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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系（所）104學年度上學期自我評鑑主要以下列自我評鑑指標作為本系自評內容之基

準。 

1. 教育目標。 

2. 課程設計。 

3. 師資教學。 

4. 學習資源。 

5. 學習成效。 

6. 生涯追蹤 

7. 整體改善 

8. 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9. 上次評鑑外聘訪評委員建議事項執行成效 

 

基於提升本系之教學、服務、研究之能量，長期以來皆遵循上列發展指標發展，追求本

系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卓越。惟在發展過程，恐落於主觀或有見樹不見林之缺失，故擬藉

由自我評鑑，邀請國內知名專家學者，擔任評鑑委員，以提供相關之建議，並積極尋求改進，

以達成本系（所）訂定之二項評鑑成效指標：（1）藉由評鑑，強化本系（所）之特色、優點

及亟待檢討改進之處，使學系釐清自我條件，調整定位，並就評鑑結果進行改善措施，期以

強化系（所）體質。（2）使本系（所）自我評鑑工作能符合目前的教育評鑑潮流及趨勢，提

升評鑑效益，並期能獲致學校決策上，所能發展成較具優勢的系所之明確資訊，進而提升東

海大學整體校務發展與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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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本系繼 98 學年度辦理之教育部系所評鑑後，將於 104 學年度上學期（104 年 11 月 24 日）

再次規劃辦理系所自我評鑑。 

整個自評過程，係以教育部系所評鑑之評鑑機制為依歸，主要從四個向度評鑑本系所之

教學、研究、服務與行政之品質，其內容包括：(1)「做什麼？」，即系所設立之宗旨與目標

為何？(2)「如何做？」，即系所在課程設計、教師素質與教學、學生學習與評量、行政與管

理之實際作法為何？(3)「結果如何？」，即系所在教師專業表現與畢業生表現上符合設立宗

旨和目標的程度為何？(4)「如何改善？」，即系所在整體運作過程中，發現與宗旨和目標有

所偏離時，如何進行品質改善與改善之成效為何？，而此次辦理的第二週期系所自我評鑑主

要重點將放在「學生學習成效」上。 

本系完全依照本校規劃之時程，進行本次自我評鑑作業，相關評鑑資料分為（1）系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內容並包括本系 98 學年度教育部系所評鑑訪評委員建議事項與改進說明）；（2）

自我評鑑報告書附冊；以便於各評鑑委員，得以事先對於本系在自我評鑑之過程所做的努力，

有所初步的瞭解，並期於 104 年 11 月 24 日正式實地訪視時，能對本系提出針砭與建議。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本校秉承「求真、篤信、力行」校訓，座落於台中市西郊大肚山腰，占地 140 公頃，有

修竹茂林之盛，環境清幽的東海大學民國七十八年於中部地區率先成立唯一的工業設計系。

自創系以來，東海工設系基於全國全力發展工業設計之際，以培養更多的專業人才，故本系

所有師生，均以旺盛的企圖心，希望在學術上探索、研究，進而進入實踐、實作的領域；並

期許以設計為主幹，修持文化素養，時做本土省思，應用科技以創新生活，並寄望造就之學

生能獨樹一幟，在學生進入社會之後，能善用創造行為，融合台灣工業，走向世界舞臺。 

而近年來面對遽變的時代更迭，設計環境與其條件嚴苛的挑戰，拓展新的設計理念，實

為刻不容緩。因此，本系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分別於 88 學年度及 101 學年度成立，

以逐步落實高等設計教育理念。研究所以培育學生具有設計整合、應用及知識創新等能力為

目標，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積極進取、溝通協調、解決問題、創新能力之領導人才。期許學生

除了具有卓越的技術專業外，更具有符合當代產業及科技發展的宏觀，擁有均衡的知識判斷

和分析綜合能力，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要工業設計人才。 

本校自創校以來，即強調人文與藝術教育，更積極擴展設計領域之發展，自 96 學年度起，

本校以結合人文、工程、科技、資訊與藝術，拓展跨領域之教學與研究，規劃整合將藝術類

型之音樂、美術與設計類型之工業設計、建築、與景觀等五系，成立「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本系將延續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整體發展為依歸，融合新學院各系（所）之優越性、特殊性，

以及整合後，所激發產生的創新性、可行性，以強調跨領域學習與團隊創意合作，培養學生整

合設計、全方位思考的能力與目標，以達成本系（所）之畢業生，能成為產業界、社會優秀

之設計人才之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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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所）沿革表 

學年 大  事  紀 時間 

78  工業設計系成立 

 第 1 任系主任 王錦堂 院長委郭炳宏教師代理 

 本系師資陣容 張文炳教師、林幸蓉教師、郭炳宏教師 

78. 08. 01 

79  第 2 任系主任 陳進富 教師 

 成立設計中心 

 新聘師資 陳進富教師、 陳明石教師 

 王錦堂院長退休 

79. 08. 01 

 

79. 08. 01 

80. 07 .31 

80  第 3 任系主任 吳肇熙教師 

 新聘師資 吳肇熙教師、蔡凡航教師 

80. 08. 01 

80. 08. 01 

81  第 4 任系主任 鄭士昶 院長 

 新聘師資 林崇宏教師、陳建男教師 

 張文炳 教師退休 

 本系第一屆畢業生 

81. 08. 01 

81. 08. 01 

81. 07. 31 

82. 06. 

82  第 5 任系主任 何友鋒 教師 

 新聘師資何友鋒教師 

 成立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陳建男 教師離職 

82. 08. 01 

82. 08. 01 

83. 03. 18 

83. 07. 31 

83  增聘謝志成教師、吳銜容教師 

 何友鋒 教師代工學院院長 

83. 08. 01 

83.12. 

84  第 6 任系主任 謝志成 教師 

 選送 郭炳宏教師赴日本千葉大學，進修博士 

84. 09. 01 

84. 08 .01 

85  何友鋒 院長離職 85 .07. 31 

86  選送 陳明石教師赴日本千葉大學，進修博士 

 辦理 1998 全國設計高等教育研討會 

86. 08 .01 

87. 06. 20 

87  第 7 任系主任 吳銜容 教師 

 辦理工業設計實務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87. 08. 01 

88. 06. 05 

88  工業設計研究所成立 

 選送 林崇宏教師赴英國中英格蘭大學進修博士 

 辦理 2000 年 Universal Design 展望學術研討會 

 舉辦東海高中設計營 

88. 08. 01 

88. 08. 01 

89. 04. 22 

89. 07. 18~21 

89  辦理 2001 年色彩與設計學術研討會 

 工業設計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 

 吳銜容教師 離職 

90. 04. 28 

90. 06. 

90. 07. 31 

90  第 8 任系主任 陳明石 教師 90. 0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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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渡部紀綱教師 

 辦理 2002 年工業設計傳統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90. 08. 01 

91. 06. 18 

91  舉辦東海高中設計營 

 增聘 王中行教師 

91. 07. 19~22 

91. 08. 01 

92  承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標誌(LOGO)徵選活動 

 辦理 2003 年高齡化社會對工業設計的挑戰學術研討會 

93. 01~03 

93. 05. 01 

93  第 9 任系主任 林幸蓉 教師 

 承辦台中縣政府文化局『振興東勢鎮林業文化園區先驅計畫』活動 

 辦理 2004 年生活流行用品設計 － 創新家具設計國際研討會暨

工作營 

 辦理 93 學年度自我評鑑 

 辦理 2005 年生活流行用品設計 － 流行色彩與設計國際研討會

暨設計工作營 

 林崇宏 教師離職 

93. 08. 01 

93. 06. ~ 09. 

93. 09. 20~24 

 

 

94. 04. 25~29 

 

93. 07. 31 

94  辦理 2005 年生活流行用品設計 － 手機介面設計國際設計工作營 

 林幸蓉教師屆齡退休，第 10 任系主任由 王中行教師擔任 

 辦理 2006 生活流行用品設計 － 創新家具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設計工作營 

 辦理第 11 屆全國設計學術研討會 

 蔡凡航教師離職 

94. 12. 26~30 

95. 02. 01 

95. 05. 01~05 

 

95. 05. 27 

95. 07. 31 

95  渡部紀綱教師退休改聘客座副教授 

 增聘張祥唐、李俐慧、單承剛 三位教師 

 承辦教育部顧問室『精密機電人才培訓』期中成果發表、高峰會

議、主管會議。 

 辦理 2007 年創新家具設計國際設計工作營 

 辦理 2007 年創新家具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 

 參加第 26 屆全國新一代設計展 

95. 08. 01 

95. 08. 01 

95. 09. 03~04 

 

96. 05. 07~10 

96. 05. 12~13 

96. 05. 19 

96  辦理 96 年自我評鑑 

 辦理未來生活與人文設計國際研討會 

 單承剛 教師過逝 

 舉辦單承剛 教師 追思會 

 舉辦 2008 年「創新家具設計」國際設計工作營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參加 2008 年第 27 屆新一代設計展 

 張祥唐教師離職 

96. 10. 02 

96. 12. 05 

97.02.10 

97.04.26 

97. 05. 05 

97. 05. 15~18 

97. 0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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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舉辦 2008 Chiba U in THU Dsign Workshop 國際交流設計營 

 王中行 教師系主任任期屆滿，陳明石教師擔任第 11 任系主任 

 辦理嘉義縣紀念品創意設計競賽 

 辦理 97 學年度自我評鑑 

 參加 2009 年第 28 屆新一代設計展 

 辦理【THU+CHIBA U 設計工作營】in Tokyo Midtown 海外研習 

97. 11. 10~14 

98.02.01 

98.02.16~05.02 

98.03.02 

98.05.14~17 

98.06.28~07.07 

98  王中行教師升等為教授 

 辦理 98 學年度工設系所評鑑 

 新聘黃英修教師 

 辦理 2010 Chiba U in THU Design Workshop 國際交流設計營 

 參加 2010 年第 29 屆新一代設計展 

 參加「A+ 創意季」東海、聯合、雲科三校畢業設計聯合成果展 

 辦理「綠․食․文化」國際設計 Workshop 

 帶領學生參加 2010 THU in ChibaU Workshop 

 渡部紀綱老師離職 

98.08.01 

98.11.09~10 

99.02.01 

99.04.19~23 

99.05.21~24 

99.05.25~30 

99.05.24~28 

99.07.05~25 

99.07.31 

99  辦理感性學會學術研討會 

 大陸姐妹校華僑大學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專業楊學太副教授至本

系進行訪學 

 參加「2011 Ａ+創意季設計展」 

 參加 2011 年第 30 屆新一代設計展 

 辦理 2011 年校園共生環境產品設計 

99.10.23 

100.02.14 

 

100.05.13~16 

100.05.20~23 

100.05.23~27 

100  辦理 2011 新世代交叉設計工作營 

 辦理 Guest Lecture and Workshop Wim Marseille 

 參加 2011 年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東海大學 Workshop in Japan 

 辦理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東海大學×台灣藝術大學 台灣鹿港

意象調查研究設計工作營 

 陳明石 教師系主任任期屆滿，由王中行教師擔任第 12 任系主任 

 舉辦 2012「第一屆系友大會」 

 參加 2012 A+創意季設計展 

 參加 2012 年第 31 屆新一代設計展 

 參加泉州首屆創意產業節 

 黃英修教師離職 

100.10.17~20 

100.10.31 

100.11.05~13 

100.12.26~27 

 

101.02.01 

101.02.18 

101.05.10~15 

101.05.18~21 

101.06.16~21 

101.07.31 

101  碩士在職專班成立 

 新聘呂佳珍教師 

 辦理 2012 Chiba U in THU 國際交流設計營 

 新聘羅際鋐教師 

101.08.01 

101.08.01 

101.09.03~07 

10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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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南屯老街五感體驗數位設計國際工作營 

 參加 2013 年第 32 屆新一代設計展 

 陳明石教師獲 102 年度(第 51 屆)國科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

外短期研究 

 參加 2013 海峽南安「成功杯」工業設計創新大賽暨海峽兩岸大

學生設計工作坊 

102.05.06~10 

102.05.17~20 

102.06.15 

 

102.07.22~28 

 

102  辦理 2013 A Good Way Finding System For Greater Taichung 

 柯耀宗教師升等為副教授 

 參加 2014 Ａ+創意季設計展 

 參加 2014 年第 33 屆新一代設計展 

 參加“五洲杯”海峽兩岸大學生陶瓷工業設計大賽暨 2014 海峽兩

岸大學生設計工作坊 

102.11.11~15 

103.02.01 

103.05.02~11 

103.05.16~19 

103.07~08 

103  參加 2014 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 Workshop in Japan 

Midtown 

 辦理庫斯‧艾森設計速寫工作坊 

 王中行 教師系主任任期屆滿，由柯耀宗教師擔任第 13 任系主任 

 參加 2015 年第 34 屆新一代設計展 

103.08.30~09.10 

 

104.01.19~23 

104.02.01 

104.0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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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系所自評籌備的過程，包括： 

1. 準備與設計階段 ─ 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成立『籌備小組』、獲得學校的支持、擁有

適當水準的專門技術、適當的資源投入、凝聚系所全體的共識等。 

2. 組織階段 ─ 工作項目，包括：成立評鑑委員會、選擇與訓練評鑑人員、建立協調與

溝通機制、提供資料蒐集之管道等。 

3. 執行階段 ─ 工作小組之工作主題、工作小組之運作程序、蒐集事實資料與意見。 

4. 結果討論與撰寫等。 

5. 檢討與修正改進。 

另本校研發處為提供系所充分資訊辦理自我評鑑工作，更逐步建置『評鑑資訊系統』，

以有效提供所有評鑑資訊作業，日後將更能有效掌握整個評鑑的進行與成果的落實。其內容

包括：（1）移植教育部校務評鑑資訊系統中同質學校量化資訊，並提供計算、分析功能，俾

利各系所掌握本身於全國同質校系間之競爭力。（2）提供教育部系所評鑑及本校自我評鑑相

關資訊，如：評鑑時程、更新資料、問題討論等，使系所掌握評鑑最新動態。（3）提供評鑑

指標相關資訊，包括其意涵、最佳實務及建議準備之參考資料等，協助系所完整呈現系務資

訊。 

追求教學卓越計畫中，評鑑工作將是一項重要的落實指標，面對整個教育環境的快速變

遷與競爭，如何保有本系在工業設計領域的領先與獨特，則唯有不斷的自我精進，藉由本項

自評作業，預期將成效完成下列二項任務： 

1. 藉由評鑑，強化本系所之特色、優點及亟待檢討改進之處，使學系釐清自我條件，調

整定位，並有合理的時間就評鑑結果進行改善措施，強化系所體質。 

2. 使本系所自我評鑑工作能符合目前的教育評鑑潮流及趨勢，提升評鑑效益，並期能獲

致學校決策上發展成較具優勢的系所之明確資訊，進而提升東海大學整體校務發展與

經營績效。 

 

（一）系所自辦外部評鑑訪評籌備工作 

項目 工作內容 小組負責

人 小組工作人員 自我檢核重點 

一 接待評鑑委員相關事宜 王中行 

陳明石、郭炳宏 
謝志成、柯耀宗 
陳進富、李俐慧 
呂佳珍、羅際鋐 
解美英、李穎勳 
張詔陽 

1.至學校總接待處引領評鑑委員

至評鑑委員休息室，召開評鑑委

員預備會議（建議由教師擔任）。 
2.訪評過程「教學現場訪視」、「師

生晤談」與「休息用餐」相關場

地陪同引導。 

二 製作系所宣導海報 陳進富 解美英、李穎勳 
張詔陽 

1.系所整體規劃與發展之呈現。 
2.系所評鑑項目重點特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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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小組負責

人 小組工作人員 自我檢核重點 

三 製作評鑑委員訪視手冊 羅際鋐 

王中行、陳明石 
郭炳宏、謝志成 
柯耀宗、陳進富 
李俐慧、呂佳珍 
解美英、李穎勳 
張詔陽 

1.訪視時程表。 
2.蒞校貴賓一覽表。 
3.參與簡報人員一覽表。 
4.簡報會場座位配置圖。 
5.系所訪評抽點名單。 
6.東海大學簡圖。 
7.系所訪評空間配置圖。 

四 調度訪評所需空間 李俐慧 解美英、李穎勳 
張詔陽 

1.評鑑委員休息室。 
2.系所簡報及綜合座談場地（需陳

列書面資料供委員資料檢閱）。 
3.三至五個獨立之晤談場地（依訪

評委員人數擇定）。 

五 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因應

事宜 柯耀宗 

王中行、陳明石 
郭炳宏、謝志成 
陳進富、李俐慧 
呂佳珍、羅際鋐 
解美英、李穎勳 
張詔陽 

1.評鑑委員於訪評兩週前提出「待

釐清問題」，受評系所於訪評當日

簡報時回應。 
2.事先針對系所可能受到質疑之

弱項效標進行推演。 

六 雜項工作小組 呂佳珍 解美英、李穎勳 
張詔陽 

1.訂購便當。 
2.聯絡晤談師生。 
3.其他（請自訂）。 

 

（二）撰寫自我評鑑報告及準備佐證資料 

評鑑項目 參考效標 撰寫負

責人員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項目一、 
教育目標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

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王中行 
呂佳珍 
解美英 
李穎勳 
張詔陽 

＊確定教育目標與擬訂發展計畫之相關

資料 
＊訂定學生核心能力之相關文件 
＊師生瞭解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相關

資料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

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1-3 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

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

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

何？ 



8 

評鑑項目 參考效標 撰寫負

責人員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

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

展計畫之結果為何？（※適用

第一週期受評之系所與在職專

班） 

項目二、 
課程設計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

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

計之運作與結果為何? 
柯耀宗 
羅際鋐 
解美英 
李穎勳 
張詔陽 

＊課程規劃與設計等相關資料 
＊課程地圖建置與宣導之相關資料 
＊跨領域(輔系雙修與學分學程)等相關資

料 
＊課程委員會組成相關資料 
＊必選修課程學分之安排與各年級課程

相關科目之整合性 
＊各科目備有教學計畫與綱要 
＊實驗與實習課程之規劃與執行成效 
＊支援共同與通識教育或外系課程情況 
＊課程外審相關資料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2-2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

制為何? 

2-3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

為何? 

項目三、 
師資教學 

3-1 教師之數量、結構與學術專

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

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

形為何？ 

郭炳宏 
羅際鋐 
解美英 
李穎勳 
張詔陽 

＊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生師

比、師資結構、延攬傑出人才及國內優

秀教師等） 
＊六年內教師流動資料表 
＊教師之研究表現成果資料（如學術著作

資料、創作、展演等）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成果資料 
＊教師評鑑成果資料 
＊教師教學大綱 
＊教師自編講義或編製數位媒材（包含教

學輔助媒材）之成果 
＊教師依據核心能力進行學習評量之相

關資料 
＊教學評鑑結果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

相關資料 
＊教師實務教學成果之相關資料（在職專

班適用） 
＊新聘教師作業流程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相關資料 
＊教師開課辦法適合系、所發展之需求與

教師之專長 
＊教師、研究員之人數、學歷專長及正教

授所佔之百分比 
＊教師進修之審查辦法與執行成效 
＊教師參與系、所務工作情況與成效 
＊教師參與及支援院務及校務工作情況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

形為何？ 

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

及教學評量成效之情形為何？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

輔導之成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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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參考效標 撰寫負

責人員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項目四、 
學習資源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

何？ 

謝志成 
呂佳珍 
解美英 
李穎勳 
張詔陽 

＊行政人力資料 
＊學習資源之管理與維護相關資料或文

件 
＊年度專用經費資料 
＊學生專用活動與學習空間之相關資料 
＊教師晤談時間執行情形相關資料 
＊教師指導研究生人數及晤談相關資料 
＊獎助學金與學生工讀金資料 
＊輔導學生自治組織運作相關資料 
＊助教與職工人數 
＊助教與職工對系（科）所教學研究與服

務的支援 
＊學生人數及師生比例（大學與研究生分

開計算，僅考慮編制老師員額） 
＊圖書及期刊資源之質與量(請註明中英

文圖書總冊數及近 5 年所購置之冊數並

列舉期刊名稱) 
＊軟硬體設施資料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配置與改善之規

劃 
＊教學儀器設備每單位使用人數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理制度 
＊研究室、教室、實驗室及其他用途之空

間總量、分配及使用情形 
＊在教學研究之外，參與專業組織、社團

及社會服務情況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理

維護機制為何？ 

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為何？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

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

何？ 

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

之作法為何？  

項目五、 
學習成效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

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李俐慧 
羅際鋐 
解美英 
李穎勳 
張詔陽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表現成果資料 
＊碩、博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表現成果資

料 
＊辦理校外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與成效 
＊學生學習及參與研究之成效 
＊學生藉由系所專業課程滿足學習需

求，達成有效學習之目標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5-2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

表現為何？ 

5-3 碩、博士班學生之數量與品質

如何？ 

5-4 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

之情形為何？（※在職專班適

用） 

5-5 學生參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

活動之情形如何？（※在職專

班適用） 

5-6 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

求之情形為何？（※在職專班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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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參考效標 撰寫負

責人員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項目六、 
生涯追蹤 
 
(※3 年內

新設系所

班制依現

況呈現)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

之情形為何？ 

陳進富 
呂佳珍 
解美英 
李穎勳 
張詔陽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之相關資料 
＊畢業生升學與就業狀況之資料表 
＊畢業生證照種類及通過情形 
＊畢業生參加政府主辦或委辦考試通過

資料表 
＊本單位畢業生在社會上的評價 
＊本單位畢業生專業能力符合系所教育

目標之程度與符合就業情形之程度 
＊本單位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之表現 
＊本單位畢業生在校所學與畢業後就業

之關聯情形 
＊本單位建立聯繫管道，追蹤畢業生生涯

發展之情形 
＊本單位蒐集並參考畢業生與相關機構

或人員（例如雇主、社區、家長…）之

意見，做為系所持續品質改善之作法 
＊校友資本資料之建立情形 
＊職涯規劃活動之相關資料 
＊企業參訪與實習之相關資料 
＊系所蒐集與分析關係人意見之機制 
＊系所研擬之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

之機制 

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

機制之情形為何？ 

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

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

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

見之情形為何？ 

6-4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

業力情形為何? 

項目七、 
整體改善 

7-1 行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

改善之情形為何？ 

陳明石 
呂佳珍 
羅際鋐 
解美英 
李穎勳 
張詔陽 

＊系所將學生學習成效回饋機制之分析

資料，運用在系所教育品質改善之相關

資料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改善建議執行情形

之相關資料（第一週期已受評之系所與

在職專班） 
＊教學評鑑結果之運用方式與其對提昇

教學品質成效 
＊本單位發展是否配合社會之需求？有

無變更或與其他系、所、學位學程整合

之必要？ 
＊與上次評鑑結果比較之改進狀況 
＊對本單位極待改進之處是否已訂改進

計畫（內含遭遇的因難，需要校方協助

之事項，請附改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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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鑑項目 
 
一、教育目標 

（一）現況描述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1.本校教育宗旨與目標 

本校擁有高度的創造性與實驗性的開創精神(Pioneering spirit)，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在創

校典禮中說：「開創將是我們的格言」(Pioneering will be our watchword)。本校的校訓為求真、

篤信、力行。強調真理為體，信行為用，不但以追求真理為基本要務，而且更重視實踐的精

神。學校定位為人文與科技、教學與研究均衡發展的綜合性大學，教育理念包括「創造一個

能自由尋求真理的學術研究園地」；以服務教育為基本方式之一，不僅要注意學生將來在學術

上的發展，而且要顧及品德的陶冶，實施通才教育，重視教師專業成長與素質的提升；除培

訓教學助理熱心輔導學生生活與學習外，課程的設計亦納入校外學者專家、企業人士及校友

意見，更應顧及台灣社會的需要，不自限於象牙塔中。本校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如表 1-1-1。 

表 1-1-1 本校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校教育目標 全校性博雅學習核心能力 

東海大學基於「求真」、「篤信」、「力行」之校

訓，訂定五大教育目標，使本校學生具有： 

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2.人文素養 

3.服務關懷熱忱 

4.國際視野 

5.創新能力 

東海大學博雅學習七大核心能力： 

1.主動學習 

2.溝通、思辨與解決問題 

3.人文與美感 

4.尊重及關懷生命 

5.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 

6.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 

7.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 

 

2.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教育宗旨與目標 

本校創校以來，在人文藝術領域方面一直享有優異的學術聲譽。在以人文發展為主的傳

統中，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科技的發展，本院結合藝術與設計為發展導向之學系，強調以創意

為本、藝術為用的課程，除了在傳統學域和技術的領域上持續培養文化人口與專業人才外，

更能積極培育新世紀、新型態和新思維的專業人才，期望在趨勢領先、技術整合、領域融合、

穩健發展的「藍海策略」思維下，逐漸影響既有學術範疇，培育兼具科技、藝術知識與文化

素養的設計專才。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聚合同類系所之能量，成立創藝學程、創藝媒體中心以及延聘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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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產官學界傑出創意藝術專家，擔任本學院之駐校藝術家與創藝大師，皆提供學生多元的學

習管道，培育出能融合理論與實務，兼具科技、藝術知識與文化素養的設計專才。本系所屬

之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如表 1-1-2。 

表 1-1-2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學生基本素養  
1.以創意為基礎，培育兼具理

論與實務素養之人才   

2.強化「藝術與設計」教育面

向   

3.培育國際視野、社會關懷、

溝通表達能力   

1.藝術設計創新能力   

2.融合理論與實務   

3.具人文關懷、美學素

養與國際視野   
 

1.專業學識技能   

2.工作熱忱與創意   

3.前瞻國際視野並尊重多元文

化   

4.注重專業倫理與溝通協調   

5.終身學習  
 

3.本系教育宗旨與目標 

本系設立的宗旨在於「配合本校獨有之人文思維環境，培育學生具創造邏輯思考，並接

受濃郁的藝術、人文薰陶暨數位化工業設計作業流程訓練，使學生在多元化的教學內容中，

培養出獨特的專業素養」為基礎，同時配合學校發展計劃為輔；並以中部產業的特質作為教

學與服務的考量，積極培育國家社會與區域人才的養成。 

本系配合學校發展計畫，於 96 學年度開始，由原本隸屬於『工學院』，改為隸屬於『創

意設計暨藝術學院』，藉由同質性較高的工業設計、建築、景觀與美術、音樂等五系之整合，

更能朝向本系教育目標之設計五學力 ─ 『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學學力、辯證力』的

目標。本系的專業研究，除可保有工學、設計背景外，更可橫跨人文、藝術領域，以培養具

有創新整合能力『T 型』之工業設計人才。 

本系研究所的設立，係參酌國家文化建設與總體經濟發展需求，以及跨領域科技整合的

趨勢，以培養產業界亟需之高階工業設計人才為總培育目標。藉由透過工業設計研究所之教

育，以培養研究生獨立思考判斷能力，並以跨領域、多領域方式，融合科技、人文、管理、

資訊、人因與永續環境，於整個工業產品之設計、開發與研究，達成將東海特有之人文特色

與科技結合，推廣至產業界，提昇產業界在產品研發之能力。 

為因應未來產業發展趨勢與產業結構更迭的跨領域專業需求，民國 101 學年度開始招收

碩士在職專班，提供產業設計開發、相關部門經理人及管理階層一個學習管道，以培育具實

務經驗之業界學生，以期在工業設計、設計經營管理、數位與媒體設計等相關領域成為設計

創意、科技應用、創新及知識管理之佼佼者。 

綜合本系的教育核心目標、現有資源、東海大學卓越獨特的教育環境，再加上創意設計

暨藝術學院整合設計與藝術領域，更加突顯出本系擁有之特色條件，並據此擬定本系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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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與學生核心能力。本系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校

院教育目標關聯如表 1-1-3 ~ 1-1-5。 

表 1-1-3 大學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校院教育目標關聯 

大學部教育目標 學生核心能力  

1. 創意與創業思維之『創新設計人才』 

2. 理論與實務管理之『專業設計人才』 

3. 跨域與多元文化之『整合設計人才』 

4. 人文、永續與國際觀之『全方位設計人才』 

5. 學用合一與團隊合作之『研發設計人才』 

1. 設計思考之『創意力』 

2. 人文藝術之『美感力』 

3. 工程科技之『科學力』 

4. 自我學習與全球觀點之『學學力』 

5. 邏輯推理與實驗驗證之『辯證力』 

 

1. 創新設計人才：本系透過專題製作、鼓勵學生參加發明與設計競賽，並輔以創造力培育相

關課程，涵養學生創造力與實踐力。本校規定學生須選修相當數量的通識課程，使學生能

瞭解不同領域的知識，不同地區的文化，培養創意與創業思維。 

2. 專業設計人才：本系透過專題研究與製作、產品設計、設計研究方法、程序製造等課程培

育學生這方面能力，整合多元化的設計教育，讓學生對產品企畫、設計、製造到行銷的理

解，並能有效管理完整的設計流程。 

3. 整合設計人才：現代工業設計注重不同領域之間團隊合作，本系平時透過分組教學活動、

跨系合作、跨校交流、國際工作營、設計家族、競賽展演促成此能力之養成。 

4. 全方位設計人才：設計產業全球化與台灣自創品牌的發展，國際觀為工業設計學生基本的

能力，實踐係以英語進行國際溝通的能力，以及對於本地產業文化有瞭解。本系近年積極

改善學生英語學習的環境，並透過產學合作導入教學使學生與在地產業互動。 

5. 研發設計人才：產品設計以使用者為導向，其設計流程中牽涉到各種科技知識，如人因工

程、電腦輔助製造、機構學、設計工學、色彩計畫等。現代與未來產品趨於不同領域科技

整合之系統整合設計，工業設計師須要博雅的科技知識與科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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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碩士班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校院教育目標關聯 

碩士班教育目標 學生核心能力  
1. 以多元創意為基礎之核心教育，培養理論與實

務並重之設計專業人才。 
2. 培養正確設計倫理與跨領域溝通協調之專業態

度與能力。 
3. 培育具宏觀國際視野、人本關懷熱忱、邏輯分

析思維、系統整合規劃之高階設計人才。 

1. 具有文化、美學、科學、工程、資訊科技、社

會與環境關懷等知識之設計能力。 
2. 具備問題釐清、資訊分析、科技語文表達與書

寫之研究能力。 
3. 具備團隊合作、實踐專業倫理及整合多元族群

之相異文化的協調整合能力。 

 

表 1-1-5 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校院教育目標關聯 

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 學生核心能力 

1. 建立跨領域的資源與終身學習平台。 

2. 設計產業的創新管理高階人才。 

3. 跨產官學的資源平台。 

1. 產業環境創新的能力。 

2. 設計資訊化管理的能力。 

3. 跨領域知識與資源整合與價值創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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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檢討機制 

針對「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本系積極進行檢討，每年召開課程檢討會議，邀

請專家學者、系友、業界代表進行諮詢，以確保訂定之「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能

符合校、院目標及社會需求，已召開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會議參見表 1-1-5，系所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修訂歷程請參閱附件 1-1-1。 

表1-1-5 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會議清單 
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會議成員簡介 

100.12.23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課

程委員會議 
工設系館 
二樓會議室 

全系教職員 
校外代表：李傳房(雲科大教授)、 
許晉源(系友、其意設計負責人)、 
曾長逸(系友、華碩電腦資深經理) 

101.02.24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

程委員會議 
工設系館 
二樓會議室 專任教師 

102.11.12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

程委員會議 
工設系館 
二樓會議室 

全系教職員 
校外代表： 
黃少韋(系友、應宏公司 經理) 
鄭孟淙(系友、北科大 副教授) 
李俊宏(系友、成霖公司設計中心 經理) 

103.09.23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

務會議 
工設系館 
二樓會議室 全系教職員 

 

佐證資料： 

1. 附件 1-1-1 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修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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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面對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與競爭，本系不斷的自我反省與精進，透過各項會議的討論，

研擬系所未來發展方向及提升教育品質的各項策略與辦法，在系所發展趨勢與教學特色上，

說明如下： 

1.強化多元教學特色 

本系教師研究領域與專長多元，學生可經歷多元的教學方法。此外，教師善用各項資源

及教學多樣化，包含課堂講解、不同教學方法(小班制教學、一對一師徒式教學、合作式學習、

翻轉教室、問題導向課程等)、校外參訪、專題演講、國際交流、產學合作、系友經驗分享等，

藉由多元學習過程，促使學生更瞭解課程的意涵，開拓學習視野，增加實務經驗。同時能與

各領域專業人士分享潮流新知，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注入另一道新活力。 

除此之外，並積極安排國外學者講學活動，引進新觀點、新思潮。本系從 2004 年開始，

每年舉辦國際設計營，邀請國外專家學者進行為期一週的快速設計，以國際化的思維方式，

開啟學生不同的視野，提供國際化學習機會。本系教師期望藉由上述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專

業知識，啟發創造思考能力，拓展設計視野。 

2.積極參與國際交流 

本系目前與日本千葉大學締結姊妹校，每年兩校師生互訪、交流合作，並每年選派一位

研究生至日本千葉大學進行一年的短期研讀；103年12月與義大利University of Venice （IUAV）

簽訂交流協議，每年有 2 位教師、3 位學生交流的名額。除此之外，本系亦積極規劃與 IED 歐

洲設計學院杜林分校、日本千葉工業大學、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Singapore 南洋理工大

學、澳洲 Monash 大學進行參訪、工作營或研討會、異地教學、交換學生、雙聯學位之規劃；

未來也將嘗試尋找美國、歐洲可能之學校進行交流，提升國際化。本系已於 101 年與華僑大

學美術學院簽訂發展台閩工業設計對接、優勢互補的雙贏合作備忘錄，未來將強化與中國重

點大學、姊妹校的交流與合作，推展互訪。 

3.跨領域發展與學習 

近年來本系教師的研究方向已朝向高齡者（樂齡族）、通用設計、綠色創新設計等永續、

關懷研究議題。本系除與創藝學院各系在教學、研究上，發揮整合創意設計外（科技部整合

計畫–中台灣銀色健康照護及療癒社區發展之研究），並積極參與跨院之各種整合型發展計畫

（全校 GREEnS 發展計畫、工學院/數位創意學程及數位製造與創新研發案；企管系/產業‧

工藝‧新契機–再造原住民工藝價值培育計畫）。在教學方面，更結合工設、景觀、建築、企

管、工工、資工等系所師資，整合各系專業知識，藉由跨領域課程教學與創新，引領學生思

考辯證、設計整合的能力，提升學生學習與應用成效，擴展設計領域之發展。 

目前已開設跨領域的課程有「高齡生活智慧空間設計/工設、資工」、「高齡生活環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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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企管、工設」、「智慧型居家照護服務系統/資工、工設」，以高齡者為主要探討主題，藉

由不同領域師生相互交流，激發各種不同討論與想像空間。未來將持續整合各院系之資源，

藉著各系教師的共同教學互動，激發學生更豐富的學習成效。 

4.產學接軌與學用合一 

本系也密切注意產業動態，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強化與實務設計接軌的能力，並開設企

業實習課程，鼓勵學生利用暑期時間投入實務工作環境，有系統的運用設計知識與技能於職

場實習工作中，以體驗知識與行動之整合。同時，鼓勵學生在職場實習過程中，澄清與確認

自己在設計專業之價值觀念，培養團隊人際關係及敬業精神。並發掘個人設計專業領域之興

趣與取向，以強化領域學習之深度，奠定未來就業或升學之基礎。 

本系與企業接軌，為未來產學合作重要模式，有三大作法，第一，升學接力、就業接軌，

主要安排企業進入學校課堂參與設計及設計評鑑，學生在學時即能與企業合作、溝通，了解

企業思想及願景，縮小思維上的落差，形成無縫接軌。第二、雙方投入經營，以學校產學合

約方式，如同企業間的關係進行合作，讓學生體驗真正的設計師生工作生涯，形成最佳合作

模式。第三、優質教學、產學鏈結，透過業界實習幫助，畢業生表現績優。Cheers 雜誌於 2015

年分析調查本校畢業生入圍前 20 名企業家的最愛，私校排名第 7。

(http://topic.cheers.com.tw/issue/2015/college/home/check.aspx)。 

本系另設立有職涯導師，除學期中舉辦職涯演講外，並辦理學生暑假赴國內各企業實習。

101 學年度起，並開辦赴大陸地區跨域實習，由職涯導師帶隊前往福建泉州、晉江相關企業

實習，以提早瞭解企業發展與文化，返回後，復於課程進行報告，交換心得，以確實達成企

業接軌與未來之職涯規劃。 

綜合上述發展方向與特色，本系以多元創意為教育之核心基礎，理論與實務並重，教師

積極參與跨領域的研究計畫與教學，帶動創新整合設計與研究能量。並注重與產業接軌，開

設企業實習、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增強學生實務學習經驗。定期舉行國際設計營、邀請設計

