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畢業專題實施辦法 
102 年 6 月 18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7 月 22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0 月 23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 年 10 月 1 日系所事務會議 修訂 

一、主    旨：(一)本學系以培育文化創意產業跨領域相關人才為本，立足中臺灣暨引領我

國文化創意產業思潮為發展標的。 

(二)本學系人才培育以設計能力為基礎，以營運能力為目標。爲培育學生於

學習期間修習課程之綜合運用與團隊合作能力，特訂本系畢業專題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實施期間：(一)本學系大一起 

(二)本學系大三下學期至大四全學執行畢業專題。 

三、分組規定：學生依據實施細則分組，每組以二至三員為原則（各分組若未於期限內繳交

分組名單，得經由系務會議配置，學生不得異議:各分組若未於期限內找到指

導教師者，得經由系務會議討論指派指導教師，學生不得有異議。），各組必

須選出一位組長，負責畢業專題進行之時程管理及與指導教師之連繫。未依

規定分組者不得參加第一次審查，並喪失修習畢業製作之資格。 

四、指導教師：(一) 指導畢業製作為本系全體專教教師之權利與責任義務。畢業專題指導教

師必須為本系專任教師。由本系專任教師輪流擔任總指導教師。 

(二) 於提案審查前，各組學生須根據組員專長及興趣，主動與本系專任教師

討論，以決定主指導教師；並研擬畢業專題之主題。每組一位指導教師

全程指導。總指導之權利與義務為專題專題時程之執行。 

(三)畢業專題指導教師有權放棄指導學生之權益，惟須經系務會議通過。 

(四)指導教師變更須填寫「畢業專題異動申請表」，經指導教師、系務會議通

過後始得變更，惟四年級上學期第二次審查後兩週（含）之後不得異動。 

五、組別成員：小組成員變更須填寫「畢業專題異動申請表」，經指導教師、系務會議通過後

始得變更，惟四年級上學期第二次審查後兩週（含）之後不得異動。 

六、主題研擬：(一)畢業專題主題內容應能充分應用各設計與營運領域之所學。各組在確定

主題後，必須經由指導教師簽名核可後送交系辦存查（各組須繳交畢業

專題企畫報告書給指導教師）。 

(二)變更畢業專題主題需原指導教師同意並敘明原因。四年級上學期第一次

審查後兩週（含）之後不得異動，若有特殊原因者需經系務會議討論通

過後方可變更。 

(三)主題變更須填寫「畢業專題異動申請表」，經指導教師、系務會議通過後

始得變更，惟四年級上學期第一次審查後兩週（含）之後不得異動。 

七、畢業專題評審：(一)畢業專題評審委員之組成由全系專任教師擔任，並遴聘兩位以上校

外專業人士共同擔任評審委員，上、下學期共計 8 位外評委員。 

(二)本學系專題審查分為六次審查，各審查流程暨評分方式與比例請參照



附件之審查流程表。 

八、評分比例：(一)大四上、下學期評分比例各為 100%，平時成績評分比例 15%，單次審查

成績評分比例請參照審查流程表。 

九、成果展示：各組需參與校內外展覽，並配合畢籌會規劃展場與相關製作。待專題執行至

第二學期公開審查後，由全師召開「專題成果驗收暨發表審查會議」，負責遴

選優良作品，必要時得代表本系(校)對外參加相關展覽或競賽。 

十、經費來源：(一)由本項基金之金額決定、經手與運用，一律由畢業班同學所組成之「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畢業專題籌備委員會」統

籌處理 

(二)每位畢業班同學須繳交畢業專題基金，未達所定金額者(依畢籌會關辦法

辦理)不得參與提報評分。 

(三)未能完成畢業設計或期中退出者，退費比例之相關規定依當屆畢籌會辦

法辦辦理。 

十一、智慧財產權：本系之畢業專題產出物之智慧財產權，為指導教師與學生公同擁有。 

十二、學生須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如不當侵權須自負其責。 

十三、本辦法及由學系教師制訂之評分細則，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畢業製作實施細則 
一、畢籌會成立：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畢籌會組織章程組成

(附件一)。 

二、獎懲方式：(一)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學生獎勵補助要點

辦理(附件二)。 

(二)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獎懲規定辦理(附件

三)。 

(三)每年度畢業專題前三名頒發獎狀。 

(四)每年度畢業專題優秀作品頒發典藏證明並留系典藏以茲鼓勵。 

(四)每年度專題製作頒發畢籌會幹部證明以茲鼓勵。 

三、成果保存：各組於第二學期（四年級下學期）畢業前，須繳交一份完整且裝訂成冊之專

案成果給指導教師，另一份交系辦永久保存。繳交資料包括完整之文件報告、

完整之設計內容物（例如：可執行之互動光碟、完整版影片、產品尺寸圖及

立體圖三視圖、產品模型及完整拍攝圖面、平面文宣、CIS 與相關設計等高解

析度之原始檔案(如*.ai、*psd)、與展示時所用到之所有相關資料等）。專案作

品版權歸原作者但本系保有公開展示及出版之權利。 

四、評分細則：(一)除提案審查外，單次審查成績不通過者，則該學期不通過，需重修一學

年之專題課程。(評分搭配學校成績預警系統) 

