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學士班(日間部) 課程地圖

共同通識課程

（106 學年度入學者適用）

興趣通識自選必修課程

院核心課程+系必修課程（73）

【一上/ 2】國文(1)
【一下/ 2】國文(2)

專業知識類(19％)

【一上/ 0】軍訓(一)
【一下/ 0】軍訓(二)

主軸設計類(33％)

【一上/ 2】織品材料學(一)
【一下/ 2】織品材料學(二)
【二下/ 2】織物染色與檢驗
【三上/ 2】成衣工程學
【二上/ 2】電腦輔助設計(一)
【二下/ 2】電腦輔助設計(二)

【二下/ 2】國文(3)
【一上/ 2】英文(1)
【一下/ 2】英文(2)
【二上/ 2】英文(3)
【三上/ 2】英文(4)
【一上/ 0】體育(1)
【一下/ 0】體育(2)

【一上/ 3】創作基礎(一)
【一下/ 3】創作基礎(二)
【二上/ 3】服裝設計 (1)
【二上/ 3】服裝設計(2)
【三上/ 3】服裝設計 (3)
【三下/ 3】服裝設計(4)
【四上/ 3】服裝整合設計(一)
【四下/ 3】服裝整合設計(二)

【二上/ 0】體育(3)
【二下/ 0】體育(4)
【三上/ 2】文化史
【三下/ 2】生活藝術

專業技術類 (35％)
【一上/ 2】服裝畫 (1)
【一下/ 2】服裝畫(2)
【一上/ 3】服裝構成製作(1)
【一下/ 3】服裝構成製作(2)
【二上/ 3】服裝構成製作(3)
【二下/ 3】服裝構成製作(4)
【二上/ 3】立體裁剪(1)
【二下/ 3】立體裁剪(2)
【三上/ 3】國服研究製作

人文學科領域
社會科學領域
自然科學領域
※ 至少需修畢兩門
不同領域之課
程，合計4學分。

人文藝術類(16％)

【二上/ 2】家庭科學
【四上/ 2】品德與法治教育
【四下/ 0】英語文專業能

【一上/ 2】設計概論(一)
【一下/ 2】設計概論(二)
【一上/ 2】藝術史(一)
【一下/ 2】藝術史(二)
【二上/ 2】中國服裝史
【二下/ 2】西洋服裝史

力指標

系選修課程（27 學分） 至少修滿本學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方可畢業

專業選修就業模組課程

流行設計應用類
【二上/ 2】造型設計(一)
【二下/ 2】造型設計(二)
【二上/ 2】服裝畫(3)
【二上/ 2】人體素描
【二上/ 2】服飾美學
【三上/ 3】男裝設計
【三上/ 2】飾品設計(一)金工
【三下/ 2】飾品設計(二)金工
【三上/ 2】配件設計(一)
【三下/ 2】配件設計(二)
【三上/ 2】國際時尚設計研習(一)暑上
【四下/ 3】劇服設計
【四上/ 2】袋包設計(一)
【四下/ 2】袋包設計(二)

織品設計類
【二上/ 3】電腦輔助梭織物設計(一)
【二下/ 3】電腦輔助梭織物設計(二)
【三上/ 3】電腦程控橫編針織設計(一)
【三下/ 3】電腦程控橫編針織設計(二)
【三上/ 3】布花設計
【三下/ 1】布花設計實務應用
【四上/ 3】針織物設計(1)
【四下/ 3】針織物設計(2)

※ 修畢該模組課程達 20 學分以上，給予就業模組證明書

產業與經營企劃類
【一下/ 2】服飾產業導論
【二下/ 2】服飾專業英文
【二下/ 3】服飾陳列
【三上/ 2】服飾行銷(一)
【三上/ 2】服飾行銷(二)
【三上/ 1】服飾產業實習(一)
【三下/ 1】服飾產業實習(二)
【四上/ 2】服飾經營(一)
【四下/ 2】服飾經營(二)
【四上/ 2】服飾採購
【四上/ 2】流行資訊分析
【四下/ 2】流行零售管理
【四上/ 1】服飾產業實習(三)
【四下/ 3】服飾產業實習(四)