大師演講，培養學生宏觀國際視野。並配合東海獨樹一幟的人文環境氣息，導入永續設計理

念，期許培養學生為具人文關懷、思考辯證、學用合一之設計人才。是故，系所之發展方向

與特色充分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http://topic.cheers.com.tw/issue/2015/college/home/chec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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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東海大學以綠色博雅為自我定位，藉由個體化的教導、住宿學習、熟絡親近、小班教學

環境等方式建置一個特殊且全方位學習，培育學生人格導向的〈安身立命〉與〈修身養性〉

之學，成為知識上的自由之人，強化通才教育在生活上的實踐也是一種教養的培養。。博雅

教育的精髓涵蓋著正確方向、價值觀、信念，和不可或缺的師生關係。換言之，博雅教育強

調由師的「教」入手，培養學生自發性的「育」為依歸。將「博雅」和抱持「綠色環保」的

態度相互結合，稱之為「綠色博雅」。綠色博雅教育則反應了對未來的環境希望永續發展的一

種態度，旨在培養跨領域的永續創新人才。博雅學習，包含欣賞人文藝術的能力、中道的價

值觀、關懷服務的熱忱、尊重生命的態度、人際互動技巧、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的素養。 

本系設立的宗旨為「配合本校獨有之人文思維環境，培育學生具創造邏輯思考，並接受

濃郁的藝術、人文薰陶暨數位化工業設計作業流程訓練，使學生在多元化的教學內容中，培

養出獨特的專業素養」為依歸，以達成訓練本系之畢業生在工業設計專業能力目標上，使畢

業生具備以下之特色與能力：（1）具『心、手、腦』合一，能學以致用，並具多元化的獨立

思考、創新能力與環境永續關懷。（2）具最新數位化設計作業流程訓練與智能，並具國際宏

觀視野之全方位設計方向。（3）以培養學生具有『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學學力、辯證

力』等設計五力為目標。『創意力』係指設計思考之創意能力；『美感力』人文藝術之審美

能力；『科學力』係為工程科技之科學與技術能力；『學學力』係自我學習與全球觀點結合

的學習能力；『辯證力』係對於事實的邏輯推理與實驗驗證之研究能力。 

所以在教學方向上，除了專業技能的訓練外，課題也帶入人文、永續創新等議題，藉由

多元的思考面向，導引學生正視社會關懷。老師也積極參與各項跨領域課程，藉由知識整合，

培養學生跨領域創新的思維，思考辯證，養成自主學習與分享的態度和習慣，進而發掘自我。

所以本系的教育目標，已充分涵蓋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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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東海大學秉持豐富的人文與藝術特色廣為人知，本系對於教育目標的認知清晰，除了持

續東海一貫的教育理念以外，在教育的廣域之中積極發展自我的定位與特色，以期更強化本

系之教育目標。 

本系教育目標係由全體教師根據系所定位及發展方向共同擬訂，並經由系務會議討論通

過。本系致力於協助全體師生認知本系之教育目標，因此藉由系務會議、課程會議、新生座

談會、授課教師課堂說明、系學會活動等各種管道進行宣導，期望藉由討論、溝通，凝聚全

體師生之共識，實際執行、宣導方式說明如下： 

1.系務行政執行方式 

系上各項活動、教學與研究之事宜，均透過系務會議，讓全體教職員共同參與，表達意

見、檢討改進；與學生相關之議題，則邀請學生代表與會，讓學生充份表達意見，達成溝通

協調之目的。 

2.教育目標宣導方式（宣導活動如表 1-4-1） 

(1)大學部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學校與系上，每學年初舉辦新生暨家長日，讓新生與家長，

均能對學校、系上之教育目標與活動，能有所瞭解與認同，並且幫助新生能迅速掌握學

習方向。 

(2)研究所新生座談會：每年錄取放榜後，舉辦研究所新生說明會，除介紹本所之師資、設

備與研究方向外，並傳達系所之特色、定位與未來發展願景。並藉由學長姊座談討論，

讓每位新進研究生，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選定指導教授，進行研究學習。 

(3)新生活動：大學入門課程 

以創新、活潑、整合、成長為理念，『大學入門』課程透過一系列的活動、課程或演講讓

大一新生了解本校、本系辦學精神、核心價值，並與系所近距離接觸，由系主任講解系

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充分認識系所資訊與課程。藉由團體活動與分組，擴展人

際資源與廣度，使大一新生能更快速的融入大學生活，進而積極規劃未來之大學生涯。 

(4)在校生宣導：除了授課教師與班級導師之宣導外，並藉由參與系大會及各種學生活動，

廣泛宣傳學系教育目標，並聆聽學生意見，與學生充分溝通，凝聚共識，以利未來教學

與教育目標之執行。並於學期末進行課程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之學生學習成效自我

檢核，以作為老師教學改進參考。 

(5)透過學校及系所網頁，宣導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並於課程地圖網站中建置系上課

程與核心能力對應資料，期使學生能充分了解與掌握各項資訊。（附件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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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100~103學年度系所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會議(或活動) 

日期 會議(或活動)名稱 地點 參與成員 

100.08.20 新生暨家長歡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大一新生暨家長 

100.09.06～09 大學入門課程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大一新生 

101.06.06 碩士班新生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碩士班新生 

101.09.11~14 大學入門課程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大一新生 

101.09.18 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入學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新生 

102.04.13 大學個人申請甄選入學考試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考生暨家長 

102.05.30 碩士班新生入學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碩士班新生 

102.05.30 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入學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新生 

102.09.03~06 大學入門課程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大一新生 

103.04.12 大學申請入學家長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考生暨家長 

103.04.25 碩士班新生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碩士班新生 

103.06.03 碩士在職專班新生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新生 

103.09.16~19 大學入門課程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大一新生 

103.09.19 2014 大學入門-學系家長日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新生家長 

104.04.11 大學個人申請甄選入學考試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考生暨家長 

104.06.08 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入學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新生 

104.06.10 碩士班新生入學說明會 工設系館 學系教師、碩士班新生 

  本系亦進行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認同度調查，瞭解在學學生的認同度和意見，大學部回

收158份、碩士班回收41份、碩士在職專班回收16份，認同度之調查結果如下。 

圖 1-4-1 大學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認同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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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認同度調查 

圖 1-4-3 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認同度調查 

整體而言，大部分學生認同本系的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顯示學生對本系之教學課

程、基本態度和觀念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對於部分感到不認同的同學，則是本系未來繼續加

強和改善之處。 

 

佐證資料： 

1. 附件 1-4-1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系所、學校網頁宣導機制 

2. 附件 1-4-2 大學部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認同度調查 

3. 附件 1-4-3 碩士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認同度調查 

4. 附件 1-4-4 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認同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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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適用

第一週期受評之系所與在職專班） 

針對第一週期評鑑結果與建議，本系召開各項會議，持續進行檢討，研擬系所未來發展

方向及提升教育品質的各項策略與辦法，期望能強化教學品質、提增學生學習成效。表 1-5-1

為本系自第一週期評鑑以來，系所相關發展、檢討會議清單，相關會議紀錄請參見附件 1-5-1。 

表 1-5-1 系所相關發展檢討會議清單 
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成員簡介 

99.01.05 
9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七次系務會議（如何提昇本系競爭

力、如何與國外合作發展國際關係辦法） 
全系教職員 

99.04.13 
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何提升工設系競爭

力簡報） 
全系教職員、教務長 

99.05.18 
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七次系務會議（課程檢討、制定學

士班學生畢業門檻） 
全系教職員、學生代表 

99.11.25 
99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課程規劃

檢討） 

陳明石、郭炳宏、陳進富、謝

志成、柯耀宗 

吳豐光(成大工設系教授) 

謝榮雅(大可意念傳達設計總監) 

張珈偉(玩點互動公司負責人) 

99.09.30 
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本系教育目標

及學生核心能力） 
專任教師 

99.12.21 
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修訂

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啟動GREEnS計畫討論） 
全系教職員 

100.04.19 
9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企業實習實行

辦法） 
全系教職員 

100.05.17 
9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成立系友會、與日

本千葉大學簽訂雙聯學位事宜） 
全系教職員、學生代表 

100.06.30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建立」諮詢會議記錄 

陳進富、柯耀宗 

李皆欣(人本藝術設計負責人) 
古吉田(三十創意設計總監) 
林淨暘(成霖公司設計中心) 
何婷芬(成霖公司設計中心) 

100.09.20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課程委員會

組織章程、討論本系與日本千葉大學「合作辦理雙聯學

制授予學位協議書」草案、訂定本系101學年度碩士在

職專班必修科目及畢業辦法） 

全系教職員 

100.10.04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訂定碩士在職專

班課程、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則） 
全系教職員 

100.12.23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課程委員會（檢討「大學部、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全系教職員 
校外代表：李傳房、許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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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9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分析報告」、「大學部新

課程規劃」） 
曾長逸 
學生代表：吳浩平 

101.02.24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訂定系所教育

目標與院、校之關連表、畢業門檻與核心能力檢核表） 
專任教師 

101.03.26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大學部

必修科目） 
專任教師 

101.06.05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次系務會議（擬訂教學品質保

證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全系教職員 

101.09.18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GREENs發展計

畫、改選各項工作委員會委員） 
全系教職員 

101.09.27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建立」諮詢會議 

陳進富老師 
業界代表三位： 
古吉田(第六屆/三十創意設計

總監) 
林淨暘(第九屆/成霖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設計中心) 
何婷芬(第十屆/成霖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設計中心) 

101.10.16 

101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99-100年度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校外委員意見及學院系回應具體改

善辦法） 
專任教師 

101.11.27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本系12門課程外

審委員審查意見檢討、東海大學校務發展計畫5項發展

目標） 

全系教職員 

102.01.08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課程檢討與方

式、提送3項系所發展方案） 
全系教職員 

102.03.05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課程檢討） 全系教職員 

102.04.09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生座談會議（系所招生

及課程等討論） 

本系教職員、研究生15位 
研究生名單：黃泊鑫、劉鴻諺、

陳家芮、施奕竹、鍾旭耕、黃

昶睿、鄭威議、李宜宣、賴昱

儒、陳詩盛、李允平、張淵然、

沈宇哲、陳長韋、陳盈瑋 

102.04.10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大學部座談會議（系所招生

及課程等討論） 

本系教職員、大學部代表9位 
大一/廖耕佑、吳承恩；大二/
卓少凱、劉家妤；大三/黃庭

軒、朱品學、詹宏祿；大四/
魏汎秦、吳浩平 

102.04.23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檢討系所招生；

檢討大學部、研究生座談會建議事項） 
全系教職員 

102.10.22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亮點計畫、本系

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委員審查意見檢討） 
全系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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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12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本系大

學部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訂定本系「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委員會設置辦法」、本系整體課程就業力檢討、

「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委員審查意見檢討） 

全系教職員 
產學代表： 
黃少韋(設計師) 
鄭孟淙(北科大工設系助理教授) 
李俊宏(成霖企業設計中心經理) 

103.05.27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國際交流、擬訂

自辦外部評鑑之「評鑑效標」） 
全系教職員 

103.09.23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修訂本系大學部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教育目標與

學校(院)教育目標關聯表、學生核心能力與學系教育目

標之對應及畢業門檻與核心能力檢核表。 

全系教職員 

103.12.23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本系與義大利 IUAV 簽訂 MOU、校方具體回應學生

反應意見、擬訂本系英文能力畢業門檻標準） 
全系教職員 

104.03.12 
「學生學習成效檢討及改善」會議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檢討及改善建議） 

柯耀宗主任、李俐慧老師、羅

際鋐老師、呂佳珍老師 

104.03.19 課程討論會議（檢討系所課程） 
柯耀宗主任、李俐慧老師、羅

際鋐老師、呂佳珍老師 

104.3.26 課程討論會議(大四畢業辦法修訂) 
柯耀宗主任、李俐慧老師、羅

際鋐老師、呂佳珍老師 

104.4.29 課程討論會議(大四畢業辦法修訂) 
柯耀宗主任、李俐慧老師、羅

際鋐老師、呂佳珍老師 

104.6.10 課程討論會議(大四畢業辦法修訂) 
柯耀宗主任、李俐慧老師、羅

際鋐老師、呂佳珍老師 

104.7.04 課程討論會議(大四畢業專題設計實施方式) 

柯耀宗主任、李俐慧老師、陳

明石老師、謝志成老師、莊育

昇老師、葉文凱老師、黃少韋

老師、何婷芬老師 
學生代表 : 莊逸甯、黃心郁 

本系綜合各項會議檢討後，擬定五大發展方向，包含：建立系所獨立特色、專業課程養

成、專業教師團隊、國際化接軌平台、產業接軌平台。發展計畫與執行成果如下：  

1.建立系所獨立特色 

(1)系所特殊活動與成效 

本系擁有多項特色活動，具體活動如下：4 名教師聯合合作授課、國際設計工作營、產

學合作學習、碩士與學士整合交流、暑假高中生工設營、新生大學入門、聖誕節校園裝

飾活動、每年年底工設週、全系設計鐵人競賽、及期末設計成果展。除了課堂學習外，

並經由活動的方式，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效，更培養學生策劃、佈展、團隊合作、溝通協

調的能力，提供多元學習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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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師關懷 

大學部每年招收 35 位新生，為小班制教學，師生關係密切、互動佳。每一年級設有導

師一位，除了日常生活接觸外，並以臉書的網絡做為輔助工具，瞭解學生學業狀況、生

活動態及啟發專長潛能。必要時並實施課外輔導，因才施教，鼓勵學生課業更加精進。 

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方面，導師由指導老師擔任，定期開會，關係密切。本系設有

研究生教室，每位碩士班學生均有專屬的座位，學生間互動佳、討論風氣良好。由於師

生每日都在系館，互動密切，全體師生感情融洽。 

2.專業課程養成 

(1)總學分數調整：降低必修、增加選修為專業課程的趨勢，101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

必修已經降低為 84 學分數，選修學分數增為 44，畢業學分數維持 128 學分。 

102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新生，畢業學分由 40 學分調整為 34 學分，包括 13 學分必修課程

(含論文 6 學分)、21 學分選修課程。 

碩士在職專班 101 學年度招收第一屆，畢業學分為 34 學分，包括 10 學分必修課程(含

論文 6 學分)、24 學分選修課程。 

(2)增加設計跨領域選修課程：為滿足學生多元學習需求，本系強化支援工學院『數位創新

學位學程』、管理學院『三創學程』、『高齡化社會與產業學程』，藉由跨科系設計課程，

可跨管院、工院或社科院，讓學生能以不同思維與團隊方式進行學習。 

(3)加強課程成果展示：課程邀請業界設計師演講或作品講評，每學期課程結束時，鼓勵舉

辦成果展。積極爭取各項經費，舉辦設計工作營、演講及企業參訪，鼓勵學生參加國際

設計大賽，競賽作品邀集設計大師指導。本系103年大學部課程「前瞻性概念產品開發」、

「互動式體力激盪」、碩士班課程「進階設計」參加紅點國際競賽，共 30 件入圍，最後

2 件獲獎，其中一件更獲得 Best of the Best 的殊榮，成果豐碩。 

3.專業教師團隊 

本系所分成「設計整合與製造」與「人本設計」兩大研究領域，教師間相互合作，近

年來研究方向已朝向高齡者（樂齡族）、通用設計、綠色創新設計等方向進行。自 101 學年

度起，本系教師更是積極投入校訂發展計畫「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Glob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GREEnS）研究，除了本系教師整合外，

也期望能結合工設、景觀、建築、餐旅、企管、資管系所等師資，跨領域學習與團隊創意

合作，期望能帶動體驗設計與研究能量，將研究、教學和實務結合，配合環境人文氣息與

思考辯證，營造東海獨樹一幟的風格，更積極擴展設計領域之發展。 

在教學上，善用研究累積之能量，活化課題設計，除了專業知識外，並導入跨領域相

關知能，培養學生多面向的思考方式，積極鼓勵同學多觀察周遭之事務，並體驗多元化的

生活型式，以培養對生活的觀察，並提升其創造力。此外，提供良好的學習氛圍，引導學

生的學習熱忱，激發學生設計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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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師也積極爭取本校教學亮點計畫、設備改善計畫及產學合作案，強化設計教

育在產業的深化，建構學用合一的具體實踐。 

4.國際化接軌平台： 

本系注重交流活動，除了邀請各領域名人演講外，並持續推動跨系、跨院、跨校研究

計畫與合作。國際交流方面，每年舉辦國際設計工作營，邀請國外設計大師指導，拓展學

生國際視野；與日本千葉大學締結姊妹校，每年雙方互訪、交流合作，並自 98 學年度起，

每年皆有一位研究生至日本千葉大學進行一年的短期交換，增加學生國際學習機會；104

年 2 月與義大利威尼斯大學(University of Venice ; IUAV）正式簽訂交流協議，每年有 2 位

教師、3 位交換生的名額，104 年 9 月與日本千葉工業大學(Chib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IT) 

正式簽訂交流協議，每年有 3 位交換生的名額，未來更將積極尋找澳洲、美國、歐洲可能

之交換生及雙聯學位簽訂，以提升系所國際化。並強化與中國重點大學、姊妹校的交流與

合作，推展互訪。 

 

5.產業接軌平台： 

本系設有職涯導師，辦理各項職涯講座與企業參訪，並積極帶領學生赴海外參與展覽、

工作坊與異地企業實習。101 年前往泉州參加文化創意產業展覽，並榮獲金獎；102 年帶領

學生赴中國晉江參展、設計工作坊及在輝煌水暖集團實習；103 年帶領學生參加“五洲杯”

海峽兩岸大學生陶瓷工業設計大賽暨 2014 海峽兩岸大學生設計工作坊，並在迪特工業設計

中心實習；104 年帶領學生參加設計工作坊，並提供迪特工業設計中心、鴻海鄭州廠實習

機會，學習成效佳。 

開設企業實習課程，鼓勵學生利用暑假期間投入實務工作環境，有系統運用在校習得

之設計知識與技巧於職場實習工作之中，以體驗知識與行動之整合。並發掘個人設計專業

領域之興趣與取向，以強化領域學習之深度，奠定未來就業或升學之基礎。 

除企業實習外，並於大二、大三設計課程融入產學合作相關設計議題，加強實務學習

之機會，大四專題則為強化與實務設計接軌之橋接課程，讓學生更加瞭解實務界之需求，

增進競爭力。在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方面，則由指導教授帶領研究生進行研究計畫案或

產學合作，實際參與實務規劃及商品化的過程，培養整合規劃、跨領域溝通協調之專業態

度與能力。 

 

佐證資料： 

1. 附件 1-5-1 系所發展計畫相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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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整體性作法 

本系所培育目標明確，定位適切。大學部教育目標以培養學生基礎知識及專業設計

能力；研究所則以提昇設計領域專業知識，作為本系大學教育改善與提升之指南。 

本系實踐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的整體性作法如下： 

(1)跨領域專業教師團隊 

本系設計課之教師採 4 名教師合作授課，交流不同想法一同授課與相互合作，同

時也與外系、外校教師交流合作展覽，達成跨領域發展學習。鼓勵教師參與跨系、

院、校際之研究、論文發表與產業服務，並將學術研究落實產業合作與計畫為最

終目標，初步已達成既定目標。 

(2)多元整合之設計工作營 

每年多次舉辦設計工作營，包含國內外專業老師或系上已畢業工作之學長姐帶領

學弟妹之設計工作營，除了跨界思考更垂直整合學長姐與學弟妹之交流，提升學

生專業知識與拓展設計視野。 

(3)產學合作學習 

教師個人或課程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學習，讓學生了解產業現況、增加實務經驗、

學以致用，達成學士班企業接軌與碩士班高階領導之專業人才。系上已經與中部

地區各產業，建立優良之合作模式，協助產業進行設計研發，並締造佳績。 

(4)碩士與學士資源交流整合 

整合碩士與學士交互資源，協助學生設計作品轉為產業實務，結合課程與育成中

心協助學生創業。 

(5)系上展覽推廣 

系上教師協助不同學制班在學期中與學期結束前各有不同的活動與展覽，包含校

內成果展覽及校外參展。 

(6)多元課程規劃 

對於本系學生所需之核心能力，教師間充分溝通，整理改善建議，據以規劃與設

計本系課程。 

 

2.各班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A.本系學士班實踐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的作法： 

(1)創意與創業思維：培養學生創意設計思考，開設設計創業課程，同時鼔勵學生參

與創業計畫或創業課程，運用設計思考能力投入創業的經營模式思考，配合學校

育成中心，拓展學生思考視野與創業的可能性。 

(2)理論與實務管理：注重產學合作與企業實習，協助學生在真的實務問題中進行問

題解決，並充份理解實務工作的內容與運作，從企業領域與教師協助學習設計專

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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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領域與多元文化整合：鼓勵學生參與不同領域國家與文化之設計比賽，提升設

計多元文化整合，在不同的設計目標中，由教師協助接觸科技技術概念與材料應

用，達成整合設計之目標。 

(4)人文、永續與國際觀：積極與國際接軌，舉辦設計工作營與表現技法工作營，邀

請國外設計大師進行專題研討，提升本系知名度之外，讓學生與國外教師交流。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學習環境與人的互動思維，能從更多元的人文要素與國際觀

角度思考。未來更與威尼斯大學進行國際交換學生，讓學生親身體驗不同文化環

境與提升設計視野。 

(5)學用合一與團隊合作：舉辦系友學長學姐回校教學與演講，並舉辧學長學姐帶領

學弟妹之設計工作營，讓大一到大四學生能垂直整合思想與交流，強調設計實作

傳承之精神。 

 

B.本系碩士班實踐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的作法： 

(1)整合理論與實務並重之設計專業人才，培養學生問題釐清、資訊分析、科技語文

表達與書寫之研究能力。 

(2)以團隊合作、實踐專業倫理及整合多元族群之相異文化的研究議題，培養正確設

計倫理與跨領域溝通協調之專業態度與能力。 

(3)課程多元包含文化、美學、科學、工程、資訊科技、社會與環境關懷等知識，培

育具宏觀國際視野、人本關懷熱忱、邏輯分析思維、系統整合規劃之高階設計人

才。 

 

C.本系碩士在職班實踐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的作法： 

(1)以跨領域的資源與終身學習平台理念，建立產業環境創新的能力。 

(2)重視設計資訊化管理的能力，培育設計產業的創新管理高階人才。 

(3)借重學生不同領域專長與整合資源與合作，創造跨領域知識與資源整合、價值創

造的能力以及跨產官學的資源平台。 

 

（三）問題與困難 
1.整體性作法 

本系目前在特色與目標的發展上，遭遇以下的與困難： 

(1)少子化問題導致碩士班人數逐年遞減，本校系擁有良好與完善之教育特色與目標，

然而面臨少子化與私立大學學費高昂之問題，碩士學生逐年遞減，使得教師在發

展校系特色與目標會受到學生人數的限制。 

(2)學生素質受到社會不良價值觀與家庭少子化過於保護之現象，想法與執行力距離

差距較遠。 

(3)業界實務經驗的兼任師資聘任困難，本校為教學與研究型併重大學發展，在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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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聘任，仍需注重博士學歷與研究成果作為評估的標準，兼任教師也因為有其

他工作時間衝突，造成兼任實務師資的聘任困難。 

(4)師資不足，本系專業團隊教師共 9 位，為達成教育目標與發展特色，各個身兼重

任，包含拓展多項系務發展重任及研究教學服務輔導重任，授課鐘點超標，導致

師教身心俱疲，有待充實教師資源。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學士班、碩士班與碩士在職班學生背景多元，學士班來自陸生、僑生、外藉生的

部分，學生素質與文化差異大。 

(2)研究所部分的方向與規劃，對於招收非設計本科系之跨領域學生，為發展趨勢，

本科生的減少，相對弱化設計實質能力。 

(3)研究生不足，將降低教師研究與成果的展現。 

(4)碩士在職班學生有一半為非設計師成員，領域差異太大整合困難。 

(5)社會價值觀與家庭教育導致學生趨向利益目標，只想得到利益卻不願下苦工學習

的想法，只問權利不盡義務。 

(6)學生難以克服對手繪學習之恐懼感，導致電腦繪圖優，而表現技法弱。 

 

（四）改善策略 
1.整體性作法 

(1)活絡設計學術活動，擴大策略聯盟與合作，讓資源作最大之發揮。 

(2)加強系、院、校之交流互動，擴大與各級學校之互動與合作。 

(3)兼任教師的聘用，宜更積極爭取學有專長之實務界人才，適時引進以激發教學的

能量並預期可以縮短理論與實務的落差。 

(4)跨領域之課程仍需加強，基礎工程課程，不宜弱化，另更應積極發展，建立本系

之特色學程與重點方向。 

(5)強化師資員額，仍以學士班發展為優先，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的發展，受限於

大環境的影響，可積極在跨域學生，以及產學合作方面，尋找學生來源。 

(6)教師積極邀請與爭取兼任教師聘任及專案教師機制。 

(7)改善招生方式與增加彈性，每學制各增加開放面試的時間與彈性地點。 

(8)透過本系學生學習效果之評量機制，修正課程架構結合博雅教育，導正學生不良

價值觀以及鼓勵學生培養獨力自主性。  

(9)強化本系學會功能，督導系學會執行各項學生學習活動，強化學生的讀書風氣及

設計之專業知識水準。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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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課程架構因應多元背景之學生以提升學生學習。 

(2)課程結合博雅學習，應增加學習態度、服務關懷熱忱、設計倫理等概念的灌輸，

以提升學生的素質。 

(3)培養課後繪圖習慣與課程結合，組織課後研習營，提升學生手繪與模型能力。 

 

（五）項目一之總結 
本系之設立宗旨、教學目標及發展與校（院）務發展計畫目標相符，未來在教學

目標上將持續推動專業及跨領域知能、人文素養、服務關懷、國際視野及創新能力，

透過自我改善機制繼續強化各項機能，整體而言： 

(1)本系設立宗旨明確，系所定位適切，教育目標確實可行，與校（院）務發展目標

符合。 

(2)系所具備特色同時系所行政充份配合培育教育目標。 

(3)本系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各個委員會，對系務工作的運作與改善，多有助益。 

(4)本系在明確教育目標的引導下，培養學生多元興趣。 

(5)本系之教育目標落實，鼓勵教師研究與教學察覺與反思，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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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為何？ 

本系所規劃之課程架構理念，在於落實本校與本系所之教育目標，課程規劃均由所有專

任教師參考工業設計領域之發展趨勢、市場與社會需求完成。系所課程架構，以達成提供完

整之工業科技整合訓練，並結合環境、人文在產品開發上考量，為產業界培育工業設計人才

為目標。 

本系並配合本校獨有之人文思維環境，培育學生具創造邏輯思考，並接受濃郁的藝術人

文薰陶暨數位化工業設計作業流程訓練，使學生在多元化的教學內容中，培養出獨特的專業

素養。期以訓練出具備以下能力之學生，以符合市場及社會發展需求。 

  1. 創意與創業思維之『創新設計人才』 

  2. 理論與實務管理之『專業設計人才』 

  3. 跨域與多元文化之『整合設計人才』 

  4. 人文、永續與國際觀之『全方位設計人才』 

  5. 學用合一與團隊合作之『研發設計人才』 

東海工業設計教育的養成，除了基本美學素養外，更包含了創意思維、科學統合實踐、

自我挑戰學習與辯證的能力。設計五力「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學學力、辯證力」為本

系養成教育之基本核心價值與專業能力。『創意力』意指創新思考與創造發想；『美感力』為

培育學生之審美與人文藝術觀點；『科學力』培養學生具工程分析與解決技術的能力；『學學

力』呼應終身學習的理念，養成學生追求自我學習與全球化觀點；『辯證力』則是訓練學生邏

輯推理與實驗驗證的能力。本系期望經由上述能力的養成，培養出具宏觀視野、多元化思考、

創新、創意與學習熱忱的設計專業人材。 

    圖 2-1-1 學生核心能力「設計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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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部課程 

本系課程均經課程委員會悉心規劃，採多元化教學，並朝設計五力之架構發展，期許培

育出具有「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學學力、辯證力」等五項能力之工設人才。本系目前

畢業學分數為 128 學分，其中必修 84 學分（基礎課程 14 學分、通識必修 14 學分、學系必修

56 學分）、選修 44 學分。必選修課程配置適宜，課程規劃恰當，學系必修科目表請參見附件

2-1-1、2-1-2。本系要求教師開設課程時，應符合系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並於教師授

課計劃表明訂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相關度，以便學生更明瞭課程修習所能增進的能

力。 

大學部課程以「設計基礎（大一）、產品設計（大二）、產品開發（大三）、專題設計（大

四）」為主軸核心課程，大一「設計基礎」主要培養創意態度，活化思考模式；大二「產品設

計」提升美感訓練以及創意思考的學習能力；大三「產品開發」加入實務層面思考，奠定工

學兼具美學的整合能力，讓學生不僅能創新外型，更能深入機構探討相關原理並改進；大四

「專題設計」，便將所學完整活用的階段，探討環境、人文、系統整合和介面互動之關係，培

育更符合業界需求之設計人才。 

除了設計主軸課外，並搭配「輔助技法」、「電腦輔助設計」、「人文與藝術」、「工程與製

造」、「人因與設計」和「設計與行銷」等 6 大領域專業必選修，強化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

採通才教育，課程無分組限制，讓學生有更高的自由度，依據性向、興趣，選修相關課程。

表 2-1-1、2-1-2 為大學部專業領域必、選修課程；圖 2-1-2~2-1-5 為專業課程與設計 5 力之關

連圖。 
表 2-1-1 大學部專業領域必修 

 
  備註：與設計五力的對應－學學力★  創意力◆  美感力●  辯證力▲  科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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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大學部專業領域選修 

  備註：與設計五力的對應－學學力★  創意力◆  美感力●  辯證力▲  科學力◎ 

圖 2-1-2 大一必選修科目與 5 力關連(紅字代表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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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大二必選修科目與 5 力關連(紅字代表必修課) 

 

 

 

 

 

 

 

 

 

 

 

 

 

圖

2-1-4 大三必選修科目與 5 力關連(紅字代表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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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大四必選修科目與 5 力關連(紅字代表必修課) 

 

大四「專題設計」為綜合大學四年所學，訓練學生由產品企劃、意念展開，以迄精緻模

型製作、展示，將設計由創意至量產商品化，綜合應用於實務設計中。所以本系畢業門檻為

畢業作品必需參加全國性之公開展覽，以檢視自我的專業能力，並期望透過同儕間或校際間

的相互觀摩與交流，學習成長。（附件 2-1-3 工設系畢業門檻與核心能力檢核表） 

考量社會與產業需求，100 學年度起，增設企業實習課程。培養學生將所學應用於實務

上的能力，體驗知識與行動之整合。藉此機會體會專業倫理之實踐與專業服務態度之養成。

並透過課堂發表與討論，澄清與確認設計專業之價值觀念，培養團隊人際關係及敬業精神。

進而發掘個人設計專業領域之興趣與取向，強化領域學習深度，奠定就業或升學基礎。並積

極推展學生境外企業實習，2013、2014、2015 年皆由本系老師帶隊，帶領學生至輝煌水暖集

團、迪特工業設計中心實習一個月，2015 年另增加鴻海鄭州廠實習機會；所有境外實習，皆

由中國企業或校方補助相關經費，學生學習成效佳。（附件 2-1-4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企業

實習先修課程辦法） 

除課程外，每年舉辦國際設計工作營，以國際化思維方式，開啟師生不同的視野，提供

國際化學習的機會。綜觀本系課程架構與設計活動安排，終極目的為培育出符合本系教育目

標「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學學力、辯證力」之設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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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碩士班課程 

本所參酌國家文化建設與總體經濟發展需求，以及科技整合的趨勢，以培養產業界亟需

之高階工業設計人才為總培育目標。藉由透過工業設計研究所之教育，以培養研究生獨立思

考判斷能力，並以跨領域、多領域方式，融合科技與人文，於整個工業產品之設計、開發與

研究，達成將東海大學特有之人文特色與科技結合，推廣至產業界，提昇產業界在產品研發

之能力。又環顧國際工業設計界發展，更顯示設計研究的重要性，本所更針對『非工設科系』

畢業生就讀工設所的規劃，提供不同科系學生在設計領域的整合機制，朝向國際化、協同合

作方式，緊密配合業者的需求以提昇業界水準。 

本系研究所分為甲(設計整合群)、乙(人本設計群)兩組，主要培育高階設計人才，同時具

備問題探索、分析調查和研究整合能力；本所重視學生的研究成果，同時開設專業課程供學

生修習，教學科學嚴謹兼顧。碩士班畢業學分數為 34 學分，其中必修 13 學分、選修 21 學分。

必選修課程配置適宜，課程規劃恰當，學系必修科目如表 2-1-3，課程流程圖請參見圖 2-1-6，

碩士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對應如表 2-1-4。 
 

表 2-1-3 100-103 學年度工業設計碩士班必修科目表 

100-101 學年度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下 上 下 

論文寫作 1 1 - - - 

進階設計 6 3 3 - - 

碩士論文 6 - - - - 

必修學分數 13 4 3 - - 

選修學分數 27  

畢業學分數 40 
 

102-103 學年度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下 上 下 

論文寫作 1 1 - - - 

進階設計 6 3 3 - - 

專題討論 0 0 0 - - 

碩士論文 6 - - - - 

必修學分數 13 4 3 - - 

選修學分數 21 註：至少需選修本系選修課程

15 學分。 畢業學分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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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碩士班課程流程圖 

  



38 

表 2-1-4 碩士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對應表 

學生核心能力   
 

課程名稱  

1.具有文化、美學、科

學、工程、資訊科

技、社會與環境關懷

等知識之設計能力  

2.具備問題釐清、資訊

分析、科技語文表達

與書寫之研究能力  

3.具備團隊合作、實踐

專業倫理及整合多

元族群之相異文化

的協調整合能力  

論文寫作(必）    

進階設計(必）上    

專題討論(必）上    

感性工學論    

人因專論    

通用設計論    

工廠實習    

設計策略與管理    

碩士論文(必）    

進階設計(必）下    

專題討論(必）下    

產品企劃論    

設計與決策    

環境心理學    

流行設計趨勢研究    

 
 

3.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本班因應未來產業發展趨勢與產業結構更迭的跨領域專業需求，提供產業設計開發、相

關部門經理人及管理階層一個學習管道。是為產業追求創新的優秀人才與管理者量身打造的

創新產業與創新產品開發設計的高階管理者的進修學程。 

課程以跨領域、多領域方式，融合科技、人文與管理之思維，進行創新設計管理教育之

養成，培養具有設計創意、科技應用、知識創新及國際競爭力的高階設計管理人才。碩士在

職專班畢業學分數為 34 學分，其中必修 10 學分、選修 24 學分，課程安排切合實務需求。學

系必修科目如表 2-1-5，課程流程圖請參見圖 2-1-7，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對應

如表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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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工業設計碩士在職專班必修科目表 

碩士班必修科目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下 上 下 

論文寫作 1 1 - - - 

設計實務研究 3 3 - - - 

碩士論文 6 - - - - 

必修學分數 10 4 - - - 

選修學分數 24  

畢業學分數 34 

 

圖 2-1-7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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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對應表 

學生核心能力  
課程名稱  

1.產業環境創新的能

力  
2.設計資訊化管理的

能力  
3.跨領域知識與資源

整合與價值創造的

能力  

論文寫作(必）    

設計實務研究(必）    

電腦整合設計製造    

系統性創新設計    

專利權益與保護    

碩士論文(必）    

設計效益與價值創造    

產品與消費心理    

設計規劃學    

設計方法與決策    

 

 

 

佐證資料： 

1. 附件 2-1-1 大學部必修科目表 

2. 附件 2-1-2 大學部課程學分配當表 

3. 附件 2-1-3 工設系畢業門檻與核心能力檢核表 

4. 附件 2-1-4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企業實習先修課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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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本系設有課程委員會，並於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中納入教學品質保證功能，以確保本

系課程規劃、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能達到最大的成效。另訂有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設置

辦法，定期檢視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是否具有關聯性，以確保課程能符合需

求，強化學生之競爭力。（附件 2-2-1 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附件 2-2-2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

員會設置辦法） 

本系課程委員會運作正常，定期召開會議，並積極邀請學者、產業專家與系友進行課程

審閱，廣納意見，以調整教學與課程安排。必修課由專任教師授課；學系選修課程，則聘請

校外學者、專家、系友，依產業發展趨勢、本系師資領域不足處，協助開課，期以達成教學

交流與學生學習的多元效果，長期以來獲致好評。 

本系更透過課程地圖的建置，檢視系所課程是否符合目標，足夠培養學生能力？並藉此

作為系所課程規劃的統整參考，有效地整合教學資源，發展多元學程課程。對學生而言，課

程地圖則是學生修課的導航系統，引導學生依據自身專長、學習興趣與職涯規劃，建構學習

路徑，幫助學生跨領域的多向度學習。課程地圖已公布於學校及系所網站，並配合教師上網

公布之授課大綱，學生可隨時查閱，清楚瞭解各課程的屬性，作為修課之依據。（附件 2-2-3

課程地圖建置情形） 

有關於第二週期評鑑，主要在於以學生為本位，於過程面、產出面，探討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機制之建立與落實。本系為落實品質保證機制，於 101.09.27 邀集古吉田(第六屆/三十創

