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
招生說明會
主講人：紀明德主任



關於數位內容學程…

▼學生人數：學士班約150人
碩士班約45人

▼系所沿革：資科系與傳播學院於
2009年成立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
2011年成立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師資：傳院、資科系及業界



關於數位內容學程…
宗旨：以雙主修方式提供全校同學學習以數位內容與科

技為主的第二專長，培養具有人文藝術、創新媒

體及資訊科技等實作能力的多核心跨領域人才。

招生對象：
本校大二以上的大學部學生

招生人數：每屆60人



數位內容學程理念

▼期許使來自各個學系的學生，在原有系所的專業訓練下，

培養豐富的文化底蘊及創作經驗，學習如何善用數位科技

與工具及創意轉化的技巧，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創造具

有高附加價值的數位內容，培養數位內容與文創產業，創

新設計與技術研發的核心人才。

▼修畢者授與數位內容與科技
「理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 B.S.)」學位



學程特色

▼跨領域

▼基礎知識與專業領域並重

▼來自各學院多元文化共同學習成長

▼新媒體展演與互動設計、數位文創

▼使用者經驗設計、智慧環境

▼專題實作、業師教學

▼隨著產業趨勢，適度調整課程內容，如虛擬實境藝術

▼可與「Living lab 政大數位互動創作實驗室」、

「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銜接

傳院

社科院

理學院

文學院

法學院

商學院

外文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

教育學院



數位內容及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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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動畫

數位學習

行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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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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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製作 / 
多媒體製作

應用系統開發 / 
網頁設計規劃

數位藝術創作



▼2016-2018數位內容產業人才需求調查

領域別 遊戲 動畫 影音 出版 學習

職務需求

量排名

1 遊戲程式師 動畫美術設計師 研發工程師 企劃設計人員 教學設計人員

2 遊戲美術師 角色設計師 行銷業務人員 程式人員 媒體設計師

3 遊戲企劃師 企劃設計師 執行編輯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6-2018數位內容產業人才需求調查(2015/12)

數位內容及相關產業



師資陣容-主任及主聘老師

余能豪老師 郭正佩老師蔡銘峰老師

紀明德主任

廖峻鋒老師

陳宜秀老師陳聖智老師黃心健老師 陶亞倫老師



師資陣容-支援師資

左瑞麟主任 李蔡彥老師 廖文宏老師 蔡子傑老師 陳恭老師

陳百齡老師陳儒修老師 許志堅老師張家銘老師沈錳坤老師



教學設備與資源
▼學程備有VR眼鏡、筆記型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

投影機、音響等多樣設備供課程及展覽借用。

▼數位藝術中心-上課、畢展製作及展出場地

▼集英樓-畢展製作場地



修業規定

須修畢本學程委員會認定之最低修習學分45學分，包含：

▼專業必修：12學分

▼本學程所開進階選修：至少21學分

內容與設計類、科技與應用類至少各6學分

▼專業群修：至少6學分

實作類課程為一年連貫課程，A與B、C與D需連續修習

▼進階專業課程：至少6學分

以下課程得提出申請：

(A)修畢本學程所開進階選修課程21學分，多修之選修課程

(B)所屬系所、外系與數位內容相關之進階課程



基礎觀念導入 基礎能力培養 專長能力培養 綜合能力實踐

*程式設計基礎
*數位內容與技術導論

資訊技術
基礎知識

*美學概論
*新媒體作品賞析

內容設計
基礎知識

*設計思維
*基礎動畫設計
*數位敘事
*文化脈絡與故事原型
*流行音樂與數位創意運用
*資訊互動與設計基礎
*展示科技案例分析
*新媒體創意轉化

內容與設計類

*觸控介面設計
*多媒體網路
*Web程式設計
*數位出版
*社群網站與應用

科技與應用類

必修基礎教學導入
觀念激發學生興趣

透過基礎學習培養
學生的製作能力

*進階程式設計
*資料庫應用
*行動平台應用程式開發
*3D遊戲程式設計
*人機介面
*電腦動畫

科技與應用類

學生基於基礎學習
進階專長興趣選修

專案培養團隊合作
實踐學習整合應用

*遊戲企畫與設計
*互動裝置設計
*互動聲音設計
*進階動畫設計
*產品企畫與專案管理
*文化創意加值
*虛擬實境藝術
*未來互動電影
*人機互動設計

內容與設計類

*專案實作A
*專案實作B

*專案實作C
*專案實作D

專業必修 進階選修 進階選修 專業群修

溝通協調
團隊合作

跨領域專業整合



收費說明

▼數位內容與科技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為跨領域、跨系所

合作的學程，因應學生來自本校不同系所，故本學程將視

課程性質採取獨立開班及部分合班方式開課。

▼擬依擴大輔系方式，選修本學程課程須另繳學分費，由校

方寄發「學分繳費三聯單」至各系辦公室，同學須分別於

上學期（約在11月）及下學期（約在3-4月間）憑繳費單

或逕自前往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一學分為1,133元。



歷屆學習成果
▼ 201305 第一屆畢展-【柏菲瑟安德表特】

▼ 201405 第二屆畢展-【布雷恩(Brain)百貨】

▼ 201505 第三屆畢展-【乙太 AETHER】

▼ 201512 第四屆畢展-【CIRCUIT x 月見丸】

▼ 201605 第五屆畢展-【Six Degrees】

▼ 201612 第六屆畢展-【延異空間】

▼ 201705 第七屆畢展-【擬態解碼】

▼ 1041 學期展演實務與媒體策略-【YEE 立體投影展】

▼ 1051 學期展演實務與媒體策略-【Projection mapping立體投影展】

▼ Youtube頻道-【政大數位內容學程之相關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K1FSCw8b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0xoS2wu0Q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nupNQBO3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9&v=CASEWn3P0Uc
https://www.facebook.com/dct06/videos/34162177288916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ubaIoj6k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6NNkq8_oI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OoFNPGJDhkB2gHO-a2ElIZdaDXpX13Z


