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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專題發光發熱計畫 
 

壹、目標 
 

本活動內容主要使學生能夠進一步了解現代產業之發展趨勢，及提升自

我就業機會，同時讓業界能夠更加了解本系所培育之優秀人才，進而達到其

招募精英之目的。期望透過此畢業專題發光發熱計畫，能提供給本校應屆畢

業生、產業界以及校外人士更多交流、互動的機會，促進產業及學術界間之

交流合作，以達展覽活動之最大效益。 

 

貳、執行方式 

 
一、施行規定 

1.數媒設計專題施行規定 

一、專題製作時間為第 2學年下學期、第 3學年上學期。 

 

二、動畫組指導老師為該班導師、遊戲組同學請於第 2學年上學期第 16週繳

交「數媒設計專題指導老師申請書」及「企畫構想書」。 

 

三、專題製作方式: 

 1. 學生作品以個人動畫與遊戲之小品作品為主，動畫不得組隊製作，遊戲

得組隊製作最多 3位。動畫組同學可參與遊戲組之團隊，擔任遊戲美術

之工作，遊戲組同學則不可參與動畫組之團隊，跨組同學應隨組上課，

並由該組教師評分。 

 2. 策展組成員由同學互選，所有同學共同參與，若因故無法選出，得由授

課老師指定同學擔任。策展組同學需負責網頁設計、策展等事宜【附件

三】，但不得用策展成果為創作代表。校內展時間為第 3學年上學期第 14

週，當屆所有組別均需參加展演。 

 3. 應繳交作品： 

  (1) 企劃構想書：含確切的進度規劃、創作動機、創作理念、創作內容。 

  (2) 企劃書：僅遊戲設計組同學需繳交，格式如【附件四】。 

  (3) 專題創作研究報告書：含場景、角色的圖片以及工作紀錄，並以書面

膠裝方式繳交，格式如【附件五】。 

  (4) 數位作品：遊戲執行檔、多媒體播放檔(規格 720*480以上、mpeg)、

作品主視覺（宣傳海報或光碟封面） 

    

四、專題製作評分標準: 

 1. 第 2學年上學期第 16週遊戲組需繳交企劃構想書，第 2學年下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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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動畫組需繳交企畫構想書、遊戲組需繳交完整企劃書，並由指導老師

評定是否通過，若通過則該組逕自繼續完成，若不通過，請指導老師提

供具體修改意見，供學生參考改正。 

 2. 評審委員將依作品質與量【附件一】決定通過與否。不通過者仍應繼續

依作品審核意見補強，並允許於 100％審核時間點參加審核。 

 3. 各組需彙整每次與指導老師進行作品創作討論之「會議紀錄」，並與作品

一同繳交。 
 4.成績核定方式為： 

學期別 評分項目 佔比 

第 2學年 

下學期 

第一階段審核（完成度 50%） 80％ 

上課出缺席與作業（含會議紀錄及作業繳交情形） 20％ 

第 3學年 

上學期 

第二階段審核（作品完成 100%） 60％ 

參展及策展 30％ 

上課出缺席與作業（含會議紀錄及作業繳交情形） 10％ 

 
五、評審老師的組成方式： 

本系老師為數媒設計專題之當然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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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畢業創作施行規定 

