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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學程文化創意產業學程文化創意產業學程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摘要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主要在培養學生對未來台灣文化市場的設計、行銷及管理有深厚

的了解，使學生在專業領域之外能強化其就業競爭力。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程由教育部

教學卓越計畫專案補助，工藝設計學系統籌負責，整合現有課程，評估其和文化創意產

業之相關性，並加開專門課程，組合成本學程。學生再修習完成 30 學分之課程後，可

獲頒學程證書。經三個學期辦理，績效良好深獲肯定，並已經奉教育部核准本校於 97

年度繼續執行 

 

Abstract 

The goal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Program is to promote students’ abilities of desig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for the future cultural market. The program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was organized by Art and Crafts Department. The curriculum of the 

program was composed of some current courses and some new advance courses. After 

completing 30 required credits,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The program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three semesters and achieved successfully. Minister of Education has approved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gram in the coming semester year of 2008.      

 

一、風起雲湧 

台灣的產業發展處在一個轉捩點，在全球化的商業競爭之下，進入了一個文化創意

產業為主要動力的美學經濟時代，政府也在此趨勢下持續推動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

的計畫，積極推展「設計產業」。其計劃之重點在於使文化資源充份地運用在設計創意

中，使產業價值提昇，逐步塑造及推銷台灣生活風格的「體驗產品」。為了能提高在地

文化商品之價值，必須結合台灣本土的文化特色，設計精緻時尚的工藝商品，建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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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藝產品的特色與價值。而此一理想與目標有賴設計人力的積極投入，如何從學校教

育著手，培育文化創意設計人才，成為大學院校設計系所責無旁貸的使命。 

 

二、人生有夢 

為了不在這一波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熱潮中缺席，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各系所很

早就投入文化創意設計理論與實務的研究與教學。而學校也在95學年度向教育部提出了

π型計畫為訴求的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所謂π型計畫取希臘文π型的三個

筆畫，包含了跨領域通識課程整合教學計畫、數位典藏學程、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在構

想上，利用數位典藏計畫將台灣文化元素做數位化的保存與流通，此計劃由本校圖文傳

播學系負責。至於如何將文化元素加值運用在設計產業上，則是文化創意產業學程的教

學目標，並由設計學院領導，以工藝設計學系暨有的師資設備為基礎，辦理本學程。另

外為了加強設計內涵的人文價值，則由本校通識中心主導跨領域通識課程整合教學計

畫。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由於辦理績效成果顯著，教育部於96學年度通過本校申請之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並在多元視野藝術教學人才培育子計畫中，繼續推動文化創意

產業學程。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主要在培養學生對未來台灣文化市場的開發、行銷及管理有

深厚的了解，使學員在專業領域之外能強化其就業競爭力。透過課程的涵養，學員能發

揮個人專長，體認文化事業的轉化與消費機制，並將台灣文化內質融入產品與服務之

中，從而開創個人事業顛峰，提昇創意生活品質。課程中強調實務與理論並重，產、官、

學之均衡。 

目前本校並無專門創意產業系所，但現有系所則分別開有相關課程，「文化創意產

業學程」將整合現有課程，評估其和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性，並加開專門課程，組合成

本學程，由工藝設計學系統籌負責。由於 9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整體執行情形深獲全校

師生及教育部的肯定，將實地訪查評鑑後教育部已經核准本校於 97 年度繼續執行教學

卓越計畫，文化創意產業學程也將在既有的規模下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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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築夢踏實 

如何藉由適當的課程設計與師資安排來完成既定的理想，學程規劃的工作主軸。以

下介紹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在課程、師資，以及教學等方面的規畫情形。 

(一) 課程設計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可分為基礎課程、應用課程與專題實作課程三個層次。修業滿

30 學分者即完成學程取得學程結業證書乙張，其架構設計如圖 1，詳細開課科目表則如

表所示。 

 

 

 

 

 

 

圖 1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課程架構 

 

 

 

表 1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課程學分科目表 

 
基 

礎 

課 

程 

 

8 學分通識課程 

(內含 2 學分必修創意

寫作工作坊課程，及 6 

學分選修通識課程) 

 

22 學分核心課程 

(內含 10學分必

修課程，12 學分

選修課程) 

 

共計 30 學分

取得文化創

意產業學程

證書。 

 

＋ = 

課程名稱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必) ●生活型態學(選) 

●文化創意行銷概論(必) ●生活文化論(選) 

