。 

二、非專屬授權意指東南科技大學所取得者為非獨占性的使用權，立書人仍可

將相同的權利重複授權予他人。反之即為專屬授權，如立書人已簽署專屬

授權書予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請勿簽署本授權書。 

 

 

立書人：                 (簽名) 

(倘為多人共同著作，請以一人於此頁代表簽署，其他人員簽於下頁-附件 5)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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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授權書 立書人 (共同著作人)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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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使用授權書 

本人﹝請輸入原著作者姓名﹞，茲同意授權東南科

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年級○班學生○○○，使用本人

創作之﹝填入作品名稱﹞，提供該學生製作影音作品及參

加學術性活動之用，製作成品不得作為商業應用，如有違

反上述之情事，本人保留法律追訴權。 

此   書 

授 權 人﹝簽章﹞： 

 

 

被授權人﹝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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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實務專題製作 

112 級  專題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本人)就讀數位媒體設計系____年____班，

為申請系定分組原則以外之專題分組方式，特立本切結書，約定如下： 

  本人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因素欲申請： 

□跨班加入 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_____組 

□個人為一專題組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本人承諾，此後不再提出分組要求，或申請加入其他組。 

2、申請個人專題組，未來校內外各專題展之展場大小、位置…等分配方式，

本人完全配合專題製作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立切結書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