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意 決定了你是否被看見!! 

你曾丟過小紙球嗎?   

許多產品 加上創意 會大不同喔! 



 5000NT 5NT 

創意+科技 有無限可能!! 

日本設計師Chiaki Murata設計的 

感應式電子蠟燭hono。 

用配套的“火柴”點亮，對它吹氣，蠟

燭火焰會搖曳不定，使勁吹就會熄滅。 



一項產品是怎麼被設計出來的呢? 

以遺落戰境的飛行器設計為例 



STEP 1: 天馬行空的聯想 並嘗試畫出來(idea sketch) 

設計師想要以蜻蜓的造型來設計 



STEP 2: 利用3D軟體建模去模擬產品的樣子 



STEP 3: 利用3D軟體加上材質色彩去感受 



STEP 4: 做比例模型來試驗(可用3D列印) 



STEP 5: 自己製作精緻模型或跑模型廠 





STEP 6: 完成表面處理與測試 



STEP 7: 使用介面的設計(可連結APP) 



STEP 8: 產品完成!!可以進行展示與行銷囉~ 

產品設計的過程似乎有些挑戰性! 

因為他相對有較高的薪水 



產品設計師 32~50K 文創企劃行銷開發人員42~50K 

東南創意產品設計系 就業規劃 

booxi _ Pocket Series Notebook 口袋筆記本.mp4


系如何幫同學找到工作? 

½ 以上有新一代金點新秀獎 
¼ 以上登入if名冊 
2~12個月業界實習經驗 



 

文創產品類: 
般若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http://prajna-design.com/  
禪濤文創有限公司 
亞設王設計有限公司 
晴鉐設計開發有限公司 
壹一設計有限公司(木製生活器具) 
https://ccimarketing.org.tw/yih 
南風工作室 
https://www.facebook.com/nouveaustudio/ 
種子森林設計開發有限公司(玩味旅社) 
貳樓視覺有限公司(攝影工作室) 
怡恆有限公司 
新思維超媒體設計有限公司 
釩天股份有限公司 
…….. 
 

http://prajna-design.com/
http://prajna-design.com/
http://prajna-design.com/
http://prajna-design.com/
https://ccimarketing.org.tw/yih
https://www.facebook.com/nouveaustudio/


 

科技產品類: 
前端開創設計股份有限公司(法拉利周邊商品設計) 
http://www.frontpoint.com.tw/products.html 
美堤有限公司(燈具設計) 
鉅通實業有限公司(玩具設計) 
創欣科技顧問有限公司(模型廠) 
俞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虛擬實境鏡片) 
浤紳國際事業有限公司(珠寶設計) 
伍智金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金屬製品設計) 
享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端子台連接器) 
麥斯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汽車零件設計) 
牧人企業有限公司(化妝品設計) 
正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綠光節能光源設計) 
…………….. 

http://www.frontpoint.com.tw/products.html


產品設計 
課程 / 老師 



東南創設課程-教學方向   文創｜科技 

 文化創意的延伸 

(各類工藝技法結合產品的品牌行銷與展演) 

 互動科技產品的創造 

(感測元件結合3D建模與3D加減法的成形) 



東南創設課程-教學方向 文創｜科技 

3D建模 /參數 設計草圖 

產品設計 模型製作 

平面設計 心理學 / 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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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設計實習 or 
海峽兩岸工作坊 or 

參與德國 IF 設計競賽  

暑期設計實習 or 
海峽兩岸工作坊 or 
海外菁英培育計畫  

蘇州上海設計工作媒合 
研究所甄試 

作品量產 
升學 or 設計工作媒合 

暑期揚州傳統技藝營 
(玉器 漆畫 堆錦 蓪草花) 

東南創設課程-課程規劃   文創+科技 



創設系 師資與定位 

結合向東流設計聯盟的師資團隊 

讓同學在就學時即可產業接軌 





3D印表機列印 

創設系 教學設備 







3d jewelry model mak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StuDtH5f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StuDtH5fI


Laser Engraver 9060 雷射雕刻機 

創設系 教學設備 



創設系 教學設備 



創意產品設計系的教學環境 

專題設計教室(複合式會議室) 

暑假老師帶學生一同執行設計行銷案(8萬元) 



創意產品設計系的教學環境 

茶香故事屋(茶藝創新課程) 

茶具產品開發課程  
請茶藝師帶學生體驗茶文化 



東南科大的地理位置 



豐富的 教學與校園活動!! 



