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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項 

目 

一 

︵ 

目 

標 

、 

核 

心 

能 

力 

與 

課 

程 

設 

計 

︶ 

□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1.該所更名後之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關

聯性低，衡諸因為動畫與電影的專業領域

較寬廣所致。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碩士班部分】 

1.宜釐清整併後之未來發展方向，加以聚

焦其專業領域，強化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

之關聯性，以發展該所特色。 

 

（第 2頁，建議事項第 1點） 

本所之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關聯性高： 

1.本所併所前為音像動畫所及音像管理所，併所後為動

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本所併所後的設立宗旨，為

國內音像動畫創作、影像美學研究、電影文化工業探

討；影像創作及影展實務並重之教學機構，本所一方面

建立對台灣乃至全球華語地區影像創作、歷史縱深及美

學意義的理論探討，另一方面加強國際交流，拓展本國

影像美學文化研究及藝術創作的視野。(請參照附件

1-1) 

以上述設立宗旨為基準訂定的教育目標：(1) 培育本國

與華裔族群中，年輕世代的影像動畫創作及研究人才，

發展本國影像文化藝術。(2) 課程結合數位影音新科

技，開創本國動畫及電影的嶄新面貌並揚動畫及電影的

傳播暨教育。(3)促成台灣動畫電影創作與相關業界及

學界的良好互動，因應音像媒體時代的發展契機及需

求。     

 

2.本所由音像動畫所變為動畫藝術組後仍依照原有特

色繼續發展，而音像管理所在變為影像美學組後漸漸往

電影專業發展，並已加強開設電影創作及理論方面的課

程，同時延續併所之前的課程特色，加上後設的影像美

學課程，增加電影實務與文創產業及策展行銷方面的課

程，使創作和理論作進一步的結合，強化設立宗旨與教

附件 1-1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導論 

 

附件 1-2 課程地

圖建構資料表 

 

附件 1-3 本所必

選修課程地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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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標的關聯性，在組別名稱上就師資專業、提昇競爭

力及學生就業等考量，作一些調整。(請參照附件 1-2

和附件 1-3)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2.該所規畫之核心能力較為多元，恐無法

聚焦，亦難兼顧課程設計，未來仍待持續

改善，以免陳義過高，而難以達成教育目

標。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碩士班部分】  

2.宜針對電影與動畫兩大領域，考量業界

發展與人才需求，由實務與研究面向分析

學生應具備之能力，再對應專任師資之專

長，以調整該所之核心能力，使其與校院

目標與核心能力相呼應。 

（第 2頁，建議事項第 2點） 

1.多元化為本所特色，在此前提下本所核心課程強調音

像動畫創作、傳播影像文化美學知識及培養電影研究與

影視產業人才方面，與本所設立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

很貼近。 

 

2.本所核心能力聚焦在課程規劃的情形如下： 

(1)影像動畫作為深化文化知識與理解之能力。 

此核心能力聚焦在本所分析詮釋及評論等理論課程，例

如：「動畫史」、「電影美學」、「電影風格史」、「影像美

學理論」、「創意與展演」…等。 

(2) 影像動畫作為文化藝術學門所需要的人文素養及

專業技術。 

此核心能力聚焦在專題研究、藝術議題研究的課程，例

如： 「研究方法」、「創作論述」、「性別影像專題」、「世

界電影史」…等。 

 

(3) 影像動畫跨領域實踐能力的掌握。 

此核心能力聚焦在本所需進行美學特性比較和多元文

化比較分析及題材處理、整合能力的課程，例如：「編

附件 1-2 課程地

圖建構資料表 

 

附件 1-3 本所本

所必選修課程地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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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與製片工作坊」、「電影研究與影展實務」、「影像與地

方文化調查」、「素描繪畫」、「平面動畫」、「立體動畫」、

「實驗動畫」、「電腦動畫」…等。 

(4) 影像動畫創作的獨立思考及專業領域的研究能力。

此核心能力聚焦在執行創新研究議題、動畫創作、佈

展、表達、溝通及答辯個人想法之課程，例如：「聯合

製作」、「獨立製作」、「畢業製作」、「動態造型研究」、「校

外實習」…等。(請參照附件 1-2 和附件 1-3)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3.該所未能以修訂之核心能力規畫課程