●生活型態分析(必) ●創造力開發(選) 

●設計心理學（選） ●東方工藝美學(選) 

●企劃與簡報(選) ●創意設計(選) 

●文化創意講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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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課 

程 

 

 
實 

作 

課 

程 

 

(二) 師資規畫 

本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師資延攬校內外相關專業人才，校內專任教師部分囊括不同

系所，已涵蓋多面向領域，如： 

1.前明志及長庚技術學院校長林榮泰老師，投入文化創意產業之推動，並在文化創

意產品設計領域多所涉獵。曾執行如國科會科教處的「台灣地區原住民學生與平

地學生設計相關能力的比較研究」與「科系整合之人因工程應用性課程設計與評

估」。同時，主持教育部追求卓越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中的「大學生創意思考

課程之規畫與評估」。主要的研究成果係以人因工程之應用，研究成果獲得多項

專利。  

2.在臺灣機動藝術領域，佔有首屈一指之地位且為本校視覺傳達系專任教師宋璽德

老師(教授公共藝術課程)； 

3.前PIXAR「蟲蟲危機」技術導演，目前為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專任講師張維忠老

師(教授企劃與簡報課程)； 

課程名稱 

●市場調查(選) ●專案管理(選) 

●公共藝術(選) ●社區文化創產計畫(選) 

●藝術行銷(選)           ●文創事業的開發與研究(選) 

●網站企劃與設計(選) ●文化加值(選) 

●展示設計(選) ●文化推廣(選) 

●文化消費行為研究(選) ●產業分析與振興(選) 

●世界文化創意產業狀況(選)  

 

課程名稱 

●生活文化設計(必) ●產品設計(選) 

●文化創意與視覺設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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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兼任教師部分，聘請業界文化創意領域之專業人士以提供學生了解產業界需

求，及產品開發可行性之機會，如： 

1.畢業於日本千葉大學主修設計文化博士的范以欣老師(教授東方工藝之美、生活型

態分析等課程)。 

2.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主修企業管理博士的葉乃綺老師(教授市場調查課程)。  

3.在業界從事產品設計開發有過相當多經驗的滕傑老師(教授藝術行銷、創意設計等

課程)。 

4.曾經得過無數產品設計大獎的張釋文老師(教授創意設計課程)。 

其他相關領域支援教師，如客座教授玻璃工藝師由水常雄老師及玻璃吹製的片岡

操老師、以及金工、木工、陶瓷、染擷等各專業領域教師，以提供學生在設計商品上

的技術支援，或是材料使用及認知上的相關知識。 

多方面支援的師資，以達到更完善的教學傳授，產官學合作的教學環境，讓學生

有機會嘗試著手去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三) 教學安排 

本學程之教學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在實務的介紹上除了藉由課程上的實際演

練與學期末的成果展示之外，特別安排設計界與產業界的專家蒞校擔任專題講座提供

經驗傳承，去年度也配合教學主題舉辦了多場工作營及實地參觀的等活動，以落實實

務與理論的結合。 

四、雪泥鴻爪 

凡走過必留痕跡，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從開辦之初便得到學校師生廣大的迴響。經過

三個學期的課程活動， 學習成果非常豐碩，已經有部分學生取得學程修業證書，相關

之教學活動介紹如後。 

（一） 學生參與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開辦第一學期以招收 40 位學生為目標，經過招生說明會的推廣

介紹，95 學年度下學期共 138 名學生報名參加，遠超過預期目標，也為我們帶來莫大

的鼓舞。之後兩學期報名情形也都保持穩定發展，96 學年度上學期共 30 名學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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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年度下學期共 20 名學生報名，97 學年度上學期共 33 名學生報名，目前共計 221

名學生報名參加，學生來源雖仍以設計學院為主，卻也包含本校其他所有學院（如圖 2）

的各系所（如表）。至 96 學年度下學期為止，已有 32 名學員取得學程修業證書，其中

16 名學員獲得獎學金鼓勵（圖 3）。 

 

表 2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參加學生人數及所屬系所一覽表 

表演學院 美術學院 設計學院 傳播學院 

系所 人數 系所 人數 系所 人數  系所 人數 

國樂 5 古蹟 9 工藝 101 圖文 29 

音樂 2 美術 7 視傳 22 廣電 13 

戲劇 4 書畫 14 多媒 11     

舞蹈 1 雕塑 3         

合計 12 合計 33 合計 134 合計 42 

總計 221人 

 