意設計總監)、林淨暘(第九屆/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中心)、何婷芬(第十屆/成霖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設計中心)等三位業界代表，召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建立」諮詢會議，作為

提升系所教學品質之重要參考。 

此外，並定期辦理課程外審，審查事項如表 2-2-1，本系依據外審委員意見，召開會議檢

討改進，並具體回應委員意見及改善方式。本系期望經由不斷的自我檢討改善，提升教學品

質，確保學習成效，落實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表 2-2-1 系所辦理課程外審 

課程外審事項 檢討會議 具體回應 

1. 99-100 年度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以「產品

設計」課程作為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101 年度第一學期第一課程委

員會議（101.10.16） 
附件 2-2-4 
附件 2-2-5 

2. 100 學年度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外審

（12 門課程外審）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

務會議（101.11.27） 
附件 2-2-6 

3. 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

程委員會議（102.11.12） 
附件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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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3 年度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教學內容及

方法外審（3 門課程外審） 
 

附件 2-2-8 

 

 

佐證資料： 

1. 附件 2-2-1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2. 附件 2-2-2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設置辦法 

3. 附件 2-2-3 課程地圖建置情形 

4. 附件 2-2-4 99-100 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後續檢核報告 

5. 附件 2-2-5 課程委員會校外委員意見及學院系回應具體改善辦法 

6. 附件 2-2-6 100 學年度「個別課程」外審意見回應 

7. 附件 2-2-7 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追蹤表 

8. 附件 2-2-8 103 個別課程外審委員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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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本系教師積極參與校訂發展計畫「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Glob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GREEnS）之跨領域研究，結合工設、景觀、建築、餐

旅、企管、資管系所等師資，跨領域學習與團隊創意合作，將研究議題融入設計課程中（如

表 2-3-1），研究和教學結合，導入跨領域思維模式，並配合課程需要，安排教學參訪或實地

訪查，以體驗設計的方式，增進教學成效。 

另外本系也配合執行相關課題（例如聖誕節學校裝置藝術）、並策劃創藝學院系際合作之

創新設計基礎課程發展計畫，引領學生跨系交流、彼此學習，專重不同的專業，接受不同的

設計思維，拓展學習視野，達到系際合作的效果。 

表 2-3-1 課程結合跨領域研究課題 

學年度 設計課題 跨領域計畫 

101-1 大一設計基礎--「N+1 禮物」聖誔節環境藝術裝置 工設、美術、景觀三系聯
合校內展覽 

101-1 大二產品設計--永續生活之綠色設計 跨領域(GREEnS) 

101-2 大二產品設計--長青族居家空間產品研究與設計 跨領域(GREEnS) 

102-1 大一設計基礎--「聖誔 Xman」聖誔節環境藝術裝置 工設、美術、景觀三系聯
合校內展覽 

102-1 探索城市中的窗花設計展覽 工設、景觀聯合設計 

102-1 大二產品設計--銀髮族智慧(友善)生活產品設計 跨領域(GREEnS) 

102-1 大三產品開發--高齡者友善之戶外街具設計 跨領域(GREEnS) 

102-2 大二產品設計--高齡者座椅設計 跨領域(GREEnS) 

102-2 大一設計基礎--食尚革命（餐旅系）VS 食器時代（工設系） 工設、餐旅聯合設計 

103-1 
大一設計基礎--「東海校園聖誕裝置」工設、景觀、建築、
美術 

東海大學特色教學亮點計
畫-跨領域創作課程改進
計畫 

103-2 大一設計基礎--仲夏夜之夢「人與人的互動」與「物與環境
的呼應」 

工設、美術、景觀、建築、
創藝院四系聯合設計 

本校「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計畫，探討即將來到的高齡化等社會問題，結合跨科際

的思維，邀集校內五個學院、十三門科系，三十多位教師一同進行課程群組的開設。本系教

師參與開設的跨領域課程有「高齡生活智慧空間設計/工設、資工」、「高齡生活環境產品設計

/企管、工設」、「智慧型居家照護服務系統/資工、工設」，課堂中不同學科的多元觀點，交流

激盪，產出跨科際知能的火花，並以跨學科合作的期末報告方式，引導學生以創新的觀點，

走向實作過程，達成多元學習的目的；另外於 104學年度開始本系也將支援工學院數位創新

學位學程跨領域課程「數位創新工坊/工設、資工、建築」的開設，期望藉由整合不同領域的

師資來引導學生進行數位創新產品的開發，以達到培養學生多元專業能力的目的。 

在創藝學院方面，由院部邀集各系開設的課程有「設計研究與方法/建築、工設、景觀」、

「當代設計思想與理論/建築、工設、景觀」、「城市自造實驗Ｉ/建築、工設」。除此之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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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5 系師資，支援通識課程「人文：創藝啟發」，期望藉由不同領域師生相互交流，激發各

種不同討論與想像空間。未來將持續整合各院系之資源，藉著各系教師的共同教學互動，激

發學生更豐富的學習成效。 

本系郭炳宏老師也支援高階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開設「產品開發設計與管理」，並參

與管理學院創新與創業學程，開設「創意與創業專題〈二〉/工設、企管、國貿、法律、業界

教師」，將創新的概念與產品設計、法律及行銷創意管理課程融合，並透過跨業師資與校內專

任教授合作，讓同學體驗創新管理之要義與培養創業實踐之能力，擴展學生之學習領域與增

強未來之就業競爭力。 

表 2-3-2 本系教師參與之跨領域課程 

學期 課程  修習系級 授課教師 
修課

人數 

100-2 

人文：創藝啟發 共必修 2-4 
陳玫君(音樂)、羅時瑋(建築)、李俐慧(工設)、朱盈

樺(美術)、劉慧敏(景觀) 
116 

產品開發設計與

管理 
管理專班1,2 郭炳宏(工設) 7 

101-1 
人文：創藝啟發 共必修 2-4 

羅時瑋(建築)、李俐慧(工設)、朱盈樺(美術)、蘇曉

青(音樂)、劉慧敏(景觀) 
110 

101-2 

人文：創藝啟發 共必修 2-4 
羅時瑋(建築)、李俐慧(工設)、朱盈樺(美術)、蘇曉

青(音樂)、劉慧敏(景觀) 
103 

高齡生活智慧空

間設計 
工設系 2,3,4 呂芳懌(資工)、楊朝棟(資工)、謝志成(工設) 38 

高齡生活環境產

品設計 
工設系 2,3,4 黃開義(企管)、陳明石(工設) 40 

產品開發設計與

管理 

高階經管班

1,2 
郭炳宏(工設) 32 

102-1 

人文：創藝啟發 共必修 2-4 
羅時瑋(建築)、李俐慧(工設)、段存真(美術)、蘇曉

青(音樂)、劉慧敏(景觀) 
85 

智慧型居家照護

服務系統 

共選2-4(資工

系開) 
呂芳懌(資工)、楊朝棟(資工)、陳明石(工設) 25 

102-2 

高齡生活智慧空

間設計 
工設系 2 呂芳懌(資工)、楊朝棟(資工)、謝志成(工設) 25 

高齡生活環境產

品設計 
工設系 3 黃開義(企管)、陳明石(工設) 30 

設計研究與方法 
工工博1,建築

碩1,工設碩1,
關華山(建築)、王中行(工設)、黃章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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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碩1 

當代設計思想與

理論 

工工博1,建築

碩1,工設碩1,

景觀碩1 

郭文亮(建築)、郭炳宏(工設)、鍾溫凊(景觀) 8 

創意與創業專題

〈二〉 
國貿碩1,2 

郭炳宏(工設)、金必煌(企管)、張國雄（國貿）、李

超群、馬雅芬、許曉芬(法律) 
17 

產品開發設計與

管理 

高階經管班

1,2 
郭炳宏(工設) 14 

103-1 

人文：創藝啟發 共必修 2-4 
羅時瑋(建築)、李俐慧(工設)、段存真(美術)、蘇曉

青(音樂)、劉慧敏(景觀) 
87 

智慧型居家照護

服務系統 

共選3-4(資工

系開) 
呂芳懌(資工)、楊朝棟(資工)、李俐慧(工設) 31 

城市自造實驗Ｉ 
創藝學院 3-4,

碩博 

羅時瑋(建築)、邱浩修(建築)、呂佳珍(工設)、羅際

鋐(工設) 
17 

103-2 

高齡生活環境產

品設計 
工設系 3 黃開義(企管)、陳明石(工設) 43 

設計研究與方法 

工工博1,建築

碩1,工設碩1,

景觀碩1 

羅時瑋(建築)、王中行(工設)、黃章展 5 

當代設計思想與

理論 

工工博1,建築

碩1,工設碩1,

景觀碩1 

劉克峰(建築)、郭炳宏(工設)、鍾溫凊(景觀) 6 

產品開發設計與

管理 

高階經管班

1,2 
郭炳宏(工設) 24 

城市自造實驗 II 
創藝學院 3-4,

碩博 

羅時瑋(建築)、邱浩修(建築)、段存真(美術)、羅際

鋐(工設) 
15 

104-1 數位創新工坊 數位創新碩1 柯耀宗(工設)、周忠信(資工)、邱浩修(建築) 5 

 

 

圖 2-3-1 跨領域課程相關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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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系界定工業設計在於追求人文、科技之秩序性，達成人類與自然界理性、感性之和

諧。是故，設計者必須有基本的知識與能力，對人類、社會、自然、科技等相關因素做出

評估，發揮創造能力，並使因應方案付諸實現。目前系所的架構主要分為大學部和研究所，

大學部不分組，研究所分為甲、乙二組。自 96 學年度起教育部核定本校成立創意設計暨

藝術學院，本系之課程計劃也隨之調整，遵循橫跨各相關學術領域如工學、建築、人文、

藝術、自然、社會與管理等，朝跨領域整合的全方位教學努力。在課程上配合院課程，開

創五系學生教師共同上課的課程，創藝學院各學系學生自由交互選課，這樣的內容相信更

能達成本系教育目標「五學力」的達成，對於學生的學習和研究相當有助益。 

1.學士班 

大學部在課程規劃上，以「設計基礎（大一）、產品設計（大二）、產品開發（大三）、

專題設計（大四）」為主線課程，教導學生由基礎概念開始，觀察、思考、製作等必備

知識，並搭配「輔助技法」、「電腦輔助設計」、「人文與藝術」、「工程與製造」、「人因與

設計」和「設計與行銷」等 6 大領域專業必選修，且配合國際研討會、設計工作營的進

行，以培養學生具有「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學學力、辯證力」此五能力為目標。 

結合本校的辦學理念與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的課程發展方向，本系在專業課程方面，

並無強制的分組，以利學生個別發展及提高可塑性的出發，讓學生透過修習各教師開設

之課程，尋求並得到自我興趣和發展的目標。 

2.碩士班 

(1)本所規劃為甲、乙兩組招生，A.甲組方向以科技、管理與協同設計整合為主，方向包

括：設計整合與管理、人因與設計、數位設計、製造與設計資訊、綠色設計與設計實

務、創新設計與產品開發、雲端設計與製造網。B.乙組方向以環境、文化為主，方向

包括：產品與環境之互動、環境行為心理、通用設計、公共設計、設計師與使用者之

心理學研究、人文美學設計與橘色設計。 

(2)本系依照本校組織重整，隸屬創藝學院後，本系的專業研究除可保有工學背景外，更

可橫跨藝術領域，使專業研究達成「T 型」人才培訓之目標。 

3.碩士在職專班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主要在培育高階設計管理人才，同時具備市場行銷、產品企劃和

設計開發整合能力；研究生可跨系選修 EMBA 相關課程，並以跨領域、多領域方式，

融合科技、人文與管理之思維進行工業產品之設計、開發與研究，促使東海特有之人文

特色與科技結合。 

本所重視學生的產業實務經驗與設計研究成果，同時開設專業設計管理課程供學生

修習，理論與實務嚴謹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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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經過上一次系所評鑑後，本系在課程架構及師資規劃上已略作調整，但受限於學校

的一些規定及時勢潮流的改變，目前確實也遇到了一些問題與困難，整體而言本系目前

遇到的主要困難點如下: 
(1) 各系所聘任具博士學位之師資，為學校既定政策，但對於設計科系而言，延攬具有

多年設計實務經驗，具有碩士以上學歷之業界設計師到校任課，是提昇學生實務設

計能力的最佳方式，但受限於學校政策，所以在業界師資之聘任上，是本系面臨的

重大困難。 

(2) 必修課程之比重宜降低，讓學生更自主性發展之空間。 

(3) 目前業界迫切需要”具有企劃及行銷能力之設計師”，在研究所部分，仍應訂定一些

設計及設計企劃之核心課程，使不同學程之碩士生，仍有一些共同的必備知識。 

(4) 面臨陸生開放來台，系所核心課程修課人數暴增，造成空間與師資不足之問題。 

(5) 配合學校政策將必修課逐年降低。亦與時代趨勢結合，將課程修訂，加入新思考，

亦配合院開課，將部分學分數統籌運用，這是本系課程目前必需修正之方向。 

1. 學士班 

目前學士班遇到的主要問題點是修課人數及空間的問題。目前隨著開放陸生來台的

限制，每年到本系來當交換生的人數已逐年攀升，以 103 年度為例，每學期均有 5~8 位

的大陸交換生來到本系修課，特別是每年級的核心課程(大一基礎設計、大二產品設計

及大三產品開發設計)修課人數均激增(大一:50 人；大二 52 人；大三 48 人)，每位老師

必須指導超過 15 位學生，這與原本規劃的小班制每位老師指導 12~15 人的原則相違背，

而在修課人數暴增下所引發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實習工廠的使用空間不足，特別是在發表

期間如果有兩個年級同時要發表的話，工廠可提供學生可使用的空間就發生問題，這是

目前學士班遇到最主要的問題；另外大四畢業專題設計為提升成效及減輕學生參展費用

的負擔，也將調整上課方式及內容；同時隨著跨領域多元能力人才培育的趨勢，本系有

關學士班的課程架構也持續在做調整，以因應時代之所需。 

2. 碩士班 

本系目前碩士班遇到的主要問題點是碩士班的課程規劃是以設計研究方法為主軸

所開設的相關課程，屬於實作方面的設計課程較少(目前有進階設計課程)，但近年來報

考本系研究所的生員中有將近三分之二是屬於非本科系的學生，因此其在設計領域的專

業本質學能(設計思考及設計技巧)是非常薄弱的，未來課程設計調整有必要協助碩士生

增強其設計本質學能的提升。 

3. 碩士在職專班 

目前本系碩士班在職專班主要的課程問題點是，課程多元化不足的問題，主要的原

因是老師受限於學校教學鐘點時數的限制，大部份的老師都已超鐘點，而無法繼續在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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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職專班開課，同時礙於學校既定政策，各系所需聘任具博士學位之師資，所以想增

聘兼任師資(大都為碩士學歷)來授課也遇到相當大的阻礙。 

 

（四）改善策略 

針對以上本系所在課程設計規劃上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整體改善策略方案: 

(1) 積極增聘具設計專任教師，以設計領域之博士或具有多年實務經驗之碩士為原則，

並全力向學校爭取聘任學有專精之實務界人才(專技師資)，以增加設計師資能量。 

(2) 系培育通才為主，所則以培育專才，唯大學部高年級與研究所課程宜加強銜接，以

利留住優秀大學部學生繼續就讀本系研究所。 

(3) 鼓勵大學部學生參加教師之研究計畫，提高大學生研究能力，並增進師生間之暸

解。 

(4) 多鼓勵學生至他系修課，以增加設計系學生對相關領域知識的增長，進而培養多元

能力的發展。 

(5) 加強與建築系、美術系、景觀系、工工系、資工系及電機系之間的教學及研究合作。 

(6) 可考慮增加校外教學活動，或增加企業實習課程。 

(7) 學生參加競賽獲獎情況良好，值得鼓勵與獎勵，加強建檔統計以資顯示教學之良好

成效，並以展覽方式呈現，讓系上學生觀摩學習。 

(8) 本系組成課程委員會，配合各項政策，定期開會討論，擬定新課程改變方向，除於

系務會議提出討論外，同時諮詢他校相關科系教授，商討未來課程變動之策略和執

行方式。 

1. 學士班 

針對學士班目前遇到的核心課程修課人數過多及空間不足的問題，提出以下改善策

略方案： 

(1) 修課人數過多問題：目前已向學校反應這個問題，並已多爭取到一位授課老師，即

從 103-2 學期開始，本系的核心課程是由四位老師來共同指導，每位老師指導 12~13

位學生，師生比較符合原先規劃。 

(2) 空間不足問題：除了工廠空間不足的問題外，因設計課增加為四位老師來共同授課，

因此討論室空間的使用也會開始出現問題，目前已向學校增取到 1F 多媒體教室後

方的空間可以增建，增建後可以增加 2~3 間討論室。而工廠部份，目前則傾向先將

地下室屬於戶外天井部份的區域(現為雜物區)加以整理後，開放給學生來使用，預

計可增加 15~20 人的工作空間，而未來遇到課題發表期間，則會將所有的討論室開

放給學生來使用。長期目標則是希望以院為單位來建置創藝院的實習工廠(院級)，

讓學生有更大的空間及設備可以使用，這是未來想進一步爭取及改善的項目。 

(3) 新課程規劃：目前本系所已積極在設計規劃新的課程，目前配合學校 GREEnS 計畫

開設了跨領域課程包括有：「高齡生活智慧空間設計/工設、資工」、「高齡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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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企管、工設」、「智慧型居家照護服務系統/資工、工設」，未來還將開設包

括有「數位創新」、「品牌與行銷管理」、「3D 曲面設計」、「企劃案設計與書寫」…

等課程。 

(4) 針對大四畢業專題設計課程，日前系所已制定相關實施辦法及施行細則，一學年的

課程將區分為：上學期為專題設計，下學期為展示設計，以提升整體畢業設計成果

及減輕學生參展費用的負擔。  

 
B. 碩士班 

針對目前碩士班課程規劃所面臨的設計本質學能的問題，提出以下改善策略方案： 

(1) 因本系尚未規定非本科系學生需下修的規定，因此已請碩士班導師及各研究室指導

教授，輔導非本科系碩士生至大學部修習相關設計思考及設計技巧的課程，以提升

碩士班學生的設計能力。 

(2) 建議未來「進階設計」課程，可以與數位創新碩士班學位學程的課程合作，一起共

同開設設計相關的實作課程，以增強設計能力，並可達到跨領域的合作。 

 
C. 碩士在職專班 

針對目前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所面臨的課程開設數量的問題，提出以下改善策略

方案： 

(1) 建議老師可以將碩士班白天的課程開設在晚上，這樣的話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也可

以修到白天碩士班的課，同時不同學制的學生也可以藉此多做交流。 

(2) 將爭取放寬設計系老師教學鐘點時數的限制，以提升老師開課的意願。 

(3) 將聘任學有專精之實務界人才擔任碩士級專技師資，以開設多元課程。 

(4) 將積極輔導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假日可到管理學院修 EMBA 的相關課程。 

 

（五）項目二之總結 

1. 課程架構足以彰顯培育目標，又課程設計與社會需要、產業需求或學術潮流間的配合

情形良好。 

2. 本系以設計主線課程為主，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在技術實用與思考培育課程之比例

與配置恰當，兼顧廣度與深度，並考慮業界之需求，值得繼續努力。 

3. 各開課程均訂定教學大綱，並有數位學習平台，提供各教師依據教學大綱，進行教學

內容之提供，以及師生間的互動。並運用本校教學評量表調查結果改進教學品質。 

4. 師生互動良好，積極輔導學生有系統地選修專業科目與通識科目，並鼓勵學生進行跨

系所選課，輔導修課績效良好。 

5. 專任教師專長與專業知識，均能與教學科目相互配合。校外兼任教師學識、經驗，均

能配合系所教學需要，使本系總體師資更形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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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6 學年度空間增設完成後，系所空間足夠各班及研究生均能有專有設計教室，且採光

良好，互動動線佳，但近幾年因陸生人數激增，在空間使用上略顯不足，特別是工廠

空間，目前已積極規劃各種改善方案。 

7. 實習工廠設備逐年更新，近年來引進雷射切割機、RP 及 3D Printer 等先進術位技術設

備，配合專任師資專長，發展相關技術，已有相當成果，應可著重於快速模型建構與

可製造性之教學。然而研究用之實驗設備仍嫌不足，將以專案方案向校方申請，購入

實驗設備。 

8. 充分利用公共空間加上適當之美化，強化“境教”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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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教學 

（一）現況描述 

3-1 教師之數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

為何？ 

 

1.專兼任師資 

本系現有專任師資 9 位，兼任教師 13 位，專任教師中教授 1 位、副教授 4 位、助理教授

3 位、講師 1 位，具博士學位者 8 位。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請參見附件 3-1-1，專、

兼任教師結構如表 3-1-1；本系師資穩定，近 6 年教師流動情況如表 3-1-2。 

表 3-1-1 專、兼任教師結構表 

區分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專任教

師數與

職級 

教授數 1 1 1 
副教授數 3 3 4 
助理教授數 4 4 3 
講師數 1 1 1 
小計 9 9 9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數 8 8 8 

兼任教

師數與

職級 

教授數 0 0 0 
副教授數 2 1 1 
助理教授數 1 1 1 
講師數 12 12 11 
小計 14(上學期)、15(下學期) 11(上學期)、13(下學期) 12(上學期)、13(下學期) 

專兼任教師與學生之

比例 
17.06 15.82 15.33 

表 3-1-2 近 6 年教師流動情況 
學年度 專任師資數 說明（某位老師離職、某位老師補足） 

98 8 單承剛助理教授辭世，柯耀宗助理教授補職缺 

98-2 8 張祥唐助理教授離職，黃英修助理教授補職缺 

100 9 渡部紀綱副教授離職，鄭源錦客座副教授補職缺 

101-1 8 鄭源錦客座副教授離職，呂佳珍助理教授補職缺 

101-2 9 黃英修助理教授離職，羅際鋐助理教授補職缺 

本系每年招收大學部新生約 35 位、碩士班新生約 17 位、碩士在職專班新生約 9 位，外

加僑生、陸生、外籍生等，學生總數約 220 人，生師比例約為 1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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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資分別具美國、英國、日本等不同背景，綜合各種理念、方法與原理，使得本系

教學與設計訓練特別活潑生動。目前本系師資領域發展完整，所有老師均具有工業設計相關

領域背景，且有國際競賽得獎紀錄，學術研究成效佳，在產學合作上亦有優良表現；兼任師

資則有設計產業負責人、在學術領域、實務經驗上有優良表現者，對於現今強調跨領域學程

之整合與發展，本系佔有絕對的優勢，具極佳之發展潛力。 

2.教學負擔 

在教學負擔方面，本系專任教師 100~103 學年度教師授課鐘點統計如表 3-1-3 所示。由

於前幾年有師資流動的情形，所以教師教學負擔有偏高的現象，目前師資已補足；另一方面，

增加聘任兼任教師，邀請企業專業人才至本系兼課，增加課程的多元化、減輕教師授課負擔。

本系專任教師授課學分數佔總開課學分數之比例如表 3-1-4。 

表 3-1-3  100~103 學年度教師授課鐘點數 

學年度 

教師 
職級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郭炳宏 副教授 11.9 12.96 14 15 11 15 14 17 

陳明石 副教授 10.64 8.2 10.52 13.02 10.5 10.5 11 9.5 

陳進富 講師 15.64 14.56 16 12 14 12 14 12 

謝志成 副教授 13 11 16.84 15.84 16.3 15.3 15.18 15.18 

王中行 教授 11 11 10 8 10 8 10 12 

鄭源錦 客座副教授  9       

李俐慧 助理教授 10.98 11.46 13.42 10.61 12.31 12.24 11.24 13.38 

柯耀宗 助理教授 13.64 13.56 17.78 14.78 14.54 14.54 14.62 14.62 

黃英修 助理教授 15.48 16.42       

呂佳珍 助理教授   13 13 14.98 14.98 13.75 11 

羅際鋐 助理教授    13 17.3 19.3 18.37 21.37 

表 3-1-4 授課學分數佔總開課學分數之比例表 

學期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系上全部學分數(A) 74 75 74 75 74 77 

專任教師學分數(B) 39 39 39 39 39 41 

比例 (B)/(A) 52.7% 52.0% 52.7% 52.0% 52.7% 53.2% 

3.教學活動 

本系教師善用各項資源，教學多樣化，除了課堂講解外，並安排校外參訪，藉由參訪的

過程，促使學生更瞭解課程的意涵，開拓學習視野，增加實務經驗（課程參訪活動請參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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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1-2）。另外，舉辦專題演講，廣邀各領域專業人士分享潮流新知，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注入另一道新活力。（國內專題演講活動請參見附件 3-1-3） 

除此之外，並積極安排國外學者講學活動（附件 3-1-4），引進新觀點、新思潮。本系從

2004 年開始，每年舉辦國際設計營，邀請國外專家學者進行為期一週的快速設計，以國際化

的思維方式，開啟學生不同的視野，提供國際化學習機會。同時也與日本千葉大學締結姊妹

校，每年兩校師生互訪，相互交流。本系教師期望藉由上述教學活動，能提升學生專業知識，

啟發創造思考能力，拓展設計視野。（國際設計工作營請參見附件 3-1-5） 

表 3-1-5 系所舉辦之校外參觀、國內外專題演講、國際設計工作營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校外參觀 3 場次 17 場次 16 場次 10 場次 

國內專題演講 17 場次 16 場次 17 場次 23 場次 

國外學者演講 6 場次 3 場次 2 場次 2 場次 

國際設計工作營 4 場次 2 場次 1 場次 2 場次 

設計競賽說明會 4 場次 4 場次 4 場次 10 場次 

4.教學成果 

本系教師獲教學獎或指導學生參加競賽活動，屢屢獲獎，略述如下： 

（1）教師獲教學創新獎及其他獎項： 

 A.教學創新及優良獎 

(a) 柯耀宗老師，102 學年度榮獲本校教學優良獎。 

(b) 陳明石老師，101 年度特優教學獎。 

(c) 柯耀宗教師，100 學年度以『產品設計』課程教材，獲得本校教學創新獎。 

 B.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補助 

(a) 柯耀宗老師，103 學年度以『數位互動設計教具』，獲得 3 萬元材教具製作補助。 

(b) 李俐慧教師，101 學年度以『東海校園教我的設計二三事』，獲得 1 萬元材教

具製作補助。 

 C.優良導師 

(a) 呂佳珍教師，103 學年度榮獲本校優良導師。 

(b) 柯耀宗老師，103 學年度榮獲本校產學優良獎。 

 D. Reddot 國際設計大獎 

(a) 羅際鋐老師設計作品 Anti-compression Bandages,榮獲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2013-Honourable Mention,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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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指導學生參加競賽活動獲獎： 

    本系教師教學認真，除平時課堂講解外，課後更熱心指導學生參與各式競賽，成績

表現傑出。累計 100 學年度指導研究生獲獎 9 人次、大學部獲獎 31 人次；101 學年度指

導研究生獲獎 4 人次、大學部獲獎 34 人次；102 學年度指導研究生獲獎 7 人次、大學部

獲獎 10 人次(2 件 reddot 獎)；103 學年度指導研究生獲獎 10 人次、大學部獲獎 52 人次(2

件 reddot 獎)成效佳。歷年得獎作品中計有 1 件 iF product design award 、5 件 reddot design 

award（其中一件更獲得 Best of the Best 的殊榮），詳細得獎資料請參閱附件 3-1-6。 

圖 3-1-1 教師指導學生獲獎人次 

另外，在論文指導上，也獲得相當多的肯定。陳明石老師指導研究生鍾興，以碩士

論文「活用公私領域以創新東海藝術街觀光魅力」，獲得臺中市政府 102 年度「市政建

設研究論文獎助」第一名；陳明石老師指導研究生白環禎，以碩士論文「探討臺中草悟

道之魅力」，獲得臺中市政府 103 年度「市政建設研究論文獎助」佳作；陳明石老師指

導研究生謝孟宸，以碩士論文「都市水岸再造與地方觀光魅力形塑之關係–以愛河為例」，

獲得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市政建設研究論文獎助」優良學位論文佳作，成績優異。 

 

佐證資料： 

 1. 附件 3-1-1 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2. 附件 3-1-2 學系課程參訪活動乙覽表 

 3. 附件 3-1-3 國內專題演講乙覽表 

 4. 附件 3-1-4 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乙覽表 

 5. 附件 3-1-5 國際設計工作營 

 6. 附件 3-1-6 競賽得獎 

  

研究所, 9 
研究所, 4 研究所, 7 

研究所, 10 

大學部, 31 大學部, 34 

大學部, 10 

大學部, 52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0~103學年度教師指導學生競賽獲獎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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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1.研究表現 

本系現有專任師資 9 位，除了熱心教學外，並積極參與學術性期刊、國內外研討會論文

發表，成果豐碩。表 3-2-1 為專任教師學術著作、表 3-2-2 為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詳細佐

證資料請參閱附件 3-2-1、3-2-2。 

表 3-2-1  專任教師學術著作 

學年度 國際期刊 國內期刊 國際研討會 國內研討會 專章/專書論文 專利 競賽 合計 

100 學年度 5 5 11 23 1 3 0 48 

101 學年度 8 2 11 23 1 1 0 46 

102 學年度 6 2 15 23 0 8 1 55 

103 學年度 6 3 14 27 1 7 0 58 

 

表 3-2-2  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出席國際會議 9 人次 10 人次 14 人次 15 人次 

 

除了學術論文發表外，也積極投入科技部、政府機構、財團法人、產學合作等專題計畫，

帶動學術研究風氣，累積研究能量。表 3-2-3 為 100~103 學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表 3-2-4 詳列各老師執行之研究計畫案，詳細佐證資料請參閱附件 3-2-3。 

 

表 3-2-3  100~103 學年度 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計畫、產學合作計畫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科技部 6 件 3,297,000 元 6 件 3,384,440 元 9 件 5,873,300 元 7 件 3,945,500 元 

大專生 0 件 0 元 1 件 47,000 元 1 件 47,000 元 2 件 94,000 元 

教育部 1 件 679,977 元 1 件 569,316 元 1 件 517,866 元 0 件 0 元 

建教合作 1 件 200,000 元 5 件 650,000 元 2 件 260,000 元 4 件 773,200 元 

其他單位 7 件 2,210,661 元 10 件 2,952,402 元 9 件 7,831,740 元 6 件 5,048,737 元 

合計 15 件 6,387,638 元 23 件 7,603,158 元 22 件 14,529,906 元 19 件 9,861,4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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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100~103 學年度教師執行研究計畫 
教師 科 技 部 專 題 

柯耀宗  100 學年度 南投竹藝文化創意產業感性行銷策略之研究  
All-In-One PC 產品設計開發之研究  

101 學年度 優化安養健康照護系統之產品概念設計 
美術館文創商品體驗行銷策略之研究 
醫療用 AIO PC 創新產品開發設計 

102 學年度 智慧行動裝置之創新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以台中南屯老街為例-數位科技加值老街旅遊體驗價值之研究 
產學合作計畫-智慧行動裝置之創新週邊產品開發設計-祐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 學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創新療癒系花器之產品開發設計 
永續綠能載具環境規劃與產品設計之研究 
五感科技於舊商圈數位體驗行銷之研究 

王中行  100 學年度 造形特徵曲線之認知於產品開發研究  

101 學年度 造形特徵在產品設計與開發決策過程之研究(I) 

102 學年度 筆劃特徵資料庫建構及其相關字型產品開發之研究 
中台灣銀色健康照護及療癒社區發展之研究 

103 學年度 特徵曲線之認知與評價於籃球鞋造形設計之研究 

陳明石  100 學年度 高齡者烹飪產品的調查與設計研究(I)  

101 學年度 由共生概念視點活用公私中間領域以創新區域特色(I) 
101 度產學合作計畫-紅外線技術應用於浴廁空間產品開發之研究 

102 學年度 以台中南屯老街為例,-由創新區域特色加值老街新風貌之設計策略 

郭炳宏  102 學年度 中台灣銀色健康照護及療癒社區發展之研究 

謝志成  102 學年度 中台灣銀色健康照護及療癒社區發展之研究 

李俐慧  100 學年度 性別友善觀點之公共育嬰環境設計研究  

呂佳珍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體驗形式對設計創造力之影響 
影響不同人格特質使用者愉悅性之幽默產品風格 

羅際鋐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應用視覺閾於產品角度美感呈現之研究 
空間形構法則於產品操作介面配置之研究 

陳進富  102 學年度 中台灣銀色健康照護及療癒社區發展之研究 

 

此外本系每年舉辦國際設計工作營，邀請國外專家學者進行為期一週的快速設計，以國

際化的思維方式，開啟學生更廣闊的設計視野；同時教師亦藉與國外專家學者交流中，了解

國外發展趨勢、分享研究成果與教學技巧，提升教師教學創新與研究能量。本系歷年舉辦研

討會如下，詳細資料請參閱附件 3-1-5。 

（1）93「生活流行用品設計 － 創新家具設計」研討會暨設計工作營 

（2）94「生活流行用品設計－流行色彩與設計」研討會暨設計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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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生活流行用品設計－手機介面設計」國際工作營 

（4）95「生活流行用品設計－創新家具設計」國際研討會暨設計工作營 

（5）96「創意家具設計」國際設計工作營 

（6）97「創意家具設計」國際設計工作營暨學術研討會 

（7）97 Chiba U in THU Design Workshop 國際交流設計營 

（8）【THU+CHIBA U 設計工作營】in Tokyo Midtown  

（9）99 Chiba U in THU Design Workshop 國際交流設計營 

（10）99 綠.食.文化國際 workshop  

（11）99【THU+CHIBA U 設計工作營】in CHIBA  

（12）100 年校園共生環境產品設計 workshop  

（13）100 新世代設計工作營  

（14）100 Wim Marseille Guest Lecture and Workshop  

（15）100 年 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 Workshop in CHIBA  

（16）100 台灣鹿港意象調查研究設計工作營（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東海大學×台灣藝術

大學） 

（17）101 Chiba U in THU 國際交流設計營  

（18）102 南屯老街五感體驗之數位設計工作營 

（19）102『A Good Way Finding System for Greater Taichung Schedule』國際交流設計營 

（20）103 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 Workshop in Japan Midtown 

（21）104 庫斯‧艾森設計速寫工作坊 

（22）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 x 北科大 x 雲科大 Design Workshop in Tunghai 

Future Innovator Design Workshop 

本系教師除了個別研究外，近年來更積極與本校景觀、建築、企管、資工、工工等系所

跨領域團隊合作，延伸設計的觸角，擴展實質的影響力。此外，本系教師積極爭取產官學研

究案，累積專業知識與研究能量；積極與產業建立產學合作機制，提供學生實習與就業的管

道。最終目標期將研究、教學和實務結合，以研究與實務經驗輔助教學、教學提升服務，帶

動良性的循環，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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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服務表現 

本系所教師除平日教學、研究、系務行政、學生輔導外，亦積極投入社會服務。舉凡推

廣教育、產業輔導、參與學術活動、計畫審查、競賽活動、參與其他社會相關專業服務等皆

不遺餘力。 

 

(1)推廣教育與輔導 

本系所在提供社區性推廣措施上，配合學校積極培訓 EMBA 的高階主管與經營者，

並配合時代的脈動與趨勢，開設碩士在職專班，提升產業主管與經營者了解創新設計的

流程與管理模式，以茲運用在產業中。 

本系對於地方產業與實際需求進行教育推廣與輔導不遺餘力，積極參與產學合作計

畫，已與乃興公司、碁業整合創意公司、其意設計、金統立公司、玩具公會、友達光電、

惪和國際、金利豐公司、普德家電、仂邁公司、和成欣業、大銀微股份有限公司、應宏

公司、日月明公司、祐林企業、儷諮國際有限公司、寶鼎事業股份公司、三提企業、貿

塑企業、崑仲股份有限公司、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等合

作，多元性的提供產業界開發設計服務，獲致極佳的好評與成果展現，教師執行產學合

作案如表 3-2-5。 

表 3-2-5 教師執行產學合作案 
教師 產 學 合 作 案 

柯耀宗  100 學年度 金統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創新手工具暨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101 學年度 白蘭氏/白蘭氏「瓶中希望‧綠色聖誕」環保聖誕樹設計大賽 
產業、工藝、新契機-再造原住民工藝價值培育計畫/原住民圖騰之文創商品設計 
金統立公司/創新手工具暨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玩具公會/高齡者木製玩具設計 