歷屆學習成果

第一屆畢製「柏菲瑟安德表特」

結合ARI擴增實境、Kinect體感、RFID射頻識別等數位化
技術，透過關卡方式呈現，以一位教授和六位情人的
故事為背景，設計出「數位版密室逃脫」。

第二屆畢製「布雷恩百貨」

將櫥窗結合互動科技，使得櫥窗變得有趣，進而讓消
費者主動接近商品。並在互動、遊戲的過程中將品牌
訴求傳達至消費者心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K1FSCw8bo


歷屆學習成果

第三屆畢製「乙太Aether」

社會問題(土地正義、博奕議題等)、生活體驗(心理認知錯覺)、
人際關係(女性自主意識、自我認同、刻板印象等)，共有六組
作品，透過數位科技的形式呈現，喚起e觀眾的感知，一同沉
浸與反思相關議題。

第四屆畢製「CIRCUIT x 月見丸」

「CIRCUIT」結合影像與數位裝置作品，揭露這個世代年輕人
最深刻的回憶，讓大家彼此的回憶碰撞相遇，產生共鳴。

「月見丸」使用虛擬實境、動畫模組和3D影像等技術，帶領
看展者穿越歷史。看展者只要戴上3D眼鏡，就可以跟著虛擬
實像中的故事展開一連串密室逃脫遊戲。藉著遊戲，讓懷著遺
憾的人們，走進回憶、找回真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i-ygjGum8&list=PLGOoFNPGJDhkB2gHO-a2ElIZdaDXpX13Z&index=29


歷屆學習成果

第五屆畢製「Six Degrees」

在六度分隔理論下，人與人之間的透過六個層次的關係而串
聯 ; 數位時代的日新月異強化了這份聯結，不到六分之一的牽
連都足以成為改變世界的契機。
以【 Six Degree 】為主題，從數位購物設計、互動電子書、數
位宗教體驗、視角轉換遊戲設計、聲光展覽互動、到互動酒杯
創新社交體驗等，六組策展團隊透過數位內容與科技互動應用，
展現六分之一改變世界的創意設計。

第六屆畢製「延異空間」

延異，Différance，即意義不斷生成轉換，又不斷消失，最終
消解意義本身。
這裡，現∈實▲◇認知、所■謂的、不存▍在、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9&v=CASEWn3P0Uc
https://www.facebook.com/dct06/videos/341621772889160/


歷屆學習成果

第七屆畢製「擬態解碼」

富娛樂性的密室逃脫、實驗性的聲音影像互動、結合擴增實境
（AR）與原創音樂的實體繪本、對於內心世界房間的探索及
體驗、探討熟悉卻疏離（Bizarre but familiar）的血管中的虛
擬影像互動冒險，含有影像文字聲音的展覽。

第八屆畢製「最後8%」

從「無限的可能」切入觀察互動藝術。作品的型態是流動的，
隨著不同的觀者而有不同的姿態。8 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就成
了無限，即呼應這樣無限變動的可能性。
結合了中西字符，將不同的 8 重塑為蝴蝶結，希冀將觀者在
畢業展中的體驗與感受。
作品有無限的可能，但若沒有觀者，這些萬千樣態卻也不會誕
生。留了最後的 8%，讓觀者自行擴充、解釋或賞玩，一起創
造無限的可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ubaIoj6k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CVoNOm30M0&feature=youtu.be


近期競賽及展出資訊

▼ 5/16~5/18 放視大賞-《超公制》

▼ 5/20決賽發表-台北電腦公會的跨界超越競賽

▼ 6/1~6/5 數位內容學程第八屆畢業展「最後8%」

▼ 6/2~6/3 淡聲音樂節──誕生時代新樂章(機器人互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CVoNOm30M0&feature=youtu.be


Welcome to join us !



~數位內容學程歡迎您~



數位內容與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

-雙主修申請注意事項-

林妤容助教



雙主修申請時程

期間 工作進度

5/18(五)上午9時至
5/23(三)下午5時

同學先完成學校系統中的雙主修申請，再填寫
線上表單，並於表單內上傳以下資料。
(1)歷年成績單
(2)有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申請動機等。

(無則免繳)。
備註：無法上傳之有利審查資料，請繳交至資
科系辦公室，上述申請作業請於期限內完成。

5/28(一)至6/5(二) 審查時間

預計6/7(四) 公布口試名單(視書審狀況而定)

預計6/11(一)至6/15(五)面試(依書審狀況而定)

預計6/19(二) 公布第八屆錄取名單



學校雙主修系統申請



填寫線上表單



抱著愉快的心情及需繳交之資料上傳電子檔案，

或至大仁樓203室系辦公室繳交紙本資料，

即完成雙主修之申請囉！



學程老師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