架構，目前課程架構仍呈現過去特色，課

程概念圖亦無法與該所之教育目標及核

心能力完全結合。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3點） 

 

【碩士班部分】  

3.宜重新檢討課程架構，以連結該所之教

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建立一套能確保學生

學習成效之課程。 

（第 2頁，建議事項第 3點） 

本所的課程架構已有改善，並未全部呈現過去特色，課

程概念圖與本所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都能結合。(請

參照附件 1-2 和附件 1-3，及修訂的會議紀錄附件 1-4)

附件 1-2 課程地

圖建構資料表 

 

附件 1-3 本所本

所必選修課程地

圖表 

 

附件 1-4 相關課

程會議紀錄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4.該所為因應而調整其教育目標並設定

核心能力，惟教師與學生對其之了解程度

不如預期。 

1.本所學期初舉辦迎新活動時會向全體同學說明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力，其內容包含在課程建構資料表中。(請

參照附件 1-2) 

 

附件 1-2 課程地

圖建構資料表 

 

附件 1-5 期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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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碩士班部分】  

4.宜強化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宣導機

制，以確保師生對其瞭解程度。  

（第 2頁，建議事項第 4點） 

2. 本所學期末將以問卷方式向同學詢問課程地圖的了

解程度。(請參照附件 1-5) 

3.本所的指導教授及本校的導師制度，經常跟同學保持

互動，未來將再加強，以達成教育目標推廣、輔導學生

學習及生活相關事宜。  

見回饋單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5.課程地圖之建構並不明確，以致師生無

法理解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之

關聯性。學生僅由教學大綱瞭解個別課程

的目標，亦有教師授課之目標與該所目標

不一致。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5點） 

 

【碩士班部分】 

5.宜重新檢視課程地圖，使其明確顯示教

育目標、核心能力及課程設計關聯性，俾

利師生能充分了解。 

（第 2頁，建議事項第 5點） 

1.本所的課程地圖建構明確。(請參照附件 1-2)  

 

2.學生除教學大綱可了解之外，可在其他管道如學期初

新生迎新時會向同學說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並在學

期末時用問卷向本所同學詢問課程地圖的了解程度，可

藉此了解個別課程的目標。(請參照附件 1-5) 

 

3.部分課程或有與本所教育目標不一致情況，已在課程

會議上做檢討及調整。(請參照附件 1-4)  

附件 1-2 課程地

圖建構資料表 

 

附件 1-5 期末意

見回饋單 

 

附件 1-4 相關課

程會議紀錄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6.該所動畫藝術組與影像美學組有相同

之核心課程、主修專業及選修課程，卻未

見兩組共同開設課程之規劃。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6點） 

 

【碩士班部分】  

100 學年度上學期結束前已規劃讓兩組同學共同選修的

課程：如余老師、孫老師和黃老師所開設的課程。比如

「編劇製片工作坊」、「世界電影史」、「創意與展演」、「電

影美學」、「電影風格史」、「動畫史」、「進階動畫攝影暨

特效」等，都是可以共同選修的課程。 

 

此外，由兩組學生共同完成專題、策展及研究案等，以

附件 1-4 相關課

程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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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宜規劃整合兩組共同必修核心課程與