一、畢業創作期間： 

    第 3學年下學期、第 4學年上學期。 

二、畢業創作展演地點應於校內、校外進行。 

三、指導老師： 

 1. 授課老師為指導老師。 

 2. 同學於檢核時間點【附件二】繳交「畢業創作指導老師申請書」及「企

畫構想書」。 

四、畢業創作方式： 
 1. 學生組隊方式為 2～5人，不得中途拆組，組員編制必須以整合多媒體設

計跨專長組隊為原則，作品以多媒體平台為呈現，同時有一遊戲、動畫或

互動性元素短片的製作。 

 2. 全體畢業班同學均須參與畢展籌劃工作，組成方式由各既成小組指派乙

員同學擔任畢展籌劃小組之主要成員，並以任務為導向負責畢展網頁設

計、策展與系統建立等事宜 (附件三)。 

 3. 應繳交作業： 

  (1)數位作品：遊戲執行檔、多媒體播放檔(規格 720*480以上 avi、mp3、

mov等)、作品主視覺（宣傳海報或光碟封面，規格以向量圖檔 ai或 jpg

為主，於 第二階段審核收件時一併繳交） 

 (2)企劃書（至少 1,000字）、畢業創作研究報告書（至少 4,000字） 

  (3)策展所有相關項目：多媒體設計、視覺設計、展場設計、公關、財務等。 

五、畢業創作評分標準： 

 1. 畢業創作企劃書繳交後需與指導老師討論，並訂出詳細的進度規劃，以

此為爾後審核作品之進度標準，作品審核前須繳交「提報同意書」，方可

參加 50％與 100％之會審。 

 2. 會審時間點如附件一，會審委員將依作品質與量【附件一】決定通過與

否。50％不通過的組別，仍應繼續依作品審核意見補強，並於下次評審時

間點參加審核。 

 3. 當屆同學需於會審日進行提報，重補修生毋需進行提報其作品由會審委

員進行審核。 

 4. 當屆所有組別均需參加校內、校外展演。 

 5. 各組需彙整每次與指導老師進行作品創作討論之「會議紀錄」，並與作品

一同繳交。 

 6. 成績核定方式為： 

學期別 評分項目 佔比 

三年級 

下學期 

第一階段審核（完成度 50%） 60％ 

策展 20％ 

上課出缺席（含會議紀錄及作業繳交情形） 20％ 

四年級 

上學期 

第二階段審核（作品完成 100%） 60％ 

策展 20％ 

上課出缺席（含會議紀錄及作業繳交情形） 20％ 

 

六、評審老師的組成方式： 

本系老師為畢業創作之當然評審委員，並擬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 



 4 

二、作品規格與評量標準 
 
1.『數媒設計專題』作品規格與評量標準 

 

類別 作品規格 評量標準 

動畫 90秒以上 

動畫作品型式以單一「角色動

畫」為主，即 Character 

Animation動畫內容，以表現該

動畫角色“造型之獨特性”以

及簡單“動作之流暢度”。創

作方向需符合動畫法則為主要

之作品。 

1.故事設計 

2.藝術設計： 

(1)角色設定→原創性 

  (2)動作設定→流暢度 

  (3)場景設定→創意方向 

  (4)聲音設計→適切性 

3.其它設計：貼圖 

遊戲 製作２個以上關卡之遊戲 1.創意性 

2.操作性 

3.娛樂性 

4.技術性 

5.美術 

※提報評量標準：專業表現、進度、表達、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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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畢業創作』作品規格與評量標準 

 

類別 作品規格 評量標準 

動畫 90秒以上 1.故事設計 

2.藝術設計：(1) 角色設定 

        (2) 動作設定 

            (3) 場景設定 

            (4) 聲音設計 

3.其它設計：貼圖 

遊戲 依遊戲內容規範關卡內容

數量 

1.創意性 

2.操作性 

3.娛樂性 

4.技術性 

5.美術 

數位創作 1.完整性的呈現 

2.數位視訊短片（3分鐘以

上） 

3.複合式媒材影視組合 

4.音效設計 

5.實驗動畫 

1.主題創意 

2.藝術表現：(1) 視覺 

            (2) 聲音 

3.技術創意 

多媒體網頁 

（須包含資料庫或

多媒體元件） 

1.視覺畫面，需有版權 

2.互動介面 

3.資料庫：(1) 存取 

      (2) 驗証 

          (3) 管理 

4.多媒體元件：(1) 文字 

         (2) 圖片 

              (3) 影視 

              (4) V.R. 

(5) 動畫 

(6) 遊戲 

1.主題創意 

2.藝術表現：(1) 視覺 

            (2) 聲音 

3.其它技術：(1) 互動技術 

            (2) 資料庫技術 

※提報評量標準：專業表現、進度、表達、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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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核項目與檢核時間點 
 

1.98 級「數媒設計專題」檢核項目與檢核時間點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點 
(繳交最後一天) 

說   明 備   註 

1 98 級學生及 50％

重修生繳交企劃

構想書 

第二學年上學期第 16週 

99年 12月 29日(三)  

遊戲組：繳指導老師申請書 

企劃構想書 

 

第二學年下學期第 2週 

100年 02月 23日(三) 
動畫組：繳企劃構想書 

遊戲組：繳企劃書 

 

1. 12月 29日(三)下午 

1:00~3:00遊戲組於至

C617教室繳交。 

2. 02月 23日(三) 於動畫

組與遊戲組於課堂上繳

交。 

3.企劃構想書須包含確切

的進度規劃、創作動

機、創作理念、創作內

容等。 

4.企劃書格式如附件四。 

1.由指導老師評定是

否通過，若通過則

該組逕自完成，若

不通過，請指導老

師提供具體修改意

見。 

2.詳細的進度規劃為

爾後審核作品之進

度標準。 

 

2 公告指導老師 第二學年上學期第 18週 

100年 01月 12日(三) 

公告遊戲組指導老師  

3 遴選策展組成員 第二學年下學期第 3週 

100年 03月 02日(三) 
 

