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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概要 

本系成立於 2007 年，今年即將邁入第 13 年，專注於以美的科技打造科技之

美，目前設有碩士班、四技日間部及四技進修部等學制，教學內容以培育「影音

動漫設計」、「動態拍攝剪輯」與 「互動媒體設計」三大重點之專業人才，致力

提供優良師資、先進設備與完善課程規劃以營造優質學習環境，培養具設計創新

與數位科技應用且符合目前產業趨勢的專業人才。數位媒體設計人才為各產業所

急需之人才，本系學生在修習完本系課程，即能習得數位媒體設計相關專業知識

與實用技能，未來就業即能迎合產業之所需具競爭力。本系亦申請中華工程教育

學會(IEET)之設計教育認證執行委員會(DAC; Design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的

認證，獲 DAC 的肯定，取得了 DAC 之認證，驗證了本系的教育品質不亞於其他

先進國家之水準。本系是一個具備前瞻性的國際系所，也非常歡迎每一位願意加

入我們的本地及外國學生。 

 

二、本系特色 

將真實工作情境導入核心課程，採取多核心課程規劃，內容相互搭配，鼓勵

教師與學生透過核心課程，參與產學合作案、財團法人委託案與設計競賽，學生

從實務中體會理論，學習成效最佳，培養具競爭力的就業能力，並強化設計創新、

媒體與動畫程式設計能力的培養，建立學生對圖像外觀與程式設計整合的能力，

以適合臺灣產業界的需求。另一方面本系聘有法籍、韓籍、台籍國際化師資團隊，

構建一融合語言、文化與專業素養之國際化學習環境，這也是本系學生競賽獲獎

與表現傑出的關鍵。 

 

三、課程規劃 

技職教育實地提供社會立即可用的專業技術能力，與產業界緊密的結合，同

時對未來的就業所需技能打下堅實的基礎。課程規劃設計符合業界主流技術標準，

隨著趨勢保持與業界無縫接軌，讓學生能獨當一面。課程規劃主要分為【動態拍

攝剪輯模組】與【影音動漫設計模組】兩模組為主軸並輔以互動設計模組以產生

加成效果，符合業界需求並打造優質之學習品質，讓學生更貼近業界。除了與產

業界連接外，本系學生累積競賽入圍獲獎超過 500 餘項與國際證照輔導考取累積

達 2200 張，成果輝煌，這些成就證明了就讀本系，只要能夠認真學習，足以讓

學生開創自我表現與成就之新記錄。 

 

四、環境設備 

本系之主要設備有互動媒體電腦教室、專業設計教室、動畫設計工作站、高

階電腦動畫教室、專題設計工作室、蘋果電腦實驗室、虛擬攝影棚、藝術與科技

互動實驗室、行動導播模擬教室、錄音室、動態擷取實驗室、新媒體藝廊、數位

設計中心與相關拍攝設備，以提供高品質之教學服務，並營造令人舒服自在的學

習環境，讓每個置身於此的人，都能感受到溫馨愉快的設計氛圍，在輕鬆舒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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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中學習，讓大家達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成效。 

 

五、重要時程 

特別提醒各位同學在未來的大學四年需要注意的一些相關活動與畢業門檻，

避免同學遺漏而耽誤畢業。 

 

大一(上) 

1. 青春護照: 需配合參加學校各種活動，並完成護照蓋章。 

2. 社團活動: 依照興趣選社團，於週四下午參與社團活動。 

3. 校運動會: 參與各項體能競賽，為系上爭取榮耀。 

4. 勞作教育 

大一(下) 

1. 青春護照: 需配合參加學校各種活動，並完成護照蓋章。 

2. 社團活動: 依照興趣選社團，於週四下午參與社團活動。 

3. 校園遊會: 班級設立攤位，進行各類販賣或遊戲活動。 

4. 勞作教育 

大二(上) 1. 校運動會: 參與各項體能競賽，為系上爭取榮耀。 

大二(下) 1. 校園遊會: 班級設立攤位，進行各類販賣或遊戲活動。 

大三(上) 
1. 專題分組: 學期初需提交專題分組名單及專題題目與內

容。 

大三(下) 1. 實習(選修):完成 160 小時之校外實習<不限大三下>。 

大四(上) 1. 完成畢業專題的製作。 

大四(下) 
1. 參加系上指定之校內外展覽。 

2. 完成系上 123 畢業門檻認定並辦離校手續。 

 