部分進修選修課程共同授課(如研究方

法、文化分析與當代影像美學、科技、人

文與影音符號等)，且可考慮由兩組學生

共同完成專題、策展及研究案等，以增加

其互動機會。（第 2頁，建議事項第 6點）

增加其互動機會，都是可以實踐的教學方式。(請參照

附件 1-4)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1.該所整併後師資雖可合併計算，然仍有

師資不足之問題，現有師資無法承擔兩組

之正常開課，尤其動畫藝術組之專任師資

流動率較高，該所僅以外國短期客座教師

因應之。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碩士班部分】  

1.宜增聘專任教師，以使各組能開設相關

課程，且師資之延聘宜優先考量動畫藝術

專長，俾利落實該所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力。  

（第 4頁，建議事項第 1點） 

1.本所影像美學組師資很充足，而動畫藝術組專任師資

近兩年來流動率略高，因為國際專家本就不適合長期專

任而國內專任師資，更因本所為教學上靈活調配有設有

短期及長期客座教授，任教長期為一年一聘，可延聘 3

年，如瑞士的動畫公司○○○導演及日本先端科技大學

研究員○○○博士。短期客座教授為英國皇家藝術學院

(Royal College of Art)和美國 Cal Arts 加州藝術學院的

專業教師，雖為三個月至半學年的任教，但引進名校的

教學方式及國際視野，對學生受益頗大。(請參照附件

2-1) 

 

2.本所並已於101學年度延聘動畫專長及兩屆金鐘獎得

主邱○○老師，並擬於學年度第二學期再加聘 1~2 位專

任教師。(請參照附件 2-2) 

附件 2-1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13-18 頁 

 

附件 2-2 邱○○

老師聘任函及教

師證 

項 

目 

二 

︵ 

教 

師 

教 

學 

與 

學 

習 

評 

量 

︶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2.該所兩組各有專業特色，但該所缺乏策

展活動之專業師資，且與實務實習產業之

連結較弱，學生參與實務學習之經驗不

足。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1.本所專任師資具有豐富策展經驗者有黃○○教授及

余○○教授，黃○○教授曾帶領學生固定於策展活動

(如「華語獨立製片論壇及映演」、「華語獨立製片研討

會」、「編劇製片工作坊」、「性別與影像：台灣女性電影

與跨文化研究研討會暨作品觀摩放映」、「南方電影工作

坊」、「樂活影展」等)實務操作；並多次負責國內大型

附件 2-3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周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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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2.宜延攬策展活動之專業師資，並強化與

實務實習產業之連結，以落實產學合作，

提升學生實務知能。  

（第 4頁，建議事項第 2點） 

 

影展策劃（如：「南方影展」、「高雄電影節」等），策展

及活動實務經驗豐富；動畫組余○○教授則主持多次重

量級的動畫國際論壇及工作坊，台南「狠角色動畫節」、

高雄「南臺灣科技藝術展」等，讓學生有充分機會去學

習策展及活動經驗。 (請參照附件 2-3) 

 

2.本所動畫藝術組學生研一學生亦於每年在暑期期間

赴海外交流、展演、及實習（如：97 年參訪瑞士 EPAC

動漫學院、98 年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99 年參訪瑞

士 Animagination 公司及德國相關機構），及每年代表

台灣學生參加亞洲最大的數位內容展 Asiagraph(由日

本舉辦)及於日本業界公司(如著名的「白組」特效動畫

公司)作觀摩學習，都是很具體的例子，近幾年金穗獎

創作本校校友成績斐然皆為實務證明，動畫所畢業學生

更有不少於專業機構如 Studio2 工作室、首映、頑石等

公司工作。此外畢業校友任職於南台科技大學(邱○

○、林○○)、台北藝術大學(謝○○)、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謝○○)、中華藝術學校(劉○○)，在校生與業界

正式實習則有於台南貳工作室，三佑製作公司，高雄電

影資料館，新竹影像博物館，上海琉璃工坊動畫工作

室，海外澳洲雪梨大學專門學校實習，表現亦受矚目，

學生參與實務學習經驗不足之說和事實有些距離。 

而影像美學組於校內讓學生參與選片、規劃活動內容的

「直接電影院」，更讓學生有獨立操作的空間，專任老

師也在活動中給予適當的指導和建議。(請參照附件

2-4) 

23-26頁和38-39

頁 

 

附件 2-4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53-58 頁 



    
 

  7 
 

下學年度影像美學組的活動規劃包括擬辦的「華語電影

論壇與映演」、「直接電影院」，並請專業教師開設策展

活動的課程，強化與實務實習產業之連結，以落實產學

合作，提升學生實務知能。動畫藝術組未來建教合作案

則包括海內外專業公司、學校之間的合作拍片等實習計

畫。 

□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3.該所雖已於 99 學年度整併，然教師之

學術專業卻多為原獨立之發展方向，缺少

整合，僅以原有的個人專業開授課程，無

法符合該所之現行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力。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3點） 