總召、多媒體設計組、視

覺設計組、展場設計組、

公關組、財務組 

每位同學皆須選擇一

工作組別，確實參與

專題展籌畫。 

4 第一階段審核 第二學年下學期第 16週 

100年 06月 01日(三) 

作品光碟需含企畫構想書、

企畫書、專題研究報告書、

數位作品。 

1.專題研究報告書需另繳

交書面成果，並以膠裝

方式裝訂。 

2.由系上專任老師各自審

核。 

完成度 50％ 

5 100%重補修生繳

交企劃構想書 

第二學年下學期第 18週 

100年 06月 15日(三) 

06月 15日(三) 下午 

1:00~3:00於 C617教室收

件 

遊戲組同學需另繳交

指導老師申請書 

6 公告重補修生指

導老師 

第二學年下學期第 19週 

100年 06月 22日(三) 

公告指導老師  

7 作品繳交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 8週 

100年 11月 02日(三) 

繳交完成品 完成度 100％ 

8 第二階段審核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 9-10週 

100年 11月 9日(三) 

100年 11月 16日(三) 

上台提報、系上專任老

師、產學界專業人士共同

會審 

地點 M413及 M410教

室  

9 校內展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 14週 

100年 12月 26日(一) 

100年 12月 29日(四) 

 地點：管理學院一樓

大廳 

※本時程表依各學年度時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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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媒系 97 級畢業創作檢核項目與檢核時間點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點 
(繳交最後一天) 

說   明 備   註 

1 97 級學生及 50%重補修

生繳交企劃構想書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 16週 

99年 12月 29日(三) 

當日下午 1時至 3時

於 C617教室收件 

 

2 公告指導老師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 18週 

100年 01月 12日(三) 

公告指導老師  

3 繳交完整企劃書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 2週 

100年 02月 23日(三) 

繳交符合格式的完整

書面企劃，其中必須

包涵確切仔細的進度

規劃，作為 50％與 100

％的完成度門檻。企

劃書格式如附件四。 

繳交後需與指導老師討

論，並訂出詳細的進度規

劃，以此為爾後審核作品

之進度標準。 

4 作品繳交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 16週 

100年 06月 01日(三) 

繳交 50%成品 動畫組：含場景、

角色建模完成及動

態腳本。 

遊戲組：含場景、人物建

模完成及設計腳本。 

5 100%重補修生 

繳交企劃構想書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 16週 

100年 06月 01日(三) 
當日下午 1時至 3時

於 C617教室收件 

繳交指導老師申請書、企

畫構想書 

6 第一階段審核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 17週 

100年 06月 08日(三) 

各組上台提報、系上

專任老師會審 

地點：管院二樓國際會議

廳 

7 公告重補修生指導老師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 19週 

100年 06月 22日(三) 

公告指導老師  

8 作品繳交 第四學年上學期第 12週 
100年 11月 30日(三) 

繳交 100%成品   

9 第二階段審核 第四學年上學期第 13週 
預計 100年 12月 07日(三) 

各組上台提報、系上

專任老師、產學界專

業人士共同會審 

地點暫訂管院二樓國際

會議廳 

10 繳交畢業創作研究報告

書 

第四學年上學期第 15週 
預計 100年 12月 21日(三) 

畢業創作研究報告書

格式規定須按照系版

網站之公告 

 

11 校內展 暫訂 
101年 05月 01日(二) 

101年 05月 04日(五) 

 地點暫定管院一樓大廳 

12 校外展 預計 
101年 05月 18日(五) 

101年 05月 21日(一) 

參加第 31屆新一代設

計展 

地點：台北世貿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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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程表 
98 級「數媒設計專題」議程表（A 組） 

日期： 2011 年 11 月 09 日 

順序 時間 作品名稱 類型 
指導 

老師 
組員名單 

 10:00~10:25 簽 到 時 間 

 10:25~10:30 主持人開場，主任、指導老師致詞 

01 

10：30 

│ 

12：00 

Cheers 動畫 林國芳 江其彥 

02 Day Dream 動畫 林國芳 張家溥 

03 
Beast War  

獸王爭霸戰 
遊戲 張純良 楊昀慈、余雅涵、陳宏霖 

04 青蛙搞甚麼？ 動畫 林國芳 杜芃樺 

05 原始鬥競場 遊戲 李俊逸 何育郡、廖佩嫻、周    群 

06 我只是想回家 動畫 林國芳 陳君豪 

07 Bubble face 動畫 林國芳 許妍婷 

08 Bear Fight 動畫 林國芳 廖家葆 

09 凱薩戰役 遊戲 張純良 郭子暘、陳彥瑋、寧震宇 

10 drunkenness 動畫 林國芳 陳冠宇 

11 
民國後年[The Late 
Republic of China] 

