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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政大深厚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將學院知識轉化成為數位

內容應用知識的學術腹地，以雙主修的方式提供同學學習數位內容

與科技領域相關技能成為第二專長，培養具有人文內涵、資訊設計

及科技實作能力的跨領域人才，既可提升未來在職場的競爭力，亦

可在原有的學術領域中產生催化作用。  

   數位藝術中心是結合教學、研究、展演的多功能複合式空間，

空間規劃為「中央控制室」、「電腦教室」、「辦公室」、「研究室」、

「教學暨展演區」、「影音專區」及「交誼廳」，並依照各空間需求設

置多種設備，提供學程師生良好的教學研究與展演環境。 

    集英樓(170305 室)是提供學生製作畢業專題的空間，可於此處

進行小組討論、作品測試。 

 

 

學程網頁網址為 http://dct.cs.nccu.edu.tw ，除提供關於學程最新

公告訊息外，內容也包含學程成員、課程、競賽資源等，多元且具

實用性，同學若有關於學程的相關問題，都可在此獲得初步解答。      

學程定位及展望 

學程創意基地---數位藝術中心(藝中 2F)及集英樓 

學程網頁 

http://dct.cs.nccu.edu.tw/


 政治大學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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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與科技導論(3 學分) 

美學概論(3 學分) 

新媒體作品賞析(3 學分) 

程式設計基礎(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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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實作 A (3 學分) 

專案實作 B (3 學分) 

專案實作 C (3 學分) 

專案實作 D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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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敘事(3 學分) 

基礎動畫設計(3 學分) 

文化脈絡與故事原型(3 學分) 

資訊互動與設計基礎(3 學分) 

遊戲企劃與設計(3 學分) 

流行音樂與數位創意運用(3 學分) 

展示科技案例分析(3 學分) 

互動裝置設計(3 學分) 

進階動畫設計(3 學分) 

新媒體創意轉化(3 學分) 

產品企劃與專案管理(3 學分) 

文化創意加值(3 學分) 

設計思維(3 學分) 

基 

礎 

群 

修   

課  科

程  技 

C   類 

     

網路與通訊科技應用(3 學分) 

多媒體系統導論(3 學分) 

進階程式設計(3 學分) 

資料庫應用(3 學分) 

Web 程式設計(3 學分) 

行動平台應用程式開發(3 學分) 

XML 入門(3 學分) 

社群網路與應用(3 學分) 

3D 遊戲程式設計(3 學分) 

人機介面(3 學分) 

電腦動畫(3 學分) 

觸控介面設計(3 學分) 

數位出版(3 學分) 

觸控介面設計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修業規定 

(一) 學生需修畢本學程委員會認定之最低修習學分 43 學 

分，包含： 

核心課程(必修)：12 學分 

基礎課程(群選)：25 學分，實作類需選兩門(AB 或 

               CD)，內容與設計類、科技類課程至 

               少各需選修 6 學分。 

進階專業課程(選修)：6 學分，必須於畢業前一學期第 

                   一階段初選截止日前向學程提出             

                   認定申請。 

(二) 基礎課程(群選)中的實作類課程為學年制的課程，A、

B 為三下及四上，C、D 為四上及四下，須連續修習，

如無法連續修習，則需重修。 

(三) 資科系學生於核心必修部分免修「程式設計基礎」，所 

減修之學分應於基礎群選課程中加修補足，且基礎群

選之內容類課程需選修至少 15 學分。 

 

 

 



關於進階專業課程學分……. 

 