 

【碩士班部分】  

3.宜整合兩組教師之專長，開設適切之課

程，以確保學生達成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力。  

（第 4頁，建議事項第 3點） 

本所核心能力是(1)影像動畫作為深化文化知識與理解

之能力 (2) 影像動畫作為文化藝術學門所需要的人文

素養及專業技術。(3) 影像動畫跨領域實踐能力的掌

握。(4)影像動畫創作的獨立思考及專業領域的研究能

力。本所皆以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為中心進行開課。(請

參照附件 1-3、1-4 和 2-5) 

附件 1-3 本所必

選修課程地圖表 

附件 1-4 相關課

程會議紀錄 

 

附件 2-5 99~100

學年度課程表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4.該所之教育設計與教育方法著重在課

程概念傳達與實務執行體驗，然學生缺乏

後設認知之學習機會。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碩士班部分】  

動畫藝術組的動畫史及實驗動畫課都有給予學生蒐

集、發表、討論、示範、指導、綜合與變化、演練與互

評以及創新的機會。 

研二「獨立製作」，使其得到概念後實踐創作，研三「畢

業製作」則是鼓勵更專業的結合，並有多位同學於海外

留學菁英計畫進修，完成作品及書寫論文，獲得實證成

績，如美國進修林○○的作品《金海黑海》、紐西蘭進

附件 2-3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23-26頁和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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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宜配合課程內容與學生學習情形調整

教學方法，多給予學生蒐集、發表、討論、

示範、指導、綜合與變化、演練與互評以

及創新與解決問題等後備設認知學習特

性之機會，以培養學生批判之思考、整合

應用，以及創新的能力。  

（第 4頁，建議事項第 4點） 

修的苗○○的《無常》、陳○○的《Ruins of heart》

等等。 

影像美學組這部分已有實施成效，如「華語電影論壇和

映演」和「性別與影像：台灣女性電影與跨文化研究研

討會暨作品觀摩放映」，就包括校外實習的項目操作。

而「獨立研究」課程，不同的老師也都會帶領學生依照

其興趣，參與專題研究的資料蒐集、發表、實務操作、

創意發想及網站設計，評論及媒體宣傳等工作。 

(請參照附件 2-3 和 2-4) 

頁 

 

附件 2-4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53-58 頁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5.該所之學習評量方式分為檢視認知層

面的紙筆測驗與實務層面的創作等，然學

習評量之測驗之策略或方法缺乏具體的

評量標準或尺規。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5點） 

 

【碩士班部分】  

5.宜針對學習評量之策略或方法研擬更

具體的評量標準或尺規，且評量內容或作

業需有明確的說明，以利學生學習。  

（第 4頁，建議事項第 5點） 

動畫藝術組學習評量方式透過每學期的評鑑，讓所上教

師和業界專家、外校學者面對面評量學生作品及作具體

建議，對於創作的幫助甚為直接有效。(請參照附件 2-6)

影像美學組學習評量方式為碩士論文及在學術性刊物

發表作品，具體成績可見諸同學參與的編輯刊物，如「藝

術觀點」和「華語獨立製片論壇和研討會」、「南方影展」

等。(請參照附件 2-7) 

附件 2-6 學生期

末評鑑會議紀錄 

 

附件 2-7 影像美

學組學生評量標

準 

 

□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6.課程教學內容與學習評量結果，無法反

映與檢核該所之核心能力。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6點） 

 

動畫組之教學內容及學分評量行之有年，並為目前國內

外相關名校採用，課程大致相同，同學表現如前述具體

可見，並陸續獲得國內外獎項亦可為明證。如何進一步

將學習評量結果，反映與檢核本所之核心能力，在校內

所辦的論文初審和口考，有達到功效，至於進行各課程

附件 2-6 學生期

末評鑑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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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6.宜在規劃教學內容與評量策略時，考量