遊戲 李俊逸 葉柏瑜、林敬祐、陸品翰 

中場休息時間：12:00~12:30 

請於 12:25 分前進場 

12 

12：30 

│ 

14：00 

Lure War 遊戲 張純良 吳文騫、林品瑜、劉佶倫 

13 
Carpe diem 及時行

樂 
動畫 林國芳 李羿萱 

14 可亞守護者 遊戲 張純良 蕭莞瑜、嚴堯翰、余欣穎 

15 侵蝕方塊 遊戲 李俊逸 陳以軒、許涵茹、謝樹德 

16 The Rain 動畫 林國芳 俞孝宜 

17 稻草 Mimic 動畫 林國芳 孫珮芸 

18 伊娜恩之石 遊戲 李俊逸 林正敏、郭于瑄、王楷睿 

19 DOOR 動畫 林國芳 程于恬 

20 東谷沙飛 動畫 林國芳 陳富晟 

21 EAT 動畫 林國芳 吳家慈 

22 Dolphin&Fishbone 動畫 林國芳 莊力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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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級「數媒設計專題」議程表（B 組） 

 

順序 時間 作品名稱 類型 
指導 

老師 
組員名單 

 10:00~10:25 簽 到 時 間 

 10:25~10:30 主持人開場，主任、指導老師致詞 

01 

10：30 

│ 

12：00 

Evolution of Unfairness 動畫 林國芳 黃鈺婷 

02 Run 動畫 林國芳 周邇橙 

03 Rain day 動畫 林國芳 劉怡坪 

04 滿福豬堡 動畫 林國芳 鄭妍榆 

05 G-Mars 遊戲 李俊逸 邱嘉葆、陳泊辰 

06 尋 動畫 林國芳 張湘晨 

07 Lonely cactus 孤單的仙人掌 動畫 林國芳 劉晉家 

08 
玥領示啟錄-迎向黃昏的最

初之舞 
遊戲 張純良 張侶連、李俊賢、呂佳芳 

09 SECRET 遊戲 張純良 陳逸勳、林新造、蘇偉中 

10 瑪利亞一號 Maria 動畫 林國芳 蔡芷妮 

11 hatch(孵) 動畫 林國芳 楊皓容 

12 特製魚麵教學影片 動畫 林國芳 鄭理瀞 

中場休息時間：12:00~12:30 

請於 12:25 分前進場 

13 

12：30 

│ 

14：30 

Rocking Horse 動畫 林國芳 梁祐榕 

14 Crazy Santa 遊戲 李俊逸 羅錦棠、官思妤 

1 gabi02 動畫 林國芳 李宗叡 

16 Radish 動畫 林國芳 莊景淳 

17 裝 動畫 林國芳 王湘閔 

18 Like dream 動畫 林國芳 關耘 

19 Fishing 動畫 林國芳 示靖華 

20 Blowing Bomb 動畫 林國芳 陳億霏 

21 失序的童話 遊戲 張純良 葉禹廷、賴柏佑、陳玄剛 

22 海保防衛戰 遊戲 張純良 潘冠宇、李家豪、汪子菁 

23 特技 STUN 動畫 林國芳 陳澤明 

24 眾神的羽翼 絕境 遊戲 張純良 張亦凱、李國汝、蔡文懷 

25 吸望 動畫 林國芳 周峰毅 

26 RunRunDemon 動畫 林國芳 徐明任 

27 CVD 遊戲 李俊逸 吳霖杰、袁門雋 

28 跑吧!機器人! 動畫 林國芳 林子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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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級數媒設計專題未交件名單 

01 王欣儀 17 黃明雅 

02 蔡招量 18 徐靖華 

03 曾靖恩 19 李牧山 

04 戴佩如 20 葉書沂 

05 鄭致一 21 劉維安 

06 胡丹齡 22  梁逸韻 

07 鍾家豪 23 謝士淵 

08 李孟儒 24 黃聖壹 

09 張晉嘉 25 蔣錫平 

10 陳伊凡 26 賴志倫 

11 何睿哲 27 賴欣昌 

12 蕭郁芬  28 周紘毅 

13 謝受恩 29 吳振榮 

14 王沛渝 30 王楚錚 

15 王紹啟 31 李志暘 

16 楊宥寧  32 黃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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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級「畢業創作」第一階段提報議程表 
日期：100 年 06 月 08 日（三） 

 