 

 

 

 

 

 

 

 

 

 

 

 

 

圖 2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參加學生人數所屬學院分佈圖 

 

美術學院
15%

設計學院
61%

表演學院
5%

傳播學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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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學程證書 邀請林榮泰院長頒發證書 

  

邀請林伯賢主任頒發證書 全體師生合影 

圖 3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頒發結業證書紀實照片 

 

（二）教學活動紀錄 

如前所訴，本學程之教學強調理論與實務兼顧，為了提供學生在設計實務方面

的學習，本年度特別安排多元位設計界與產業界的專家蒞校擔任專題講座提供經驗

傳承（如圖 4），同時也配合教學主題舉辦了多場工作營（如圖 5）、文創相關展演及

藝術市集等活動（如圖 6），期能落實實務與理論的結合，對於這些活動的安排，學

生們的反應非常熱烈。 

  

[愛搞創意‧設計台灣]  主講人：阮慶岳 [打造公共藝術]  主講人：吳瑪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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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專題講座系列 

  

[原鄉時尚]  主講人：陳育平 [霹靂布袋戲]  主講人：黃文姬經理 

  
[大禾竹藝工坊]  主講人：劉文煌 [臺灣陶瓷餐具概論]  主講人：莊秀玲 

  

[文創產業願景與實踐] 主講人：陳郁秀 [ZAMAMA 金屬物件工作室] 主講人：楊夕霞 

  

開幕儀式 專題講座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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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貴賓─蘇小夢 邀請貴賓─陳景林老師 

  
邀請貴賓─奧野美果老師 邀請來賓─Prue Venables老師 

  

玻璃工作營上課情況 染纈工作營上課情況 

  
金工工作營上課情況 陶瓷工作營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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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08國際專題講座暨工作營「工藝、媒材、創新」 

  

  

文化創意商店─作品販售情形 文化創意商店─學生作品販售情形 

  
金工學生作品 金工學生作品 

  
玻璃學生作品 玻璃學生作品 

   
陶瓷學生作品 染纈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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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國際漆藝大展暨研討會 2008國際漆藝大展暨研討會 

  

邀請板橋市長進行開幕儀式 工藝系研究生手做玻璃飾品 

   

工藝系學生[生活木工廠]手做木藝 邀請單位—[ONE DOG一隻狗]、[銀色思維] 

圖 6 文創相關展演及藝術市集活動 

（三）成果展現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雖然僅開辦三個學期，同學們的學習成效已經展現在各項展覽與

比賽的成績上。許多校內外重要比賽的得獎名單上，都可以看到文創學程的學生（如圖

7）。在期末成果發表會場上，不論是口頭、書面報告，或是作品實物的展示上，同學們

所展現的學習成果，都令人刮目相看（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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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相關競賽得獎成果 

 

   

2007手提包創新設計競賽銅獎，何依倫同學 2007年數位典藏商業應用大賽銀獎，郭彥廷同學 

   
林志遠同學作品「可圈可墊」獲取專利證書 2007年全國 LED 照明應用創意設計大賽個人組

第二名，羅立德、黃于真同學 

  

文化創意商品校內展第一名，徐筱雯、張鴻俞

(接受三立新聞專訪) 

文化創意商品校內展第一名 (Heel your bags)，徐

庭穎 

  
新一代設計展銀獎(親愛的克拉克)，藍德萱 新一代設計展銅獎(想唸)，范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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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學生成果發表會及作品展 

 

五、更上一層樓 

  

教學研究大樓 10樓成果發表靜態展 計畫主持人─林主任伯賢(成果報告) 

  

生活文化設計─學生發表(徐筱雯及李詩

云同學) 

生活文化設計─學生作品 

  
[文化創意與視覺設計]作品成果展 [文化創意與視覺設計]作品成果展 

  
文化創意與視覺設計─學生作品 學生畢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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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校師生的支持與努力，文化創意產業學程的績效經過兩次期末評鑑，均獲得

評鑑委員的肯定，教育部也已經核准新年度（97 學年度）的教學卓越計畫，持續補助

本校繼續辦理文化創意產業學程。秉持既有的辦理經驗，除了課程與教學內容的改善精

進外，對於學程畢業同學的追蹤輔導將列為工作重要項目。而配合文化創意產學園區的

設置，同學在實務操作面將有更關廣的接觸機會。展望新年度卓越計畫，文化創意產業

學程將帶給同學更豐碩的學習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