對應之核心能力，並將其反映在教學計畫

與課程進度中，以利進行討論與查核，俾

利瞭解學生核心能力之達成情形。此外，

宜在諸如課程會議的平台上，進行各課程

之交叉計量，以掌握個核心能力的覆蓋

率。  

（第 4頁，建議事項第 6點） 

之交叉計量，以掌握各個核心能力的覆蓋率，則是未來

需加強的部分。  

(請參照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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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7.針對教學評鑑成績不佳之課程，僅見些

微修正，或者關閉原課程另行開課，但教

授內容亦大同小異。此外，除於一般例行

的課程會議討論課程架構外，未見該所積

極發展教師教育專業知能，教師教學專業

成長機制有待建立。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7點） 

 

【碩士班部分】  

7.宜建立教師教學成長機制，以協助教師

的教學能力更符合時代的教育潮流。建議

該校亦可考量設立種子教師，邀請校內教

學績優者傳授所長，或辦理成長講座，邀

請校外專家蒞校講授教學技巧，以改善部

分教學評鑑成績不佳教師之教學。 

（第 4頁，建議事項第 7點） 

 

 

 

本校教務處已成立相關機制：如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舉

辦教學成長活動「大專教師教學評量的反思」。此外，

本所也已要求教學評量結果不佳之教師參加教務處舉

辦的成長講座，並追蹤後續成果。 

(機制內容及活動說明請參照附件 2-8) 

 

附件 2-8 系所教

學評量反應問卷

及檢討 

項 

目 

三 

︵ 

學 

生 

□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1.教師與學生之學習互動有待加強，非正

式與隨機的師生討論固然收集時之效，但

是應思考如何從個別學習，提升到更開放

與跨領域或整合的學習。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本校早已有導師輔導制和諮詢時間的規定，教師與學生

之間學習和輔導互動相當緊密。  

(請參照附件 1-4 和 3-1)  

附件 1-4 相關課

程會議紀錄 

附件 3-1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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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1.宜明確訂定教師學習輔導得訪談時

間，以利學生規畫學習，同時宜設計適當

機制以存留相關資料，俾利教師後續輔導

學習與生活。  

（第 6頁，建議事項第 1點）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34-36 頁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3.除於選課之教務系統呈現課程大綱、教

師個人學習資料外，未見學生應用數位學

習媒介以進行互動學習之情形。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3點） 

 

【碩士班部分】  

3.宜建立數位或網路學習平台，以利整合

教師課程講義、學生作業、課前預習、課

中討論、課後複習及延伸學習等資料。此

一學習平台並非為儲存各活動或計畫之

資料庫，而是納入教師教學時中，成為教

與學活動或過程之一。  

（第 6頁，建議事項第 3點） 

1.本校應用數位學習媒介-「虛擬藝術村」已有相關學

習資源。本所開設之「影像與性別」、「華語與亞洲電影」

在虛擬藝術村網站：子網站「音像藝術管理中心」、「動

畫學習中心」中的特色計劃、讀影區中，就有相關課程

摘要和學習介面可運用(請參照附件 3-2)，未來將再加

強實習和引導。 

2.數位學習媒介的操作，在影美組的「編劇製片工作坊」

也已運用，如透過「dropbox」和「youtube」上傳影片，

讓學生利用網路平台產生互動教學效果。 

附件 3-2 虛擬藝

術村 

輔 

導 

與 

學 

習 

資 

源 

︶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4.兩組學生因學科領域的性質不一，導致

學習資源在軟硬體的分配上不甚恰當。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學習資源並無分配上的不恰當，本所動畫組學生以動畫

創作為之，包含四大創作領域：空間分配以最大效率分

配之，研一研二屬學習方面，以團體教室為主，研三屬

個人作品創作，配置研究小間，利於個人創作，另外，

影像美學組則是以理論為主，空間分配採平均式，共同

附件 3-3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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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4.宜研擬策略以妥善分配學習資源，以滿