五、進度細則：提案審查修正與不通過者需於提報後一個月內繳交新案。 

六、指導教師細則：(一) 當屆大四導師為當然畢籌會指導教師，如因任務需要可由系主任指

派教師擔任指導教師。總召教師由指導教師推舉一人擔任。 

 (二)每位專任教師有其所屬之職責範圍(例:展場、視傳、模型、行銷)。 

(三)指導教師有權更換指導之學生，惟需於畢業製作開始執行至開學第

二次審查後兩週時間內。 

七、主題研擬：申請畢業專案主題變更以一次為限，提出申請之組別扣該學期總成績 10分 

八、畢業專題審查與成績如上學期通過，但下學期未通過者，重修需參與全程專題過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畢業專題審查流程表  

 審查主題 時間點 參與教師 

提報資格

（依應繳

金額之比

例計算） 

分數 

比重 
審查內容 

1. 提案審查 
三年級下學期

末前(102/6/19) 
全體教師 25％ 0% 

本次提報為畢業設計之預先提案審查，主要目的為讓系上教師瞭解本屆學生畢業專題之大概方向，

以便適時提出建議調整，並為決定指導畢業專題組別之參考。提案審查後一週內需決定指導組別。  

2. 第一次審查 
四年級上學期

期初(102/9/27) 
全體教師 50％ 25％ 畢業設計正式提案（原則上於開學後第三週以內舉行） 

3. 第二次審查 
四年級上學期

期中(102/11) 
全體教師 75％ 30％ 

上學期期中審查 (建議期中審內容需完成 60﹪進度)  

請各組負責教師協調提出審查之內容及進度 

4. 

第三次審查 
四年級上學期

期末(102/1/17) 
全體教師 100％ 30％ 

上學期期末審查，全體專任及外評委員皆須參加並參與評分。 

(建議需完成 80%之進度) 

請各組負責教師協調提出審查之內容及進度。 

上學期平時

成績 

四年級上學期

期末 
指導教師 100％ 15％ 上學期學期成績之 10％由主指導教師之評分產生。(學生自打成績交由教師參酌) 

5. 公開審查 
四年級下學期

期中前 
全體教師 100％ 35％ 

公開審查含預審及決審，為畢業專題之成果預檢及校外＆新一代設計展前審查全體專任教師及外評

委員須參加並參與評分。 

(建議需完成 100﹪之進度) 

預審（semi-final）:為開放式評分，展示期間教師自由入場聽取組員解說並提供改進意見，以供學生

改進及加強作品之依據。預審不評分，不參與預審之組別不得參與決審，預審意見之改善程度

並為決審之評分標準之一。 

決審(final presentation)：為開放式評分，展示期間教師自由入場聽取解說並評分。 

公開審查後需彙整前五次之成績，本次審查未達 60 分者不得參與最終審查與校外設計展（亦視同畢

業設計不及格）。 

6. 

最終審查 
四年級上學期

期末 
指導教師 100％ 50％ 上學期學期成績之 10％由主指導教師之評分產生。 

下學期平時

成績 

四年級上學期

期末 
指導教師 100％ 15％ 上學期學期成績之 10％由主指導教師之評分產生。(學生自打成績交由教師參酌) 



附件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3級畢業專題指導教授暨成員表 

指導教授  

成員 學號 姓名 

組長   

組員   

組員   

製作方向簡述 

 

備註： 

1. 一組設計團隊建議由 2~3人組成 

2. 一位指導教授最多接受 3組 



附件二：畢業專題評分比例 

 

 

四年級 上學期 

第一次審查 25% 第二次審查 30%  期末成績 30%  平時成績 15% 學期 100% 

70% 30% 70% 30% 70% 30% 70%  30%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教師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教師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教師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教師 學期成績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0次＋第 1次）   

 

 

四年級 下學期 

  

 

 

期中成績 35% 期末成績 50% 平時成績 15% 學期 100% 

70% 30% 100% 70%   30%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結案報告成績    指導教師 學期成績 

（校內展）  （校外展+總結案書） （總結案書）   



附件三 

【畢業專題製作異動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項目： 

□小組成員 

原成員                                                                              

變更成員                                                                          

原因說明： 

 

 

□專題題目 

原題目                                                                               

變更題目                                                                           

原因說明： 

 

 

（原）指導教師是否同意：是□  否□  （變更）指導教師是否同意：是□  否□ 

（原）指導教師簽名                  （變更）指導教師簽名 

系主任簽名 

 

註：四年級上學期第一次審查後兩週（含）之後不得異動﹙含小組成員、專題題目、指導教師﹚ 

 



附件四： 

文創系畢業專題製作作品及企劃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作品、論文為本人在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系(所) 

         組           學年度第       學期取得      學士學位之作品及企劃。 

 

作品名稱：                                                                

企劃名稱：                                                                

指導教授：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作品及企劃全文資料，基於推動讀者間「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與回饋

社會及學術研究之目的，同意授予本人畢業學校系所，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及其它

各種方法將上列作品、企劃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作品與企劃電子檔以上

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列印等利用。 

 

 

 

 

 

 

 

 

 

注意事項： 

1.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 

   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 

2. 本授權書請裝訂於紙本企劃書審定頁之次頁，以利辦理離校手續。 

 

授權人簽名(親筆正楷)：                          學號(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位作品及企劃授權書版本:2014/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