順序 時間 作品名稱 類型 
指導 

老師 
組員名單 

 09:50~10:10 簽 到 時 間 

 10:10~10:15 主持人開場，主任、指導老師致詞 

01 

10:20
| 

12:20 

Fishing 動畫 張白苓 簡毓伶、梁逸韻、莫景棻 

02 Stone Wheel 動畫 張白苓 鍾亞朕、林郁恬、傅詩敏 

03 Alpaca 動畫 張白苓 張品逸、黃志凱、劉維安、高載莉、鄧博丞 

04 森林動物大戰 遊戲 施保旭 廖哲賢、游以彤、蕭天愛、范柏儒 

05 Boogie．Woogie 數位創作 劉明昆 林哲甫、王楚錚 

06 FIGHT 鬥 遊戲 劉明昆 林佳祺、林明佳、楊潤航、汪瑞璽、林時如 

07 Mystery Neighbor 動畫 張白苓 林瑋亭、蕭涵宇、李婉君、陳聖琦 

08 好癢喔! 動畫 張白苓 林祺峰、鄔顯蓉、薛敬翰、劉惠惠 

09 市場 動畫 張白苓 藍子懿、葉書沂、邱睿婕、廖怡珊 

10 Brownie 遊戲 施保旭 陳禹瑄、李艾穎、黃姿瑩、林怡瀞、葉曉芸 

11 666 號病房 多媒體網頁 劉明昆 陳思穎、許乃元 

12 Rushing 遊戲 劉明昆 楊嘉瑋、楊國瑜、蔡方文、洪偉強 

中場休息時間：12:20~12:50 

請於 13:00 分前進場 

13 

13:00
| 

15:10 
 

DOOOOOOOOOO
OOG 動畫 張白苓 魏韋欣、王亞璇、黃郁珊、楊宥寧 

14 狂牛 momo 動畫 張白苓 沈富霖、張 欽、劉享姵 

15 
屍禮了!     
Body Ceremony 

動畫 張白苓 李易璁、魏詠靜、萬 琦、吳采凌 

16 Adusalia 遊戲 劉明昆 吳振榮、蘇 預、蔣錫平、王紹啟 

17 
Level Up 升級之

戰 
遊戲 施保旭 徐晧恩、曾以勒、陳政良、魏語醇、許民欣 

18 
RAIN_A_RING_ 
DING_DONG 動畫 張裕幸 李盈萱、徐靖華、古鈴萍、葉乃華 

19 OMAR 動畫 張白苓 翁庭瑜、李牧山 

20 VAMPIRE 動畫 張白苓 童湘庭、蘇焌棠、林芮竹 

21 米俐安戰爭 遊戲 施保旭 余松霖、黃慎行、王智福、朱倩瑜 

22 AREA52 遊戲 施保旭 黃聖壹、賴志倫、周紘毅、王郁哲、李志暘 

23 Create 動畫 張白苓 詹于屏、楊庭瑜、黃明雅、陳穎慧、林家民 

24 Rolling ball 動畫 張白苓 廖祥君、陳俐樺、陳羿秀 

25 Paradise 動畫 張白苓 魏子貴、趙玉羣、王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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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級「畢業創作」第二階段提報議程表 
日期：100 年 12 月 7 日 

 

順序 時間 作品名稱 類型 指導

老師 組員名單 

 12:15~12:25 進場 
 12:25~12:30 主持人開場、主任、班級導師致詞 

01 

12:30 
｜ 

14:50 

Alpaca 動畫 張白苓 張品逸、黃志凱、劉維安、高載莉、鄧博丞 
02 VAMPIRE 動畫 張白苓 童湘庭、蘇焌棠、林芮竹 
03 JACK 動畫 張白苓 廖祥君、陳俐樺、陳羿秀 
04 Hunter 遊戲 施保旭 廖哲賢、游以彤、蕭天愛、范柏儒 
05 Rushing 遊戲 劉明昆 楊嘉瑋、楊國瑜、蔡方文、洪偉強 
06 AH 網頁 劉明昆 陳思穎、許乃元 
07 好癢喔 動畫 張白苓 鄔顯蓉、林祺峰、薛敬翰、劉惠惠 
08 Woodpecker 動畫 張白苓 魏子貴、趙玉羣、王藝潔 
09 OMAR 動畫 張白苓 翁庭瑜、李牧山 
10 Mystery Neighbor 動畫 張白苓 林瑋亭、蕭涵宇、李婉君、陳聖琦 
11 Spirit Linker 感應領域 遊戲 施保旭 余松霖、黃慎行、王智福、朱倩瑜 
12 Brownie 遊戲 施保旭 陳禹瑄、李艾穎、黃姿瑩、林怡瀞、葉曉芸 
13 Running Nose 遊戲 劉明昆 吳振榮、蘇 預、蔣錫平、王紹啟 
14 FIGHT 鬥 遊戲 劉明昆 林佳祺、林明佳、楊潤航、汪瑞璽、林時如 
 14:50~15:1 0 中場休息 