足兩組學生之學習所需。  

（第 6頁，建議事項第 4點） 

使用音像大樓四樓研究室。(請參照附件 3-3) 我評鑑報告書

30-33 頁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5.空間分配不盡理想，如影像美學組的研

究室很大，但卻沒有學生進駐使用，反觀

動畫組的工作室相當不足，學生的學習與

研究空間，包含理論教室的空間、動向與

設備有待調整。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5點） 

【碩士班部分】  

5.宜重新分配該所之使用空間，並妥善規

劃與利用，以利教學與研究之進行，且宜

考量教室或研究空間的光線、動線、師生

聯繫互動的方便性，以及營造討論與學習

的動力等。  

（第 6頁，建議事項第 5點） 

影像美學組早期成立時已有確定的完整空間使用計

畫，併所後最新空間改善計畫已奉核在案，擬 102 年完

成。 

動畫的空間研一研二屬團體製作使用，於 203 大教室學

習聯合製作及獨立製作，研三則著重於個人作品創作，

配置五樓研究小間，此空間便於共同討論及鄰近電腦教

室，如有需電腦設備算圖或是相關工作可方便執行，最

新空間改善計畫已奉核在案，擬於 102 年完成。 

美學組在 100 學年度下學期開始有新的教室和設備：

120-2「藍光劇院」可讓同學有更多空間舉辦影片研究

及欣賞活動。(請參照附件 3-4 和 3-5) 

附件 3-4 100 年

度資本門重點補

助已採購設備 

 

附件 3-5 最新空

間改善計畫 

 

□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6.該所雖訂有設備借用與維護方法，但期

末維修緩不濟急。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6點） 

【碩士班部分】  

宜對教室與設備之借用訂定周詳的是用

與管理方法，並定期與及時維護或維修，

另可制定使用狀況回報機制，以確實掌握

本所課程備有具經驗之小老師，協助同學使用及器材回

歸、保養，器具回報外，並有器材管理工讀生隨時維護

及處理，本校資訊處設有維修廠商，可協助各系所器材

送修事宜，本所 3D 軟體及教室設備自 97 年度一直持續

更新。(請參照附件 3-3)  

附件 3-3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30-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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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設備之功能狀況，確保學習資源與設

備的穩定與充裕。  

（第 6頁，建議事項第 6點）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7.高階 3D 電腦、影音後製及攝影之相關

軟硬設備尚待加強。如 DV 攝影機太舊，

無算圖設備、低年級的工作室不足、攝影

棚及視聽中心使用需付費等無法協助教

學或研討會的靈活應用，。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7點） 

 

【碩士班部分】  

7.宜向該校爭取經費以增購高階 3D 電腦

之相關設備，並開放專業空間，以供教學

或活動使用，如視聽中心與攝影棚等。此

外，宜整合使用該院所屬的媒體中心資

源，以利教學任務之達成。  

（第 6頁，建議事項第 7點） 

 

動畫組一二年級課程主要在聯合製作與獨立製作課

程，不需個人工作室，較著重工作桌模式，以利同學互

相討論及創作。  

DV 攝影機已於 101 年更新一批.  

3D 算圖部分，本所本所電腦教室電腦配備為低 

階伺服器，內容多為： 

1.Intel(R) Xeon(R) Quad-Core Intel Xeon E5620*2，

2.4GHz，12MB 快取記憶體， QuickPath 

interconnect(QPI) 5.86 GT／sec 

2.12GB (2GBx6) DDR3 SDRAM 記憶體， 1333MHz，ECC 

3.500GB SATA (7200RPM) 硬碟*1 

同學使用工作室時間皆不相同，目前已有之設備尚能滿

足同學需要。(請參照附件 3-4 和 3-5) 

攝影棚及視聽教室原為紀錄所管理場地，各所有其管理

方式，經與學院及校方協調後，152 及 154 小放映室借

用並不收費，攝影棚如是上課使用，填寫申請單及計劃

書也可借用，本所和學院在協調空間管理職權之後將有

更為簡便借用的方式。 

附件 3-4 100 年

度資本門重點補

助已採購設備 

 

附件 3-5 最新空

間改善計畫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8.兩組教師指導學生論文或畢業創作負

擔不均，過度集中於部分教師，亦影響學

生之學術視野。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8點） 

本所動畫藝術組因 98 年度研究所國內適任之專業教師

不足才有此情形，此在 101 學年度已增聘專任教師，未

來將持續改善。 

影像美學組依照教育部規定，論文指導每位老師每年以

十位為限，未來將朝此方向落實教師指導人數的分配和

附件 3-6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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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8.宜研擬機制以解決論文指導或畢業創