其他類選修

新媒體應用類
【二下/ 2】服飾影像設計與媒體應用
【三上/ 2】服飾影像製作實務
【四上/ 2】時尚媒體應用(一)
【四下/ 2】時尚媒體應用(二)
【四下/ 2】時尚攝影

專題類
【三下/ 2】研究方法與論文習作
【四上/ 1】論文專題研究(一)
【四下/ 1】論文專題研究(二)

版型與製作類
【三上/ 3】版型與設計(一)
【三下/ 3】版型與設計(二)
【三上/ 3】立體裁剪(3)
【三下/ 3】立體裁剪(4)
【三上/ 3】成衣打版
【四上/ 3】立裁與設計(一)
【四下/ 3】立裁與設計(二)
【四上/ 2】電腦打版放縮(一)
【四下/ 2】電腦打版放縮(二)

設計學院(跨領域課程)
(設計管理學分學程)
【日設選 A/2】跨系所國際設計工作營
【設管一甲/3】設計產業實務研究
【設管一甲/2】設計產業行銷(一)
【設管一甲/2】設計產業行銷(二)
【設管一甲/2】設計產業組織管理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學士班(進修部) 課程地圖

共同通識課程

（106 學年度入學者適用）

興趣通識自選必修課程

院核心課程+系必修課程（73）

【一上/ 2】國文(1)
【一下/ 2】國文(2)

專業知識類(19％)

【一上/ 0】軍訓(一)
【一下/ 0】軍訓(二)

【一上/ 2】織品材料學(一)
【一下/ 2】織品材料學(二)
【二下/ 2】織物染色與檢驗
【三上/ 2】成衣工程學
【二上/ 2】電腦輔助設計(一)
【二下/ 2】電腦輔助設計(二)

【二下/ 2】國文(3)
【一上/ 2】英文(1)
【一下/ 2】英文(2)
【二上/ 2】英文(3)
【二下/ 2】英文(4)
【一上/ 1】體育(1)
【一下/ 1】體育(2)

主軸設計類(33％)
【一上/ 3】創作基礎(一)
【一下/ 3】創作基礎(二)
【二上/ 3】服裝設計 (1)
【二上/ 3】服裝設計(2)
【三上/ 3】服裝設計 (3)
【三下/ 3】服裝設計(4)
【四上/ 3】服裝整合設計(一)
【四下/ 3】服裝整合設計(二)

【二上/ 1】體育(3)
【二下/ 1】體育(4)
【三上/ 2】文化史
【三下/ 2】生活藝術

專業技術類 (35％)
【一上/ 2】服裝畫 (1)
【一下/ 2】服裝畫(2)
【一上/ 3】服裝構成製作(1)
【一下/ 3】服裝構成製作(2)
【二上/ 3】服裝構成製作(3)
【二下/ 3】服裝構成製作(4)
【二上/ 3】立體裁剪(1)
【二下/ 3】立體裁剪(2)
【三上/ 3】國服研究製作

人文學科領域
社會科學領域
自然科學領域
※ 至少需修畢兩門
不同領域之課
程，合計4學分。

人文藝術類(16％)

【二上/ 2】家庭科學
【四上/ 2】品德與法治教育

【一上/ 2】設計概論(一)
【一下/ 2】設計概論(二)
【一上/ 2】藝術史(一)
【一下/ 2】藝術史(二)
【二上/ 2】中國服裝史
【二下/ 2】西洋服裝史

系選修課程（27 學分） 至少修滿本學系專業選修 12 學分，方可畢業

系選修課程

流行設計應用類
【二上/ 2】造型設計(一)
【二下/ 2】造型設計(二)
【二上/ 2】服裝畫(3)
【二上/ 2】人體素描
【二上/ 2】服飾美學
【三上/ 3】男裝設計
【三上/ 2】飾品設計(一)金工
【三下/ 2】飾品設計(二)金工
【三上/ 2】配件設計(一)
【三下/ 2】配件設計(二)
【三上/ 2】國際時尚設計研習(一)暑上
【四下/ 3】劇服設計
【四下/ 3】服飾品牌整合設計(一)
【四上/ 2】袋包設計(一)
【四下/ 2】袋包設計(二)