102 學年度 產業、工藝、新契機-再造原住民工藝價值培育計畫/原住民圖騰之文創商品設計 
儷諮國際有限公司/中小企業即時輔導計畫-儷諮創意花器產品開發設計 
祐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智慧行動裝置之創新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創新衛浴水龍頭產品開發設計 

103 學年度 三提企業有限公司/Ω 創新衛浴水龍頭產品開發案 
GadgetPro(H.K.)Limited/ GadgetPro 2014 創新玩具設計產學合作 
崑仲股份有限公司/ TPU/TPR 創新生活美學商品開發設計 

王中行  100 學年度 乃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車水壺架 

101 學年度 乃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車車鈴 
白蘭氏/白蘭氏「瓶中希望‧綠色聖誕」環保聖誕樹設計大賽 
產業、工藝、新契機-再造原住民工藝價值培育計畫/原住民圖騰之文創商品設計 
金統立公司/創新手工具暨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玩具公會/高齡者木製玩具設計 

102 學年度 產業、工藝、新契機-再造原住民工藝價值培育計畫/原住民圖騰之文創商品設計 
儷諮國際有限公司/中小企業即時輔導計畫-儷諮創意花器產品開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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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客製化鞋楦之自動化製程建構 
祐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智慧行動裝置之創新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103 學年度 三提企業有限公司/Ω 創新衛浴水龍頭產品開發案 
GadgetPro(H.K.)Limited/ GadgetPro 2014 創新玩具設計產學合作 
崑仲股份有限公司/ TPU/TPR 創新生活美學商品開發設計 

陳明石  100 學年度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自行車色彩與風格之設計研究 

101 學年度 日月明有限公司/日月明新型式臭氧垃圾桶開發設計案 
寶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百年寶泉食品喜餅禮盒設計大賽 

102 學年度 般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古鐵器鑄鐵壺暨文創產品設計競賽 

103 學年度 般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 開心玩設計、體驗新關係。大古鐵器鑄鐵壺暨文

創產品設計競賽 

郭炳宏  100 學年度 乃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車水壺架 
大銀微股份有限公司/微線性馬達控制系統設計 
惪和國際股份有限松/自行車周邊圖像設計 

101 學年度 乃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車車鈴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人性化照護器材驗證與模擬技術開發計畫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自行車智慧化產品整合研究--自行車色

彩與風格之設計研究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感性工學方法論驗證研究 
朝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朝程手持式砂輪機設計 

102 學年度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中高齡者載具騎乘的生心理感受之研究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新世代自行車產品舒適度語彙調查分析

研究 

103 學年度 貿塑企業有限公司/環保設計-讓垃圾變黃金之產品設計 

謝志成  100 學年度 乃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車水壺架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藝術、材質、色彩與 OLED 照明本質探討與應用設計 

101 學年度 乃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車車鈴 

呂佳珍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跨界共生，聯合培育」東海文創產業育成計畫 
浩瀚產品設計股份有限公司/機車購買意願之美感生活型態與使用者經驗因素

調查 

羅際鋐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寶鼎事業股份公司/使用者行為與喜好度之盒裝與瓶罐包裝開發設計 
貿塑企業有限公司/環保設計-讓垃圾變黃金之產品設計 

陳進富  100 學年度 金統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創新手工具暨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101 學年度 白蘭氏/白蘭氏「瓶中希望‧綠色聖誕」環保聖誕樹設計大賽 
產業、工藝、新契機-再造原住民工藝價值培育計畫/原住民圖騰之文創商品設計 
金統立公司/創新手工具暨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玩具公會/高齡者木製玩具設計 

102 學年度 產業、工藝、新契機-再造原住民工藝價值培育計畫/原住民圖騰之文創商品設計 
儷諮國際有限公司/中小企業即時輔導計畫-儷諮創意花器產品開發設計 
祐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智慧行動裝置之創新週邊產品開發設計 
應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2014 第一屆「INHON 創意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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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 三提企業有限公司/Ω 創新衛浴水龍頭產品開發案 
GadgetPro(H.K.)Limited/ GadgetPro 2014 創新玩具設計產學合作 
崑仲股份有限公司/ TPU/TPR 創新生活美學商品開發設計 

 

(2)參與學術活動、計畫審查、產/官/學相關社會服務事項 

本系教師積極參與學術活動、國內外學術期刊之審查、各類計畫審查、設計競賽活

動審查、產/官/學界社會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事項，詳細服務內容如下。 

A.專任教師擔任國際學術會議重要職位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擔任職位 期間 

羅際鋐 2013-ICOI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國際研討會 執行祕書 102 年 7 月 

羅際鋐 2014-ICOI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國際研討會 執行祕書 103 年 8 月 

羅際鋐 2015-ICOI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國際研討會 執行祕書 104 年 8 月 

呂佳珍 Bulletin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the Science of Design Reviewer 104/06/05-105 

B.專任教師擔任學術活動主持人、評論人、與談人或其他工作事項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擔任職位 日期 
陳明石 台灣感性學會 主任編輯 100/12/10 
陳明石 無障礙設計分組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委員 100/12/13-102/06/30 

陳明石 東海大學 2012「健康照護與療癒設計」

國際論壇 主持人 101/01/08 

陳明石 2012 設計學會 審稿委員 101/02/01 
陳明石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國際交流設計營 主持人 101/09/03-101/09/07 
陳明石 台灣感性學會 理事 101/11/01-103/10/31 
郭炳宏 台灣感性學會 理事 101/11 

陳明石 橘色善念-銀髮族智慧生活國際設計研討

會 發表人 101/11/24 

陳明石 2013 台灣感性研討會 主持人 101/11/30 
郭炳宏 2013 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 論文發表評論人 102/04/12 
郭炳宏 2013 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 論文審查委員 102/04/12 
王中行 2013 世界華人工業設計論壇 與談人 102/05/18. 

羅際鋐 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AOI) 

執行祕書 102/05~至今 

羅際鋐 2013-ICOI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國際研討會 Session chair 102/07 

陳明石 
2013 Workshop Of Way-Finding for 
Greater Taichung 中日國際交流設計工作

營 
主持人 102/11/11-102/11/15 

郭炳宏 台灣感性學會 理事 102/11 
陳明石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審稿委員 103/02/01-10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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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石 台灣感性學會 理事 103/12/16-迄今 

呂佳珍 2015 第二十屆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研

究成果發表研討會暨 2015 第二屆國際設

計研究論壇暨研討會 
審查委員 104/04/11-04/16 

柯耀宗 2015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研究成果發表會 Session Chair 104/05/16 
王中行 2015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研究成果發表會 評論委員 104/05/16 
陳明石 2015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研究成果發表會 評論委員 104/05/16 
呂佳珍 2015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研究成果發表會 評論委員 104/05/16 
羅際鋐 2015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研究成果發表會 評論委員 104/05/16 

羅際鋐 2015 第十屆企業全球化理論與實務國際

研討會 評論人 104/05/29 

C.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之重要職務 

教師 論文類型 期刊名稱 擔任職務 篇數 時間 
陳明石 國內期刊 設計學報 審查委員 2 100 年度 

陳明石 國內期刊 感性學報 審查委員 1 100 年度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Intl. J of Production Research 審查委員 6 101.1~至今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審查委員 11 101.1~至今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Software 審查委員 2 101.1~至今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Meccanica 審查委員 1 101.1~至今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Proceedings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審查委員 1 101.1~至今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Concurrent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審查委員 3 101.1~至今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J of Next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審查委員 1 101.1~至今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Colour Research & Application 審查委員 1 101.1~至今 

王中行 國際 SCI 期刊 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審查委員 1 101.1~至今 

柯耀宗 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審查委員 1 100.7~至今 

柯耀宗 國際 SCI 期刊 Journal of Engineering Design 審查委員 2 100.9~至今 

柯耀宗 國際期刊 101 年度東海大學創意學報編輯 學報主編 7 
101.8.1~ 
102.7.31 

柯耀宗 國際期刊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審查委員 3 103.1~至今 

柯耀宗 國際 SCI 期刊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nufacture 審查委員 3 103.9~至今 

陳明石 國際期刊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審查委員 1 101 年度 

陳明石 國內期刊 設計學報 審查委員 2 101 年度 

陳明石 國際期刊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審查委員 2 102 年度 

陳明石 國際期刊 デザイン学研究(JSSD) 審查委員 1 102 年度 

陳明石 國內 A&HCI IJ Design 審查委員 1 10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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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陳明石 國內期刊 設計學報 審查委員 1 102 年度 

陳明石 國際期刊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審查委員 1 103 年度 

柯耀宗 國際期刊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審查委員 3 103.1~至今 

柯耀宗 國際 SCI 期刊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nufacture 審查委員 3 103.9~至今 

郭炳宏 國內期刊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課程與教

學季刊 論文審查 1 103.11.02 

陳明石 國內期刊 南臺學報 審查委員 1 104/04/07 

D.擔任各類計畫審查委員職務  

教師 計畫名稱 時間 擔任職務 
郭炳宏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3 件  100 年度 審查委員 

郭炳宏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創業引進專家會議 100/11/28  學界專家 

王中行 科技部個人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1 件 101 年度 審查委員 

郭炳宏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2 件  101 年度 審查委員 

陳明石 101 年度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研習學員評審 101/02/15 委員 

陳明石 101 年度科技部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101/02/16 審查委員 

陳明石 中國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論文審查 101/03/12 口試委員 

陳明石 101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審查 101/03/27 審查委員 

陳明石 辨理健康照護設計工作營專家會議 101/04/23 委員 

陳明石 日常用品國家標準技術委會員審議 101/04/30 審議委員 

郭炳宏 大同技術學院專案教師資格審查 101/09  審查委員 

陳明石 通用設計導入產業應用研究-通用設計標章與認證辨法專家會議 101/10/02 顧問 

陳明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論文審查 101/12/15 口試委員 

王中行 科技部個人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8 件 102 年度 審查委員 

郭炳宏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1 件  102 年度 審查委員 

陳明石 2012 東海大學聖誔佈置展覽 102/01/19 指導老師 

陳明石 102 年度科技部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102/02/20 審查委員 

陳明石 102 年度科技部專案計畫審查 102/03/13 審查委員 

陳明石 2013 台灣新一代設計奬作品指導 102/05/19 指導老師 

陳明石 2014 年日文組長期交換學生甄選 102/09/25 口試委員 

陳明石 中國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論文審查 102/09/26 審查委員 

陳明石 2013 台灣感性研討會論文審查 102/11/02 審查委員 

郭炳宏 OPEN MILD THE CAM FORCE 專家會議 102/12/24  學界專家 

王中行 科技部個人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17 件 103 年度 審查委員 

郭炳宏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1 件  103 年度 審查委員 

郭炳宏 CITD 產品設計類-桔禾創意整合有限公司 103 年度 審查委員 

郭炳宏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劃技術審查會議(CITD) 103/01/17  審查委員 

陳明石 2013 東海大學聖誔佈置展覽 103/01/07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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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擔任競賽活動審查委員職務 

教師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擔任職稱 時間 

柯耀宗 2009東海大學聖誕創意設計佈置比

賽 東海/校牧室 評審委員 98/11~12 

柯耀宗 興大學生參與德國紅點設計大賽 中興大學 評審委員 100/04/26 
柯耀宗 宝泉食品包裝設計競賽評審委員 東海/工設系 評審委員 102/04/27 

柯耀宗 C2C 產品創新設計競賽 行政院環保署 評審委員 
103/09/23~ 
103/10/28 

陳明石 設計已然，防患未然-2011 創意新銳

設計競賽決選評審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評審委員 100/09/09 

陳明石 MIT 微笑標章產品評選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

心 評審委員 100/09/21 

陳明石 2011生活美學創意設計大賽初複審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評審委員 100/10/28 
陳明石 台中市低碳社區標章徵選活動 台中市環保局 評審委員 100/12/02 
陳明石 2012 年金點設計奬評選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評選委員 101/04/18 
王中行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專題競賽 教育部技職司 評審委員 101 學年度 

郭炳宏 101 愛台中創意獎學金競賽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評選委員 101/09/26 
郭炳宏 金點設計獎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審查委員 102/04/26 
柯耀宗 宝泉食品包裝設計競賽評審委員 東海/工設系 評審委員 102/04/27 
王中行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專題競賽 教育部技職司 評審委員 102 學年度 

王中行 愛台中創意設計競賽 台中市政府 評審委員 
102/09/27(初評) 
102/11/01(複評) 

陳明石 102 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典範

選拔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 評選委員 102/10/15 

陳明石 2013 年金點設計奬評選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評選委員 102/10/15 

呂佳珍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學生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評審委員 103/5/2 

呂佳珍 TWNIC 形象廣宣品設計競賽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 評審委員 103/6/20 

陳明石 103年上半年度高級中學學校評鑑評鑑委員行前專業研習諮詢暨

協調會 103/01/08 評鑑委員 

陳明石 103 年度科技部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103/02/12 審查委員 

陳明石 103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審查 103/03/25 審查委員 

陳明石 103 年度科技部專案計畫審查 103/04/28 審查委員 

郭炳宏 黎明大學專任教師學位昇等-論文審查 103/08/19  審查委員 

陳明石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助理教授升等論文審查 103/10/08 審查委員 

王中行 經 濟 部 技 術 處 A +企 業 創 新 研 發 淬 鍊 計 畫  103/12/03. 審查委員 

郭炳宏 CITD 產品設計類-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審查會議 103/12/25  審查委員 

郭炳宏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劃技術審查會議(CITD) 104/03/11  審查委員 

王中行 科技部個人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3 件 104 年度 審查委員 

呂佳珍 經濟部工業局 CITD 技術審查 104/04/17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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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中心 

陳明石 2014大古盃鑄鐵壺暨文創產品設計

競賽 
般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主持人 103/08/01 

陳明石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典範奬、創

意計畫與徵文選拔活動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基督教醫院 評審委員 103/09/04 

陳明石 2014臺中盃全國創意大獎初審會議 台中市政府經發局 評審委員 103/09/23 
王中行 臺中盃全國創意大獎創新服務暨設

計發明競賽活動 
台中市政府 評審委員 103/10/21 

郭炳宏 創意設計產品評選 東海工設系亮點計劃 評選委員 104/01/10 

王中行 
104 年度全國高中職學生智慧生活

創意設計比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評審委員 104/03/22 

柯耀宗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4 年當代藝術資

產創意衍生品開發採購案 國立台中美術館 評審委員 104/04/15 

柯耀宗 
「2015 時尚美型、健康生活新體

驗。大古鐵器鑄鐵壺暨文創產品設

計競賽」， 
東海大學/工設系 評審委員 104/06/30 

F.專任教師參與其他社會相關專業服務乙覽表 

教師 專業服務活動名稱 參與職務 期間 
郭炳宏 眾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顧問 100~迄今 

郭炳宏 東海大學產學合作顧問團隊 顧問 100~迄今 

陳明石 東海大學工設系學會 指導老師 
100/09/01-101/07/

31 
柯耀宗 手工具公會產品設計與研究發展班 授課老師 101.04 
柯耀宗 東海工設系系友會成立委員會籌辦 籌辦委員 100.4.1~100.5.21 

陳明石 無障礙設計分組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委員 
100/12/13-102/06/

30 
陳明石 東海大學 101 學年度學術審議委員會 委員 101/10/11 
郭炳宏 台評會 東方科技大學評鑑 最終報告會議 評鑑委員 102.01.30 
王中行 台評會 東方科技大學評鑑 最終報告會議 評鑑委員 102.01.30 
柯耀宗 台中一中大學博覽會招生推廣說明會 說明委員 102.7.21 
王中行 
陳進富 泉州工業設計協會訪問 接待、簡報 102.05.21 

陳明石 逢甲大學工學院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課程

委員會 
諮詢顧問、校外

委員 
102/08/01-103/07/

31 

郭炳宏 尚殷股份有限公司台中設計中心 
設計總監、產品

設計顧問 
103.05~迄今 

王中行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學系自我評鑑 評鑑委員 103.05.08 
王中行 
陳進富 泉州工業設計協會來訪 接待、簡報 103.05.19 

王中行 
陳進富 湖南科技職院 藝術學院來訪 接待、簡報 10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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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行 華僑大學交流座談會（國際處主辦） 簡報 103.06.18. 
王中行 金葵矯正鞋業 專訪 研究專案主持人 103.06.24 
王中行 同濟大學師生 來訪 接待、簡報 103.07.14 

陳明石 逢甲大學工學院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課程

委員會 校外委員 103/8/01~104/7/31 

王中行 逢甲大學工學院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系所諮詢顧問 諮詢顧問 103/8/01~104/7/31 

王中行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 校外委員 103/8/01~104/7/31 

王中行 彰化師範大學電機工程系 103 年度教育部「藻

類生質能系列課程計畫」 諮詢委員 103 年度 

王中行 
陳進富 河北工業設計協會來訪 接待、簡報 103.10.27 

郭炳宏 「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 103.12.25 
郭炳宏 東海大學 vs 鴻海精密工業產學合作會議-鄭州 產品設計代表 103.11.26 
王中行 
陳進富 福建德化五洲陶瓷 一行來訪 接待、簡報 103.11.28 

郭炳宏 久鼎金屬實業股份公司 設計顧問 103.12~迄今 

郭炳宏 金展工業公司產學合作會議-第一次 產品設計代表 103.12.10 
郭炳宏 金展工業公司產學合作會議-第二次 產品設計代表 104.03.10 

G.其它與產、官、學界社會服務相關之事項 
教師 學術活動內容 地 點 時 間 主 辦 單 位 

王中行 專題演講 －如何在設計領域發表國

際期刊論文 
設計所專題討論

室 100/03/30 
雲林科大工業設計

學系 
王中行 專題演講 －協同產品開發與模組化

組裝設計 工業設計所 100/05/05 高雄第一科大 

郭炳宏 專題演講 －產業如何提升競爭-如何

建制產業的創新資料庫 
南崗工業區-企業

總部 100/12/31 眾成工業公司 

王中行 專題演講 －創意設計與設計創新 機械系 101/05/10 勤益科技大學 

王中行 專題演講 －影像逆向辨識與特徵處

理於中文書法之研究 
彰師大寶山校區 
工學院電機系 

101/05/24 彰化師大 電機系 

陳明石 銀髮族身心之變化 
自行車暨健康科

技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3 樓 
100/11/23 經濟部技術處 

陳明石 色彩應用與設計 
臺中手工具同業

工會 
101/06/09 手工具同業工會 

柯耀宗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專題演講 
雲林科技大學設

計研究所 
101/10/24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

研究所 

王中行 專題演講 －中文筆劃特徵辨識及其

字型產品開發之研究 
彰師大寶山校區 
工學院電機系 102/03/11 彰化師大 電機系 

羅際鋐 台灣百年宝泉食品喜餅禮盒設計大

賽 初審評審 
東海大學工業設

計系 
102/04/08 

寶泉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柯耀宗 中華民國優良產品協會審查委員 印翡公司 102/04/17 
中華民國優良產品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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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耀宗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專題演講 

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工業設計研究

所 
102/05/23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羅際鋐 泉州南安「成功杯」衛浴大賽暨兩岸

學生 Workshop（指導老師） 泉州南安 102/07/24-31 中國工業設計協會 

陳進富 
泉州南安「成功杯」衛浴大賽暨兩岸

學生 Workshop（指導老師、台灣帶隊

老師） 
泉州南安 102/07/24-31 中國工業設計協會 

陳明石 生活風格與產品美學 
國立新竹生活美

學館  
102/10/05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

館  
王中行 專題演講 －中文書法筆劃資料庫建

構及系統模擬平台之開發 
彰師大寶山校區 
工學院電機系 102/10/07. 彰化師大 電機系 

羅際鋐 東海大學推廣教育 產品設計與研究

發展班-人因工程 
東海大學管理學

院 103/05/24 
東海大學推廣教育

中心 

陳明石 產品設計與研究發展班：工業設計與

色彩應用 
東海大學推廣部 103/06/07 東海大學推廣部 

羅際鋐 產品魅力體驗與服務設計 專題演講 東方設計學院 103/06/16 
東方設計學院流行

商品設計系 

郭炳宏 設計創意總是藏在生活細節裡-1 東方設計學院 103/06/16 
東方設計學院流行

商品設計系 

郭炳宏 設計創意總是藏在生活細節裡-國際

設計競賽參與-2 東方設計學院 103/06/19 
東方設計學院流行

商品設計系 

羅際鋐 海報排版設計解說專題演講 東方設計學院 103/06/19 
東方設計學院流行

商品設計系 

陳進富 
“五洲杯”海峽兩岸大學生陶瓷工業

設計大賽暨 2014 海峽兩岸大學生設

計工作坊（指導老師） 
 103/07  

郭炳宏 
The BIKE in the Future 專家會議 

自行車暨健康科

技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3 樓 
103/07/04 

CHC 自行車研發中

心檢測驗證部 

陳明石 「跨界共生，聯合培育」東海文創產

業育成計畫 工設系 
103/07/10- 
104/05/31 

文化部 

陳明石 新北市創新設計學院-高齡使用者之

設計概念課程 
亞東技術學院 103/08/16 亞東技術學院 

陳明石 跨科際教育工作坊 -高齡化議題的

Design Thinking 
國立中興大學 103/10/03 

SHS 跨科際師資培

育計畫 

郭炳宏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劃基

礎應用課程-創意與創業 
東海大學管理學

院 
103/11/01 

教育部-農業生技產

業教學實習推動中

心 

郭炳宏 教育部實務增能產業食物導向課程

計劃-設計學系的未來發展-專家會議 東方設計學院 103/11/26 
東方設計學院流行

商品設計系 

郭炳宏 如何提升設計公司的組織改造 大可設計公司 103/11/31 大可設計公司 

陳明石 高齡產品設計與通用設計概念之探

討 

自行車暨健康科

技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3 樓 
103/12/12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

健康科技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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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宏 自行車電子智慧化專家座談 
自行車暨健康科

技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104/01/30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

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呂佳珍 模擬面試指導 彰化女中 104.03.28 彰化女中試務組 

呂佳珍 
化粧品產業技術提升與產學研合作

座談會：化粧品品牌與產品設計開發

演講 

中科工商服務大

樓 
104.04.23 工研院 生醫所 

柯耀宗 粧點美麗新時尚計畫產學研合作座

談會 專題演講 

中科工商服務大

樓 
104.04.23 工研院 生醫所 

呂佳珍 香港佛教何南金中學 東海大學體驗

營。食在設計專題演講 

省政大樓 2樓 203

教室 
104.06.27 東海大學推廣部 

H.專任教師參與跨校(系)整合型研究或計畫乙覽表 

教師 跨校(系)整合型研究或計畫名稱 參與職務 期間 
陳明石 教育部-SHS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

畫 
課堂講師 101/08/01~104/07/31 

陳明石 101GREEnS006-1創意永續生活五感體驗

設計之前瞻規劃 
主持人 101/08/01~102/07/31 

陳明石 

柯耀宗 

郭炳宏 

101學年東海大學綠色永續環境研究計劃

GREEnS之「創意永續生活五感體驗設計

之前瞻規劃」分項研究一「科技的綠色創

新應用」 

子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01/08/01~102/07/31 

李俐慧 
呂佳珍 

101學年東海大學綠色永續環境研究計劃

GREEnS之「創意永續生活五感體驗設計

之前瞻規劃」分項研究二「感官知覺與環

境互動」 

子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01/09-102/07 

王中行 
謝志成 
陳進富 

本校 GREEnS 計畫 
分項計畫 4-3：長青族生活環境營造 

子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01/09~102/06 

王中行 
謝志成 
陳進富 

本校 GREEnS 計畫 
總計畫四子計畫四分項計畫三 長青族居

家空間產品之研究與設計 

子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02/07~103/06 

陳明石 102GREEnS004-5創意永續生活五感體驗

設計之前瞻規劃 
主持人 102/08/01~103/07/31 

陳明石 老街五感體驗之數位設計與服務加值研

究－以台中南屯老街為例,-由創新區域特

色加值老街新風貌之設計策略 

主持人 102/08/01~103/07/31 

柯耀宗 
老街五感體驗之數位設計與服務加值研

究－以台中南屯老街為例－數位科技加

值老街旅遊體驗價值之研究 
子計畫主持人 102/08/01~103/07/31 

柯耀宗 
郭炳宏 
羅際鋐 

東海大學「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GREEnS)」分項計畫一：樂齡智能旅遊

之前瞻科技應用 

分項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02/08/01~103/07/31 

李俐慧 
東海大學「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GREEnS)」總計畫四子計畫五分項計畫

二  從行為與認知特質探討樂齡族旅遊

共同主持人 
102/08/01~10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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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建構 

呂佳珍 

102學年度 東海大學綠色永續環境研究

計劃GREEnS之「樂齡智能旅遊五感體驗

設計之前瞻規劃」分項研究三「大台中地

區樂齡族綠色智能旅遊模式之建構」 

總計畫四子計畫

五之共同主持人 
102/10~103/07 

羅際鋐 
應用視覺閾於產品角度美感呈現之研究

(I) 
主持人 102/10~103/09 

羅際鋐 中高齡者載具騎乘的生心理感受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3/03~103/10 

羅際鋐 
使用者行為與喜好度之盒裝與瓶罐包裝

開發設計 
主持人 103/03~103/12 

陳明石 [GREEnS]長青族生活環境營造與休閒體

驗設計 主持人 103/08/01~104/07/31 

柯耀宗 
羅際鋐 

東海大學「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GREEnS)」分項計畫三：科技於永續綠

色校園之研究 

分項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03/08/01~104/07/31 

羅際鋐 空間形構法則於產品操作介面配置之研

究 主持人 103/08~104/07 

羅際鋐 參數式城市介入行動課程群組計劃 授課教師 103/9/15~104/1/15 

陳明石 
李俐慧 

東海大學「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GREEnS)」總計畫四子計畫四分項計畫

四「從行為與認知特質探討長青族休閒環

境建構」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03/08/01~104/07/31 

王中行 
陳進富 

本校 GREEnS 計畫總計畫四子計畫四分

項計畫一「長青族療癒性之景觀與生活產

品研究及設計」 

子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103/07~104/06 

 

 

佐證資料： 

1. 附件 3-2-1 專任教師學術著作 

2. 附件 3-2-2 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3. 附件 3-2-3 100~103 學年度 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計畫、產學合作計畫 

4. 附件 3-1-5 國際設計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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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本系設有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掌管教師聘任、升等、解聘、停

聘、不續聘、教師學術著作、研究發明及教師進修、研究及教學之審議，教評會運作正常。

在教師升等及聘任審查作業上，採三級三審制。在教師升等方面，以教學、研究及服務三項

進行審查，其中升等著作之評審，由院、校二級分別辦理外審，教師升等審查作業相當嚴謹。

在教師聘任上，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

每次均為二年。初聘及續聘第一年，本校得於聘約中要求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學

生等方面，應達一定之成果，以作為後續輔導之基準及續聘之條件。 

此外，為維持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特訂新聘教師評估辦法及教

師評鑑辦法，並以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為評鑑項目，以評定教師之整體表現。 

在新聘教師部分，新聘講師、助理教授到職後六年內，新聘副教授到職後八年內如未升

等者，應接受評估。經評估未通過者，自次一學年度起不予晉薪，不得在校內超支鐘點費且

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並應繼續接受評估。連續 2 年評估仍未升等者，不予續聘。本項規

定適用於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聘之教師。 

在教師評鑑部分，評鑑對象為在本校服務滿四年以上之專任教師，未通過評鑑之教師，

校內不得超授鐘點、不得借調校外機構、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不予晉支薪俸，由學院協

調系（所）給予輔導，一年後再予評鑑；三年內未通過再評鑑者，視為不適任，應申請退休，

或經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辦理不續聘或解聘程序。 

本校對於教師的聘任、考核有健全的審核機制，以確保專任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與

輔導之績效，進而提升整體辦學品質。本系目前已有郭炳宏老師通過教師評鑑，柯耀宗老師

102 學年度下學期升等為副教授。本系教師除教學、研究之外，並積極參與各項系務、院務

及校務工作(工作名單參見附件 3-3-1)，並熱心學生輔導事務，與學生互動密切。 

另外，也鼓勵專任教師進修汲取學術新知，提升研究品質，或至本校姐妹校講學或研究，

促進國際學術交流。陳明石老師於（102.06~102.09）至千葉大學進行短期研究交流。依照「專

任教師進修研究辦法」，本系前後已有 3 位教師（郭炳宏老師、陳明石老師、林崇宏老師）

留職停薪，接受學校部分補助，至國外留學進修，並於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回系上服務。 

 

佐證資料： 

 1. 附件 3-3-1 教師參與系所、院務、校務工作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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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之情形為何？ 

1.教學設計與多元方法應用 

本系教師教學生動活潑、多樣化，善用各種資源，設計適當之學習課題，並採取多元的

教學方式，導入多面向的思考刺激，引領學生透過反思辯證，拓展學習視野，加深學習效果。 

教師於選課系統上公布課程教學大綱，包含課程概述、課程目標、課程內涵、參考書籍、

教學進度、評分方式、教師教材網址、課程與核心能力之對應、課程與就業力之對應，讓學

生充分瞭解課程相關資訊。本系授課大綱上網率百分之百。（附件 3-4-1 103 學年度授課大綱） 

表3-4-1 課程大綱上網比例與自編教材比例 

開課數量 

學期 
大學部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合計 

課程大綱

上網比例 

自編教材

比例 

101-1 28 9（含碩士論文） 4（無碩士論文） 41 100% 100% 

101-2 28 8（含碩士論文） 4（無碩士論文） 40 100% 98% 

102-1 27 9（含碩士論文） 6（含碩士論文） 42 100% 100% 

102-2 28 7（含碩士論文） 4（含碩士論文） 39 100% 100% 

103-1 27 9（含碩士論文） 6（含碩士論文） 42 100% 100% 

103-2 28 6（含碩士論文） 5（含碩士論文） 39 100% 100% 

在教學設計上，本系專兼任教師以自編教材為主，透過 PowerPoint 簡報、多媒體影音播

放、實際操作示範等方式，運用多樣而新穎的教學理念及方法，豐富教學內容，激發學生學

習動機，提升學習效果。（自編教材統計資料參閱附件 3-4-2）。此外，本系教師教學認真，開

發新教材，100 學年度柯耀宗教師以『產品設計』課程教材，獲得本校教學創新獎；101 學年

度李俐慧老師以『東海校園教我的設計二三事』，獲得 1 萬元材教具製作補助；103 學年度柯

耀宗老師以『數位互動設計教具』，獲得 3 萬元材教具製作補助。 

在教學執行面上，運用各種媒介、平台，除了課堂講解、小組討論外，並輔以實務參訪、

演講活動、建教合作、設計講評、工作營，並與創藝學院跨系交流合作，以多元的教學方式，

促進學習成效，茲將執行方式詳述於下。 

(1)本校建置有數位教學平台，提供教師運用教學科技輔助教學之介面。除教師授課教材

更為多元化，亦使得學生學習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可隨時進行課前預習、課後學

習、線上討論等。另，學生之學習作業及學習評量亦可擺脫制式窠臼，朝向多元而全

方面的推展。（數位教學平台內容請參閱附件 3-4-3） 

(2)本系建構一網路平台，教師可將上課教材存放於伺服器之課程資料夾中，供學生即時下載

閱覽，同時也提供作業上傳功能；並提供一網路空間，供學生存取個人資料。 

(3)各年級主修設計課皆與廠家作緊密相關；且與業界合作、互訪頻繁，並視課程需要，帶領

學生進行校外教學參訪，以利學生更熟習產業生態，增加學生實務經驗。（課程參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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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參閱附件 3-1-2） 

(4)配合課程需要，邀請專家學者、專業設計師及畢業系友至課堂演講，以務實觀點提供不同

看法，激盪學生思維，增進學習效果。（本系舉辦之國內專題演講請參見附件 3-1-3、國外

學者講學活動請參見附件 3-1-4） 

(5)除了課程教學外，系上並舉辦設計營，邀請國外專家學者蒞臨指導，系上教師從旁輔助，

體驗不同的教學模式，激化教學的靈活性，對本系師生助益良多。（國際設計工作營請參

見附件 3-1-5） 

(6)設計課教授方式，教師採一對一個別指導，提供學生相當大的討論空間，師生互動緊密。

由於想法不設限的授課方式，培育的學生具有豐富想像力的特質。本系核心課程大一設計

基礎、大二產品設計、大三產品開發、大四畢業設計等課程，設計發表邀請校外專業人士

及畢業系友講評，也進行建教合作，兼顧理論與實務，廣受學生好評。為了有效跨系交流

彼此學習，大一設計基礎更與創藝院之建築、景觀、美術合作，特別將四系的基礎設計課

程混合組隊，共同出題與授課。希望讓學生學習團隊精神，尊重不同專業，接受不同領域

的教學，擴展學生的視野，達到系際合作效果。 

2.學生學習評量 

為能達成本系建構之學生核心能力，本系的課程依據其性質，內容設計包含教學授課、

小組討論、專題演講、企業參訪、個案教學研討、專題研究、實作示範或演示、發表等，透

過不同的教學方式，養成學生核心能力。由於師生關係密切，老師也會依學生學習狀況，隨

時調整授課方式，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系注重學生學習評量成效，以「產品設計」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表為評鑑樣本（詳

見附件 3-4-4），進行外審，期使課程之學習評量能有效達成評估學生學習之目的；外審之學

生學習成效評量後續檢核報告詳見附件 2-2-4。 

為了落實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本系更邀請三位系友暨業界代表 古吉田(第六屆/三十

創意設計總監)、林淨暘(第九屆/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中心)、何婷芬(第十屆/成霖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中心)，召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建立」諮詢會議，討論學生面對未來，

應養成的能力及本系課程因應方式。（諮詢會議具體改善辦法如附件 2-2-5） 

3.教學回饋機制 

本校注重學生的學習成效，所以於開學後第 7 週～第 8 週辦理「期中教學意見反應」，學

生可將期中學習狀況反應於問卷調查中，並將質化意見轉交給任課教師，請任課教師依學生

期中學習意願調查適度修正課程之難易度、方向，以期透過此機制提升教與學之成效。 

第 15 週～第 17 週辦理「期末教學評量問卷填寫」，教學評量是教與學的溝通橋梁，學生

藉此提出具體反映，老師則依據教學回饋，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並調整教學內容及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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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教學品質。本系 101~103 學年度期末教學評鑑整體評量值如圖 3-4-1，詳細資料請參閱

附件 3-4-5。 

圖 3-4-1 101~103 學年度期末教學評鑑整體評量值 

除了學校舉辦之教學意見回饋外，教師也透過檢視學生之各項報告、作業、與學習心得

等資料，作為課程與教學檢核之依據。若有教師評量不佳的狀況，則將教學意見送交至課程

委員會並邀請教師一同參與輔導討論修正。同時本校數位教學平台，提供教師與學生在課程

上之交流平台，課程內容上網、學生詢問問題等說明。教師間也會根據彼此的教學心得，互

相溝通，彼此分享。此外，本系每年舉辦國際設計營，藉由觀摩外籍專家學者的授課方式，

拓展宏觀之設計視野，並藉此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提升教學成效。 

 

佐證資料： 

 1. 附件 3-4-1 103 學年度授課大綱 

 2. 附件 3-4-2 教師自編教材統計 

 3. 附件 3-4-3 數位教學平台 

 4. 附件 3-1-2 學系課程參訪活動乙覽表 

 5. 附件 3-1-3 國內專題演講乙覽表 

 6. 附件 3-1-4 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乙覽表 

 7. 附件 3-1-5 國際設計工作營 

 8. 附件 3-4-4 工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評量(尺規之建構) 

 9. 附件 2-2-4  99-100 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後續檢核報告 

10. 附件 2-2-5 課程委員會校外委員意見及學院系回應具體改善辦法 

11. 附件 3-4-5 101~103 學年度期末教學意見反映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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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86.3 
83.4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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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99.6 

90.8 
93.9 92.8 

97.1 

89 
91.3 

97.6 96.6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101-103學年度教師評量 

大學部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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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本校治校辦學目標，採「教學」與「研究」雙向並重，研究更為教學的深化。本校訂定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內容包含研究計畫獎勵、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

勵、減授鐘點獎勵、學術著作獎勵及產學合作獎勵，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提升學術水準，

擴大建教、產學合作計畫的執行，加強與業界的互動，掌握產業動態。並為減輕新聘助理教

授教學負擔，鼓勵學術研究，訂定「東海大學新聘助理教授減授鐘點辦法」，每週授課時數得

減授三小時。並有「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資助辦法」，鼓勵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