作集中於部分教師之問題，此外，亦建議

指導學生數較少的教師，可積極申請國科

會獲教育部的研究計畫，提供學生擔任研

究助理的機會，以拓展其學術視野。（第

6頁，建議事項第 8點） 

監督，以免形成過度集中於部分教師的情形。指導學生

數較少的教師，依照教師專長，將鼓勵其積極申請國科

會、教育部或相關部門的研究、策展及創作計畫，提供

學生擔任研究助理和實習的機會，以拓展其學術視野和

與業界接觸的實作經驗。(請參照附件 3-6) 

 

 

 

我評鑑報告書 40

頁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9.就業輔導與生涯規劃輔導雖未見具體

的機制，但在動畫藝術組似乎應市場的需

求與目標的明確度較高，目前尚未見問

題，而影像美學組則在合併後，因課程內

容的調整，學生的學習目標也較清楚與易

於掌握，然迫於市場的侷限，學生對於為

來生崖規劃較不清楚。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9點） 

 

【碩士班部分】  

9.宜研擬策略以妥善分配學習資源，以滿

足兩組學生之學習所需。  

（第 6頁，建議事項第 9點） 

動畫藝術組就業及生涯輔導，與產業、教學及深造上皆

有明顯成績，例如國內業界就業，如頑石，包括專業公

司，如貳工作室，如前述，北中南各大學學生很清楚，

個人的優勢及專長方向，尤其是南部目前已有大學開設

產學及國外公司入駐，對於未來就業更加有利。 

影像美學組在合併後，因課程內容的調整，學生的學習

目標雖較清楚與易於掌握，然考慮市場的侷限和實際的

人力需求趨勢，對於未來生涯規劃，開課將兼顧多元

性，使其在畢業後有更多的選擇和發揮空間。(請參閱

附件 2-4) 

 

附件 2-4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53-58 頁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10.該所兩組學生之互動，僅任其自行發

展或非正式交流，未見具體之措施。 

（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10 點） 

本所於年度校慶期間，已由兩組一起協力舉辦國際性強

的活動：「2010 年國際動畫美學論壇暨創作特展」及

「2011 年南台灣國際動態藝術大展-國際實驗影像創作

及美學論壇」，內容融合動畫及電影的相關元素，兩組

附件 1-4 相關課

程會議紀錄 

 

附件 3-7 協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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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10.宜增加兩組學生之正式互動與接觸機

會，如共同開課、整合學習(共同策展或

參展)、實務與理論研究生論壇等。此外，

亦可考量利用數位學習平台，以增加師生

或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習。  

（第 6頁，建議事項第 10 點） 

同學亦分工合作及策展、佈展，活動期間分工協力，成

效頗佳。新學期更將進一步策劃以數位電影及視覺化為

主題之國際性論壇，實際上兩組合作的論壇就是教學內

容具體的交流呈現。  

本學期課程：孫老師的「電影風格史：運動影像的風格

變異與美學論經驗之導論」課程和黃○○老師的「編劇

製片工作坊」課程屬於兩組共同課程。增加兩組學生之

正式互動與接觸機會，如共同開課、整合學習(如前述

共同策展或參展)、實務與理論研究生論壇等。此外，

利用數位學習平台，以增加師生或學生之間的互動學

習，都可以逐步付諸行動。 (請參照附件 1-4 和 3-7) 

辦校慶活動會議

紀錄 

項 

目 

四 

︵ 

學 

生 

與 

專 

業 

表 

現 

︶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1.該所近三年之期刊與研討會論文發表

數量上略顯不足。 

（第 9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碩士班部分】  

1.宜強化教師之期刊與研討會論文發表

數量，並鼓勵教師修訂論文以投稿國內、

外優良學術期刊，以提升教師之研究與專

業品質。  

（第 9頁，建議事項第 1點） 

本所有余老師、黃老師帶領同學們參加實習及海外展

演，孫老師在期刊與研討會論文有傑出表現，陳老師著

重在於專書部分﹔教師之研究與專業品質在以上各層

面應都可以看到，不一定只有期刊與研討會論文發表數

量才可以表示教師之研究與專業品質。(請參照附件 2-3

和 4-1) 