備註：本系 123 畢業門檻 

1. 一次獲獎 : 獲全國性設計相關比賽(含入圍)獎項。 

2. 二次參賽紀錄 : 累積兩次參賽紀錄，須截作品圖並提供參賽證明作為佐

證。需自行回報獲獎結果。 

3. 三張證照 : 語言證照、MOS 證照、專業證照各一張。 

六、系上成員 

我們提供多元文化的師資團隊，不僅指導軟體教學，也分享國際觀和工作

經驗讓同學學習無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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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專長 

系主任 陳金仁 
互動式系統、互動裝置、多媒體系統 

遊戲系統設計、智慧財產與專利實務 

系技士 黃偉筌 
系上行政事務、計算機組織運用 、電腦軟

體應用、電腦硬體裝修 

副教授 鄭永熏 
設計晢理、造形美學、文化創意產業 

劇本創作、研究方法與統計 

副教授 羅祖瓦 
2D 動畫設計、動畫分鏡腳本、動畫後製合

成 

助理教授 張在雄 動態攝影、媒體商業廣告、數位意象設計 

助理教授 

(行政老師) 
楊欣儒 

3D 電腦動畫、AE 後製剪輯、數位插畫、劇

本與分鏡創作、影像編輯、專題創作 

助理教授 賴瑞昌 
互動媒體科技、電腦軟體應用與程式設計、

電腦繪圖 、網頁設計 

助理教授 吳志宏 

遊戲程式設計、體感遊戲設計 

擴增實境應用、手機程式設計 

嵌入式系統應用、人工智慧應用 

助理教授 高軒然 
互動虛擬設計、網頁設計、影音剪輯設計 

多媒體動畫設計 

講師 歐禾萌 
造形表現、設計繪畫、商業設計、多媒體設

計、影像藝術、視覺藝術 

兼任講師 陳舒惠 繪畫、造形設計、裝置藝術、多媒體設計 

兼任講師 顏永杰 

視覺形象規劃、品牌策略規劃 EVENT 整合

規劃、行銷整合策略互動多媒體設計、策略

聯盟等 

兼任講師 劉大綱 品牌媒體、策略行銷、視覺動畫、廣告影音 

兼任講師 鄧文貞 2D 美學、插畫設計、設計繪畫 

兼任講師 蔡順仁 
美學與批評、媒體識讀、攝影、電影與錄像

研究、紀錄片影片拍攝、劇本寫作 

兼任講師 林端津 
CIS 規劃設計、文化創意產業專論、商業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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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見問題 

1. 選課相關 

(1) 我該如何選課 

A：選課分為預選以及正式選課，預選時先登入學生資訊系統，選自己想

修的課；到正式選課時，確認自己的課表，並再作加退選課程的動作。

請注意每學期有最低修課學分與最高修課學分上限。 

(2) 選修科目和必修科目有甚麼差別 

A：必修課程為大學四年中，學生皆須修習且獲得學分之科目，原則上只

要依照每學期課表規劃之必修科目選課，便可完成所有必修課程；選修

課程則可依個人興趣喜好選擇修課與否，但要注意畢業時必修學生與選

修學分合計須滿足 128 學分數。 

(3) 我對其他科系課程也有興趣，可以去選修嗎? 

A：當然可以，但是要注意跨院或跨部選課有最多承認 1/3 總選修學分之

限制，大約是 6 學分左右【同院同部(例如同為設計學院日間部)跨系選修

不受 1/3 學分之限制。】，其他多修它系的學分將不計入畢業學分(稱為興

趣選修)，同學應衡量自身的時間與興趣，做出最好的判斷。 

 

2. 教室編號 

(1) 編號 DM105 是甚麼意思? 

A：本系教室編號數字有三碼，第一碼代表樓層，第二、三碼則為順序編

號，原則上以右側教室(以身在走廊，面向操場方向為例)為起始編號，依

序往後編序。 

(2) 教學大樓的教室編號怎麼看? 