15 

15:10 
｜ 

16:50 

RAIN A RING DING 
DONG 動畫 賀俊智 李盈萱、徐靖華、古鈴萍、葉乃華 

16 狂牛 momo 動畫 張白苓 沈富霖、張 欽、劉享姵 
17 Boogie˙Woogie 數位創作 劉明昆 林哲甫、王楚錚 
18 Level Up 升級之戰 遊戲 施保旭 徐晧恩、曾以勒、陳政良、魏語醇、許民欣 
19 GAEA 動畫 張白苓 詹于屏、楊庭瑜、黃明雅、陳穎慧、林家民 
20 DOOOOOOOOOOOOG 動畫 張白苓 魏韋欣、王亞璇、黃郁珊、楊宥寧 
21 Area 52 遊戲 施保旭 黃聖壹、賴志倫、周紘毅、王郁哲、李志揚 
22 The Heart 動畫 張白苓 鍾亞朕、林郁恬、傅詩敏 
23 屍禮了！Body Ceremony 動畫 張白苓 李易璁、萬 琦、吳采凌 
24 KUKU 動畫 張白苓 藍子懿、葉書沂、邱睿婕、廖怡珊 

16:50~17:10 策展組提報 策展組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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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2 年第 31 屆新一代設計展 
 

新一代設計展參展單位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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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效 
一、作品創作件數： 

活動項目 參加件數 

數媒設計專題作品(完成 50%)審查 85 

數媒設計專題作品(完成 100%)審查會議 

日期：99年 11月 10日、99年 11月 17日 
69 

數媒設計專題校內展  

日期：99年 12月 13日至 98年 12月 16日 
69 

畢業創作作品成果(完成 50%)審查會議 

日期：99年 6月 2日 
25 

畢業創作作品成果(完成 100%)審查會議 

日期：99年 12月 8日 
24 

畢業創作作品成果(完成 100%)審查會議(延修

生) 

日期：99年 12月 15日 

13 

畢業創作校內展 

日期：100年 5月 3日至 5月 6日 
26 

畢業創作校外展(新一代設計展) 

日期：100年 5月 20日至 5月 23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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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學年度學生學術研討會  
第 10 場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創意的火花與匯流 ─ PING PONG PON」議程 
 
日期：10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 
地點：舍我樓 12 樓 S1204 會議室 
時  間 活動內容 

13：30 
│ 

13：40 

研討會開幕式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林主任國芳 

13：40 
│ 

14：10 

論 文 一：身後的世界意象探討：以「屍禮了」動畫為例／動畫 
發 表 人：李易璁、萬 琦、吳采凌（四年級） 

指導老師：張白苓（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副教授） 
評 論 人：黃俊榮（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講師） 

14：10 
│ 

14：40 

論 文 二：Spirit Linker感應領域／遊戲 
發 表 人：余松霖、黃慎行、王智福、朱倩瑜（四年級） 

指導老師：施保旭（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副教授） 
評 論 人：賀俊智（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14：40 
│ 

15：00 

論 文 三：Rushing／遊戲 
發 表 人：楊嘉瑋、楊國瑜、蔡方文、洪偉強（四年級） 

指導老師：施保旭（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副教授） 
          劉明昆（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級技 
          術人員） 
評 論 人：張純良（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15：00 
│ 

15：30 
茶      敘 

15：30 
│ 

16：00 

論 文 四：OMAR／動畫 
發 表 人：翁庭瑜、李牧山（四年級） 

指導老師：張裕幸（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副教授） 
          張白苓（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副教授） 
評 論 人：王秀芬（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講師） 

16：00 
│ 

16：30 

論 文 五：動畫的影像符碼應用研究-以「MoMo」為例／動畫 
發 表 人：沈富霖、張 欽、劉享姵（四年級） 

指導老師：張白苓（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副教授） 
評 論 人：張恩光（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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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 文 一：屍禮了／動畫 

發 表 人：李易璁、萬 琦、吳采凌（四年級）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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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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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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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 文 二：Spirit Linker感應領域／遊戲 

  發 表 人：余松霖、黃慎行、王智福、朱倩瑜（四年級）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100學年學生學術研討會
Spirit Linker感應領域
組員：余松霖、黃慎行

王智福、朱倩瑜
(依學號排序)

 

關於我們遊戲的內容?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遊戲的獲勝目標?
• 獲勝目標：打倒其他的「玩家角色」

 