動畫藝術組： 

國內外期刊論文：4篇／2位老師 

專章專書或合輯的專章專書：7本／2位老師 

研究計畫：2件／2位老師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17 場／2位老師 

創作發表紀錄：1場／2位老師 

展演活動紀錄：8場／2位老師 

影像美學組： 

國內外期刊論文：17 篇／3位老師 

附件 2-3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23-26頁和38-39

頁 

 

附件 4-1 教師學

術研究表現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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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章專書或合輯的專章專書：15 本／3位老師 

研究計畫：9件／3位老師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37 場／3位老師 

創作發表紀錄：4場／3位老師 

展演活動紀錄：22 場／3位老師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2.教師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數量較少，也

甚少參與整合型研究計畫。 

（第 9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碩士班部分】  

2.宜鼓勵教師積極申請國科會或整合型

研究計畫，以厚植該所之學術能量。  

（第 9頁，建議事項第 2點） 

 

國科會過去較少動畫、電影實務相關類申請，且本校非

一般型大學，申請國科會的老師只有 4~5 位，而本所孫

○○老師即是其中一位。 

動畫藝術組過去因創作的特質性，較少申請國科會計

畫，而偏向產業界，工業局、文建會及國外相關學校機

構，如余老師於校內發展的原創動畫計畫成果如＂大型

動畫製作 Phantom City＂已發表相關論文於日本學術

界東京大學期刊，並與業界合作，獲工業局補助，發展

成為具體動畫案例。現余老師已應校外學術單位邀請共

同主持＂文物維護與動畫紀錄影片製作＂的大型研究

計畫，目前已獲國科會肯定，順利進行中。 

影像美學組專任孫○○老師於2007-2013年皆獲國科會

計畫補助【美術館與電影：影像之旅－以巴黎與台北為

例（NSC96-2411-H-369-002，2007-2008）  

21 世紀亞洲「新電影」的殊異美學：交錯的寫實性、身

體性、影像性－以蔡明亮、魏拉希沙可與賈樟柯的作品

為例（NSC97-2410-H-369-004，2008-2009）  

電影造形性 ﹝1﹞：「複訪電影」的幽靈效應－－論侯

孝賢的《珈琲時光》、《紅氣球》與《電姬館》之「跨影

像性」（NSC98-2410-H-369-004-MY2，2009-2011）  

電影造形性﹝2﹞ ：重探華語電影的美學研究--以蔡明

附件 2-3 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動畫藝術與影

像美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23-26頁和38-39

頁 

 

附件 4-1 教師學

術研究表現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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亮的《臉》及影像裝置為例構建電影與藝術互涉的理論

當代性（NSC100-2410-H-369-004-MY2，2011-2013）】 

，學術論文也常見於專業雜誌和學報，其他老師在學術

性研討會發表論文數目亦相當可觀，並在研討會之後以

專書或合輯方式出版著作，同時跨越地區範圍，在日

本、美國、大陸由不同知名出版社編輯發行，其傳播功

效不亞於國科會研究計畫。另外有些老師以創作取勝，

其作品也常參加國際影展，觀摩、入圍或得獎，專任老

師中得到校內創作和研究獎勵也相當頻繁，此都可以作

為教師的研究及創作成績來評量。(請參照附件 2-3 和

附件 4-1) 

動畫藝術組： 

國內外期刊論文：4篇／2位老師 

專章專書或合輯的專章專書：7本／2位老師 

研究計畫：2件／2位老師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17 場／2位老師 

創作發表紀錄：1場／2位老師 

展演活動紀錄：8場／2位老師 

影像美學組： 

國內外期刊論文：17 篇／3位老師 

專章專書或合輯的專章專書：15 本／3位老師 

研究計畫：9件／3位老師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37 場／3位老師 

創作發表紀錄：4場／3位老師 

展演活動紀錄：22 場／3位老師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