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聯合大學設計學院工業設計學系 104 入學生課程地圖- 大學部 

一、教育目標 

本系培育學生： 

1. 具備設計及企劃分析能力 

2. 具備創新發明能力及智慧財產權的觀念 

3. 具備銜接產業之能力 

4. 具備人文素養及國際觀 

 

二、發展方向及其核心能力配重 

本系畢業生職涯發展方向主要為： 

1. 生活產品設計 

2. 文化商品設計 

3. 創新與創業 

三、專業核心能力 

本系畢業生應具備： 

1. 團隊合作之能力 

2. 設計溝通之能力 

3. 造形能力與美感 

4. 運用科學與工程知識之能力 

5. 設計管理與企畫分析之能力 

6. 創意解決問題之能力 

7. 兼具國際觀與對在地文化瞭解之能力 

 

備註：核心能力各年級應達成目標如附件。

 



 
 



本系 104 入學生必、選修科目與各發展方向之關聯性 

 

 

 



附件：核心能力各年級應達成目標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1‐1 認識團隊合作的精神。 
1‐2 有責任感並能獨立作業。 
2‐1 能以手繪草圖及模型有效地表達創
意。 
2‐2 能繪製與識別工程圖。 
2‐3 瞭解 2D 軟體的使用知識。 
3‐1 理解基礎造形、色彩、材質等造形
因子的特性，並能應用於造形設計。 
3‐2 認識美之形式原理。 
4‐1 認識設計材料的特性。 
4‐2 能運用網路有效蒐集科技相關知
識。 
5‐1 認識設計流程。 
6‐1 能根據問題發想有創意的解決方
案。 
6‐2 能將將創意轉化為實體物品。 
7‐1 認識國際與本地文化。 
7‐2 能閱讀英文文章。 

1‐1 實踐團隊合作精神於小組之協調統
合。 
1‐2 能積極參與討論，願意聆聽他人意
見，服從團體決定。 
1‐3 有責任感並能獨立作業。 
2‐1 能以手繪草圖、精描圖、與模型有
效地表達設計概念。 
2‐2 瞭解 3D 軟體的使用知識。 
2‐3 能繪製與識別工程圖。 
2‐4 能應用 2D 軟體進行媒材整合、創
作。 
3‐1 能應用基礎造形、色彩、材質等造
形因子，提升所設計產品之美感。 
3‐2 認識造形功能與語意。 
3‐3 認識產品造形評價的知識。 
4‐1 認識人因、機構、製造程序的知
識。 
4‐2 能有效蒐集到與專案有關的科技知
識。 
4‐3 能整合應用產品分析、消費者行
為、人因、機構、色彩計畫等知識於設
計專案。 
5‐1 瞭解並能應用設計流程的知識。 
5‐2 認識產品企畫、設計、製造到行銷
的知識。  
5‐3 瞭解觀察、訪談、問卷等方法之知

1‐1 能保持樂觀正向，提出建設性意
見，並能達成所分配任務。 
1‐2 有責任感並能獨立作業。 
1‐3 能有效與他人溝通協調，合作完成
競賽及展演活動。 
2‐1 能以手繪草圖、精描圖、與模型有
效地表達設計概念。 
2‐2 能應用 3D 軟體進行整合、創作。
2‐3 能運用 3D 軟體繪製組合爆炸元
件。 
2‐4 能應用 2D 軟體進行媒材整合、創
作。 
3‐1 能應用基礎造形、色彩、材質等造
形因子，提升所設計產品之美感。 
3‐2 能明確地表達出造形功能及語意，
且具有美感。 
3‐3 瞭解產品造形的評價並能審美。 
4‐1 瞭解與應用人因、機構、製造程序
的知識。 
4‐2 能理解蒐集到的科技知識，並能轉
化其概念為設計元素。 
4‐3 能整合應用產品分析、消費者行
為、人因、機構、色彩計畫等知識於設
計專案。 
5‐1 熟知並能應用產品企畫、設計、製
造到行銷的流程。 

1‐1 能跨領域溝通，與外系學生或外部
廠商協力完成設計專案。 
1‐2 能整合團隊中不同意見，協調分配
工作。 
1‐3 有責任感並能獨立作業。 
1‐4 能有效與他人溝通協調，合作完成
競賽及展演活動。 
2‐1 能整合口語、文字、圖面、與模
型，完整、流暢地表達設計思考與概
念。 
2‐2 能應用 3D 軟體進行整合、創作。 
2‐3 能將設計概念繪製成 3D 組合爆炸
元件。 
2‐4 能應用 2D 軟體進行媒材整合、創
作。 
3‐1 能對最終產品的美感、造形、色
彩、材質有完整的掌握能力，並能以圖
面完整定義。 
3‐2 能明確地表達出造形功能及語意，
且具有美感。 
3‐3 熟知產品造形的評價及審美的能
力。 
4‐1 瞭解與應用人因、機構、製造程序
的知識。 
4‐2 能將蒐集到科技知識之概念組合運
用產生新產品概念。 



識。 
5‐4 認識市場、行銷與創業的知識。 
6‐1 能根據問題發想大量的解決方案。 
6‐2 具觀察力、能發現需求並適當界定
問題。 
6‐3 能評估解決方案、選擇最佳方案。 
7‐1 認識設計產業全球化，與台灣在地
文化的國際行銷。 
7‐2 能閱讀英文之設計知識。 
7‐3 瞭解台灣自創品牌的發展。 

5‐2 能以觀察、訪談、問卷等方法進行
使用者研究。 
5‐3 瞭解市場、行銷與創業的知識，並
能應用於設計專案。 
6‐1 針對問題能跳脫傳統框架，提出前
所未見的解決方案。 
6‐2 具觀察力、能發現需求並適當界定
問題。 
6‐3 能發現產業或社會問題、透過產學
合作解決問題。 
6‐4 能評估解決方案、選擇最佳方案。 
7‐1 瞭解設計產業全球化與台灣在地文
化。 
7‐2 產品設計能正確且有創意融入在地
文化元素。 
7‐3 能閱讀英文之設計知識。 
7‐4 能撰寫英文設計裱板。 

4-3 能深度分析消費者行為、人因、科
技等面向，提出符合未來趨勢之設計整
合方案。 
5‐1 能管理從產品企畫、設計、製造到
行銷的完整流程。  
5‐2 能以觀察、訪談、問卷等方法進行
使用者研究。  
5‐3 瞭解市場、行銷與創業的知識，並
能應用於設計專案。 
5‐4 能分析現有產品與未來趨勢，提出
具前瞻性的專題企劃案。  
6‐1 能描述創意設計概念的細部內容。  
6‐2 能觀察趨勢、發現潛在問題、整合
科技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6‐3 能發現產業或社會問題、透過產學
合作解決問題。  
6‐4 具備觀察趨勢、發現潛在問題、評
估解決方案之能力。  
6‐5 具備將創意實現的整合與執行能
力。  
7‐1 能以簡單英語與外籍人士溝通。 
7‐2 瞭解設計產業全球化與台灣在地文
化。 
7‐3 瞭解如何以設計將台灣品牌推向國
際。 
7‐4 能閱讀英文之設計知識。 
7‐5 能撰寫英文設計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