會議，發表研究成果，發揮以教學支持研究、以研究帶領教學的雙贏效益。本系各項專任教

師獎勵辦法及獲獎名冊，請參閱附件 3-5-1。 

為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與學生學習效能，本校教學資源中心也開設一系列成長課程，推動

跨領域整合與課程創新，協助教學科技在課程中的有效運用，促進教學與學習知識的發展與

推廣。本系教師積極參與各項專業成長相關活動（附件 3-5-2），透過持續的進修學習，增進

專業與創新能力，藉由彼此間的經驗分享，強化教學能力和技巧。並提供新進教師個別諮詢，

舉辦新進教師知能研習營，由各學院教學傑出及研究卓越之資深教師擔任傳承教師，協助初

任教師瞭解學生學習特質、設立教學目標、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經營師生關係、教學平台

輔助教學，以及如何進行研究等。 

此外，本校為提昇優良教學風氣及教學品質，獎勵從事創新教學之教師，訂定獎勵教師

相關辦法（附件 3-5-3）。本系教師教學認真，開發新教材，屢獲獎項，成效卓越。 

(1) 柯耀宗老師，103 學年度榮獲本校產學優良獎。 

(2) 柯耀宗老師，103 學年度以『數位互動設計教具』，獲得 3 萬元材教具製作補助。 

(3) 柯耀宗老師，102 學年度榮獲本校教學優良獎。 

(4) 陳明石老師，101 年度榮獲特優教學獎。 

(5) 李俐慧教師，101 學年度以『東海校園教我的設計二三事』，獲得 1 萬元材教具製作

補助。 

(6) 柯耀宗教師，100 學年度以『產品設計』課程教材，獲得本校教學創新獎。 

本系教師也積極參與各項行政事務及產、官、學界社會服務，同時以學生為本位，充分

關心學生學習、生活與生涯規劃等相關事項。教師升等審查也將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列

為評鑑重點，激勵教師發揮所長，確保「教」與「學」之品質。 

 

佐證資料： 

1. 附件 3-5-1 專任教師獎勵辦法獲獎名冊 

2. 附件 3-5-2 教師參與「專業成長系列工作坊(營)」乙覽表 

3. 附件 3-5-3 東海大學獎勵教師教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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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整體性作法 

(1)理論與實務兼備之頂尖師資 

本系教師學經歷陣容堅強，專任教師不僅在學術研究上表現活躍，各有專精，

也在產業界的設計實務有相當多的經驗，並獲得多項國際大獎，如iF、RedDot、G-Mark

等設計大獎。 

(2)全方位教學打造創意設計學習氛圍 

教學上靈活運用創新教學方法，除課堂授課提供創意設計專業訓練(Professional)

外，教師也以自身實務經驗施以「身教」，強調「做中學」。如由與產業界結合進

行設計腳踏車周邊產品為設計題目，讓學生能經歷真實業界開發商品之詳細步驟與

追求完美的態度。 

「境教」部分，運用系館走廊做為會審作品展示與創新設計材質與優秀作品展

示空間。實作工廠提供學生實際操作機具與實現創意構想之場域。「動教」部分鼓

勵學生自主組隊參與設計競賽、發明競賽、創業競賽；組織班會、系學會、畢委會，

學習社群；舉辦校內外展覽與暑期創意工作坊；企業實習、企業參訪、設計工作營

與演講活動等。例如暑期募集高中生參與本系之系特色-「高中設計營」，此營隊為混

班教學，指導教師與學長姐在此活動中帶領學弟妹完成設計任務，增進全系一體之

大家庭情感，達成有效學習、跨域學習、自主學習之目的。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學士班：視情況導入適當產學合作，以降低學生對於設計技能所造成的學用落差，

藉此也可得知目前產業界之需求與發展現況。 

(2)碩士班：其師資教學時會視情況鼓勵學生參與國內外競賽以及舉辦設計工作坊，

每年與日本千葉大學亦會相互交流學習，以補足目前國外設計發展現

況。 

(3)碩士在職專班：其組成學生皆為業界，而此班別成立之目的為訓練高階設計管理

者，因此師資與課程的開立多屬於設計管理相關課程，將提升其企

業對於設計管理的知識與技能。 

 

（三）問題與困難 
1.整體性作法 

本系目前在特色與目標的發展上，遭遇以下的與困難： 

(1)少子化問題導致碩士班人數逐年遞減，本校系擁有良好與完善之教育特色與目標，

然而面臨少子化與私立大學學費高昂之問題，碩士學生逐年遞減使得教師在發展

校系特色與目標會受到學生人數的限制。 

(2)學生素質受到社會不良價值觀與家庭少子化過於保護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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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業界實務經驗的兼任師資聘任困難，本校為教學與研究型併重大學發展，在兼任

師資聘任，仍需注重博士學歷與研究成果作為評估的標準，兼任教師也因為有其

他工作時間衝突，造成兼任實務師資的聘任困難。 

(4)師資不足，本系專業團隊教師共 9 位，為達成完美的教育目標與發展特色，各個

身兼重任，包含拓展多項系務發展重任及研究教學服務輔導重任，授課鐘點超標，

導致師教身心俱疲，有待充實教師資源。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雖然目前已要求授課教師事先提供相關課程資料，但選課前部分學生不上網查看，

且不清楚所修學程之選課要求，僅聽取學長姐的實際經驗，作為是否選修該課的

參考。 

(2)學士班、碩士班與碩士在職班學生背景多元，學士班來自陸生、僑生、外藉生，

學生素質與文化差異大。碩士班學生有一半為非本科系學生，設計基本能力須再

加強。碩士在職班學生有一半為非設計師成員，領域差異太大整合困難。 

(3)社會價值觀與家庭教育導致學生趨向利益目標，只想得到利益卻不願下苦工學習

的想法，只問權利不盡義務。 

(4)學生難以克服對手繪學習之恐懼感，導致電腦繪圖優，而表現技法弱。 

 

（四）改善策略 
1.各校宣傳延攬優秀教師及延聘業界資深人員 

持續透過各種管道延攬國內外具有設計相關學術研究與實務能力之專業師資，

以到各校設計學博士班廣為宣傳，爭取博士師資來校任教，以完善本系在學術領域

上的表現，並積極延聘業界資深人員到校任教，以銜接業界實際需求與完善本系在

專業實務上之拓展。 

2.建立多元課程輔導管道 

本系舉辦座談會、研究生課程座談會加強宣傳，或向系學會學長姐、導師諮詢

等多元管道，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使學生能依志趣與學校規劃選擇適合課程。善

加利用虛擬教室與E化教學園等互動學習平台，可提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完善課程

資訊可供取得。例如，舉辦相關資訊系統、與操作平台的示範說明會，提供完善的

影音操作程序與書面資料給予教師能即時解決對於操作上不熟悉之困境。成立專屬

Facebook社群互聯網，將學生所選課程之相關資訊，能立即傳送給每位學生，以提

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與教師、同儕相互傳達溝通課程資訊與討論。 

 

（五）項目三之總結 
本系聘請設計與相關專長教師，皆在學術研究與設計業界具有豐富經驗，能在教授

科目上相輔相承，使學生能在設計領域上達成有效學習。教學科目與個人學術研究領域



76 

或專業領域相結合，並符合課程規劃。本系強調紮實的基礎科目以及設計創意表現之展

現，課程規劃具備「專業主軸」-「專業群組選修、領域」-「專題」之系統觀，培育符合

國家發展需求及民眾時代生活需求的創意商品專業人才，將設計理論與設計市場之問題

解決能力與概念具體化展現之能力。除了嚴謹的課堂課業教學，更積極創造一全方位之

設計學習環境，鼓勵參與各項設計活動競賽。 

本系以主動態度委請導師與學生面對面廣為說明課程願景與架構，以確保學生充分

了解教學目標與授課內容。學生可利用課輔時間，系學會座談、親師座談會、教學助教、

系主任、系辦同仁與學習同儕等多元管道進行了解。本系鼓勵學生參與設計與發明競賽，

召集潛質佳或學習成效優異的學生參加國內外設計競賽(如德國iF和Red Dot)；而針對較落

後之學生教師需個別加強輔導。本系舉辦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評量，授課教師了解學生

學習意見不僅可從課堂中蒐集回饋意見，亦可從期末教學評量進一步了解。本系將持續

延攬國內外優秀之人才加入本系行列，以讓學生有良好的完善教育，並輔導本系教師與

學生善加利用虛擬教室與E化教學園等互動學習平台，可提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完善課

程資訊可供取得。 
  



77 

四、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良好的教學品質植基於良好的師生關係，師生關係的維繫除了因循傳遞知識、塑造價值

或人格陶冶的目標外，好的師生互動，更能充份發揮教學效能，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本系

所學生學習輔導分成授課教師輔導、班級導師輔導與系所相關輔導等三部分。 

1.授課教師輔導 

本系所採小班制教學，大學部招收 35 名學生、碩士班 17 名、碩士在職專班 9 名，師生

關係密切。由於本系擁有獨立系館，大學部每一年級都有固定的工作室，碩士班及碩士在職

專班則以指導老師區分，分配研究空間。且因作業型態關係，需經常使用工廠及電腦教室，

所以學生大部分時間都留在系館，因此師生間互動頻繁。本系教師教學認真，除了上課時間

外，並訂有學習晤談時間(office hours)（附件 4-1-1），提供學生必要之指導。 

授課教師嚴格執行期中學習成績預警制度，綜合考試成績、作業、報告及上課出席狀況，

對於學習狀況不佳之學生，給予預警，並通知學生家長；課業上，對於被預警的學生，授課

教師也會主動關懷，予以特別輔導。 

e 化學習，本校建置有數位教學平台，提供教師上傳教學講義；本系亦設有內部網路

伺服器，存放上課教材，上述兩者皆可供學生即時下載教材閱覽，隨時進行課後複習，提供

便利的學習環境。 

另外也設置教學助理，協助教師輔導學生。本系工廠實習配置一名教學助理，工廠實習

老師負責授課、講解、示範操作，教學助理職責為從旁協助，並視需要加強學生之操作輔導。

（教學助理名冊暨輔導記錄表參閱附件 4-1-2） 

本系注重教學助理的輔導成效，針對教學助理進行受輔學生意見調查，附件 4-1-3 為

101~103 學年度工廠實習受輔學生意見回饋表，101 學年度教學助理成效不彰，系上已慎重處

理此問題，對於教學助理加強管控，102 學年度則大幅提高到 8 成的滿意度，103 學年度更增

加到 9 成滿意度，顯示教學助理發揮實際的功效。 

2.班級導師輔導 

本系班級導師皆由專任教師擔任，輔導及協助解決學生之想法、情緒、品行、交友、

娛樂以及選課、轉學、學術研究、升學、就業、生涯規劃等問題。並列席班會，瞭解學生

相關事務，協助解決問題。每學期固定聚餐、聯誼，聯繫感情，紓解功課、生活壓力。（附

件 4-1-1 導師晤談時間一覽表） 

當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達預警標準或記過以上處分時，班級導師結合學生事務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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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系教官、家長或有關人員施予適切輔導。對於重點預警學生，經由導師晤談輔導後，

認定有學習負擔過重或對某一科目有學習障礙之情形，得向教務處申請預警停修。同時主動

關懷經濟有困難之同學，協助申請學生就學補助、就學貸款及各項獎助學金等，提供經濟上

的支持，協助同學完成學業。 

3.課外補救教學輔導措施－東海大學學習輔導 Tutor 

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強化學生基礎及專業必修科目，提供多元化之學習管道，由系所

或教師提出申請，以大學部及研究所優秀學生擔任學習輔導 Tutor，進行學生個別與團體課業

諮詢，有效解決學生課業疑難。實施對象為(1)學習成效不佳學生、(2)教師評估未能達到課程

培育目標之學生、(3)曾學分數達二分之一(含)以上不及格者。 

4.系所相關輔導 

(1)系辦、電腦教室和工廠均配有行政助理協助學生處理課務、解決學習困擾等，也可藉由

行政助理的管道向教師反映學生的困擾。另外系所透過系公佈欄、系網及 Facebook，發

佈相關活動訊息，完善告知學生各種生活、生涯、學習輔導措施與求助管道。 

(2)系學會召開系大會，反應學生問題，教師也透過此管道，宣導系上政策並解決問題。系

主任並透過不定時的約談，瞭解學生學習狀況，扮演溝通協調的角色。 

(3)舉辦新生說明會，由主任、導師、教官及專任教師解說本系特色、教學規劃與提供之輔

導服務，與家長做面對面的雙向溝通；並由系學會介紹學會運作及辦理之活動，使新生

能更快速的融入大學生活，進而積極規劃未來之大學生涯。 

(4)新生大學入門課程 

以創新、活潑、整合、成長為理念，『大學入門』課程透過一系列的活動、課程或演講，

讓大一新生了解本校、本系辦學精神、核心價值，並與系、所近距離接觸，由系主任講

解系、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充分認識系、所資訊與課程。藉由團體活動與分組，

擴展人際資源與廣度，使大一新生能更快速的融入大學生活，進而積極規劃未來四年之

大學生涯。 

(5)舉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全體教師出席，由系主任介紹系所之師資、設

備、課程與修習規定，並由各老師介紹研究室特色、定位與未來發展願景。邀請學長姊

進行經驗分享並參與座談討論，讓每位新進研究生，盡快瞭解、適應學習環境，進行研

究學習。 

(6)舉辦教學參觀、演講活動，邀請專家學者或系友回母系報導專業、職場趨勢，與學生座

談，協助學生瞭解產業動態，及早進行職涯規劃。系所舉辦之校外參觀、國內外專題演

講活動，參見附件 3-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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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 

1. 附件 4-1-1 專任教師及系所導師學習晤談時間乙覽表 

2. 附件 4-1-2 教學助理名冊暨輔導紀錄表 

3. 附件 4-1-3 101~103 學年度工廠實習受輔學生意見回饋表 

3. 附件 3-1-2 學系課程參訪活動乙覽表 

4. 附件 3-1-3 國內專題演講乙覽表 

5. 附件 3-1-4 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乙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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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理維護機制為何？ 

本系擁有獨立的系館空間，空間配置完善，有設計工作教室 4 間（大學部各年級使用）、

碩士班研究室 2 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使用）、研討室 6 間，提供上課、分組討論

之所需；多媒體教室 1 間，提供演講、評圖、發表、展示之所需；會議室 2 間，除供各項會

議召開外，並提供論文口試、e 化教學使用；展覽廳作為學生作品教學成果展覽之用。並且

每年編列圖儀設備費，充實教學資源，在實習設備方面，設有電腦教室、實習工廠、逆向與

快速原型（Reverse Engineering and Rapid Prototyping, RE/RP）工作室、雷切工作室等，提供

上課、學生實習與模型製作之使用。以下將依教學實習空間、電腦教室、工廠等學習資源逐

一說明。 

 

1.教學實習空間 

 (1)教學空間  

 教室名稱 總面積 用途說明 
1 設計工作教室 4 間 419.93 m2 大一至大四工作教室，每間約容納 40 人。 
2 多媒體視聽教室 1 間 142.8 m2 可作為上課、作品展覽及研討會使用，約容納 80 人。 
3 研討室 6 間 118.28 m2 作為上課、分組討論、研究生發表使用 

 (2)實習教室 
 教室名稱 總面積 用途說明 

1 實習工廠 469.68 m2 
供本系課程教學及模型製作使用。包含器材管理室、金

工加工區、木工加工區、成形加工區及噴漆房。 

2 RE 與 RP 模型工作室 33.00 m2 
提供 3D 雷射掃瞄逆向量測、快速原型製作機，完成產

品快速建模。 

3 雷切工作室 35.07 m2 
提供電腦輔助製造軟體與 CNC 切削加工，以作為學生上

課、課後實習使用。 
4 電腦教室 110.22 m2 作為上課、學生課後實習使用，約容納 40 人。 

 (3)研究空間 
 教室名稱 總面積 用途說明 
1 碩士班研究室 2 間 188.81 m2 研究生可進行研究的個人空間與小型公共討論區 
2 老師研究室 12 間 190.94 m2 提供專任老師進行研究與指導學生 
3 系圖書室 1 間 40 m2 存放圖書、期刊、雜誌等，提供學生借閱 

(4)其他空間 
 教室名稱 總面積 用途說明 
1 會議室 2 間 87.84 m2 會議場地，可支援碩士班口試及課程發表使用。 
2 行政空間 1 間 10.67 m2  
3 儲藏室 1 間 10 m2 收納工設系所屬財產與攝影、投影等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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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腦教室軟硬體設備 

電腦教室提供教師上課、學生實習、課後作業使用。共配置有個人電腦 30 台、廣播教學

系統一套、A3 網路黑白雷射印表機 1 台、A3 高階掃描器 5 台、A3 彩色噴墨印表機 2 台、A1

繪圖機 1 台，Wacom 繪圖板 40 套，設備新穎，滿足師生需求。 

另架設網路伺服器，作為全系師生之 File Server，教師可將上課教材存放於課程資料夾

中，供學生下載，作業繳交；並提供一網路空間，供學生作業之存放，為全系資訊之匯集中

心。 

本系因應數位化潮流的趨勢，在平面出版、廣告方面，使用 InDesign、Photoshop、Illustrator、

Acrobat、CorelDraw 等軟體，進行圖形繪製、編修及排版。在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方面，加

強業界常用軟體之訓練，例如：Creo、SolidWorks、Alias、AutoACD、Rhino、MasterCAM、

Geomagic Studio、RP Catalyst 、CINEMA 4D、KeyShot 4.0 等軟體，建構 3D 數位模型，以及

產生實體模型，做為產品開發與生產的輔助工具。 

本系電腦教室配置職員一名，並訂有管理辦法，管理完善。除了教師上課外，其餘時間

開放學生自由上機，充分使用。 

 

3.實習工廠設備 

實習工廠位於本系系館地下一樓，提供本系作為教學授課、課後練習與畢業專題製作使

用，主要涵蓋金工、木工與先進電腦輔助製造等項目。傳統的金工、木工機具，配合設計課

題，養成學生動手、動腦，體驗設計的實作能力。同時在電腦課程上，訓練學生電腦輔助設

計的能力，搭配 3D 立體掃描器、快速原型機（RP）、雷切機、磨切機等電腦輔助製造機器，

將學生的設計概念由最初的構想展開為實際成品，配合時代潮流，提升學生與業界接軌的能

力。 

實習工廠配置職員一名，並訂有管理辦法，管理完善。實習工廠各課程在授課前均安排

足夠時數之事前工安訓練講習，於講習後確實考核學生，並於各主要作業區域明顯貼示各式

安全標語與注意事項。同時，對於學生欲於課後借用工廠設備，本系訂出嚴格之借用規範，

並指派通過考核之學生擔任協助人員，以儘量減少作業時可能發生之風險與災害。 

 

4.系所空間增建規劃 

目前本系所空間使用已達飽合狀態，未來將以 3F平台及與建築系之間的空地來增建使用

空間（如圖 4-2-1），以因應未來陸生、僑生及外籍生日益增多，空間不足的情形。目前正委

請建築師進行設計規劃，預計 104(上)學期正式向學校提出空間擴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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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系館增建規劃示意圖 

 

佐證資料： 

1. 附件 4-2-1 電腦教室管理辦法 

2. 附件 4-2-2 實習工廠使用手冊 

3. 附件 4-2-3 實習工廠暨電腦教室設備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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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本系鼓勵並輔導學生參與各項課外學習活動，除固定公告國內外各式設計訊息外，並積

極舉辦校外參訪、專題演講、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設計工作營等。除了由系上主辦外，並輔導

學生策畫各式活動，訓練學生統籌、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下述為本系學生舉辦活動之情

形。 

1. 系學會舉辦迎新露營、各式活動及球類競賽、策畫 A+D 創藝學院週(Art + Design)、參與全

國大設盃、舉辦各式演講等。透過各種藝文、體育活動的舉辦參與，訓練學生獨立思考、

分工合作及人際溝通的能力。 

 

 

 

 

2. 每年 12 月下旬舉辦『工設週』系列活動，整體活動由大二學生統

籌執行，包含系館佈置、活動宣傳展演、大一~大四作品展出及學生手工藝紀念品展售，

充分展現工設系學生之無限巧思，讓人對學生的創意感到無限驚奇與讚嘆。尤其是接近展

覽期間，同學們不僅要兼顧課業還要利用課餘時間佈置系館，充分展現學生自主、團隊合

作的精神。 

2013 年工設週「怪獸來了」 
 

2014 年工設週「續」 

3. 期末設計成果展 

本系教學靈活多樣化，積極培養學生策劃、執行能力。除了大四畢業設計成果巡迴展與參

與全國之新一代設計展外，大一~大三每學期期末根據個別課程的需要，舉辦設計成果展

或聯展，相互觀摩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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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計鐵人競賽 

由系友會協同系學會舉辦設計鐵人專業競賽（模型王、噴漆王、表技王、建模王及電繪王），

提供競賽獎品，鼓勵在學之學弟妹，強化工設系必備的 5 項技能，以利與業界接軌。 

5. 高中生設計營活動 

由大二學生發起，系上教師支援，舉辦四天三夜的高中生設計營活動。從主題訂定、活動

規劃、招生宣傳，全由學生一手包辦，並藉由平日設計相關課程的訓練，將學習成效展現

在活動策劃與執行上，真正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6.舉辦快速設計工作營 

亮點計畫主辦，系學會規劃執行，於 104.01.10~11 舉辦為期 2 天的「2015 From Transform

快速設計工作營」，邀請畢業系友莊育昇進行設計指導，並由大二~大四學長姐擔任助教，

協助訓練大一學生的造型能力。並於活動最終，由學長姐評選優秀作品及頒發獎品。藉由

畢業系友、學長姐與學弟妹互動中，增進各年級間的知識傳承與交流互動，進而提升整體

凝聚力。由於學生反應熱烈，另於 104.05.23 舉辦「互動設計工作營 - Design thinking 的教

學」、104.05.31~31 舉辦「文創肉骨茶工作營」，加強學生專業技能與技巧。 

 

 

 

 
7.舉辦學生自學社團 

大學部系學會針對新生或低年級同學辦理設計專業核心「Sketch Up」(表技能力提升)之課

後輔導，並邀請畢業學長姐回系進行「3D 建模教學」，教導 SolidWorks、Rhino 電腦軟體

使用技巧，學弟妹反應良好；另外在碩士班部分，則由學生自辦「論文寫作讀書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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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佳。另外，學校教學資源中心也提供「學生學習社群計畫」，鼓勵學生自組學習團體，

透過同儕討論、共同研讀課業及課外延伸閱讀資料、辦理相關活動、講座及競賽等方式，

以達學生自主學習成效提升及知識經驗分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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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103 學年度招收碩士班 17 位、在職專班 9 位。本系專任教師 9 位，其中 8 位具有博士學

位，專任教師指導碩士班學生人數如表 4-4-1。在指導人數上，老師間有默契，以平均為原則，

並沒有強制規定招收學生人數，保有彈性，充分尊重學生的學習意願。 
 

表 4-4-1  100~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指導碩士班學生人數 
班別 

學年度 
教師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100 101 102 103 101 102 103 

甲

組 

王中行 4 2 1 1 1 0 0 
郭炳宏 1 2 1 2 3 2 3 
謝志成 1 1 0 2 2 0 0 
柯耀宗 3 2 1 1 1 1 1 

乙

組 

陳明石 2 3 0 2 0 0 1 
李俐慧 1.5 2 0 0 0 0 0 
呂佳珍 1 4 1 2 0 1 1 
羅際鋐 0.5 -- 0 1 0 3 1 

備註：100 學年度研究生黃宇吟，由李俐慧老師、羅際鋐老師共同指導 

1.學習輔導 

本系指導教授在開學初均會對所指導的研究生修課狀況進行了解並提供建議，學期中每

週均以固定或額外不定期的方式進行研究室 Seminar。研究生除了必需定期發表論文寫作或計

畫執行的進度外，藉由口頭報告，訓練學生收集、分析、整理資料及口語表達的能力；同時

廣泛接觸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各研究生之間也可相互學習、觀摹及切磋，進而達到提昇研

究能力之目的。此外，指導教授並視個別需要，採一對一討論的方式，協助研究生安排學習

規劃、解決研究困難等問題。 

本系設置研究生教室，師生間互動密切，指導老師可隨時掌握學生狀況，學生也可以隨

時找老師討論。除了與研究生約定固定的晤談時間外，研究生與指導老師亦以 facebook、Line、

Skype、電子郵件等傳播工具進行討論與溝通。 

本系教師也積極鼓勵研究生參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或競賽，本系碩士班修習學位規定（參

見附件 4-4-2），以研究論文申請學位者，至少需發表於學會主辦之全國性研討會論文 1 篇；

以設計創作申請學位者，需於修業期間完成公開展演及競賽得獎計點 2 點。本系教師近年來

指導學生之畢業論文，其中不少論文發表於國內研討會以及參與國內外競賽，並獲得優異之

成果。除了論文指導外，本系教師亦會提供研究生參與科技部計畫、產學合作專案的機會，

藉以訓練研究、策劃、執行能力，提升研究與實務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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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涯輔導 

本系舉辦教學參觀、辦理演講活動、邀請專家學者或系友回系分享專業、職場趨勢，讓

學生了解產業界最新動態。此外，指導教授也會給予研究生未來生涯方面的建議，諸如準備

博士班升學考試、認識未來的工作機會與就業態度，並提供學生產學合作的機會，增加實務

學習的經驗。 

學校也積極辦理各項就業輔導系列講座、職涯志業講堂、徵才博覽會、職涯適性

測驗等活動，訊息透過網頁、email、校園海報宣傳等方式週知學生，鼓勵學生積極參與。  

 

佐證資料： 

1. 附件 4-4-1 100~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名冊 

2. 附件 4-4-2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修習學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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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本系師生感情融洽，隨時透過教師、導師、指導老師及系所主任，進行生活與生涯輔導。

系所也舉辦多項教學參訪、演講活動，並積極辦理職涯啟航計畫，邀請豐富經驗的學長姐

及專業講師至系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提升同學對職涯規劃與就業市場的了解。茲將實際執

行情況，詳述如下。 

1.新生入學輔導 

針對大一新生，學校設計了「大學入門」課程，透過一系列的活動、課程或演講，體驗

感受東海的核心價值，經由東海巡禮，提供新生食、衣、住、行等方面之諮詢，使新生在最

短時間內適應大學新鮮人生活。藉由團體活動與分組，擴展人際資源與廣度，使大一新生能

更快速的融入大學生活，進而積極規劃未來四年之大學生涯。 

並由系學會介紹學會運作及辦理之活動，帶領新生參觀系館，介紹各種學習資源，及遇

到問題時提供之輔導服務。並進行學長姐、學弟妹之家族分配，藉由學長姐之關懷與互動，

加速新生之適應狀況。 

對於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召開新生說明會，介紹系所課程架構及畢業相關規定，

由老師介紹個人專長與研究領域，並進行綜合座談。活動最後，由各研究室的學長姐進行經

驗傳承與分享，協助新生瞭解系所狀況與後續的學習規劃。 

2.導師輔導 

本系每班配置導師一名，由大一帶到大四。導師運用預警制度及輔導實施辦法了解學生

學習狀況，並與學生事務處生輔組、教官室、諮商輔導中心等密切聯繫合作，提供學生生活

輔導，關懷協助學生解決問題。系上教師主動關懷，對於經濟有困難之同學，協助申請學生

就學補助、就學貸款及各項獎助學金等，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協助同學完成學業。（附件 4-5-1 

學生諮商、弱勢學生助學金、賃居訪視成效） 

導師每學期列席班會，了解學生相關事務，協助解決問題。定期舉辦聚餐、聯誼，聯繫

感情，抒解功課、生活壓力。本系教師經常透過 Facebook、Skype、Line 等各種網路社群與

學生互動，達到即時關注的目標。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則由指導老師兼任導師，由於研究生與指導老師關係密切，能隨

時掌握學生動態，所以在學習、生活與生涯規劃上，能適時給予輔導與建議。 

3.生涯輔導 

本系配合校內職涯輔導的各項資源，由系主任指定系上資深老師一名，擔任職涯種子教

師，與各班級導師通力合作，期能朝向：大一/職場興趣診斷、職涯探索，大二/提升核心就業

力(競爭力)，大三/職場見(實)習體驗，大四/職場人才之養成的目標邁進。在碩士班與碩士在

職專班方面，透過研究計畫案、產學合作案之執行，發掘個人設計專業領域之興趣與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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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未來就業或升學之方向。 

已執行的計畫分述如下： 

(1)系友職涯講座：邀請老中青三代系友回系上，分享其職場心路歷程與經驗，協助學生認

識潛能與適合工作性向，並發掘自我，強化本身優勢。（附件 3-1-3） 

(2)企業參訪：帶領在校同學參觀設計相關企業、重要設計展覽等，學生在參訪歷程中對產

業工作型態與需求人才，有更清晰的認識，進而對自己在學習、未來工作及生涯規劃上

有更大的助益。（附件 3-1-2） 

(3)系學會辦理低年級核心能力提升輔導：針對新生或低年級同學辦理設計專業核心提升輔

導，已辦理「Sketch Up」(表技能力提升)、並邀請畢業學長姐回系教導 SolidWorks、Rhino

操作技巧，學生反應良好。 

(4)暑期企業實習輔導：協助高年級學生赴職場實習，早日與職場接軌，並開設「企業實習」

選修課程。 

(5)協助學生參與國內外設計競賽：在財源許可下，補助學生參與國內外設計競賽，為系上

爭光。102 學年度本系補助系所學生共 30 件作品參加紅點設計獎（每件補助 2000 元），

共有 2 件獲獎，其中一件更獲得 best of the best 的殊榮；103 學年度本系有 2 件獲 reddot

獎，學校補助國際大賽每件 1 萬元整。 

(6)積極帶領學生赴海外參與展覽、工作坊與異地企業實習：101 年前往泉州參加文化創意

產業展覽，並榮獲金獎；102 年帶領學生赴中國晉江參展、設計工作坊及在輝煌水暖集

團實習；103 年領學生參加“五洲杯”海峽兩岸大學生陶瓷工業設計大賽暨 2014 海峽兩岸

大學生設計工作坊，並在迪特工業設計中心實習；104 年帶領學生參加泉州 2015 海峽兩

岸大學生設計工作坊暨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共獲得 13 項大獎，並提供迪特

工業設計中心、鴻海鄭州廠實習，成效佳。 

(7)媒介職場就業工作：積極媒介應屆畢業班級同學至職場工作。 

(8)協助應屆畢業生或系友出國申請：協助同學撰寫推薦書，推薦優秀之國外設計學校等工

作。 

除此之外，鼓勵學生參加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辦理之各種職涯規劃、自我探索研

習營活動、職涯興趣量表測驗、團體與個別諮詢講座及線上預約諮詢機制、大型校園徵才博

覽會及各大知名企業參訪活動，協助學生充分認識自己性向，構思生涯發展藍圖。 

4.其他系所相關輔導 

(1)系學會召開系大會，反應學生問題，教師也透過此管道，宣導系上政策並解決問題。除

此之外，系學會辦理各項運動競賽、休閒娛樂活動，舒解課業壓力。 

(2)導師定時、不定時約見學生，另系主任亦對於特定學生另行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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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各式獎助學金，完善告知學生校方學務處各種生活、生涯輔導措施與求助管道。（附

件 4-5-1、4-5-2） 

(4)系辦、電腦教室和工廠均配有行政助理協助學生處理課務、解決學習困擾等，也可藉由

行政助理的管道向教師反映學生的困擾。 

(5)每學期系教官或護理老師會與大一新生逐一會談，瞭解生活情況，並定期至校外學生宿

舍參訪，了解學生居住環境。學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更於網站提供校外賃居諮詢、調查

等相關服務，包括舉辦東海租賃博覽會、賃居安全知識、賃居糾紛諮詢等。（附件 4-5-1） 

 

佐證資料： 

1. 附件 3-1-2 學系課程參訪活動乙覽表 

2. 附件 3-1-3 國內專題演講乙覽表 

3. 附件 4-5-1 學生諮商、弱勢學生助學金、賃居訪視成效 

4. 附件 4-5-2 各類獎助學金得獎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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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整體性作法  

(1) 4 位教師一同帶領重要設計課程，以小班制教學配合獨立工作空間與學習晤談時

間，師生關係密切互動頻繁。 

(2)產業無縫接軌，本系與中部多間企業有產學合作關係，合作形式有三，企業進入

課堂產學合作(例如 GadgetPro 玩具設計產學合作)、企業與校系間產學合作(例如

大古鑄鐵文創設計)及學生到企業實習合作(例如迪特公司企業實習)三種方式，讓

學生就業接軌。 

(2)e 化學習，學生能隨時隨地在校園中上網到數位教學平台中閱覽教學講義。 

(3)注重教學助理品質並以學生意見調查評鑑。 

(4)期中預警與班級導師輔導機制，協助學生學習輔導及生活關懷。 

(5)完整的教學空間、獨立實習工廠與研究空間，提供學生課程目標的實踐。 

(6)軟硬體設備充足及完善的管理制度。 

(7)支持學生組織活動，在校園戶外空間、系館或外系館進行展演、活動及設計營。 

(8)畢業系友回系演講、講座與兼課，學長姐與學弟妹關係密切。 

(9)帶領學生海外參觀、展覽及企業實習。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學士班各項課外學習活動，包含大一迎新露營、大二工設週、大三設計鐵人及全

系設計成果展與快速設計。 

(2)學士班各年級導師機制，協助學習與生涯輔導。 

(3)碩士班課外企業參訪、產學合作、海外參觀與展覽。 

(4)碩士班導師與學生獨立研究空間討論與生涯輔導。 

(5)碩士在職專班跨域領資源整合平台與產學合作學習。 

 

（三）問題與困難 
1.整體性作法 

(1)課外學習活動係以學生組織活動學習為主，缺乏社會服務機會。 

(2)學生自治組織運作會因組織人員替換而有不同的思維，然而，組織之宗旨不應改

變之下，需要再提升組織之素質。 

(3)學生網路使用率高，例如教師與學生在 fb 互動頻率高，然而並未有屬於系上自己

的留言網頁，以增加師生聯繫或系上與學生的聯繫。 

(4)奬助學金與工讀金資料未有網路即時通知方能提升學生申請率。 

(5)學生課業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等工作，仍可再提升。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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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士班仍需改善本系學生課業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等工作。 

(2)學生參與國際交流的意願因經費及語言限制較為低落。 

 
（四）改善策略 

1.整體性作法 

(1)課外學習活動擬可增加社會服務機會。 

(2)學生組織會議可與導師討論讓學生更為理解，提升活動素質。 

(3)增加系上網頁留言功能的建置，增進師生聯繫，取得學生的反饋與溝通。 

(4)增加網路即時通知，主動發送系上訊息之功能。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可成立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系友聯繫委員會，藉以協助本系

推動各項工作以改善本系學生課業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等工作。 

(2)為加強學生參與國際交流的意願，未來將加強與國際學校間之聯繫，增設交換學

生名額。 

 

（五）項目四之總結 
整體而言，本系在學習資源、管理維護、系上與教師輔導及其支持系統均有妥適

的規劃與實施。此外，本系盡力提供學生優質的軟硬體學習資源之運用與管理、加強

與業界的產學合連結、導師與系學會，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與生涯輔導，使學生能

自主積極參與各種階段的輔導，像是職涯講座、低年級核心能力及提升輔導、暑期企

業實習輔導等。此外，透過網路社群連繫平台，充分並即時的了解學生回饋資訊，並

透過回饋資訊做為系上教學內容之改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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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本系以「設計基礎」（大一）、「產品設計」（大二）、「產品開發」（大三）、「專題設計」（大

四）為主軸課程，並搭配設計基礎技法、電腦輔助工具操作技能、人文與藝術、工程與製造、

人因與設計、設計與行銷等方面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養成，教導學生心、手、腦並用，藉由觀

察、思考、實作與創新，逐步累積設計相關學術與專業能力。 

大四專題設計為大學四年學習成果的總檢，訓練學生綜合所學並予以應用，從資料蒐集、

分析、歸納，乃至設計概念發想、展開，以迄精緻模型製作與呈現。依本系畢業門檻規定，

畢業作品必需參加全國性之公開展覽，以檢視自我的專業能力。本系歷年來學生整體表現佳，

畢業設計作品榮獲新一代設計展、A+創意設計展等全國性重要展覽之多項獎項。 

本系致力應用多元教學模式與自主學習活動，積極培養學生策劃、執行能力。除了大四

畢業設計成果巡迴展外，大一～大三也會視課程需要，舉辦聯展或成果展（表 5-1-1），展示

作品主題與性質多樣豐富，可促進學生間互相觀摩切磋；每屆大二學生也自發性地於每年 12

月搭配東海校園聖誕活動時程舉辦「工設週」活動，在工設系館舉辦大型主題性設計展演，

校內外參與者反應熱烈，已成為東海聖誕節重要的宣傳活動之一。從學生自主性策展的過程，

可展現本系學生統籌、規劃、分工合作及人際溝通的能力，從實作中學習、成長，並促使各

年級緊密交流，強化認同凝聚力。 

表5-1-1 學士班學生參與校內、外展覽乙覽表 

參與人員 校內、外展覽  地點 時間 

大二學生 101工設週「禮物」 工設系館 101.12.22~28 
工設、景觀、美術大

一學生 101第N+1個禮物 東海校園 101.12~102.01 

大一~大三全體學生 101學年度上學期設計期末成果展-回甘 工設系館 102.01.15~20 

全體大四學生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畢業聯展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02.05.08~15 