織品設計類
【二上/ 3】電腦輔助梭織物設計(一)
【二下/ 3】電腦輔助梭織物設計(二)
【三上/ 3】電腦程控橫編針織設計(一)
【三下/ 3】電腦程控橫編針織設計(二)
【三上/ 3】布花設計
【三下/ 1】布花設計實務應用
【四上/ 3】針織物設計(1)
【四下/ 3】針織物設計(2)

※ 修畢該模組課程達 20 學分以上，給予就業模組證明書

產業與經營企劃類
【一下/ 2】服飾產業導論
【二上/ 2】服飾專業英文
【二下/ 3】服飾陳列
【三上/ 2】服飾行銷(一)
【三上/ 2】服飾行銷(二)
【三上/ 1】服飾產業實習(一)
【三下/ 1】服飾產業實習(二)
【四上/ 2】服飾經營(一)
【四下/ 2】服飾經營(二)
【四上/ 2】服飾採購
【四上/ 2】流行資訊分析
【四下/ 2】流行零售管理
【四上/ 1】服飾產業實習(三)

其他類選修

新媒體應用類
【二下/ 2】服飾影像設計與媒體應用
【三上/ 2】服飾影像製作實務
【四上/ 2】時尚媒體應用(一)
【四下/ 2】時尚媒體應用(二)
【四下/ 2】時尚攝影

專題類
【三下/ 2】研究方法與論文習作
【四上/ 1】論文專題研究(一)
【四下/ 1】論文專題研究(二)

版型與製作類
【三上/ 3】版型與設計(一)
【三下/ 3】版型與設計(二)
【三上/ 3】立體裁剪(3)
【三下/ 3】立體裁剪(4)
【三上/ 3】成衣打版
【四上/ 3】立裁與設計(一)
【四下/ 3】立裁與設計(二)
【四上/ 2】電腦打版放縮(一)
【四下/ 2】電腦打版放縮(二)

設計學院(跨領域課程)
(設計管理學分學程)
【日設選 A/2】跨系所國際設計工作營
【設管一甲/3】設計產業實務研究
【設管一甲/2】設計產業行銷(一)
【設管一甲/2】設計產業行銷(二)
【設管一甲/2】設計產業組織管理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地圖 (106 學年度)

畢業總學分（30）

必修課程(12)
【一上/ 3】創作思考與設計
【一下/ 3】研究方法
【一下/ 3】設計專題
【二上/ 3】國際設計工作營
【一上/ 0】學術研究倫理教育

選修模組課程(18)
學術型

實務型

共同選修

【一上/3】時尚服裝創意設計(一)

【一上/3】國際時尚產銷實務(一)

【一上/3】專題講座(一)

【一下/3】時尚服裝創意設計(二)

【一下/3】國際時尚產銷實務(二)

【一下/3】專題講座(二)

【一上/2】專題研究(1)

【一上/2】成衣製程管理(一)

【二上/2】時尚品牌研究

【一下/3】專題研究(2)

【一上/2】成衣製程管理(二)

【二上/2】電子商務

【二上/2】設計略管理與經營

【二上/2】專業實習

【二上/2】時尚採購與零售
【二上/3】專題研究(3)
【二下/2】專題研究(4)
【二下/2】 時尚媒體與行銷
【二下/3】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二下/2】服飾物流與管理

學術型屬性的學生選修課程須選滿

實務型屬性的學生選修課程須選滿

13 學分

12 學分

碩士資格考
提出「創作實驗報告」書面一式三份
（二年級上學期初可提出）通過後始
可進行畢業論文或畢業創作之製作。

共同選修課程學生自選 6 學分

碩士學位考
通過資格考之碩士學位候選人，得
於次學期起檢具歷年成績表、論文
初稿、論文提要及碩士學位考試申
請表，連同創作論文指導紀錄表提
出學位考試申請。

備註：103 學年度後入學研究生須觀摩過本所辦理 2 場資格考、口試與設計學院主辦之國際設計研討會論
文發表，才具申請資格考與口試資格。
（103 學年度後入學者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