進階學分： 

1. 進階專業學分是專屬於學程特殊的學分類別，希望學程

學生將所學得的資訊科技與數位內容應用能力，與原所

屬學系的專長領域做結合 

2. 每位學生需符合 6 學分的進階學分 

3. 需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課程大綱 

4. 應於初選前提出進階學分認定申請 

5. 申請結果將於加退選前以信件通知 

提醒： 

◎欲申請課程若尚未修讀也可以申請，但若未選上申請的課 

 程務必告知學程行政這邊。  

◎超修學程課程不屬核心必修類（科目代碼為 781 開頭者為 

 學程課程）也可以申請認定為進階專業學分，但必須提出 

 申請。 

◎被認定為學程進階專業學分的課程是否還能被算在本系的 

 畢業學分，須請同學自行向原所屬系所確認，學程並沒有 

 規定不可同時算為原系所與學程這邊的畢業學分。 



◎ 同學將系所的必修課/群修課用來認證為進階學分，僅以 

  1 門為限，群修課如已修滿原系所之畢業學分規定，另外 

  多修的群修課則不限。  

◎除資科系學生外，其他科系的同學如有抵免學程的課程(例 

 如程式設計基礎)，則不可再以系上之必/群修課提出進階 

 學分認證，原因是因為資科系學生抵免的程式設計基礎學  

 分須於群修課補回來。  

數位內容學程師資 

姓  名 研究領域 聯絡方式 

黃心健主任 數位藝術之多媒體裝置、互動設計 hsinc@nccu.edu.tw 

廖文宏主任 電腦視覺、圖型辨識、人機互動 whilao@cs.nccu.edu.tw 

陳儒修老師 

電影理論、電影史、台灣電影、文化研究 

流行文化、當代電影理論與導讀 

cinema@nccu.edu.tw 

蔡子傑老師 電腦網路、行動計算 ttsai@cs.nccu.edu.tw 

陳百齡老師 

認知在傳播上的應用、視覺傳播 

電腦輔助採訪報導 

blchen@nccu.edu.tw 

許志堅老師 資料探勘與分析、數位內容、ACG(動漫遊戲) jjsheu@nccu.edu.tw 

紀明德老師 電腦圖學、風格化繪圖技術、資訊視覺化 mtchi@cs.nccu.edu.tw 

陶亞倫老師 動畫/數位影像、互動裝置、動力藝術 taoyalun@cs.nccu.edu.tw 



姓  名 研究領域 聯絡方式 

陳聖智老師 

虛擬實境、傳播與互動科技 

電腦媒材與認知、數位多媒體藝術 

設計創造力 

scchen@nccu.edu.tw 

郭正佩老師 

多媒體內容檢索分析、數位內容技術及出版

數位典藏 

peggykuo@cs.nccu.edu.tw 

蔡銘峰老師 

資訊檢索、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社群網

路分析 

mftsai@nccu.edu.tw 

余能豪老師 

人機互動(HCI)、使用者經驗設計(UXD)、觸

控與實體介面 

jonesyu@cs.nccu.edu.tw 

廖峻鋒老師 

智慧生活空間、物件與服務導向軟體工程、雲

端資料庫與應用服務、健康照護系統 

cfliao@cs.nccu.edu.tw 

王世偉老師 電腦動畫、導演、動畫行銷 3dvick@gmail.com 

黃子青老師 

動畫影像創作、分鏡腳本設計、多媒體製作、

數位剪輯 

ottomarco7622@gmail.com 

張瀚云老師 

中西藝術史、文化比較、博物館教育與行銷、

展覽規劃與研究、圖書館資源利用 

hanyun.chang@gmail.com 

王瀚宇老師 資訊工程及遊戲互動設計 huw12313212@gmail.com 



姓  名 研究領域 聯絡方式 

張永達老師 媒體藝術、互動影音裝置 onedotzeroyt.c@gmail.com 

呂凱慈老師 多媒體互動設計 kt@digipuppet.tw 

劉邦耀老師 數位影像創作、廣告與動畫編導 bangyaoliu@gmail.com 

蔡典哲老師 

雲端程式開發（AWS/Linux/Python）、行動

平台程式開發（iOS/Swift/Objective-C） 

sodas@icloud.com 

★行政人員 

系上目前有 2 位行政人員。 

姓  名 工作地點 所在位置 分機 電子信箱 

林敬媚(碩士) 傳播學院研究部 研究部二樓 62670 fishlin@nccu.edu.tw 

林妤容(學士) 資科系系辦公室 大仁樓二樓 62274 nccudct.ta@gmail.com 

 