全體大四學生 102新一代設計展 台北世貿 102.05.17~20 

全體大四學生 第21屆畢業巡迴展--台南交流展 台南愛國婦人館 102.05.29~29 

全體大四學生 第21屆畢業巡迴展--東海大學校內展 東海大學東海書房 102.05.31~06.03 

大一~大三全體學生 
101學年度下學期設計期末成果展－

進。蛻 東海大學東海書房 102.06.20~24 

大二學生 102工設週「怪獸來了」 工設系館 102.12.20~27 
工設、景觀、美術大

一學生 102 Merry Xman 聖誕誰快樂？ 東海校園 102.12~103.01 

大三學生 設計發想與習作期末成果展－JOKER 工設系館 102.12.30~103.01.03 

大一學生、景觀 臺中公園樂齡族休閒空間設計+探索城 中區再生基地 103.0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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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的窗花設計「重生設計展」 
東海大學景觀系+工設系聯展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69號 

大三學生 
大三產品開發－高齡者友善之戶外街具

設計成果展 東海大學東海書房 103.01.06~10 

全體大四學生 103Ａ+創意季設計展 
台中TADA文化創意

園區 103.05.02~11 

全體大四學生 103新一代設計展 台北世貿 103.05.16~19 

全體大四學生 大四畢業設計校內展 工設系館 103.05.22~25 

大一學生與餐旅系 「食尚革命」PARTY 東海大學東海書房 103.06.05 
工設、建築、景觀、

美術大一學生 聖誕家音-校園裝置藝術展 東海大學校園 103.12.14~104.01.05 

大二學生 
103工設週「續」暨25周年紀念回顧

暨系友聯展  工設系館 103.12.20~26 

大三學生 設計發想與習作期末成果展－蛻變 工設系館 104.01.14~21 
工設、建築、景觀、

美術大一學生 
創藝院四系大一聯合設計課題－仲夏夜

之夢 東海大學校園 104.03.21~28 

大四學生 104新一代設計展 台北世貿 104.05.01~04 

全體大四學生 大四畢業設計校內展 工設系館 104.05.08~10 

大四學生 大四畢業設計「重拾」番外篇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南

街7巷1號 104.05.11 

大三、大四學生 
Amazing Grace 創意設計往創業商品化

的最後一哩路 成果展 東海大學東海書房 104.06.22~25 

 

除了正規課程外，也舉辦各式演講、研討會及國際設計工作營（附件 5-1-2）與他校進行

學術交流（交流學生名單請參見附件 5-1-1），除了提供國際學習的機會，亦可透過討論溝通、

腦力激盪的過程，啟發創造思考，培養學生綜合實踐能力，進而激發自我學習，同時也藉由

設計營產出成果，驗證學生的設計能量。 

表5-1-2 系(所)與他校進行學術交流計畫 

學術交流活動名稱 地點 時間 

100年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東海大學Workshop  Japan CHIBA 100.11.07~11 

台灣鹿港意象調查研究設計工作營 

參與學校：東海大學、武藏野美術大學、台灣藝術大學 
東海大學工設系 100.12.26~27 

泉州首屆創意文化節 大陸泉州市 101.06.16～21 

101Chiba U in THU 國際交流設計營 

參與學校：東海工設、日本千葉大學 
東海大學工設系 101.09.03~07 

102台中南屯老街五感體驗之數位設計工作營 

參與學校：東海工設、台北科技大學 
東海大學工設系 102.05.06~10 

海峽兩岸大學生設計Workshop 大陸南安 102.07.22~28 

102武藏野美大＋雲科大＋東海大 三校聯合設計工作營 雲林科技大學工設系 102.10.30~11.01 
102『A Good Way Finding System for Greater  Taichung 
Schedule』國際交流設計營 東海大學工設系 102.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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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學校：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雲科大、

北科大 

103海峽兩岸大學生設計工作坊 大陸德化 103.07.24~08.01 

103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Workshop in Japan 

Midtown 
Tokyo Midtown 103.09.01~05 

海峽兩岸大學生設計Workshop 大陸 104.07.15~08.11 

104 Future Innovator Design Workshop 
參與學校：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北科大、

雲科大  
東海大學工設系 104.08.31~09.04 

 

此外，舉辦設計競賽說明會，鼓勵學生參加各式競賽，競賽得獎情況如表 5-1-3。其中並

榮獲 2011 Reddot Design Award、2013 iF product design award、2014 red Dot Award、2015 red Dot 

Award 等國際大獎，成績優異（附件 3-1-6 競賽得獎）。本系也鼓勵學生參與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法，加強實作之能力，本系近三年學生的參與情況如表 5-1-4。 

表 5-1-3 大學部學生競賽得獎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得獎人次 31 人次 34 人次 10 人次 52 人次 

 

2014 Reddot: best of the best          2015 Reddot Concept Design Award 

 

表 5-1-4 大專學生參與研究計畫 

學年度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計畫名稱 起迄年月 金額 

101 鄭允婕 陳明石 
提升產品附加價值的因素—以金工珠寶為例 

101-2815-C-029-002-H 

101/07/01~ 

102/02/28 
47,000 元 

102 張雅甯 呂佳珍 
博物館實體互動設計之使用者經驗探討 

102-2815-C-029-022-H 

102/07/01~ 

103/02/28 
4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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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廖耕佑 羅際鋐 
整合逆向工程與快速成形於人間肉球之人因研究 

103-2815-C-029-014-E 

103/07/01~ 

104/02/28 
47,000 元 

103 廖哲瑋 呂佳珍 
QR Code 與 Wi-Fi 手機導覽系統之使用者經驗─

以國立台灣美術館為例 
103/07/01~ 
104/02/28 

47,000 元 

 

佐證資料： 

1. 附件 5-1-1 學系與他校進行學術交流之學生乙覽表 

2. 附件 5-1-2 學系歷年辦理研討會暨設計工作營乙覽表 

3. 附件 3-1-6 競賽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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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本系規定碩士班學生以研究論文申請學位者，至少需發表於學會主辦之全國性研討會論

文 1 篇；以設計創作申請學位者，需於修業期間完成公開展演及競賽得獎計點 2 點。而且本

系論文審查嚴謹，共有論文提案、計畫書審查與論文口試三個查核階段，對於碩士論文的品

質嚴格把關。本系 100~103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論文數量統計如表 5-2-1（論文資料參閱附件

5-2-1），其中 101 學年度畢業生鍾興，碩士論文「活用公私領域以創新東海藝術街觀光魅力」，

獲臺中市政府 102 年度「市政建設研究論文獎助」第一名；101 學年度畢業生謝孟宸，碩士

論文「都市水岸再造與地方觀光魅力形塑之關係–以愛河為例」，獲得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市

政建設研究論文獎助」佳作；102 學年度畢業生白環禎，碩士論文「探討台中草悟道之魅力」，

獲臺中市政府 103 年度「市政建設研究論文」佳作，學術表現優異。 

表 5-2-1  100~103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論文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畢業論文數 15 14 10 13 

 

除了學術研究外，更有研究生將理論實際創作成產品，藉由展覽的方式，完整呈現創作

論述與設計理念，強化論文的學術與專業價值。本系碩士班學生參與校內、外展覽情況如表

5-2-2，學術表現及展出評價良好。 

表5-2-2 碩士班學生參與校內、外展覽乙覽表 

參與人員 校內、外展覽  地點 時間 

李富豪 尷尬設計－人際互動之幽默詮釋 
「東海 43 號」創藝

實習中心 101.05.01~13 

楊云寧、林偉章 楊云寧、林偉章「幸福X痕跡聯展」 台中放送局 101.05.12~16 

黃俊凱 懶惰－懶惰行為之觀察與設計 
「東海 43 號」創藝

實習中心 101.05.15~27 

于家雯 Rii 回收概念設計展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

街 32 號 101.05.25~06.01 

李岳蓉 超負載人工體服務 
「東海 43 號」創藝

實習中心 101.11.27~12.02 

藍貝綺、余永成 
善居 Beneficence Living | 與環境共

生的新意識概念 創作聯展 
Select Design/ 東海

藝術街 101.12.20~23 

 

本系倡導學術研究，提供研究生獎助學金，在獎學金方面，分成論文、創作個展及競賽

獎學金三部分（獎助學金獎勵辦法參見附件 5-2-2），鼓勵研究生積極參與學術發表、設計競

賽及舉辦設計展，目前成效良好。100~103 學年度研究生學術著作如表 5-2-3（資料參閱附件

5-2-3）；在專利方面，102 學年度有「柯耀宗、陳長韋/太陽能植物生長照射燈」、「呂佳珍、

林源銘/具有掌壓按摩與電子錢包之拐杖」2 件新型專利；103 學年度有「賴昱儒、陳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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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宏/水龍頭」1 件設計專利，研究成果佳。 

表 5-2-3  100~103 學年度研究生學術著作 

班別 學年度 國際期刊 國內期刊 國際研討會 國內研討會 合計 

碩士班 

100 學年度 1 篇 1 篇 5 篇 24 篇 31 篇 

101 學年度 0 篇 0 篇 1 篇 24 篇 25 篇 

102 學年度 1 篇 0 篇 7 篇 18 篇 26 篇 

103 學年度 0 篇 2 篇 9 篇 22 篇 33 篇 
碩士在

職專班 103 學年度 0 篇 0 篇 0 篇 1 篇 1 篇 

 

在設計競賽方面，100~103 學年度得獎項次如表 5-2-4（競賽資料參閱附件 5-2-4），2014

年賴昱儒、陳詩盛更獲得紅點設計獎中 best of the best 之殊榮，成績優異。 

表 5-2-4  100~103 學年度研究生競賽得獎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競賽得獎數 9 人次 4 人次 7 人次 10 人次 

 

本系教師積極參與各項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並提供研究生各種研究、教學實習的機會，

附件 5-2-5 為碩士班學生擔任研究/教學助理一覽表，藉由參與計畫案，接觸各種研究或實務

議題，訓練不同層面的思考方式，進而提升學術研究能力。本系也提供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的

機會，鼓勵研究生與國際學術界密切交流，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100 學年度計有 4 人次、101

學年度 1 人次、102 學年度 7 人次、103 學年度 9 人次，對於提升研究視野，有實質的助益。

（資料參閱附件 5-2-6） 

表 5-2-5  100~103 學年度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出席國際會議 4 人次 1 人次 7 人次 9 人次 

 

佐證資料： 

1. 附件 5-2-1 100~103 學年度碩士畢業論文 

2. 附件 5-2-2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研究生獎助學金獎勵辦法 

3. 附件 5-2-3 100~103 學年度研究生學術著作 

4. 附件 5-2-4 100~103 學年度研究生競賽得獎 

5. 附件 5-2-5 碩士班學生擔任研究/教學助理一覽表 

6. 附件 5-2-6 100~103 學年度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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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碩、博士班學生之數量與品質如何？ 

1.碩士班 

碩士班自民國 88 年成立以來，已經歷過 16 年，為確保畢業學生之學識素養與研究品質，

能符合社會人才需求，本所對學生各階段之學術表現進行嚴謹的審查與考核。為了提昇研究

生之學術專業能力，畢業學生除修習必選修課程外，本系規定碩士班學生以研究論文申請學

位者，至少需發表於學會主辦之全國性研討會論文 1 篇；以設計創作申請學位者，需於修業

期間完成公開展演及競賽得獎計點 2 點，碩士班修習學位規定請參見附件 4-4-2。 

表 5-3-1  88~103 學年度碩士班招收學生、畢業學生一覽表 

學年度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入學人數 10 12 15 9 15 12 16 14 15 15 16 18 15 17 5 11 

畢業人數 0 7 7 8 4 6 12 17 4 18 13 10 15 14 10 13 

畢業合計 0 7 14 22 26 32 44 61 65 83 96 106 121 135 145 158 

2.碩士在職專班 

本系自 101 學年度開始招收碩士在職專班，101 學年度招收 10 位、102 學年度招收 8 位、

103 學年度招收 8 位，學生在其工作場所已有相當多年之實務經驗，藉由回流進修，以吸收

更多理論與實務配合之知識與技能，學生之素質皆相當優良，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則請參見

附件5-3-1。由於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以實務為導向，故無規定畢業門檻為一篇以上研討會論文；

但在論文審查上，指導老師仍要求修業學生需必具備相當的嚴謹度，以確保碩士論文的學術

品質。截至目前為止，尚無畢業生，但已有一篇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 

表 5-3-2 碩士在職專班招收學生一覽表 

學年度 101 102 103 

入學人數 10 8 8 

畢業人數 0 0 0 

3.學生研究能力與國際學習活動 

本系碩士班學生素質良好，除了碩士論文外，並依系所規定於學術期刊、國內外研討會

發表論文，另外也參與教師各項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累積專業知識、實務經驗與研究能力。 

除了正規課程，本系亦提供多元學習管道，例：舉辦國際設計工作營、與他校交流合作，

並帶領學生出國參加國外設計營（附件 5-1-1），提供學生國際學習交流的機會；與日本千葉

大學簽訂姊妹校，從 98 學年度起，每年皆有一位研究生申請至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設計

相關研究室進行一年的短期交換生研讀，交換結束的學生除了能習得日語溝通能力之外，亦

能從交換的研究室中學習設計專業知識與方法，培養國際視野，整體學習成效良好。103 年

12 月底也與義大利威尼斯 IUAV 大學簽訂 MOU，每年有 3 名交換生的名額，提供學生國際

交流學習的機會。104 學年度上學期已有三名 IUAV 的學生至本系研讀，本系也安排下學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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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IUAV 當交換生的 3 名學生作為學伴，以協助解決彼此對課業及生活上的問題。 

表 5-3-3 本系研究生與國外學校交流名單 

學年度 交流合作單位 學生 時 間 

98 日本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 張瑜昕 98.10.01~99.09.30 

99 日本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 連啟宏 99.10.01~100.09.30 

100 日本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 謝孟辰 100.10.01~101.09.30 

101 日本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 黃宇吟 101.10.01~102.09.30 

102 日本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 蕭伊善 102.10.01~103.09.30 

104 日本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 李銘倫 104.10.01~105.09.30 

104 
義大利 IUAV ( Universita Iuav di 

Venezia ) 

陳煒蒨 
陳鏡西 
劉恭甫 

104 學年度下學期 

4.生涯發展 

本所以多元創意為基礎之核心教育，培養研究生獨立思考判斷能力，並以跨領域融合科

技與人文，所以培養出的學生能滿足社會需求。碩士班畢業生就業狀況良好，主要以設計相

關工作為主，在實務現場上亦有極佳的表現，歷屆畢業生工作概況參見附件 5-3-2。另有學生

依個人生涯規劃，選擇繼續升學，目前已有多位拿到博士學位，從事教職，升學資料詳見表

5-3-4。 

表 5-3-4 本系畢業生升學一覽表 
屆別 入學學度 學號 姓名 學校名稱 

第 1 屆 88.09 G883707 徐宏文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90.09 入學) 

第 2 屆 89.09 G893731 姚威宏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第 3 屆 90.09 G903711 鄭孟淙 日本千葉大學人間環境設計科學 博士（93.04 入學） 

第 3 屆 90.09 G903713 李佩穎 日本千葉大學 設計科學 博士（93.10 入學） 

第 6 屆 93.09 G933713 王譔博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博士班（96.09 入學） 

第 6 屆 93.09 G933715 吳建南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博士班（978.09 入學） 

第 6 屆 93.09 G933705 汪銘峰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博士班（98.09 入學） 

第 7 屆 94.09 G943703 林家慶 澳洲 Monash University Art & Design 博士（97.01 入

學） 

第 8 屆 95.09 G95370031 蔡侑倫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ster of Design (Interior Design) （99.11 入學） 

第 9 屆 96.09 G96740016 蕭惠華 成大工設博士班（99.09 入學） 

第 9 屆 96.09 G96740034 官幸儀 英國 Westminster Kingsway College, International 
culinary art Diploma（100 入學） 

第 10 屆 97.09 G97740011 賴泰華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博士班 （99.09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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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 

1. 附件 4-4-2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修習學位規定 

2. 附件 5-3-1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則 

3. 附件 5-1-1 學系與他校進行學術交流之學生乙覽表 
4. 附件 5-3-2 碩士班畢業生就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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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為何？（※在職專班適用）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因應未來產業發展趨勢與產業結構更迭的跨領域專業需求，提供產業

設計開發、相關部門經理人及管理階層一個學習管道，是為產業追求創新的優秀人才與管理

者量身打造的創新產業與創新產品開發設計的進修學程。 

教育目標為：(1)建立跨領域的資源與終身學習平台；(2)設計產業的創新管理高階人才；

(3)跨產官學的資源平台。希望培育的學生能具有產業環境創新、設計資訊化管理及跨領域知

識與資源整合與價值創造的能力。 

由於本系 101 學年度才開始招收碩士在職專班，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學生完成畢業論文

審查，但本系各論文指導教授皆鼓勵學生進行論文研究時選擇與其工作實務應用有關的議題，

致力指導學生利用撰寫論文培養研究能力外，更輔導學生將論文成果應用於工作實務上。例

如：因工作職務對木工車床為主的木器加工、木製品較為熟悉，故希望將設計思維應用在相

關機器加工中，以改良現有技術與組裝上的缺失，使產品更符合人體需求功能。現職為設計

公司的高階設計師，在公司中接觸到設計公司管理相關事務，故藉由學習研究方法以分析歸

納出其設計產業創業之模式。亦有精密機械工程師，欲了解創意設計的產品如何以零件元素

的形式加以結構重組，有助於其精密機械零件最簡化之步驟。另外，因擔任汽車周邊零配件

設計師，在職務上遇到量產客製化的問題，欲利用空間配置法編排出一模相異穴之模具加以

製造、量產，對於其產業利用性極大，亦可協助公司提高利潤。 

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論文研究主題與現職工作內容對照如下表 5-4-1 所示： 

表 5-4-1 在職專班學生現職與論文研究主題對照表 

學年度 學號 姓 名 現職服務機構／職稱 論文研究主題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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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747001 趙士文 朝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師 
運用離心力咖啡機製造出市場接

受度之創新咖啡口感 

G01747002 林柏緯 墩豐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產品經理 運動器材產品開發流程 

G01747005 林勇仁 祐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智慧行動裝置創新產品開發設計

之研究 

G01747007 廖宏仁 長新貿企業 腳踏車品牌周邊產品設計與開發

之管理策略研究 
G01747008 柯侑良 捷太室內裝修／經理 木器意象設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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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2747002 陳志昌 尚園科技有限公司／技研

部 經理 產業創新設計策略分析之研究 

G02747004 黃永貴 成霖企業／Project 
Manager 歐洲首席設計師 衛浴設備未來發展趨勢之研究 

G02747003 廖家豪 葛洛伯時有限公司／產品

設計師 設計產業之創業模式之建構 

G02747005 申晉一 長新貿企業有限公司／研

發工程師  禪風設計元素與消費者情感 

G02747006 姚景翔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研發課／工程師 創新設計方法之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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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2747007 吳芷諭 彰化永昇汽車百貨／產品

外形設計師 應用空間配置法於創新設計製造 

G02747008 呂靜宜 鴻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設計人員 
台灣地方八家將臉譜與儀式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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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3747001 陳惠乾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

展中心／工程師 
品牌與外形設計對消費者選購的

影響－以智慧型手機為例 

G03747006 李文鴻 
達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應用材料事業處總經

理 
設計價值於 PCB 產業機械的評估 

G03747007 謝文哲  數位行動導入醫療環境尋路規劃 
G03747013 賴世康 鈦合興機械／總經理助理 模組化植被系統之建構 

G03747003 王思懿 儷資國際有限公司／花藝

企劃師 療癒系花器產品開發設計之研究 

 

 

5-5 學生參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在職專班適用） 

本系著重創新設計管理教育之養成，課程融合科技、人文與管理之思維，將理論與實務

相結合，保持與實務界密切連繫，注重人性、環境、新科技對創新的影響，與深化國際化能

力的培養，厚植學生具備理論與實務相互結合的能力，培養學生具備策略化能力。 

在職專班任課教師與論文指導教授皆鼓勵學生將企業的實務經驗與學術理論結合，提出

個案研究論點上的創新構想，並指導學生參與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學術交流方式，提昇工

作職能之專業能力，並將本系之專業訓練發揮在個人工作之創新活動上。但由於本系所 101

學年度始招收第一屆學生，目前參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尚未見具體成果。 

 

 

5-6 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為何？（※在職專班適用） 

本系自 101 學年度開始招收碩士在職專班，提供產業設計開發、相關部門經理人及管理

階層一個學習管道，以培育具實務經驗之業界學生，以期在工業設計、設計經營管理等相關

領域成為設計創意、科技應用、創新及知識管理之佼佼者。 

在職專班於 101 學年度招收 10 位、102 學年度招收 8 位、103 學年度招收 8 位，專班學

生多已在其工作場所養成豐富實務經驗，至研究所進修主要是為了拓展其他專業領域，吸收

學術理論與實務配合之知識與技能，建立跨領域創新應用能力，以應用在現職需求上。因此，

多數學生的現職（學生名單與工作經歷如表 5-6-1～5-6-3 所示）皆為與產品生產或設計相關

職務，與本系所開設之課程可相輔相成，故目前學生反映其在職專班的專業實務能力養成符

合現職需求。 
 

http://fsis.thu.edu.tw/wwwteac/NS_dept/Tstud.php?stud_no=G0374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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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  101 學年度第一屆學生名單 

學年度 學號 姓 名 現職服務機構 職稱 

101 

G01747001 趙士文 朝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師 

G01747002 林柏緯 墩豐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new) 產品經理 

G01747003 廖重筌 太陽廣播電台 特助 

G01747004 邱珮如 瑞昱半導體 經理 

G01747005 林勇仁 祐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G01747006 林朝信 創奕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理 

G01747007 廖宏仁 長新貿企業  

G01747008 柯侑良 捷太室內裝修 經理 

G01747009 廖炳盛   

G01747010 王珮樺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師 

表 5-6-2  102 學年度第二屆學生名單 

學年度 學號 姓 名 現職服務機構 職稱 

102 

G02747001 楊新煥 乃興公司 營業部協理 

G02747002 陳志昌 尚園科技有限公司 技研部 經理 

G02747003 廖家豪 葛洛伯時有限公司 產品設計師 

G02747004 黃永貴 成霖企業 
Project Manager 歐

洲首席設計師 

G02747005 申晉一 長新貿企業有限公司 研發工程師  

G02747006 姚景翔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課 工程師 

G02747007 吳芷諭 彰化永昇汽車百貨 產品外形設計 

G02747008 呂靜宜 鴻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設計人員 

表 5-6-3  103 學年度第三屆學生名單 

學年度 學號 姓 名 現職服務機構 職稱 

103 

G03747001 陳惠乾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工程師 

G03747002 李彥良 原朗創藝有限公司 負責人 

G03747003 王思懿 儷資國際有限公司 花藝企劃師 

G03747004 吳柏賢 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中心 設計師 

G03747006 李文鴻 達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應用材料事業

處總經理 

G03747007 謝文哲 財團法人敬德護理之家 營養師 

G03747009 張家肇 新民高中 教師 

G03747013 賴世康 鈦合興機械 總經理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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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大部分為企業的經理人、設計師或工程師，且分別來自傳統製造

業、電子科技產業、醫療社福、傳播媒體、設計服務等領域，擁有不同的專業知識技能。因

此，課程安排多為切合學生實務需求，教學活動以教材講授、案例研究及創意專題製作等方

式，融合理論分析與實務演練，藉由群體腦力激盪，引導不同領域的專業學習者，產生交互

學習的作用，激發更廣的學習見識，深化跨領域的知識與創新的能力。 

學生在修課當中，除修習對工作有幫助之理論知識外，教師在授課時也藉由教學活動引

導學生發現問題，並培養解決問題能力，幫助學生能將課程所學習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應用

於工作領域中。同時也鼓勵學生論文研究方向，選擇與工作實務應用相關之議題，除了訓練

研究能力外，更能完成對工作有實際幫助之研究成果。 

此外，對於論文撰寫，本系要求嚴謹，期望除了實務應用外，更能深化學生的學術研究

能力，期使學生能將論文構思、邏輯推理、創新思考與寫作的能力，應用於實務企劃上。 

5-6-4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課程  授課教師  修習系級  必選修 學分  

論文寫作   呂佳珍 工設專班1 必修 1 - 0 

設計實務研究   郭炳宏 工設專班1 必修 3 - 0 

系統性創新設計   柯耀宗 工設專班1 選修 3 - 0 

品牌規劃與策略   鄭源錦 工設專班1 選修 3 - 0 

產業趨勢研究   鄭源錦 工設專班1 選修 3 - 0 

專利權益與保護   羅際鋐 工設專班1 選修 3 - 0 

電腦整合設計製造 王中行 工設專班1 選修 3 - 0 

設計效益與價值創造   郭炳宏 工設專班1 選修 0 - 3 

設計規劃學   柯耀宗 工設專班1 選修 0 - 3 

產品與消費心理   羅際鋐 工設專班1 選修 0 - 3 

設計方法與決策 王中行 工設專班1 選修 0 - 3 

專題案例研究   鄭源錦 工設專班1 選修 0 - 3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deptop.php?fg=R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deptop.php?fg=R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deptop.php?fg=R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deptop.php?fg=R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deptop.php?fg=R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deptop.php?fg=R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deptop.php?fg=R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deptop.php?f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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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本系設立的宗旨為「配合本校獨有之人文思維環境，培育學生具創造邏輯思考，並接

受濃郁的藝術、人文薰陶暨數位化工業設計作業流程訓練，使學生在多元化的教學

內容中，培養出獨特的專業素養」為依歸。本系之畢業生在工業設計專業能力目標

上，使畢業生具備以下之特色與能力：（1）具『心、手、腦』合一，能學以致用，

並具多元化的獨立思考、創造能力。（2）具最新數位化設計作業流程訓練與智能，

並具國際宏觀視野之全方位設計方向。（3）以培養學生具有『創意力、美感力、科

學力、學學力、辯證力』等設計五力為目標。而從學生在校時可獨立執行設計展演

策劃、完成設計作品參賽獲獎、發表研究相關成果、參與產學合作之產品開發等多

方面學習成果可知，學生學習成效符合系所教學目標，且展現本系學生在思維與總

體能力上具有跨領域、獨立、自由、開放、發展彈性大等特色。 

2.各班制獨特表現 

  (1) 學士班：除了本系正規課程的專業學習訓練之外，因學士班的學長姐家族關係緊

密，故許多學生自主學習活動，如：畢業展、工設週、表技課後練習等皆透過

前後屆傳承執行，目前學生在策展、活動規劃、自學社團、參與設計競賽等方

面的學習成果表現優秀。另外，本系國際交流活動豐富，學生在與國外講師或

學生交流時，皆表現出積極的主動性與良好的國際視野，學習成效良好。 

  (2) 碩士班：本系碩士班將研究學群分成「設計整合與製造」與「人本設計」二大領

域，並分別以甲、乙組名義招生。「設計整合與製造」研究方向為：（1）設計整

合與管理、（2）人因與設計、（3）數位設計製造與設計資訊、（4）綠色設計與

設計實務。「人本設計」研究方向為：（1）產品與環境之互動、（2）環境行為心

理、（3）通用設計、（4）設計文化、（5）設計師與使用者之心理學研究。多數

碩士班學生皆能在所屬研究室的系所教師帶領下參與該研究群相關主題的研究

計劃或產學合作專案，除了透過研究所課程學習專業知識技能之外，亦透過擔

任研究計劃助理或執行產學合作專案，培養學術研究與實務設計能力。另外，

本系國際交流活動豐富，且可申請赴姐妹校進行交換學習，學生可養成良好的

國際經驗與視野。 

  (3) 碩士在職專班：因在職專班學生大部分為企業的經理人、設計師或工程師，且來

自多元的產業領域，學生群當中即擁有豐富的專業技術資源，因此，學生學習

成效主要側重於學術方法與能力養成及師生間的跨領域交流，使學習成果能應

用於工作實務上。 

 

（三）問題與困難 
1.整體而言，本系所的學生學習成效表現良好，無論在專業能力養成、獨立思維建立、

團隊合作策劃執行、設計實務經驗等方面，皆有優秀的學生成果表現。若要更進一

步追求系所學生學習成效表現，則會發現系所課程安排與學生學習目標、社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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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需求之間具有落差，須再進一步檢討系所課程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間的對應程度。

另外，部分學生素質不一或屬性背景差異造成的學習成效問題，須另外規劃輔導學

生的機制或增加輔助課程，以協助學生達成較佳的學習成效。 

2.各班制獨特性問題與困難 

  (1) 學士班：目前學士班的招生狀況良好，學生平均素質良好，部分學生學習成效表

現優秀突出。但因系所課程尚未能因應社會脈動、國際趨勢、學生屬性結構變

化等狀況全面調整修正，故部分學生表現出學習不適應或學習目標不明確，學

習意願較低的問題。此外，因各年級課程銜接不良，且本系所在工業設計的廣

泛範疇下，未明確定位系所發展願景及培養人才的專業項目，導致各年級教師

對學生的期許與要求不同調，學生難以適才地選擇並專精於自身適合的學習領

域。因此，有必要針對全體學生屬性特質及系所目標，調整課程結構，以強化

學生學習成效。 

  (2) 碩士班：雖然工業設計是大學熱門科系，但近年來全國報考設計相關研究所學生

總體人數逐年大幅下降，國立大學之設計相關系所皆已遭遇招生人數短少的問

題，導致欲升學設計研究所學生多數優先流向國立大學，本系所受此趨勢影響

招生狀況日益嚴峻，學生素質優劣落差過大及招生人數不足是目前遭遇的主要

問題。除了影響專業課程的內容安排與教學深度之外，也造成研究計劃執行上

產生研究素質低下與人力不足的困難。此外，招生不足亦影響課程開設問題，

部分課程修課人數低，課程內容安排不易，致使各課程間連結力降低、學生間

的自學網絡單薄，難以將各門課之所學併用。 
  (3) 碩士在職專班：由於 101 學年度始招收第一屆學生，目前在夜間或假日並未安排

在職專班可下修的大學部實務設計課程，部分原非本科系入學學生反映，若僅

修習平日研究排定的課程，會覺得較傾重研究思考訓練，缺乏實務運用。 

 

 

（四）改善策略 
1.本系所之課程規劃自創系所以來，僅小幅度調整授課科目與教學內容，為大幅度因應

社會趨勢與系所目標大幅修改課程結構，因此，隨著系所招生學生屬性結構改變與

學生素質變化，逐漸呈現課程設計與學習成效間的落差。因此，調整課程結構，以

符合系所目標及學生能力，是為目前系所當務之急。 

2.各班制需求之改善策略 

  (1) 學士班：重新檢視系所課程結構與系所目標的對應，調整課程設計，盡可能規劃

出可因應不同畢業目標的系列課程，並從各年級授課中輔導學生規劃自我學習目標，

選擇適合自己屬性與畢業目標的修習課程，一貫性地逐步提升個人基礎能力及專業

知識技能。 

  (2) 碩士班：透過學習獎勵辦法，鼓勵本系學士班學生留校升學，以維持較佳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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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並能同時掌握學生素質，使教學與學習成效間能相互呼應。另外，應加

強非本科系學生入學後的學習輔導，安排部分專業銜接課程，使學生更順利達

成跨領域學習，表現出良好的學習成效。此外，應重新就招生困難現狀，檢討

本系研究所定位與特色，使之能與國立大學設計研究所抗衡。另外，進一步重

新調整課綱與各課程脈絡，徹底評估開課需求及授課內容，加強各課程間連結

力，與跨領域網絡，以使各門課之所學能併用於實務設計或研究上，透過學生

學習成效表現吸引認同本系所教育方針與特色的優秀學生報考就讀。 
  (3) 碩士在職專班：從學生目前論文研究表現可知，透過碩士畢業論文寫作訓練，確

實可以培養發現問題、尋找解決方式的能力，雖然在學生的工作實務上沒有立

即且具體的貢獻，但普遍來說企業界較缺乏的人力是屬於有設計經驗並且具管

理及解決困境能力的「成熟人才資源」，故在職專班的研究思考培訓有助於職務

層級晉升，故在職專班課程將考慮在這方面加強訓練，導入「組織、設計管理」

等相關課程，協助在職專班之管理階層學生以更適切方式管理設計單位或人員，

或是引導學生建立從一般設計人員晉升到管理階層之心理、心態。此外，在強

化實務應用或拓展創新活動方面，未來應考量安排具實務應用的設計研究課程，

增聘業界講師，加強引導學生運用研究方法推導出設計方針，並透過產學合作

機制，實際進行產品開發，以改善許多非本科系學生的不踏實感。也可考慮在

教學上導入碩專班學生與大學部大三學生的共同授課模式，使碩專班生的產品

實務經驗與大學部生的學術、技術能力結合，透過跨界參與及創造性課程，達

到雙向多元的學習成效。 

 

（五）項目五之總結 

本系創系至今，大學部招生已滿 25 年，研究所招生已滿 16 年，且自 101 起已開

始招收碩士在職專班，系所整體教學與學生系統完整，目前整體招生狀況尚稱良好，

實具有良好發展遠景。 

目前，從學生學習成效表現反思，本系無論是在設備、空間、師資、教學、課程、

學生素質等各方面，均具有相當程度的良好水準，但面對當前世界發展潮流、社會經

濟結構變化及少子化衝擊，未來本系所在永續發展上將面對嚴峻的挑戰。因此，為求

系所教學品質提升與未來多元發展，最迫切的課題是需要重新檢討本系所在全國眾多

設計相關系所中的定位，進一步擘畫系所發展願景，並在全系師生皆有共識的目標下，

大規模調整系所的課程結構與綱要，清楚擬定系所欲培養的設計專才領域，並落實在

個課程內容與教學模式上，使每一位進入系所就讀的學生，都能清楚地掌握自己在系

所中應修習的核心課程及自我學習的目標方向。如此一來，教師的教學負擔和學生的

學習成效之間才能產生良好的對應，使教師能更容易發揮教學熱忱、實踐作育英才的

理想，學生們也能更輕鬆地建立學習方向與目標，養成適切充分的學習動機，展現卓

越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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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碩士班畢業生升學狀況 

國外就學 國內就學 

六、生涯追蹤 

（一）現況描述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本校為了協助學系落實學生生涯發展輔導，成立「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結合校內、

外與校友資源，共同策進學生生涯規劃、就業輔導、職涯發展、畢業生流向調查及企業雇主

滿意度調查，依照不同的學習階段需求，規劃學生完整的生涯發展輔導，以強化學生生涯競

爭力和就業機會。 

本系也積極配合規劃學生的生涯發展輔導活動，舉辦各式職涯演講暨企業參訪（附件

6-1-1），並落實畢業生生涯發展與追蹤機制，實際執行方式如下： 

1.畢業生資料建置與生涯發展追蹤之機制  

於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建立姓名、電話、電子信箱、地址等基本資料，彙整建檔；並進

行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了解學生之學習成效，以作為課程及教師授課檢討改進之依據。 

對於畢業 1~5 年之系友，以 E-mail 發送問卷調查，了解系友就業、升學狀況、就業產業

別、工作與所學課程的相關程度以及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的達成度。透過系友的回饋意

見，作為系所品質改善之機制。對於畢業系友的建言，透過系務會議的機制提出討論，並交

由系所內的相關委員會進行計畫性的檢討與改善。 

近五年大學部畢業生就業暨升學情形，詳見附件 6-1-2；歷屆碩士班畢業生就業暨升學情

形，詳見附件 5-3-2。本系學生畢業後國內外就學學校如表 6-1-1、6-1-2。本系近三年通過國

家考試資料如表 6-1-3。 

    圖 6-1-1 大學部畢業生升學人數                    圖 6-1-2 碩士班畢業生升學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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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大學部學生升學學校 
國外學校 國內學校 
Domus Academy  
米蘭藝術大學  
英國倫敦藝術大學 
英國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英國羅芙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英國萊斯特 De Montfort University Innovation Design  
倫敦 glasgow caledonia university london 時尚行銷  
澳洲墨爾本 Holmesglen Institute of TAFE 家具設計  
瑞典 Konstfack-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s, Crafts and Design 
美國 LA. UC Irvine、舊金山藝術大學 服裝設計  
美國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荷蘭 Delft、法國索邦學校、法國學校  
德國 Hochschule Pforzheim University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碩士班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研究所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所  
交通大學應用藝術所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  
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  
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碩士班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碩士班  
實踐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碩士班  
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元智碩士班  