玩家角色?
• 每個人都具備不同的基本攻擊、以及各角色獨特的技能
• 都擁有精神連結能力(註)
• 都擁有3條命，可以死3次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遊戲概念
• 遊戲為有景深的橫向捲軸動作遊戲
• 面向概念只分「左」「右」
• 遊戲中包含了「探索要素」與「策略要素」

 

操縱概念
• 方向鍵：移動
• C鍵：基本攻擊
• X鍵：跳躍
• Z鍵：使用技能(如右圖)
• S鍵：精神連結(註)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場景概念
• 由數個獨立區域組成、傳送點將彼此相連
• 意味著要找到目標，需要先進行「搜尋」動作

 

遊戲介面

1.基礎數值+道具欄 3.小兵列表欄
2.簡易按鈕功能 4.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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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概念講完了
再來是遊戲層面的系統

 

首先是「小兵召喚」系統

設為初階玩家需要理解的玩法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小兵召喚
• 持有水晶時，按下Z鍵(原技能鍵)就可以招喚小兵

• 小兵頭上會有血條，以區分跟野生怪物的不同
• 小兵特性：主動攻擊敵對生物、不會攻擊我方、
會在地圖上亂晃(不追隨玩家)

 

如何得到水晶道具(靈魂結晶)
• 打倒(野生)怪物後，會噴出「水晶」道具
• 只要觸碰就可以撿取

• 水晶1次只能攜帶1顆
必須使用掉才能繼續撿取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再來是「精神連結」系統

訂為中階玩家才需要知道的部份

 

這是啥?
• 簡單的說就是幫助玩家探索環境的系統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進入「精神連結」狀態
• 首先玩家必須找個安全的地方
• 按S鍵使用精神連結，進入雜訊畫面

 

轉換視角
• 使用方向鍵轉換成「怪物視角」或「小兵視角」
• 可以開始偷窺怪物所在位置跟怪物在做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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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感應小兵分布
• 小兵相性較高，玩家可以直接感應小兵的位置
• 在雜訊畫面按X鍵可以叫出「小兵分布」圖

 

最後是「精神同化」系統

屬於進階的玩法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這又是啥?
• 簡單的說，你可以操控你的小兵行動
• 歸類上其實隸屬於精神連結的一環

 

如何使用「精神同化」
• 首先進入「精神連結」畫面
• 按左右方向鍵切換成小兵視角
• 按Z鍵「精神同化」，就可以操縱小兵了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精神同化的用處?
• 本體可以躲在安全之處，讓小兵去送死
• 操縱時小兵的移動力、攻擊力、防禦力會上升
• 可以使用野生怪物幾乎不會使用的「強力技能」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遊戲系統都講完了?
所以遊戲到底要怎麼玩?

 

• 用雙腳或「精神連結」去尋找其他玩家(或NPC)
• 打倒野生怪物增加自己的小兵數量
• 也可以直接單挑或操縱小兵去打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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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還是覺得很難理解?

反正目的就是去打倒玩家
太深入的玩法就…看個人造化

 

稍微有點理解遊戲後
那就來一些比較「學術研討」的內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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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設計目標

本作品的設計目標
就是

吸引玩家一玩再玩

 

鎖定目標客群
• 目標年齡：12~30歲之青年男性

14~22歲之學生女性
• 目標玩家取向：中度遊戲玩家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可決定的遊戲取向

• 展場取向
• 新奇取向
• 玩家取向

 

展場取向
• 展場特化型
• 遊戲玩法以易上手為主
• 特點：配合展場特性，玩法易懂、上手容易、單
場快速使人潮流通

• 缺陷：<消音>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新奇取向
• 讓人覺得很新奇的類型
• 擁有不一樣的介面裝置(AR、平板)
• 特點：高科技、新鮮、具噱頭

• 缺陷：<消音>

 

玩家取向
• 讓一般玩家上手的類型
• 常見的就是玩法多樣，但需要玩家階層才容易接
受

• 特點：對針對性族群黏性高

• 缺陷：<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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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抉擇?
選擇的取向會直接影響到

• 人潮
• 曝光度

• 吸引族群
• 製作難易度

 

檢視目標
設計目標：吸引玩家一玩再玩
• 意味著絕對無法配合展場快速流通特性讓很多人
體驗到遊戲

• 得讓人不容易玩膩，具備多樣變化特性，這代表
遊戲會變得變因過多，一般非玩家不容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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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後的抉擇是?