DCT 第六屆成員名單 

姓名 系級 學號 姓名 系級 學號 

歐人嘉 傳院一乙 104405178 徐子崴 資科一 104703006 

謝明倫 傳院二丁 103405064 陳昱安 傳院二丁 103209044 

陳莉蓉 傳院一乙 104405022 劉佩姍 傳院二甲 103405056 

魏語柔 傳院一丙 104405035 羅世傑 歷史一 104103013 

柳力愷 傳院一乙 104405122 楊朝強 地一土資 104207336 

劉于瑄 政治二 103202050 何姵欣 資管二甲 103306079 



張烜臻 外交二 103203011 梁芸瑄 中文二甲 103101019 

夏  圓 傳院二丙 103405153 張易甦 地一土測 104207436 

吳  昱 企管二甲 103305083 鄭致彥 國貿一乙 104301010 

游蔓婕 傳院二戊 103405175 陳涵紀 國貿一乙 104301080 

黃怡蓁 中文一乙 104101064 許閔淳 國貿二乙 103301056 

柯明劭 傳院一乙 104405070 梁芝瑜 企管一甲 104305097 

楊子緯 傳院二丙 103405193 易貝怡 土文一 104508001 

陳瑜 資管一甲 104306051 張育綺 經濟二甲 103208057 

葉玟廷 資管一甲 104306071 黃立寬 會計二甲 103303093 

石  羽 傳院二戊 103405200 許庭瑜 金融一 104302049 

陳關文 傳院一丙 104405007 張  敬 風管二 103308029 

李亞潔 傳院二丁 103405119 鄭媛元 英文二乙 103501044 

張棨鈞 英文二甲 103501061 張家瑜 金融二 103302055 

陳葆旻 中文一甲 104101095 何怡蓁 歐文德二 103509201 

葉雅婷 中文二乙 103101054 黃翊宣 政治二 103202029 

杜承儒 傳院一甲 104405117 黃筱媛 會計二甲 103303049 

簡勢錡 傳院二丁 103405059 謝明璇 企管二甲 103305047 

徐詩婷 企管二甲 103305007 陳明頤 英文一甲 104501035 

陳予蘋 民族一 104209036 蕭儀齡 英文三甲 102501023 

王譽臻 資管二甲 103306009 廖珞安 英文二甲 103501001 

王開屏 國貿一甲 104301021 曾  晴 日文二 103506005 

潘新露 傳院一乙 104405142 郭瓊雯 國貿二乙 103301046 

彭緯宸 傳院一丁 104405008 楊昇祐 資管一乙 104306010 

黃育千 傳院二丙 103405038 阮雯琪 民族一 104209005 

 

  



DCT 第一~五屆學長姐 

姓名 系級 信箱 姓名 系級 信箱 
蔡立筠 地土測 101207409 邱怡茹 英文 101501009 
陳麗雅 傳播學 101404022 施佩君 歷史 101103018 
沈  維 民族 101209034 孫湘蕙 日文 100104039 
陳曉芳 國貿 100301002 屠松煜 會計 101303062 
陳宥丞 資科 101703026 王詩涵 廣告 101402040 
陳鈺佳 企管 100305080 王亭蓉 國貿 100301032 
陳玉美 日文 101506002 王薇甄 韓文 100507016 
陳瑀旋 哲學 99104032 王怡方 財政 101205080 
傅崇瑀 傳播學 101404008 翁家德 地土管 100207241 
郭亭吟 國貿 101301001 吳宏傑 教育 100502045 
何崇瑋 心理 101702003 蕭妤如 財政 101205073 
何其蓁 斯語 100504044 蕭宇彤 資管 101306051 
何佩玲 廣告 101402012 徐  晨 經濟 100208073 
黃詩庭 資科 101703006 許懷文 廣電 101403002 
江佩穎 資管 101306059 徐  容 哲學 100104004 
江沁柔 廣電 100403028 楊佳瑜 哲學 101104020 
江柔萱 教育 100102053 楊翔伊 傳播學 100404012 
賴淳懿 廣電 99403008 楊晏婷 韓文 101507035 
連子毓 教育 101102034 顏愷德 教育 101102036 
廖凌儀 民族 101209010 曾鈴淯 斯語 100504009 
林玟聿 中文 101101013 張蓉安 哲學 100104045 
林晴安 歷史 100103004 張翼欣 心理 101702033 
林思妤 廣電 100403005 鄭開倫 資管 101306052 
林緯政 資科 100703004 鄭乃蓉 地土資 100207334 
林馨亭 國貿 100301056 鐘煒翔 心理   101702003 
林佑蓉 新聞 101401025 周思廷 金融 100302043 
李庭恩 新聞 101401073 莊斐絢 土文 101508013 
劉傑登 阿文 100502035 朱莉安 歷史 100103045 
劉又韶 新聞 100401009 蔡介文 教育 102102001 
劉宇涵 廣告 100507005 程羿樺 中文 102101083 
羅泉恆 資科 101703045 陳君宜 新聞 102401012 
倪薇安 中文 101101074 陳玟方 日文 101506033 
秦暐峻 資科 101703008 陳仕婷 國貿 102301082 
邱翰澤 國貿 101301040 陳韋儒 企管 101305021 