 

表 6-1-2 碩士班學生升學學校 
第 1 屆   徐宏文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 
第 2 屆   姚威宏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第 3 屆   鄭孟淙 日本千葉大學人間環境設計科學 博士 
第 3 屆   李佩穎 日本千葉大學 設計科學 博士 
第 6 屆   王譔博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博士班 
第 6 屆   吳建南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博士班  
第 6 屆   汪銘峰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博士班 
第 7 屆   林家慶 澳洲 Monash University Art & Design 博士 
第 8 屆   蔡侑倫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ster of  Design  
第 9 屆   蕭惠華 成大工設博士班 
第 9 屆   官幸儀 英國 Westminster Kingsway College, International culinary art Diploma 
第 10 屆  賴泰華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博士班 

 
 

表 6-1-3 大學部學生參加政府主辦或委辦考試通過資料表 
畢業學年度 學號 姓名 考取項目 

97 943730 賴芃如 10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文化行政類科 榜首 

100 977434 武宜宜 102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類科/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97 943713 劉貞麟 10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文化行政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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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系友聯絡小組 

成立系友聯絡小組，以電話或 E-mail 的方式，逐一連絡訪查，了解系友就業、升學狀況，

並建置資料庫；另外每屆畢業生找一位種子人員，協助連絡相關事項；並藉由畢業系友回校、

拜訪師長等機會，更新資料。 

並於系所網頁設立系友專區，發佈活動資訊、成果展示及系友動態訊息，作為系友活動

資訊的基本媒介。除此之外，成立系所官方社群網站（Facebook），連結教師、系友、系學會

與在學學生，提供即時互動平台，交換活動訊息、職涯資訊及生活概況，隨時掌握系友及學

生的現況，落實生涯發展追蹤機制。 

3.系友活動 

100.05.21 舉行系友會成立大會，101.02.18 召開第一屆系友大會，並由系友會執行委員李

俐慧老師協同系學會，舉辦設計鐵人競賽活動，鼓勵在學學弟妹強化設計技能。102.06.16 舉

行第二次系友大會，並舉辦「那些年我在東海工設」回顧圖文展；103.12.20 召開第三次系友

大會，更結合工設週活動，舉辦系友作品成果展，藉由展覽與開放式座談會的形式，活絡系

友與學弟妹間的交流。（系友會組織章程及歷屆系友會活動內容參見附件 6-1-3 ~6-1-7） 

除系友會活動外，配合課程或職涯發展活動，邀請畢業系友專題演講，解析職場狀況及

市場趨勢，提供在校學弟妹與畢業學長姐面對面、互動交流的機會，幫助在學學生認知需具

備的專業能力，及早進行生涯規劃。 

系上持續透過各式系友相關活動，了解系友職涯發展狀況，隨時掌握系友動態，持續更

新系友資料庫。 

 

佐證資料： 

 1. 附件 6-1-1 職涯演講暨企業參訪 

 2. 附件 6-1-2 大學部近五年畢業生就業暨升學情形 

 3. 附件 5-3-2 碩士班畢業生就業資料 

 4. 附件 6-1-3 系友會成立大會 

 5. 附件 6-1-4 系友會組織章程 

 6. 附件 6-1-5 第一屆系友會 

 7. 附件 6-1-6 第二屆系友會 

 8. 附件 6-1-7 第三屆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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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自評目的在於持續改善，本系透過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了解教學成效、檢驗教

學目標，並依評估結果持續改善教學方式、調整課程安排、檢視教學目標之適切性。因此，

本系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實施面向及方式說明如下。 

1.專業表現評估：主要是評估學生的專業知識及校系要求的基本能力。 

(1)專業課程評估：此部份評估主要是由各學科教師進行，評量方法由個別老師依該科目

特性決定，包括紙筆測驗考試、實作評量、專題報告、活動展演、課堂參與等多元途

徑，評估學生學習成效。教師也會依據學生的學習狀態，適時調整授課內容或活動課

題，以期達到預定的教學目標。 

(2)校訂畢業門檻：學生除了要完成學系規定的畢業學分外，並且要達成校訂基本的英文

與體育相關能力，以充實自我基本能力。 

A.為提昇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自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新生，必須通過本校規

定之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附件 6-2-1 東海大學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實施

辦法）。 

B.為提升學生基本體能，並建立正確體適能觀念及體育常識，自 101 學年度起入學之

學士班新生，必須通過體育門檻始可畢業（附件 6-2-2 東海大學學生體育畢業門檻

實施辦法） 

(3)系訂畢業門檻：本系除了專業課程養成外，並訓練學生設計作品企劃、模型製作與策

展的能力；對於碩士班，重視研究生學術研究與設計競賽的能力。 

A.大學部畢業門檻規定，畢業作品必需參加全國性之公開展覽，以檢視學生的專業能

力。 

B.碩士班畢業規定為「至少需發表於學會主辦之全國性研討會論文 1 篇」或「完成公

開展演及競賽得獎計點 2 點」，才可以提論文口試。 

 

2.學生自評： 

輔導學生依各科成績、學習心得、得獎或證照等在校表現，了解自身能力及自省學習態

度，協助學生充實專業能力及強化就業實力。學校已建置學生個人數位學習歷程檔案

t-portfolio，將修課記錄、勞作歷程、社團活動、獲獎記錄、工讀經驗與生涯規劃等做系統性

歸納，保持完整紀錄。學生也可藉由自我檢視，改進現在的學習狀況及方向，思考未來的目

標及期許，養成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 

此外，進行應屆畢業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由畢業生自評，依在學期間所修習之課

程，自我檢核達到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的程度。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大學部及碩士班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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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認為已大致達到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102~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自我

檢核詳細統計資料，請參閱附件 6-2-3~6-2-6。 

 

3.畢業生追蹤評估：追蹤本系畢業生升學、就業狀況，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 

(1)就業與升學情形評估：此項評估主要利用電話訪談與問卷調查了解系所畢業生就業與升

學情形，透過此項評估了解系所教學成效及學生發展情形。此外系上舉辦系友訪談、演

講或座談會，透過意見交流，進一步瞭解產業需求與系所應加強的方向。 

(2)雇主滿意度評估：此項評估主要是利用問卷調查了解僱主對本所畢業生之工作表現滿意

度。透過此項評估了解系所畢業生在職場的表現及缺失，用以改善學習與生涯輔導機制，

協助學生擁有完善之職場能力與態度。 

 

圖 6-2-1 2015 年東海工業設計系學生求職的第一份工作 

1111 人力銀行之統計資料－http://hs.1111.com.tw/collegeMajor.aspx?sNo=100917&mNo=2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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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2015 年東海工業設計系學生求職後的第三份工作 

1111 人力銀行之統計資料－http://hs.1111.com.tw/collegeMajor.aspx?sNo=100917&mNo=230303 

 

4.畢業生工作成就 

   本系持續進行畢業生生涯追蹤，系友工作成就及得獎記錄，如下所示。 

（1）教職工作  

  1.大學部第 1 屆   柯耀宗  東海大學工設系 副教授  

  2.大學部第 1 屆   曾筱光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 講師  

  3.大學部第 1 屆   許維玿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助理教授  

  4.大學部第 2 屆   李俐慧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 助理教授  

  5.大學部第 3 屆   黃儀婷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  

  6.大學部第 4 屆   駱信昌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系 副教授  

  7.大學部第 6 屆   李建佑 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講師  

  8.大學部第 9 屆   鄭孟淙（碩士班第 3 屆） 台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9.大學部第 11 屆  范雅棻（碩士班第 5 屆） 協和工商多美廣科 教師   

10.碩士班第 1 屆    徐宏文  亞洲大學商品設計系 助理教授  

11.碩士班第 2 屆    姚威宏 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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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工作成就（畢業系友擔任公司副總以上職位表） 

屆別   姓名     公司名稱/職稱 

大學部第 1 屆 周鴻仁 潤盟國際有限公司總經理 

楊金盛 廣發皮革廠負責人  

沈明松 和鑫光電廠長 

李皆欣 人本藝術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  

洪瑞隆 利樂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大學部第 3 屆 李宗儒 Quartics 技術總監  

大學部第 4 屆 許晉源、吳思齊  其意設計公司 負責人 

黃裕榮 綠果創意國際有限公司 藝術總監  

劉恭甫 創新智庫 總經理  

大學部第 5 屆 孫崇實 器研所有限公司 負責人 

李敏豪 瑞士商瑞致設計公司 資深設計師  

蕭銘毅 惠普全球科技 產品研發 Sr. Product Manage 

大學部第 6 屆 古吉田 三十創意設計 負責人 

大學部第 7 屆 高玉昌 林果良品 品牌總監 

黃薰立  Qisda 設計經理  

黃致理（碩士班第 1 屆） 上擎科技有限股份公司 負責人  

大學部第 8 屆 陳志翔 甲又工作室 負責人 

張珈偉 玩點互動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大學部第 9 屆 張鈞豪 親家建設公司 總經理 

楊致理  37 度空間設計 負責人  

大學部第 10 屆 黃少韋 合勤科技 經理  

大學部第 11 屆 豐 豪 鴻海使用者經驗設計部 部長  

大學部第 15 屆 葉偉榮  ESAILA 設計公司 負責人  

大學部第 18 屆 徐 笠  R/H design 負責人  

大學部第 20 屆 徐浩庭 立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碩士班第 1 屆 黃凰琄 圓點創意設計公司 總監  

碩士班第 4 屆 楊恆輔 益再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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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友得獎記錄 

 

 

 

 

 

    

S3  簡大為 
S4  林旻樺 
S5  孫崇實 
S7  黃薰立 
S8  張珈偉  
S8  黃瀚緯  
S9  趙俊逸  
S10 黃少韋  
S12 藍貝綺  
S15 林孝詒  
S18 黃奎源  
S23 吳俊億  
S23 吳松衛  
S23 葉時禹  
S23 藍思婷  
S23 卓少凱  
G14 陳詩盛  
G14 賴昱儒 

S1  柯耀宗 
S2  曾長逸 
S3  簡大為 
S4  林旻樺 
S5  孫崇實 
S7  黃薰立 
S8  李沛宇 
S9  趙俊逸 
S8  葉文凱 
S10 黃少韋 
S21 許怡玫 
S21 黃晨勛 
S21 歐子維 
S21 陳勉之 

S2  李俊宏 
S2  曾長逸 
S2  王俊彥 
S3  簡大為 
S4  吳明樺 
S4  吳思齊 
S5  孫崇實 
S5  李佳蓉 
S7  黃薰立 
S8  李沛宇 
S9  趙俊逸 
S10 黃少韋 

S2  曾長逸 
S2  王俊彥 
S4  許晉源 
S4  吳思齊 
S5  孫崇實 
S6  李佳蓉 
S9  趙俊逸 

S4  吳思齊 
S5  孫崇實 
S9  趙俊逸 
S13 鄭光宏 

 

 

佐證資料： 

1. 附件 6-2-1 東海大學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2. 附件 6-2-2 東海大學學生體育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3. 附件 6-2-3 102 學年度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 

4. 附件 6-2-4 103 學年度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 

5. 附件 6-2-5 102 學年度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 

6. 附件 6-2-6 103 學年度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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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

見之情形為何？ 

為展現系所功能與特色，本系教師透過各項會議，檢討教學成果與學生學習成效。並邀

請學生代表參加系務會議，舉行班會、召開系大會等方式，表達學生的意見，建立雙向溝通

的機制。同時也藉由系友大會、邀請畢業校友演講、座談，討論職場的需求與課程設計的適

切性，以多元的途徑，採納多方的意見與看法，做為檢視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生學

習成效之參考。 

另外並針對在校生、畢業生及畢業系友進行問卷調查，藉由檢視本系教育目標與學生核

心能力之成效，作為系所發展、課程規劃的重要參考。 

1.在校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 

本系要求教師於開設課程時，應符合系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期使本系的課程能

培育出具有「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學學力、辯證力」等五項能力之工設人才。並於教

師授課計劃表明訂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相關度，以便學生更明瞭課程修習所能增進的

能力。 

為瞭解教師教學成果與學生學習成效，本系進行全體學生之學習成效自我檢核，針對系

所開授的課程，逐一進行「課程與教育目標相關度」、「課程與核心能力相關度」之問卷調查，

希望經由學生自我檢核，讓授課老師瞭解『預期的授課成效』與學生『自評的學習成效』兩

者是否有差異，並作為未來授課改進、系所課程規劃、學生核心能力等之檢討參考。 

問卷分成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三類，由全體學生進行自評，101~103 學年度

在校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結果詳見附件 6-3-1~6-3-7。大學部由於課程較多，各科的反應

不一，但以整體而言，學習成效以正向反應為主；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部分，學生則反應

良好，教師教學符合期望。 

2.應屆畢業生問卷 

每年於畢業生畢業時，進行問卷調查，瞭解同學對於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認同程

度，並依學生之學習狀況，評量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達成度，並以此為依據，檢視系所的

教育成效，檢討改進。 

（1）大學部問卷統計資料（101~103 學年度問卷統計資料，參閱附件 6-3-8~6-3-10） 

大致上所有學生都認同大學部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對於在學就讀的重要，對於本系

教育是否能幫助養成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大多數抱持普通或認同的看法。 

（2）碩士班問卷統計資料（101~103 學年度問卷統計資料，參閱附件 6-3-11~6-3-13） 

全部學生都認同碩士班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對於在學就讀的重要性，對於本系教育

是否能幫助養成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全部學生皆持正向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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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相關 
35% 

相關 
36% 

普通 
27% 

非常不相關 
2% 

大學部系友工作與所學相關程度 

非常相關 
35% 

相關 
36% 

普通 
27% 

非常不相關 
2% 

大學部系友工作與所學相關程度 

 

3.畢業系友問卷 

由於碩士在職專班尚未有畢業生，所以僅針對大學部及碩士班畢業系友進行問卷調查，

期望藉由畢業系友的觀點，幫助確認系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並作為相關改進機制之

重要參考。 

本系系友問卷調查共四個部分，分別為基本資料（連絡方式、公司/學校資料、工作領

域、工作與所學相關程度）、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綜合意見與建議。 

（1）大學部系友 

針對近五年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共回收 63 份問卷。系友工作領域以工業設計為主佔

52%，其次為視傳設計 14%、行銷/企劃/專案/業務 11%。對於工作與本系所學課程相關程度，

有 35%認為非常相關、36%認為相關、27%認為普通，只有 2%（1 人）認為非常不相關。綜

合以上，顯示本系系友學以致用，符合教育期望。（詳細統計資料參閱附件 6-3-14 大學部系

友問卷統計資料） 

 

 

 

圖 6-3-1 大學部系友工作領域與所學相關度統計圖 

 

在教育目標方面，絕大多數的系友都認同教育目標的重要性，本系教育目標受到系友肯

定。在核心能力方面，大致上所有系友都認同學生核心能力對就業或升學的重要性；對於本

系的教育是否能養成學生核心能力，大部份系友表示同意，但在「科學力」（7 位系友）、「辯

證力」（6 位系友）表示較不足。 

 

1.工業設計 
52% 

2.視傳設計 
14% 

3.軟體、網頁設計 
4% 

4.室內空間設計 
6% 

5.建築設計 
1% 

6.服務業 
1% 

7.教育或研究

機構 
3% 

9.行銷、企劃、專

案、業務 
11% 

10.其他 
8% 

大學部系友工作領域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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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業設計 
32% 

2.視傳設計 
8% 

3.軟體、網頁設計 
4% 4.室內空間設計 

8% 
5.建築設計 

2% 

6.服務

業 
3% 

7.教育或研究機構 
11% 

8.財務金融 
1% 

9.行銷、企劃、專

案、業務 
18% 

10.其他 
13% 

碩士班系友工作領域分布圖 

非常相關 
27% 

相關 
45% 

普通 
22% 

不相關 
5% 

非常不相關 
1% 

碩士班系友工作與所學相關程度 

非常相關 
27% 

相關 
45% 

普通 
22% 

不相關 
5% 

非常不相關 
1% 

碩士班系友工作與所學相關程度 

 

（2）碩士班系友 

針對所有碩士班系友進行問卷調查，共回收 63 份問卷。系友工作領域以工業設計為主佔

32%，其次為行銷/企劃/專案/業務 18%、其他 13%（產品開發研究、工業工程與管理、景觀

設計、動力機械、廚藝、模特兒、品質保證、研發）。對於工作與本系所學課程相關程度，有

27%認為非常相關、45%認為相關、22%認為普通，5%認為不相關（工作類別為廚藝、業務、

品保）、1%認為非常不相關（工作類別為金融保險）。整體而言，大約 7 成系友工作與所學相

關，符合本系教育期望。（詳細統計資料參閱附件 6-3-15 碩士班系友問卷統計資料） 

 

 

圖 6-3-2 碩士班系友工作領域與所學相關度統計圖 

 

在教育目標方面，碩士班系友認同教育目標的重要性，本系教育目標受到系友肯定。在

核心能力方面，大致上所有系友都認同學生核心能力對就業或升學的重要性；對於本系的教

育是否能養成學生核心能力，大約 8成的系友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大約 2成系友表示普通，

只有一位系友表示不同意。整體而言，本系教育受到系友肯定。 

  

4.雇主滿意度調查 

雇主問卷調查共四個部分，分別為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畢業生表現、綜合意見與

建議。本系進行企業雇主問卷調查，雖然廣發問卷，但是回收情況不佳，以下僅根據回收之

問卷進行統計，分述如下。 

（1）大學部企業雇主（統計資料參閱附件 6-3-16） 

大學部企業雇主問卷回收17份，對於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企業雇主認同兩者的重要性。

對於本系學生是否具備核心能力，普遍表示贊同，但是在「科學力」方面有 3 位不同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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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力」方面有 1 位不同意。 

在畢業生專業能力表現方面，企業雇主滿意度最高為「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其次依序

前四名為「軟體操作能力」、「問題解決的能力」、「設計專業知識」與「實作專業能力」。在畢

業生的態度與人格特質表現方面，企業雇主滿意度最高為「團隊合作」，其次依序前四名為「溝

通協調能力」、「積極主動性」、「品德操守」與「敬業、服務態度」。（詳細數據如表 6-3-1） 

在教學改善方面，企業雇主認為應該「訓練統籌規劃能力」，其次依序為「課程內容應與

實務結合」、「增加實務操作經驗」、「增進學生外語能力」、「訓練溝通協調能力」。 

表 6-3-1 大學部畢業生表現與教學改善項目 
畢業生的專業能力表現（複選） 畢業生的態度與人格特質（複選） 建議教學應改善項目（複選） 

項  目 百分比 項  目 百分比 項  目 百分比 
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 59% 團隊合作 71% 訓練統籌規劃能力 59% 
軟體操作能力 53% 溝通協調能力 65% 課程內容應與實務結合 53% 
問題解決的能力 47% 積極主動性 65% 增加實務操作經驗 53% 
設計專業知識 35% 品德操守 53% 增進學生外語能力 47% 
實作專業能力 29% 敬業、服務態度 47% 訓練溝通協調能力 41% 
行政能力 6% 情緒抗壓 29% 訓練寫作能力 35% 
  領導統御 0% 加強電腦基本操作能力 24% 
    加強工作倫理及態度 12% 
    其他 12% 

 

（2）碩士班企業雇主（統計資料參閱附件 6-3-17） 

碩士班企業雇主問卷回收15份，對於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企業雇主認同兩者的重要性，

並同意本系畢業生具備碩士班核心能力。 

在畢業生專業能力表現方面，企業雇主滿意度最高為「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其次依序

為「問題解決的能力」、「實作專業能力」、「設計專業知識」。在畢業生的態度與人格特質表現

方面，企業雇主滿意度最高為「敬業、服務態度」，其次依序為「溝通協調能力」、「積極主動

性」、「團隊合作」。（詳細數據如表 6-3-2） 

在教學改善方面，企業雇主認為應「增加實務操作經驗」，其次為「訓練統籌規劃能力」、

「增進學生外語能力」、「訓練溝通協調能力」。 

表 6-3-2 碩士班畢業生表現與教學改善項目 
畢業生的專業能力表現（複選） 畢業生的態度與人格特質（複選） 建議教學應改善項目（複選） 

項  目 百分比 項  目 百分比 項  目 百分比 
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 93% 敬業、服務態度 87% 增加實務操作經驗 67% 

問題解決的能力 67% 溝通協調能力 73% 訓練統籌規劃能力 53% 
實作專業能力 60% 積極主動性 73% 增進學生外語能力 47% 
設計專業知識 60% 團隊合作 73% 訓練溝通協調能力 47% 
行政能力 20% 品德操守 27% 課程內容應與實務結合 40% 

軟體操作能力 20% 情緒抗壓 27% 加強電腦基本操作能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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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統御 13% 加強工作倫理及態度 13% 

    其他（報告撰寫） 7% 
    訓練寫作能力 0% 

 

 

 

 

佐證資料： 

 1. 附件 6-3-1 101 學年度在校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資料（大學部） 

 2. 附件 6-3-2 102 學年度在校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資料（大學部） 

 3. 附件 6-3-3 103 學年度在校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資料（大學部） 

 4. 附件 6-3-4 102 學年度在校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資料（碩士班） 

 5. 附件 6-3-5 103 學年度在校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資料（碩士班） 

 6. 附件 6-3-6 102 學年度在校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資料（碩士在職專班） 

 7. 附件 6-3-7 103 學年度在校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資料（碩士在職專班） 

 8. 附件 6-3-8 101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問卷統計資料 

 9. 附件 6-3-9 102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問卷統計資料 

10. 附件 6-3-10 103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問卷統計資料 

11. 附件 6-3-11 101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問卷統計資料 

12. 附件 6-3-12 102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問卷統計資料 

13. 附件 6-3-13 103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問卷統計資料 

14. 附件 6-3-14 大學部系友問卷統計資料 

15. 附件 6-3-15 碩士班系友問卷統計資料 

16. 附件 6-3-16 大學部企業雇主問卷統計資料 

17. 附件 6-3-17 碩士班企業雇主問卷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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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情形為何? 

本系教師教學多元，搭配課程及職涯發展計畫，積極邀請系友專題演講，解析職場狀況

及市場趨勢，分享職涯經驗，幫助在校學生認知應具備的專業能力，及早進行就業準備。本

系歷年邀請系友演講的情況如下，100 學年度舉辦 9 場、101 學年度舉辦 5 場、102 學年度舉

辦 10 場、103 學年度舉辦 12 場；並於 103 學年度邀請系友擔任指導老師，舉辦 2 場為期 2

天之快速設計工作營（「2015From Transform 快速設計工作營」、「文化肉骨茶工作營」），藉由

系友與學弟妹面對面的互動交流，進行經驗傳承，學生反應熱烈。（詳細資料參閱附件 6-4-1

系友專題演講暨快速設計工作營） 

此外，設計課程邀請系友講評，透過系友的實務引導，啟發學生多面向的思考，進而培

養學生的實務力與創造力（附件 6-4-2 設計課外聘設計師講評）。本系也廣邀系友擔任兼任老

師（附件 6-4-3 系友兼任課程一覽表），透過課程設計，分享實務經驗，深獲學生好評；大四

專題設計除專任老師外，也開放學生自由選擇系友作為指導老師，系友指導的成果，也屢屢

獲獎，表現優異。 

系友提供設計實習機會，例如其意設計、圓點設計、奇想創造、人本藝術設計、器研所

有限公司、Kenyon Yeh Design Studio、成霖公司、唐草設計有限公司等。另外，更進一步進

行產學合作，例如吳思齊(大學部 4th)、許晉源(大學部 4th)/其意設計公司，產學合作案「WAGAII

花間樂系列商品衍生設計-創新產品開發設計」；林勇仁(碩士在職專班 1th)/祐林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產學合作案「智慧行動裝置之創新週邊產品開發設計」；黃少韋(大學部 10th)/應宏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案「2014 第一屆 INHON 創意設計競賽」等，系所期望經由產學合

作，強化學生實務學習，累積設計能量。 

 

佐證資料： 

1. 附件 6-4-1 系友專題演講暨快速設計工作營 

2. 附件 6-4-2 設計課外聘設計師講評一覽表 

3. 附件 6-4-3 100~103 學年度系友兼任課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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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整體性作法 

(1)學生核心能力達成率高，本系每年定期蒐集畢業生資料並建置檔案，且從本系學

士班和碩士班自評機制與追蹤評估顯示，大部份學生都認為本系的教育能幫助學

生核心能力的養成，學用符合的情形相當良好，顯示本系教育目標、課程訓練相

當可以符合學生畢業後職場上的應用。 

(2)充份掌握畢業生動向，本系成立系友聯絡小組，了解系友就業與系友回校之狀況。 

(3)每年固定召開系友大會，活絡系友與學弟妹之間的交流，討論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4)系友演講及系友提供設計實習機會。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學士班固定邀請系友回校演講增進系友與學弟妹之交流與實務理解。 

(2)碩士班則由指導老師以 FB 網頁持續聯繫。導師能與學生會談，關心學生生活、

學習情形，並了解學生對系所辦學之回饋，供本系辦學參考。 

       

（三）問題與困難 
1.整體性作法 

(1)畢業生參與系友活動狀況不踴躍，主要是畢業生都已離開學校投入就業市場或繼

續升學，因此減少了與本系之聯繫，且可能也因工作或課業壓力繁忙，是故畢業

生參與系上活動意願較低，也較難以聯繫；另因電話詐騙盛行，系辦工作人員聯

繫畢業生或畢業生家長，有時很難取得對方的信任，致使資料更新易受限。 

(2)系友會成員包含大學部與研究所畢業系友，然而，如何透過系友會的能量，團聚

各系友之向心力，是一個需要處理的重要課題。 

(3)相關之應屆畢業生問卷結果如何有效轉化成本所核心能力、課程規劃或教學評量

之改善方針，仍須努力。 

(4)由於學生之生涯志向不同，對系所辦學方向可能有不同建議，企業雇主亦可能因

工作場域不同而有不同觀點，其回饋意見或許無法正確反映本系辦學成果。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此部份為整體性作法，較難區別說明。 

 

（四）改善策略 
1.整體性作法 

(1)建立經常性畢業生關懷機制(包含網頁留言或活動)，加強聯繫畢業生與本所之聯繫，

本系可透過建立經常性畢業生關懷機制，關懷畢業生目前生活與就業情形，提供

最即時與適切之協助，以強化畢業生與本系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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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追蹤機制上，除了成立正式的系友會外，在還沒有經費及人力來建構一正式聯

繫網站的情況下，先透過既有的社交網站，邀請系友加入社群，以能進行訊息交

流。 

(3)本系將提供系友會所需要的協助，希望可以在組織上和活動辦理上可以相互支援，

本系在系務運作和自我評鑑的時候，可以邀請系友代表，提供建議。系友會交談

的建議更是本系的一大社會資源，有助於本系的未來發展。 

(4)建立長期有效之畢業生個人資料庫，設立完整之畢業生資料庫，以方便未來執行

各項畢業生動向調查時之成效，同時強化系所對畢業生資訊的更新及溝通效率。 

(5)本系與系友合作，將持績積極爭取校外專題研究及實習機會，並增加產學合作之

比例，力求學生與業界之無縫接軌。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此部份為整體性作法，較難區別說明。 

 

（五）項目六之總結 
整體而言，針對系友的生涯追蹤，本系確實能有效的自行規劃且結合校內資源建

立之校友機制，同時有效落實學生生涯發展輔導、就業輔導、職涯發展、畢業生流向

調查與雇主滿意度調查。一方面，職涯輔導主要透過演講方式藉由系友與學弟妹面對

面互動交流與經驗傳承。另一方面 ，畢業生表現和回饋機制，也透過系友自我評鑑

及雇主滿意度調查方式，做為本系教師重要的教學服務研究品質改善之建議，提升本

系學生的學習品質和專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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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7-1 行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系（所）組織制度健全，各項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研究所發展、工廠管理、學生事

務、校友聯繫、產學合作發展、職涯啟航跨領域(導師)、中程計畫/評鑑、空間及設備規劃、

電腦/圖書/系網站管理、章程/組織規劃、系宣傳及各項活動、福利委員會、國際交流委員會）

運作正常，工設系各項工作委員會行政組織如圖 7-1-1 所示，各委員會委員名單請參見附件

7-1-1。 

本系為了能讓系務順利運作及提供師生更好之服務品質，系上各項活動、教學、研究與

各委員會之工作事宜，均透過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系課程委員會議，讓全體教職員共同

參與，表達意見、檢討改進。若與學生相關之議題（例如：大四畢業設計安排、選定指導教

授、其它學生相關活動事務等），則邀請相關學生代表與會，提出建議與討論。對於會議後續

決議事項的執行結果，更訂有執行追蹤表，以確保議案確實完成。 

 

 

圖 7-1-1 工業設計學系行政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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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系訂定之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本系在教學課程安排上透過系務會議、課程

委員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檢討執行成效，同時也積極邀請校外學者、專家、系友討

論諮詢。並透過畢業系友調查，了解系友之工作狀況、產業動態與學生核心能力的養成情況，

以作為課程、教學改進之參考。此外，定期與學生互動，隨時掌握學生學習狀況，並透過學

生學習成效評量、課程教學評鑑、教師評鑑等機制，驗證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的成效。本系

自我改善機制如圖 7-1-2。 

 

圖 7-1-2 學系自我改善機制圖 

 

此外，為落實品質保證機制，本系訂有「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會設置辦法」，定期提出檢

討報告及改善建議（附件 7-1-2）。此外，本系也定期辦理課程外審，從過程面及結果面進行

評鑑，並依據外審委員意見，召開會議檢討改進，以俾引導系所提升教學品質，確保學習成

效，落實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系課程外審、檢討會議及具體回應事項詳見表 7-1-1。本系期

望透過不斷的自我改善機制，提升行政績效、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確保良好的績效與

品質。 

表 7-1-1 課程外審一覽表 

課程外審事項 檢討會議 具體回應 

1. 99-100 年度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以「產品

設計」課程作為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101 年度第一學期第一課程委

員會議（101.10.16） 
附件 2-2-4 
附件 2-2-5 

2. 100 學年度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外審

（12 門課程外審）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

務會議（101.11.27） 
附件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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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

程委員會議（102.11.12） 
附件 2-2-7 

4. 103 年度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教學內容及

方法外審（3 門課程外審） 
 

附件 2-2-8 

 

 

 

佐證資料： 

1. 附件 7-1-1 工業設計系各項工作委員會委員名單 

2. 附件 7-1-2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檢討及改善建議書 

3. 附件 2-2-4 99-100 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後續檢核報告 

4. 附件 2-2-5 課程委員會校外委員意見及學院系回應具體改善辦法 

5. 附件 2-2-6 100 學年度「個別課程」外審意見回應 

6. 附件 2-2-7 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追蹤表 

7. 附件 2-2-8 103 個別課程外審委員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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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 

本系除依據系所評鑑結果，進行各項會議，追蹤檢核與改善評鑑結果外，於課程委員會

納入教學品質保證機制，並訂定「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提升學生學習委員會設置辦法」，定

時檢核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以符合學生、社會與產業需求。同時亦藉

由本校教師之自我評鑑、教學評鑑、新進教師評鑑等相關制度，達成自我改善機制的落實。

本系已進行檢討改善之相關會議如表 7-2-1。 

表 7-2-1 本系檢討改善會議 

序號 時 間  會議名稱／議題 

1 99.11.25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邀請專家學者吳豐光（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教授）、謝榮雅（大可意念傳達設計

總監）、張珈偉（玩點互動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檢討本系課程之規劃。 

2 100.06.30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建立」諮詢會議記錄 

邀請四位畢業系友、業界代表李皆欣(第一屆畢業系友/人本藝術設計負責人)、古

吉田(第六屆畢業系友/三十創意設計總監)、林淨暘(第九屆畢業系友/成霖公司設

計中心)、何婷芬(第十屆畢業系友/ 成霖公司設計中心)，針對大二【產品設計】

課程制訂學生學習評量表。 

3 100.12.23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課程委員會 

邀請專家學者李傳房（雲科大工設系教授）、第四屆系友許晉源（其意設計負責

人）、第二屆系友曾長逸（華碩電腦資深經理）及學生代表吳浩平，檢討「大學

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98-99 學年度教師教學

評量分析報告」、「大學部新課程規劃」 

4 100.02.24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 

訂定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與學校(院)教育目標關聯表、學生

核心能力與學系教育目標之對應及畢業門檻與核心能力檢核表 

5 101.03.26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 

修訂大學部必修科目表，大學部必修學分數 87 更改為 84，選修學分數 41 更改

為 44，畢業學分數 128 維持不變。 

6 101.06.05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次系務會議 

訂定本系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7 101.09.27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建立」諮詢會議 

邀請業界代表三位：古吉田(第六屆/三十創意設計總監)、林淨暘(第九屆/成霖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中心)、何婷芬(第十屆/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中心) 

8 101.10.16 101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 

「產品設計」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校外委員意見及學院系回應具體改善辦法 

9 101.11.27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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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 12 門課程外審委員審查意見檢討 

10 102.01.08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課程檢討） 

11 102.03.05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課程檢討） 

12 102.04.09 研究生座談會（本系教職員、研究生 15 位） 

13 102.04.10 大學部座談會（本系教職員、大學部代表 9 位） 

14 102.04.23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 

檢討研究生、大學部座談會學生建議事項 

15 102.10.22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本系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委員審查意見檢討 

16 102.11.12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 

邀請專家學者黃少韋（設計師）、鄭孟淙（北科大工設系助理教授）、 

李俊宏（成霖企業 設計中心 經理） 

修訂本系大學部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 

訂定本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設置辦法」 

本系整體課程就業力檢討 

「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委員審查意見檢討 

17 103.09.23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修訂本系大學部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教育目標與學校(院)教育目標關聯

表、學生核心能力與學系教育目標之對應及畢業門檻與核心能力檢核表。 

18 104.03.12 「學生學習成效檢討及改善」會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檢討及改善建議） 

19 104.03.19 課程討論會議（檢討系所課程） 

20 

104.03.26 
104.04.29 
104.06.10 

課程討論會議（大四專題設計執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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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檢討會議，本系自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情形，詳述如下。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分】 
1.宜於自我評鑑辦

法中訂定追蹤檢

核之相關制度，

俾利自我改善機

制之落實。 

【系所共同部分】 

本系除依據系所評鑑結果，進行

各項會議，追蹤檢核與改善評鑑

結果外，亦藉由本校教師之自我

評鑑、教學評鑑、課程評鑑、新

進教師評鑑等相關制度，達成自

我改善機制的落實。 

 
 

 
已進行之檢討改善措施如下： 
(1)99-100 年度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2)100 學年度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外審 
(3)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 
(4)103 年度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教學內容及

方法外審 
(5)101.06.05 系務會議修訂課程委員會組織章

程，增加學系教學品保功能。 
(6)102.11.12 系務會議訂定本系「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委員會設置辦法」 

 
【學士班部分】 
1.因應落實五力教

育目標，宜透過

整合相關課程，

強化學生實務能

力，拓展專業領

域，加強產學合

作，以利學士班

學生畢業後投入

職場。 

【學士班部分】 
1.召開課程委員會，持續進行課程

檢討，並導入產學合作，強化學

生實務能力。 

 
 
 
 
 
 
 
 
2.建立完整之學士班課程地圖

表，將課程具體分類呈現，達成

落實設計五力的教育目標。 

 
3.職涯輔導 

 
 
 
 

 
(1)100 學年度增開企業實習課程，作為職前訓

練，以利就業。 
(2)大二、大三設計課程配合產學合作，導入

業界實作概念。 
(3)103 學年度修訂大四專題設計課程實施辦

法及細則。 
(4)強化繪圖能力，104 學年度增加「曲面造型

數位應用」與「互動設計」兩門課 
(5)規劃快速工作營，針對低年級學生，輔導

強化學生專業技能與技巧。 

 
(1)相關資料已公布於網站，並持續辦理中。 

 
 
 
(1)設立職涯導師，每年持續辦理各項職涯講

座及企業參訪，並帶領學生至境外實習及

參與各種展覽、設計工作坊。 
(2)配合課程舉辦校外教學參訪活動，並邀請

系友、專家學者、設計師進行專題演講，

分享職場經驗，增加實務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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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2.因應該系培養學