A：教學大樓建築與數媒系主建築相連，教室編號三碼根據樓層屬性而編，

例如教 210 代表教學大樓 2 樓 10 號教室。 

(3) 我的班級有集合地點嗎? 

A：各班皆配有專屬教室一間，作為班週會舉行地點，學生可查詢課表週

四的班週會教室為何。 

 

3. 相關借用 

(1) 如果我要借相關拍攝器材做作業，該怎麼進行借用程序 

A：請至 DM202 器材室(系辦旁邊)，向值班同學登記，器材室開放借、還

時間與借用規範依器材室公告為準。 

(2) 如果我要借用鑰匙或其他設備，該怎麼進行借用程序 

A：請攜帶證件至系辦公室，向系技士登記，相關規定依系辦公告為準。 

4. 請假規範 

(1) 請問該如何請假 

A：請假須填寫假單，事假必須事先向導師提出，病假可事後補單，但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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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病院收據，公假由同學填寫公假單後，請老師簽名確認再送出。 

(2) 假單要去哪裡索取 

A：可向導師索取假單，或是前往資料處理室(教學大樓一樓)索取空白假

單與公假單。 

(3) 假單填寫完畢後要送往哪個單位 

A：假單上根據請假天數不同，須不同單位確認，依序跑完流程後，將假

單交往資料處理室完成請假手續。 

(4) 有時候週末要補課，但假單上沒有周六的勾選項目，該如何填寫? 

A：在空白處補充手寫說明即可。 

(5) 如果因為未請假而被登記重大集會未到，會有甚麼懲處措施嗎? 

A：重大集會未到，依規定學校會公告愛校服務日期，並安排學生執行愛

校服務，如未確實執行愛校服務者，將會被記小過一支。 

 

5. 青春護照 

(1) 什麼是青春護照? 

A：新生於一年級時上下學期，學校都會發放一本青春護照給每位同學，

上面有幾大項目的目標須達成，例如參加學校活動、捐血、借書…等等，

以鼓勵新生多多參與學校事務，每完成一項活動即可蓋章，期末前須將

青春護照內的各項目章集滿，方可完成「青春護照」這門課程。 

(2) 青春護照遺失怎麼辦? 

A：學生應自行保護好青春護照，如果不幸遺失或損毀，可向課外活動指

導組申請補發，但不能補蓋活動章。 

(3) 青春護照這門課沒過的話會怎麼樣嗎? 

A：青春護照為校訂畢業門檻之一，大四畢業前須完成本門課程方可畢業! 

 

6. 機車要停哪邊? 

A: 本校圍牆外側設有機車停車場，詳見校園平面圖說明。 

7. 徵工讀生 

(1) 我想賺點外快，校內有什麼機會呢? 

A：學校各行政單位有時候會招募工讀生，或建國書坊、學生餐廳、校

內的全家便利商店…等等皆可洽詢。 

(2) 我想賺點外快，校外有什麼機會呢? 

A：可洽詢學長姐過去打工過的地訪，或詢問本系行政老師。 

8. 在校學習 

(1) 家裡沒有適合做作業的電腦，怎麼辦? 

A：本系 DM204 自習教室提供多台專業電腦，可供學生於課後練習，請

同學多加利用。 

(2) 自習電腦教室開放時間 



6 
 

A：學期與寒暑假開放時間為 8:10~17:00(夜間使用請跟系辦申請)，但如

遇教室上課或系館關閉時間就不開放；第一位借用自習電腦教室的同學

須到系辦借鑰匙，並押證件。 

(3) 如果我想借用手繪版，該怎麼辦 

A：請至系辦公室，向系技士登記借用，相關規定依系辦公告為準。 

 

9. 聯絡管道 

(1) 系主任：04 - 7111111 分機 2350 

(2) 系辦：04 - 7111111 分機 2351、2352 

 

10. 查詢相關資訊 

 

學生資訊系統 數媒系官網 學年行事曆 

  
 

 

常用資訊連結 

 

1. 建國科技大學首頁: http://www.ctu.edu.tw/bin/home.php 

2. 學生資訊系統: http://www.ctu.edu.tw/files/13-1000-10036.php 

3. 數媒系官方網站: https://www.dmdctu.com/ 

4. 教學部落格: http://lms.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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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期行事曆  

建國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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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