 

該如何吸引
• 淺入深擴增玩法深度、加強遊戲黏性

(衍生出小兵系統與精神連結系統)
• 玩家互相對戰要素

(衍生出連線對戰)
• 喜愛的角色、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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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水溫

 

案例一<100%提報>
• 在不接觸遊戲的情況，僅聽解說，他人是否有辦
法了解遊戲樂趣

• 遊戲實機試玩變因過多，遊戲情況難以掌控
• 搭檔配合不好，狀況連連
• 評論客群不對
• 結論：無法採樣，失敗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案例二<校內展>
• 在不解說遊戲的情況，僅供試玩，他人是否有辦
法了解遊戲樂趣

• 缺乏解說，造成無法了解遊戲目標
• 電腦限制，造成系統功能受限
• 現場人員不會處理錯誤狀況(是程式的錯)
• 結論：認清設計上手難度過高，也是失敗

 

分析
• 遊戲說明不明確
• 缺乏易懂性
• 設定上手難度過高
• 一般人因上述狀況，很難體會遊戲樂趣
• 程式一堆BUG沒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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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41 投影片 40 

追加
• 遊戲平衡度設定解除，改
成容易讓玩家獲勝、難度
較低的模式

• 增加遊戲進行中的輔助說
明，讓人容易理解目前進
行的狀況

 

實際上線
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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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遊戲
• 說明分兩類進行：

1.雖然有輔助說明，但還是上前口述解說
2.讓玩家自己看輔助說明邊摸邊玩

• 實際效益並沒有太大分別，省點口舌吧

 

玩家反應
• 玩家反應分兩大類：

1.覺得很難玩，在3分鐘內放棄
2.覺得有點意思，之後不斷的回來玩

• 第1項的人多為單人前往、情侶、或女性
• 第2項的人多為團體學生、團體青年、或是感覺像
玩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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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觀察結果
• 角落位置設計不良，空間間隔過小，得跟角落隔
壁組搶站立位置

• 本作品人潮普通，但是會吸引固定族群重複回來
遊玩

• 遊戲每組幾乎都必須有人在遊戲旁邊解說

 

以新一代角度給予評論
• 單場過久，人潮流通率差
• 上手需要時間
• 缺乏刺激感，難以凝聚人潮

• 結論：這個作品事實上並不適合在展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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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遊戲設計角度給予評論
• 確實吸引到目標族群遊玩
• 達成目標族群一玩再玩的目標
• 遊戲黏性極高

• 結論：這遊戲成品其實很符合最初目標，以一款
遊戲而言是成功的

 

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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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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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 文 三：Rushing／遊戲 

 發 表 人：楊嘉瑋、楊國瑜、蔡方文、洪偉強（四年級）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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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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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論 文 四：OMAR／動畫 
  發 表 人：翁庭瑜、李牧山（四年級）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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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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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論 文 五：狂牛 MOMO／動畫 

發 表 人：沈富霖、張 欽、劉享姵（四年級）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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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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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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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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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1、數媒設計專題 100%審查會議 

審查時間：99年 11月 9日(星期三) 

審查地點：R302、R303 

審查剪影及說明： 

每位同學以簡報方式介紹企劃書，並說明作品主題、創作動機以及排

定的進度對自己的作業作一個大概的規劃與解說。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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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媒設計專題校內展 
 

審查時間：99年 12月 13日至 16日 

審查地點：傳播學院一樓大廳、玻璃屋 

評審委員：數媒系教師及指導老師 

審查剪影及說明： 

學生利用一年的時間製作專題，讓學生可藉由作品的創作，設計出個

人的動畫或遊戲作品，學習如何將作品包裝、行銷、展演及發表，強

化所學之技能，厚植自己的就業能力。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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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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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級畢業創作審查會議(第一階段)  
審查時間：99年 06月 02日(星期三) 

審查地點：A201 

審查剪影及說明： 

各組同學以簡報方式介紹企劃書，並說明作品主題、創作動機以及排 

定的進度，對自己的作業作一個大概的規劃與解說。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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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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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級畢業創作審查會議(第二階段) 
審查時間：99年 12月 8日(星期三) 

審查地點：管理學院二樓國際會議廳 

評審委員：數媒系教師及指導老師 

審查剪影及說明： 

學生利用一年時間將大學四年所學結合實務，在動畫及遊戲的製作過程

中，讓學生學習團體時間的配置、技術技巧上的運用及困難的突破、團隊的

溝通，藉由作品的創作，設計出個人及團體的動畫與遊戲作品，學習如何將

作品包裝、行銷、展演及發表，強化所學之技能，厚植自己的就業能力。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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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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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數媒系學生參加校內展 

參展時間：100年 5月 3日(星期二)-5月 6日(星期五) 

參展地點：傳播學院一樓大廳、玻璃屋 

活動剪影：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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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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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數媒系學生參加校外展 

參展時間：101年 5月 18日(星期五)-5月 21日(星期一) 

參展地點：世貿展覽一館 

活動剪影：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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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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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