生多元核心能力

的教育目標，宜

透過課程安排與

新進教師之聘

任，再加審慎規

劃，以達學生多

元學習之目的。 

1.召開課程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

進行諮詢檢討。 

 
 
 
 
 
 
 
 
 
 
 
 
 
 
 
 
 
 
 
2.新聘多位業界資歷豐富之專業

人員擔任兼任教師，以達學生多

元學習之目的。 

 

諮詢檢討會議： 
(1)99.11.25 邀請系友張珈偉、業界代表謝榮

雅、學界代表吳豐光老師，進行課程咨詢

與檢討。 
(2)100.06.30 邀請系友李皆欣、古吉田、林淨

暘、何婷芬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建

立，期許課程安排能達成學生多元核心能

力的教育目標。 

(3)100.12.23 邀請專家學者李傳房（雲科大工

設系教授）、第四屆系友許晉源（其意設計

負責人）、第二屆系友曾長逸（華碩電腦資

深經理）及學生代表吳浩平，檢討「大學

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學

生核心能力」、「98-99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

分析報告」、「大學部新課程規劃」。 
(4)101.09.27 邀請三位業界代表古吉田(第六

屆/三十創意設計總監)、林淨暘(第九屆/成
霖公司設計中心)、何婷芬(第十屆/成霖公

司設計中心)，召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

制建立」諮詢會議。 

 
(1)101 學年度新聘何婷芬（成霖設計師）。 
(2)102 學年度新聘黃少韋（應宏設計經理）。 
(3)104 學年度新聘古吉田（三十創意設計 總

監）、蔡政和 

【碩士班部分】 
1.碩士班之教育目

標宜再加審慎考

量，期與學士班

之教育目標有所

區隔，以利進階

課程之規劃與安

排。 

【碩士班部分】 
1.召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檢討

會議 

 
 

 
召開之檢討會議如下： 
(1)99.09.30 修訂大學部、碩士班之教育目標與

學生核心能力。 
(2)100.12.23 修訂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

專班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3)101.02.24 修訂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

專班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2.碩士班之分組，

未能突顯創意設

計暨藝術學院整

合藝術與設計之

教育目標，宜考

量適度調整。 

依據本所師資結構、人數與目標

特色，碩士班分為『人本設計』

與『設計整合與製造』兩大領域，

兩者之間，應可呼應與突顯創意

設計暨藝術學院之藝術與設計整

合之教育目標。 

自 101 學年度起，本系教師團隊以『人本設

計』與『設計整合與製造』兩大領域，並結

合創藝院景觀、建築等系所，執行「全球環

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及各項教學合作

案，跨領域學習與團隊創意合作，充分展現

創藝院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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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分】 
1.宜增聘不同背景

之專任教師與業

界兼任教師，除

可分擔專任教師

教學負擔，降低

教學時數，以利

其從事教學、研

究與創作，亦可

強化師資多元之

優勢。 

【系所共同部分】 
1.專任教師之聘任，考慮系所發展

方向。 

 
 
 
 
2.兼任教師則以業界具實務經驗

者為優先。 

 
1.101 學年度增聘專任教師呂佳珍老師、羅際

鋐老師，2 位老師專長符合系所發展方面。

對於新進教師，本系亦安排教學與研究之

傳承教師，使新進教師更能提升教學與研

發能量。。 

 
2.本系每年聘任 12~14 位具實務經驗之業界

兼任教師，強化師資陣容。（附件 3-1-1 
專、兼任教師學經歷表） 

【學士班部分】 
1.宜根據教學目標

與大綱，建立教

學內容檢核機

制，期能使科目

名稱與教學內容

相符。 

【學士班部分】 
1.召開課程委員會進行檢討，並定

期進行課程外審。 

 
 
 
 
 
2.每位老師需上網輸入授課計畫

表。 

 

 
1.進行之課程外審如下： 
(1)100 學年度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外審 
(2)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 
(3)103 年度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教學內容及

方法外審 
(4)101~103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 

 
2.學校教學平台已建立詳細的教師授課計劃

表，可藉由教師之課程規劃，充分了解教學

內 容 與 課 程 進 度 。 教 學 平 台 網 址

http://elearning.thu.edu.tw/moodle/ 
 
 

2.宜根據「學學

力」之教育目

標，增設相關主

力課程，以利學

生核心能力的

具體達成。 

1.召開課程委員會進行檢討。 

 
2.定期進行課程外審。 

 

1.增設相關主力課程計有: 企業實習、設計經

營、設計哲理及設計策略等四門課程 
2.進行之課程外審如下： 
(1)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 
(2)103 年度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教學內容及

方法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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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1.研究方向及課程

規劃，宜再加聚

焦，以凝聚研究

能量，並突顯特

色。 

【碩士班部分】 
1.已進行課程通盤檢討，在課程規

劃上，完整建立碩士班課程地圖

表，將課程具體分類呈現，除落

實碩士班的教育目標外，並配合

學校發展計畫，建立研究特色。 

 
 
 

 
(1)本系碩士班分為『設計整合與製造』與『人

本設計』兩大研究領域，近年配合學校發

展計畫，已朝向高齡者（樂齡族）、通用設

計、綠色創新設計等方向進行。 
(2)本所積極加強產學合作與研發，目前已與

中部地區之自行車、水五金、製鞋業…等

相關運動休閒健康產業，達成多項產學研

發案件，以凝聚研究能量，突顯本系研究

之特色。 
(3)本系規定碩士研究生於論文口試前，應至

少發表一篇學會等級以上的會議論文，並

給予補助，對於提升碩士生的研究水準，

極有助益。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分】 
1.宜就學士班與碩

士班之教育目

標，就現有教學

資源有效分配，

區隔其專業研究

空間與設備，以

利學生學習並顯

現不同學制的特

色。 

【系所共同部分】 
本系大學部每一年級及研究生皆

有獨立的工作室，電腦教室及實

習工廠則屬共用。 

 
(1)大一~大四每一年級皆有專屬的工作室 
(2)碩士班甲、乙兩組各自擁有獨立的研究空

間，甲組研究空間內部另規劃有四個不同

研究領域且獨力的研究室，而在乙組方面

研究生的研究室雖在同一個大空間內，但

內部能仍依不同研究領域以 partition 做區

域上的劃分，同組的研究生都被安排在同

一個區域內，彼此間學習的互動性高。 

2.宜增購圖書，如

相關之電子期刊

等，以利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

進而強化學術競

爭力。 

1.圖儀設備已編列圖書經費，採購

專業所需之圖書與期刊。 
2.每學期固定由圖書委員調查本

系學生需求，向總圖書館填出請

購單，申請購買。 

持續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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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部分】 
1.宜深入瞭解造成

延畢生偏多的原

因，並研擬相關

輔導辦法，以培

養學生正確學習

態度。 

【學士班部分】 
1.在歷屆延畢學生中，以設計課造

成研畢的情形最為普遍。 

 

 
(1)設計課為本系核心課程，訂有檔修規定，

所以轉學、轉系生因下修一年級設計課，

造成延畢；再者，設計課老師要求嚴格，

學生若有設計課不及格，也會導致延畢。 
(2)在輔導方面，設計課採小班制教學，分成

四組，由四位老師共同擔綱授課。每位老

師授課學生數大約 12~15 人，能充份掌握

學生學習狀況，師生互動密切。對於學習

狀況不佳的學生，設計課老師及導師皆能

給與適時的輔導，及時解決學習問題。 

【碩士班部分】 
1.宜根據導師相關

輔導辦法，考量

由指導教授分擔

導師工作之可行

性，以落實輔導

功能，確保輔導

品質。 

【碩士班部分】 
1.針對評鑑委員的建議，檢討改善

碩士班導師之派任。  

 
(1) 99.03.30 系務會議決議，自 99 學年度起，

碩士班導師不再由系主任兼任，改由無擔

任導師之專任老師擔任，採一年一任的方

式。 
(2)100.03.15 系務會議決議，碩士班導師 2 年

更換一次。 
(3)102 學年度起，研究生導師改為由指導老師

擔任，藉由指導老師與學生密切的互動，

落實輔導功能，確保輔導品質。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分】 
1.宜針對期刊論文

發表集中於部份

教師之問題尋求

對策，以全面提

升教師之研究能

量。 

【系所共同部分】 
1.鼓勵教師升等、合作參與各項研

究計畫及論文發表。 

 
(1)本校有新進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助理教授

應於 6 年內完成升等、副教授應於 8 年內

完成升等一次之規定，此一辦法，對於提

升教師期刊論文發表，應有所助益。 
(2)學校亦訂有相關期刊論文發表之獎勵辦

法，本系近年申請的質與量，均已經明顯

增加中，且較為平均分佈，達成全面提升

教師之研究能量。 

2.宜依原有計畫出

版專案研究成果

或教材，俾利研

究成果之展現。 

針對系上執行計畫，將以出版品

方式呈現最終成果。 

 
 
 

目前已出版之研究成果計有科技部專題研究

報告、設計工作營成果報告、設計課程教學

成果報告及教材專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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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1.宜鼓勵碩士生將

其創作發展過程

及特點加以論述

並發表，且考慮

將其創作發表做

為論文發表之替

代條件，以肯定

其專業能力及表

現。 

【碩士班部分】 
1.於 100.06.21 系務會議修訂「東

海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班修

習學位規定」，增訂設計創作修習

規定。 

 

 
已訂定創作畢業辦法，讓學生自由選擇研究

論文或設計創作，以展現專業長才。 

 

五、畢業生表現 
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分】 
1.宜適時協助系友

會之運作，並與

系友會保持密切

之合作且強化與

畢業生互動之機

制，以期對該系

未來各項發展方

向及對在校生就

業、升學輔導有

所助益。 

【系所共同部分】 
1.成立系友聯繫委員會，由系上專

任老師擔任。系上專任助理協助

系友資料之建立及更新。 
2.每年協助系友會，召開系友大

會。 

 

 
(1)2011 年 5 月 21 日於台北舉辦系友餐會，成

立籌備委員會。 
(2)2012.2.18 召開第一屆系友會，通過系友會

組織章程，並贊助系學會舉辦設計鐵人競

賽活動。 
(3)2013.06.16 召開第二屆系友會，舉辦"那些

年我在東海工設" 回顧圖文展。 
(4)2014.12.20 召開第三屆系友會，舉辦系友作

品展暨個人工作心得分享。 
(5)有效運用系友資源，積極邀請系友進行專

題演講及設計評圖，並推薦學生至系友企

業進行實習。 

2.宜建立畢業生就

業及升學之追蹤

機制，持續調查

畢業生之就業與

升學情形，並據

此回饋適時調整

教育目標，以利

永續發展。 

已成立系友聯絡小組，透過

facebook、email 或電話訪談的方

式持續調查畢業生動態，同時藉

由畢業系友回校、拜訪師長等機

會，更新資料。並進行問卷調查，

針對系友意見，於會議上檢討、

改善。 

持續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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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宜將系友會活動

與系上活動予以

結合，並定期更

新系友動態檔

案，以發揮系友

會之功能。 

1.現由常設之系友聯絡委員專屬

助教或研究生每學期至少更新

檔案一次。 
2.工設週邀請系友參加分組座

談，讓在學生能直接從系友的經

驗分享中了解產業動態，及加強

各方面能力的自我培養。 

(1)第一屆系友會結合系學會，贊助舉辦設計

鐵人競賽活動。 
(2)2014.12.20 召開系友會時，同步舉行工設

週開幕儀式及系友作品展，並進行經驗傳

承，增加系友與在學學生互動的機會。 
(3)已成立 facebook 系友網群，透過網路隨時

發送即時訊息，並同步更新系友動態。 

4.家族制度為相當

良好之傳承，宜

進一步強化或與

系友會適當結

合。 

家族制已成為工設系之優良傳

統，透過定時聚會的形態，緊密

連結在學學生與畢業系友之關

係。透過家族聚會，畢業學長姊

教授專業技能並提供業界訊息，

達到知識傳承的目的。 

(1)系友會的運作及系務宣傳，結合家族制，

串聯所有在校生與畢業系友，凝聚向心

力，協助系友及母系發展，共創更美好的

未來。 
(2)由導師與畢業系友每學期透過系上家族成

員聯絡追蹤一次以上，如有可能並參與系

友聚會，導師差旅費由系費支出。 

【學士班部分】 
1.宜聯繫最近四年

從事產品設計之

各領域具有代表

性之畢業生，就

其工作內容與系

所開設課程之關

連性，進行瞭解

與探究，以做為

課程調整之參

考。 

【學士班部分】 
1.已邀請畢業系友針對課程，提出

建議。 

 

(1)99.11.25 邀請系友張珈偉、業界代表謝榮

雅、學界代表吳豐光老師，進行課程咨詢

與檢討。 
(2)100.06.30 邀請系友李皆欣、古吉田、林淨

暘、何婷芬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建

立。 
(3)100.12.23 邀請專家學者李傳房、系友許晉

源（其意設計負責人）、系友曾長逸（華碩

電腦資深經理）及學生代表吳浩平，檢討

「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

標及學生核心能力」、「98-99 學年度教師教

學評量分析報告」、「大學部新課程規劃」。 
(4)101.09.27 邀請系友古吉田(三十創意設計

總監)、林淨暘(成霖公司設計中心)、何婷

芬(/成霖公司設計中心)，召開「學生學習

成效評量機制建立」諮詢會議。 
(5) 102.11.12 邀請系友黃少韋、鄭孟淙、李俊

宏針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畢業門檻進

行課程咨詢與檢討。 

【碩士班部分】 
1.宜針對待業中之

畢業生進行瞭解

與追蹤，並提供

可能之協助及思

考相關對策。 

【碩士班部分】 
1.透過畢業系友回校、facebook、

email的方式，持續掌握畢業生

動態，若有工作機會，將主動發

佈相關訊息。 

 

 
(1)透過系友會，整合系友社會資源，蒐集系

友任職機構單位就業市場動態，提供系友

轉（任）職之機會，開發社會人脈互動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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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0 學年度至今，系所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分成課程檢討與改善、教

學運作與改善機制、國際交流活動、產學接軌、學習資源、系友聯繫追蹤機制等 6 項，詳細

說明如下。 

1.課程檢討與改善 

本系持續進行課程修訂與檢討，並邀請專家學者、系友進行檢核；並每年進行學生學習

成效檢核，已進行之改善事項如下。 

(1)增加企業實習課程，並於大二、大三設計課融入部分產學合作相關設計議題，加強實務

設計接軌的訓練，增加就業競爭力。 

(2)大四專題設計增訂課程實施辦法及細則，授課方式改成上學期進行畢業專題設計，下學

期進行畢業作品展示設計。 

(3)針對設計主軸課程，依課程內涵、目標，增加大一~大三設計課評量尺規，期使課程之

評量，能有效反應課程的目的，並給學生具體的標準，達成評估學生學習之目的。 

(4)課程將強化數位繪圖能力，104 學年度新增「曲面造型數位應用」與「Arduino 互動設

計」兩門課。 

(5)規劃快速工作營的方式，加強學生專業技能與技巧。103 學年度共舉辦 3 場，分別為「2015 

From Transform 快速設計工作營」、「互動設計工作營 - Design thinking 的教學」、「文創

肉骨茶工作營」。未來也將開設以素材為主之集合式課程，包含陶藝、玻璃、皮件、金

工等素材，並配合工廠參訪；或邀請業師，於週六日開設工作營，讓學生瞭解實際流程

與操作方式，藉此強化學生對於各式材料之知識及模型製作之能力。 

(6)積極鼓勵學生以作品成果參加國際設計競賽，系上也配合聘請專業設計師進行競賽指導，

並積極爭取各項經費，補助學生參與競賽。102 學年度補助系所學生共 30 件作品參加

紅點設計競賽（每件補助 2000 元），共有 2 件獲獎，其中一件更獲得 best of the best 的

殊榮；103 學年度本系有 2 件獲 reddot 獎，學校補助國際大賽每件 1 萬元整。 

2.教學運作與改善機制 

本系現有專任師資 9 位，其中教授 1 位、副教授 4 位、助理教授 3 位、講師 1 位，具博

士學位者 8 位，師資專長具有工設相關背景，符合系所發展。另外，並聘請 13 位經驗豐富之

兼任教師，專長涵蓋各領域，強化師資多元的優勢。因應陸生人數增多，目前已向學校反應

修課人數過多的問題，並已多爭取到一位授課老師，即從 103-2 學期開始，本系的核心課程

是由四位老師來共同指導，每位老師指導 12~13 位學生，師生比符合原先規劃。 

本系教學運作與改善機制如圖 7-2-1，在教學設計方面，強化多元教學特色（專題演講、

教學參訪、企業實習、快速設計工作營），並配合 e 化教學，除了上網建立教師授課計劃表外，

並利用教學平台或系網檔案伺服器，存放課程講義資料，供學生靈活使用，隨時查閱。另外，

教師並依「期中教學意見反應」適度修正課程之難易度與方向；依「期末教學評量問卷」，了

解學生學習情形並調整教學內容及授課方式，以提升教學品質。並於學期末進行「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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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自我檢核」，由學生自評，瞭解學習成效。所有教學評量結果，皆送達相關教師，同時附

上本系全體教師之各項平均成績，以作為改進教學品質之參考，藉以提升整體之教學表現。

同時學校也會開設各項專業成長相關活動，透過持續的進修學習，增進專業與創新能力，藉

由彼此間的經驗分享，強化教學能力和技巧。 

 

圖 7-2-1 教學運作與改善機制 

 

3.國際交流活動 

  本系注重國際交流，已進行之國際交流事項如下： 

(1)國際設計工作營 

100 年校園共生環境產品設計 workshop  

100 新世代設計工作營  

100 Wim Marseille Guest Lecture and Workshop  

100 年 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 Workshop in CHIBA  

100 台灣鹿港意象調查研究設計工作營（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東海大學×台灣藝術大學） 

101Chiba U in THU 國際交流設計營  

102 南屯老街五感體驗之數位設計工作營 

102『A Good Way Finding System for Greater  Taichung Schedule』國際交流設計營 



139 

103 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 Workshop in Japan Midtown 

104 庫斯‧艾森設計速寫工作坊 

⑪104 東海大學×千葉大學×千葉工業大學 x 北科大 x 雲科大 Design Workshop in Tunghai 

(2)邀請國外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100 學年度 6 人次，101 學年度 3 人次，102 學年度 2 人次，

103 學年度 2 人次。（附件 3-1-4 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乙覽表） 

(3)除了與日本千葉大學締結姊妹校外，103 年 12 月也與義大利 IUAV 簽訂交流協議，每年

有 2 位教師、3 位交換生的名額。此外，也積極規劃與 IED 歐洲設計學院杜林分校、日

本千葉工業大學、英國倫敦 Middlesex University 洽談交流計畫。 

4.產學接軌 

(1)本系設有職涯導師，舉辦職涯講座與企業參訪，期能朝向：大一/職場興趣診斷、職涯探

索，大二/提升核心就業力(競爭力)，大三/職場見(實)習體驗，大四/職場人才之養成的目

標。 

(2)企業實習課程：暑期企業實習輔導，協助高年級學生赴職場實習，早日與職場接軌。 

(3)設計課題融入產學合作，加強實務操作、考量材質特性、生產流程等務實訓練。 

(4)積極帶領學生赴海外參與展覽、工作坊與異地企業實習：101 年前往泉州參加文化創意

產業展覽，並榮獲金獎；102 年帶領學生赴中國晉江參展、設計工作坊及在輝煌水暖集

團實習；103 年領學生參加“五洲杯”海峽兩岸大學生陶瓷工業設計大賽暨 2014 海峽兩岸

大學生設計工作坊，並在迪特工業設計中心實習；104 年帶領學生參加泉州 2015 海峽兩

岸大學生設計工作坊暨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意設計大賽，榮獲 13 項大獎，並提供迪特工

業設計中心、鴻海鄭州廠暑期實習機會，所有境外實習，皆由中國企業或校方補助相關

經費，學習成效佳。 

 

圖 7-2-2. 100~104 學生企業實習統計圖 

 

100 101 102 103 104 

16 14 13 
7 6 

3 

6 8 

100~104學年度企業實習 

國內實習  境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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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加學習資源 

(1)在教學方面，舉辦教學參觀、演講活動，邀請專家學者或系友回母系報導專業、職場趨

勢，與學生座談，協助學生瞭解產業動態，及早進行職涯規劃。並持續推動跨系、跨院

教學/研究計畫與合作。 

(2)在空間方面，工廠天井搭遮雨棚，增加工作空間；並已正式提案向學校申請系館空間增

建案，目前正積極規劃中。 

(3)在工廠設備方面，除了傳統的機具，已再配置紙模切割機、雷切機、CNC 磨切機、桌上

型 CNC 綜合加工機、3D 列印機；並增購攝影式 3D 彩色掃描系統暨觸覺式設計系統。 

6.系友聯繫追蹤機制 

本系持續進行畢業生就業及升學之追蹤機制，藉由問卷、電話訪談、系友聚會等管道收

集各項資訊，強化與畢業生之互動。並邀請畢業系友專題演講、設計課講評、或擔任本系兼

任教師，並與畢業系友產學合作、廣納系友資源爭取企業實習機會，提供在校生更多的學習

資源，期使對未來的就業、升學有所助益。 

並於 100.05.21 成立籌備委員會，101.2.18 成立第一屆系友會，並由系上專任教師李俐慧

老師擔任執行委員，協助推動相關事務。101 學年度系友會皆同系學會舉辦設計鐵人競賽（模

型王、噴漆王、表技王、建模王及電繪王），提供競賽獎品，鼓勵在學學弟妹相互切磋、強化

設計技能。102.06.16 舉行第二屆系友大會，廣邀系友回母系，並舉辦"那些年我在東海工設" 回

顧圖文展，緊密連結系友和母系間的關係，增加認同感。103.12.20 召開第三次系友大會，更

結合工設週活動，舉辦系友作品成果展，藉由展覽與開放式座談會的形式，活絡系友與學弟

妹間的交流。 

 

佐證資料： 

1. 附件 1-5-1 系所發展計畫相關會議記錄 

2. 附件 3-1-1 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4. 附件 3-1-4 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乙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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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整體性作法 

本系之整體特色強調小班教學，核心設計課程採分組上課，設計課程皆分組教學，

每組約12~13個學生配置1位老師，目的讓學生在學習過程有時間和老師充分的溝通。

課程方面，自上次評鑑到現在，依照教育部指示降下畢業學分，並定訂學生的畢業設

計需要參與全國性的展覽的畢業門檻。 

大二與大三的設計課程，會有產學合作和建教合作，目的是加強和企業聯結，藉

此讓學生瞭解業界現實操作情形並增加學生視野；大三暑假鼓勵學生至企業實習，以

利學士班學生畢業後投入職場。並不定期會邀請各界人才至系上演講，增進設計系學

生跨領域思考的能力。 

目前，每年會和日本千葉大學設計系聯合舉辦國際交流設計工作營，參與學生多

為碩士班和大四學生，若當年在台灣地區舉辦，亦會邀請北科、雲科等他校大學學生

共同參與交流，讓系上學生不僅與國外學生有互動機會，亦和不同校的本國學生能接

觸交流；若在日本舉辦，除了日本千葉大學學生參與外，亦會邀請日本千葉工業大學

學生共同加入，整個活動主要除了增進學生設計能力外，希望能透過國際、國內的師

生交流，增進學生國際視野與語文能力。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平時皆跟著老師做研

究，學生每周會有固定時間和指導老師進行討論和學習。目前與日本千葉大學、

University of Venice(IUAV)大學已簽訂交換留學生協議，以增進交換留學生視野。 

整體而言，在制度與運作方面，說明要點如下： 

(1)本系（所）具備健全之組織制度，包含課程委員會、研究所發展、工廠管理等各

項委員會運作正常，具有良好的行政管理機制。 

(2)本系之系務會議運作，提供師生良好之服務品質，系上各項活動均透過全體教職

員共同參與，表達意見、檢討改進。對於會議後續決議事項的執行結果，更訂有

執行追蹤表，以確保議案確實完成。 

(3)適切性的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並透過問卷調查回饋等資訊，瞭解教育成效。 

(4)具備良好自我改善機制，定時檢討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以符合學

生學習需求。 

(5)確實落實品質保證機制，本系定期辦理課程外審，從過程面及結果面進行評鑑，

並依據外審委員意見，召開會議檢討改進。 

(6)本系教師之自我評鑑、教學評鑑、新進教師評鑑等相關制度，達成自我改善機制

的落實。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系上學士班除分組教學外，也相當重視學生的自主性學習，系學會每學期會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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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演講、送舊、迎新活動，每年還會設定主題籌辦工設週活動。工設週活動主要是由

系學會獨力完成主題設計與布置，系所的老師則為從旁協助角色，目前持續舉辦多年

的工設週已逐漸成為東海工設系特色。 

碩士班的教學多為跨領域學習，指導老師會因應學生論文題目的差異，安排學生

修習與論文主題相關的跨院系課程。近年來，學校大力開設跨領域相關課程，工設系

所傾全力參與，因此工設系所課程增加許多跨領域合作內容，讓系所學生能與不同院

系學生共同學習，瞭解不同院系學生的思考方式，而這些跨領域能力成為設計教育的

重要基礎。 

 

（三）問題與困難 
1.整體性作法 

(1)近年多元入學方式的施行，系上學生每班人數增加不少，包括外籍生、轉學生、

大陸生、境外生等，每班人數增加不少，造成教學空間不足、設備不足、師資不

足等問題。而且本系經費、圖儀設備經費有限，在數位化教學、獨力維持實習工

廠運作、設備更新等方面皆有困難度。亦因學生人數增多，讓進行有關工廠實習

製作課程時，實習工廠空間顯得擁擠且工作區域顯得大量不足。 

(2)本系持續進行課程修訂與檢討，並邀請專家學者、系友進行檢核，未來期望能有

效落實到課程之中，還需要進行多次會議討論。 

(3)本系目前大二、大三設計課已融入部分產學合作相關設計議題，但卻有部份學生

對產學議題不感興趣。產學合作係教師對外極力爭取，然而面對少數學生若對議

題不感興趣，在推動上難免力不從心。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目前均有邀請學士班、碩士班及系友給予本系之各項活動、教學或工廠管理，

提供意見做為檢討改進，唯學生思考角度有時較以個人興趣或目標為出發點，較缺

乏對系上整體性的考量。 

碩士班方面，則是因為大環境影響造成普遍性招生不足，導致非專業相關科系報

考人數增加，而專業相關科系報考人數下降。 

而在職專班生方面，亦面臨普遍招生不足，並且系上缺乏在職專班學生獨立研究

的空間。 

 

（四）改善策略 
1.整體性作法 

(1)為因應學生增多，未來於核心設計課程將限制修課人數及增加一名師資以減輕老

師負擔，並增進學生之學習權益，本系核心設計課程每年級增加一名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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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每組的學生老師比維持在 12~13 人。 

(2)針對實習設備不足的情況，現在與創意學院各系討論是否與將各系實習工廠、相

關設備加以整合，成為以院為單位的工廠，如此可以減少各系的負擔與資源共享。

如果能有以院為單位的工廠，各系原本實習工廠的空間會多出來，原本的空間問

題將會紓緩，長期來看，則希望能有更多的師資投入。 

(3)需要多次召開會議討論課程修訂與檢討，並邀請專家學者、系友進行檢核，以有

效落實到課程之中。 

(4)增加多樣化產學合作相關設計議題，幫助學生了解產業發展與性向，提供學生多

元議題之選擇。 

(5)教師針對設計態度或工作態度加以輔導，讓學生能包容不同的設計議題。 

 

2.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大學部增加設計課程師資，有些專業課程限制其他院系修課學生數。 

(2)老師參與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之相關會議中可適時提供引導學生，讓

學生的建議更能具體的落實，而非集中少數興趣或目標。 

(3)可增加邀請學士班與碩士班學生以工讀方式協助系上各項委員會運作及工廠管

理。 

(4)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有些課程相互結合，除了可讓不同性質學生相互交流外，

亦加強與企業結合做深層研究。除可提高報考人數外，亦可深化本研究品質。 

 

（五）項目七之總結 

目前東海工設學士班學生的入學成績仍保持在前標左右，以目前少子化情況來看，

若能發展工設系特色，亦可考慮增加一班。第一，找出工設系不同的特色，讓招生更

為順利。若能如此，因為本系學士班學生可留下繼續就讀碩士班，也能增加碩士班、

在職專班的學生來源，亦可增加不同領域師資。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並保留現有規

模，加強宣傳與輔導，讓報考人數增加。第二，增加跨系課程，整合創藝院資源，讓

實習工廠、教學空間共享，減少資源的重複浪費。第三，加強國際交流、落實建教合

作精神，讓本系的特色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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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一）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指標內容 
 
 
 

學 
學校系所  年 
             度 

近三年研發成果（限專任教師） 

（
教
師\

學
生
） 

教
師
學
生
數 

（
科
技
部\

其
他
） 

研
究
計
畫
數 

（
科
技
部\

其
他
） 

研
究
計
畫
金
額
（
仟
元
） 

發展特色  

1.東海大學工業設計
學系 

78 年成立大學部 
88 年成立碩士班 
101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 

101 
9 6 3384.44 1.具『心、手、腦』合一，能學以致用，並具

多元化的獨立思考、創造能力。 
2.具最新數位化設計作業流程訓練與智能，並

具國際宏觀視野之全方位設計方向。 
3.以培養學生具有『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

學學力、辯證力』等設計五力為目標。 
 

200/188 17 4218.718 

102 
9 9 5873.3 

218/200 13 8656.606 

103 
9 7 3945.5 

220/203 12 5915.937 
2.成功大學工業設計

學系 
62 年成立大學部 
80 年成立碩士班 
89 年成立博士班 
96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 

101 
13 14 8125 整合美學、工學及商學，培養學生

獨立思考能力、陶冶設計理念，以便作

全盤性之思考及整體性之設計與研究。 

409/366   

102 
13 14 7764.5 

414/366   

103 
13 12 7554.5 

399/368   

3.高雄師範大學工
業設計學系 

91 年成立大學部 
96 年成立碩士班 
101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 

101 
9 6 3294 以生活產品類的創意設計為主，再

教導發展至高科技類、家電產品、交通

工具設計、甚至文化創意產品設計等，

期望有別於他校相關系所之辦學特色。 

184   

102 
9 9 4867 

188   

103 
9 6 3432 

218   

4.長庚大學工業設
計學系 

83 年成立大學部 
90 年成立碩士班 

101 
13 8 3952 強調理論與實務結合，發展「福祉

設計」與「跨領域創新設計」。 240   

102 
13 10 5168 
244   

103 
13 8 4195 
248   

5.實踐大學工業設
計學系 

81 年成立大學部 
87 年成立碩士班 
88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 

101 
10 2 982 系所課程規劃與人才養成朝向「專

業學習、國際視野、實務導向」三大目

標努力。鼓勵同學透過設計競賽與展

演，增進國內外專業之交流與觀摩。 

318   

102 
10 2 876 
318   

103 
10 1 491 
317   

註 1：東海工設與成大工設學生人數，黑體字為實際人數；紅字部分為依教育部核定人數進行式算結果，試算

詳細內容如附件 8-1-1。 

  



145 

（二）SWOT 分析 

◆Sertength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 

強點（S） 1.著重學生的文化素養和生活教育，積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教學資源。 

2.積極與國際接軌，每年均舉辦國際性研討會，邀請國外設計大師，進行專題研

討外，並同時舉辦設計工作營，除提升本系知名度外，並拓展本系學生國際化

的視野。 

3.與日本名校國立千葉大學為姊妹校，積極進行交流活動，除每年一次設計工作

營的交流外，也帶領學生參訪以開拓視野，鼓勵學生參加交換學生計畫，已開

始一年期與千葉大學的交換研究生，期望未來可簽訂台灣和日本雙聯學位攻讀

的雙贏合約；103(上)學期亦與義大利 IUAV 大學設計學院簽定交換生合約

(MOU)，開啟兩系之間的交流。 

4.著重學生的數位軟體應用能力，另聘請設計師兼任電腦輔助設計實務課程，涵

蓋 PRO/E, SolidWorks, Rhino, Alias 及 Photoshop 等產業界實務應用之軟體課

程。 

5.管理優良的工廠，不僅可提供全系學生各項課程模型製作的機台與設備，也讓

學生經由實際模型的製作，得以驗證自己的設計與概念，理解產品製造過程、

材料等的應用，以及培養解決問題之能力。 

6.除利用職涯講座、東海大學特色教學亮點計畫，邀請系友演講外，並透過本校

『傑出系友講座』，讓傑出系友傳承、分享經驗。 

7.依據課程內容，進行教學參訪。（例如：台灣玩具工會、財團法人鞋類設計暨

技術研究中心等、長庚養生村、乃興公司、玩偶的家、眾成公司、光陽公司、

鞋寶觀光工廠、彪琥鞋業、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等。） 

 

◆Weakness 

弱點（W） 1.目前本系所的空間使用略有不足，特別是近幾年開放陸生來台的限制，每年到

本系所來當交換生的人數已逐年攀升，造成本系所在師資規劃及空間使用上開

始出現問題。 

2.本所之研究室分組，用意良好，但仍須考慮師資設備、空間等之條件和設計領

域之獨特專長來做區分，以避免造成招生上的反效果。 

3.研究所部分的方向與規劃，對於招收非設計本科系之研究生，目前係採用由指

導教授自行決定，是否必須至大學部補修設計核心課程，使這些非本科系畢業

之碩士生亦能具有相當之設計能力。 

4.聘任具博士學位之師資，為學校既定政策，但對於設計科系而言，延攬具有多

年設計實務經驗，具有碩士以上學歷之業界設計師到校任課，是提昇學生實務

設計能力的最佳方式，但受限於學校政策，所以在業界師資之聘任上，是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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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重大困難。 

5.受限於學校總量管制，本系在學生人數與教師人數上，均無法擴增，有礙本系

總體發展。 

 

◆Opportunity 

機會（O） 1.雖然開放陸生來台，造成本系所在師資規劃及空間使用上開始出現問題，但相

對的也是另一個可以增加學生來源的機會。 

2.目前本系所與日本千葉大學、大陸福州大學以及義大利威尼斯大學來往交流密

切，是本系未來朝向國際化發展的機會。 

3.本系已成立 26 週年，已有許多系友成為各行各業的精英份子，未來系友們將是

我們系所、學生與產業界接軌的最大資源。 

4.本校理工系所發展卓越，相繼有資工、化工、工工、環工及電機系成立，未來

將有助於本系所朝向跨領域合作的發展。 

5.中部地區目前繼有工業區、中部科學園區及機械精密園區設立，未來將有助於

本系所發展產學合作。 

6.目前業界迫切需要”具有企劃能力之設計師”，未來本系所在課程設計規劃上可

加強此部份課程的安排，以培養具備企劃能力的設計師。 

 

◆Threat 

威脅（T） 1.近年來由於設計受到許多領域的重視，許多學校相繼設立設計科系，未來在招

生上及學生出路上將會面臨更嚴苛的競爭及考驗。 

2.由於少子化的影響，未來系所在招生上將面臨僧多粥少的困境，需積極另覓學

生來源。 

3.因應每年眾多設計科系畢業生在職場上的競爭威脅，需加強學生設計的本質學

能。 

4.目前許多非設計科系也開始在講授所謂的”創意及創新”，未來本系所在學生的

教育上，除了本質學能的訓練外，亦需在設計創意思考上多加強。 

5.因應產業數位化的趨勢與需求，未來系所在學生的訓練上需加強有關數位創新

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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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總結 

104 年度系所自我評鑑資料表，主要以下列九項自我評鑑指標為依歸： 

1. 教育目標。 

2. 課程設計。 

3. 師資教學。 

4. 學習資源。 

5. 學習成效。 

6. 生涯追蹤 

7. 整體改善 

8. 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9. 上次評鑑外聘訪評委員建議事項執行成效 

本次執行成效評鑑委員將藉由書面審查與實地訪視，依據評鑑校標以及評鑑委員所提供

之建議，將提供本系（所）在二項成效指標的改進：（1）藉由評鑑，強化本系（所）之特色、

優點及亟待檢討改進之處，使學系釐清自我條件，調整定位，並就評鑑結果進行改善措施，

強化系（所）體質。（2）使本系（所）自我評鑑工作能符合目前的教育評鑑潮流及趨勢，提

升評鑑效益，並期能獲致學校決策上，所能發展成較具優勢的系所之明確資訊，進而提升東

海大學整體校務發展與經營績效。 

本系所全體師生，也衷心希望藉由校外評鑑委員，對各項書面資料提出精闢的見解與需

要改進的缺失、觀察入微的實地訪視，讓本系藉由自我評鑑，檢討改進，在日後無論在教學、

研究、服務與行政支援上，都能有所精進，讓本系能在日後工業設計教育的人才培育上，貢

獻最大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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