一升二暑期 揚州傳統技藝研習營 

長期: 一個月玉器廠實習或漆畫廠實習 

短期: 一週揚州傳統技藝培訓(蓪草花︑堆錦︑

面塑︑刺繡︑古琴….) 



長期住宿與餐食:假日會安排文化旅遊包含>遊瘦西湖/古運河/揚州博物館/揚州企業 



二升三暑期 海峽兩岸大學生設計工作坊 進駐各大企業提設計案 



三升四暑期 設計公司與金工坊實習 

本系與台灣網商協會合作 

每年提供台北市與新北市200家設計實習缺 



四年級畢業暑期 蘇州上海實習與工作媒合 

本系與蘇州智能製造協和和外貿協會1200

家企業合作~(主推台商企業) 

起薪9000人民幣 加3000住宿與機票 

加起來月薪約台幣55K 



校外參訪-設計師週 



設計工作營＋松菸文創園區（設計圖書館） 



色彩計畫-學學文創上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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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一代設計展金點新秀獎統計表 

學校名稱 產品設計、工藝設計類 入圍件數 排名 

東南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30 (1/2以上同學獲得金點新秀獎畢業)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28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25 3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系 23 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23 4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18 5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系 16 6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系 14 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13 8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13 9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10 10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7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7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系 6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系 4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4   
聖約翰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2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1   
黎明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設計系 0   

東南創設  2016年第1屆全國第3   2017年第2屆全國第7  













國際比賽佳績 東南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 



   
 

 :  
Appliance & electronics World Expo (Shanghai) 2017/IFA Berlin 
2017, TAITRONICS 2017/Hong Kong Electronics Fair 2017 

 
IFA 9 ( ) 
 

   
9  ( ) 





The 16th 2017 INTERNATIONAL JEWELRY DESIGN CONTEST 
(Jewelry Together) 

 
   우수디자이너  

 
設計理念: 
樵夫不懂得珍惜陪伴在他身邊的銀鳥， 
只想找尋比銀鳥更好的金鳥， 
最後銀鳥飛走在夕陽照射下 
才發現其實金鳥一直都在他身邊。 
透過這個故事設計出象徵性的墜飾， 
來提醒自己要珍惜身邊所有， 
不要無意間成為了故事中的樵夫。 

 
3 ( ) 





Cooling Filter ( ) 
2017 IF  ( ) 

 
 IF WORLD DESIGN GUIDE 

 



Prospective Ecological Sink ( ) 
2017 IF  ( ) 

 
 IF WORLD DESIGN GUIDE 

 

1/4 的同學獲得IF大賽入圍榮耀畢業 



109學年入學管道 東南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 



招生1班 55人(外加技優甄選 機械2人 工設4商設4 與高中申請入學10 人) 

 

繁星(3) 獨招(7) 

高職及綜合高中職業科 

   機械群(甄選2、分發1) 
 

製圖科 機械科 
鑄造科 模具科 

 設計群(甄選29、分發10) 
 

美工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圖文傳播科 

 家政群(2) 藝術群(1) 
 

時模科 時尚造型科 
幼保科 美容科 
觀光科 餐飲科 

推甄成績分配 
 

統測成績佔20％，書面審查80％， 



109學年入學獎金 東南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 



繁星(第1志願)： 四年學雜費比照國立大學收費 

技優甄選(第1志願)： 3~4萬元 

甄選入學(第1志願)： 2~3萬元 

登記分發(第1志願)： 1~2萬元 

獨立招生(第1志願)： 1~2萬元 

東南科大 
創意產品設計系 

機械類 
 2人 

 工設類 
   4人 

技優甄選 10 人 

 商設類 
   4人 

入學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