姓名 系級 信箱 姓名 系級 信箱 
陳宥竹 企管 100305036 王晨熙 傳播學 102404010 
陳豫立 資管 100306069 王俊翔 資科 102703039 
陳重綱 哲學 102104017 吳伯彥 資科 102703045 
戴怡如 傳播學 102404017 蕭  瑨 新聞 101209045 
范恆齡 教育 102102018 謝欣倫 財政 101205025 
高嘉臨 資科 101703034 謝宇哲 教育 102102042 
何佳爰 國貿 102301062 徐  葳 資科 102703044 
賀照文 國貿 102301020 許  云 企管 101305076 
黃  璿 心理 101702025 薛  晴 國貿 102301060 
黃  羿 企管 101305068 曾戈平 英文 101501032 
黃如君 廣告 101402016 曾彥翔 社會 102204020 
黃宣蓉 企管 102303050 張嘉珊 歐文法 101509104 
黃雅群 社會 102101064 張嘉哲 資科 101703030 
黃妤安 企管 101305104 張雋彥 廣電 102403010 
黃哲芬 中文 101101046 張雅禎 民族 102209003 
江鈺云 斯語 102504011 張育晟 教育 102102039 
賴彥婷 教育 101102067 張詠言 資管 101306083 
藍靖惠 國貿 102301083 張妤瑄 資管 101306047 
藍逸雯 企管 102305069 周士博 外交 102203051 
李明緯 資管 102306016 林晏竹 社會 103101039 
林博硯 財政 102205030 周孟嫺 中文 102101027 
林玫君 法律 102601065 鐘弘育 歷史 103103031 
李霜茹 企管 100305095 周姵瑄 歷史 101103004 
劉世寅 土文 101508016 郭家君 傳院 103104048 
劉晏如 廣告 102402025 廖御伶 政治 103202004 
劉昱廷 日文 102506033 戴鈺娟 社會 103204021 
李穎勳 廣告 102402032 伊晉褕 傳院 103204051 
李宜庭 廣告 101209023 梁維庭 社會 102204016 
呂皓庭 廣告 102202019 蕭卉汝 社會 102204019 
馬懿君 廣告 102402038 歐士祺 財政 103205088 
歐千華 外交 101203059 張巧心 地土測 103207422 
潘敬頤 企管 100305067 高秀惠 經濟 101208077 
史佳欣 資管 101306088 劉澤霖 國貿 103301038 
施怡妝 日文 101506015 鄭安凱 會計 101303061 
蘇文毓 資科 102703030 賴東昇 統計 102304048 
塗家蓁 中文 101101054 黃馨儀 企管 103305053 



姓名 系級 信箱 姓名 系級 信箱 
李佩軒 企管 103305057 彭郁樸 傳院 103405024 
史美岑 企管 103305010 黃更新 傳院 103405069 
胡瓊文 企管 103305098 施又文 傳院 103405125 
林秀憶 企管 102305093 朱育瑩 傳院 103405140 
江幸蓉 企管 102305052 陳敬淳 傳院 103405180 
陳佳宜 企管 102305106 劉式閎 英文 103501002 
蔡祐琳 資管 103306021 沈方琪 財政 103501064 
陳樺威 資管 103306037 黃時芮 英文 102501003 
邵亮華 資管 103306002 周彥宏 斯語 102504031 
羅靖婷 資管 103306006 陳姿樺 日文 103506024 
盧昱均 資管 103306008 江沂璇 法律 102601056 
張益菕 資管 103306024 黃琬庭 資科 103703004 
劉  皪 資管 101306043 何世馨 資科 103703006 
李佩軒 企管 103305057 黃育萱 資科 103703013 
史美岑 企管 103305010 蔡雨芝 資科 103703015 
胡瓊文 企管 103305098 彭麒家 資科 103703031 
林秀憶 企管 102305093 吳綠庭 資科 103703033 
江幸蓉 企管 102305052 林廷韋 資科 103703038 
陳佳宜 企管 102305106 沈禹丞 資科 102703019 
蔡祐琳 資管 103306021 劉又萱 資科二 102703037 
陳樺威 資管 103306037    
邵亮華 資管 103306002    
羅靖婷 資管 103306006    
盧昱均 資管 103306008    
張益菕 資管 103306024    
劉  皪 資管 101306043    
賈晉平 資管 102306081    
陳昱維 資管 101306022    
許聖謙 資管 102306080    
廖庭儀 新聞 102401027    
顏紹裘 新聞 102401081    
柯皓翔 新聞 101401065    
林姳儀 傳播學 102404001    
張語軒 傳播學 102404020    
那玉昕 傳院 103405018    
張子旻 傳院 103405019    



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認定學分申請書 

 

姓  名：      系(所)：      年級：      學號：       

申請認定科目、學分數、學期別 學程主任簽章 

課程名稱 
修讀 

學年度 

修讀學期 

（上、

下） 

學分數 核准學分總數 核准欄簽章 

      

      

      

      

      

 

說明： 

1. 本表專供學程大學部學生提出進階專業課程認定申請之用。 

2.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列印填寫並標註頁碼。 

 

 

申請人簽章：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