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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漫畫系畢業製作分組及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2 月 26 日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9 日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7 日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4 日修訂通過 

 

一、宗旨 

 (一)培養獨立積極之創作態度，提升漫畫專業知能。  

(二)深根漫畫教育，培育漫畫產業人才。  

(三)展現學習總和成效，符合業界專才之需求。  

二、負責單位 

(一)系辦公室：場地協調、文件資料收取、公文函發送。  

(二)畢籌會：規劃審查場次排序、時間、地點、造冊列表，統籌聯合展出事宜。 

(三)行政總監:負責統籌畢業製作所有分組、審查及行政之事務。 

三、為培養學生具備從事畢業製作所需之正確學術倫理認知與態度，進而提昇

學生畢業製作課程之教學品質，凡教授相關課程之教師，均需在授課前先通過

教育部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線上課程測驗並取得證明。  

四、畢業當年第一學期須完成網路教學「學術研究倫理」課程，內容「避免抄襲

或剽竊」等單元，共 6小時，須通過線上課程測驗及格標準。 

五、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納入「學生畢業製作課程」之教學進度，載明於課程大綱，

並通過教育部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線上課程測驗，學生取得修課

證明併納入成績計算，配分比率由系課程委員會討論，經系務會議報告後，紀

錄送交教務處課務組備查。 

  

六、分組  

(一)三年級上學期末時，填選畢業製作指導老師，未填選者則遞補至人數未滿 

      之組別。 

(二)每位老師指導學生人數最多以 25位為上限。    

(三)欲更換組別者，可於三年級下學期期末時提出申請，然需在欲更換之他組 

      員額未滿之情況下，始得更換，若欲更換之他組員額已滿，則需在他組成 

      員有意交換之情況下，始得更換。換組時，師生共同簽署「更 

      換組別同意書」後並向畢籌會提出申請換組或拆組。  

(四)指導老師有指導畢業創作，輔導學生策展、年鑑編輯、聯合展及配合畢 

    籌會統籌事宜之責任。  

(五)畢業生有參加作品審查、印製年鑑、聯合展覽活動之義務，如有規避情形

且經輔導無效者，指導老師應列入畢業製作成績評量，予以不及格考核。 

七、畢製類別 



2 
 

每位學生須選擇畢業作品類別並依規定提出作品參加審核。類別如下: 

(一)漫畫單行本: 

1. 電腦繪製 B5尺寸黑白完稿，內頁數 48 頁以上(須含 2頁彩色。

另繪封面、封底彩色共 2頁) 。 

2. 紙本繪製 B5尺寸黑白完稿，內頁數 48 頁以上(須含 2頁彩色。

另繪封面、封底彩色共 2頁。  

(二)全彩條漫:回(話)數不拘，每回(話)格數自訂，共需 240 格以上。 

(三)插畫作品集:電腦繪製或是手繪皆可，B5尺寸以上彩色完稿，總頁數不得   

     低於 30頁，須有完整主題，最多可分為 3個主題，一個主題至少 10頁， 

     每頁皆構圖嚴謹，繪製完整，角色細緻，背景豐富。 

 (四)遊戲設計： 

須完成遊戲企劃書面報告與遊戲程式，遊戲企畫書面報告包括： 

1、遊戲簡介：設計理念、遊戲類型、遊戲特色、上架平台 

2、市場競品分析：與現有作品的分析與比較、目標市場 

3、遊戲企劃：世界觀、故事背景、主要角色介紹 

4、遊戲美術：包含角色設定、場景、道具、介面設定與操控方式 (介面設

定、操控方式) 

5、遊戲架構與流程圖：遊戲玩法架構、遊戲流程、結局與多週目規劃 

6、團隊分工與預訂進度表：團隊分工、預定進度表 

7、智慧財產權與資料引用 

(五)玩具模型公仔製作： 

   須完成公仔設計企劃書面報告、實體公仔 1隻與數位公仔 3隻(含底座)與 

角色海報。公仔設計企劃書面報告內容包括： 

1、設計理念 (動機與背景、特色、目標族群) 

2、市場分析 (現有作品的分析與比較、價格定位) 

3、美術設定 (4 隻、表現風格、角色文字設定、角色美術設定、道具與坐

檯設定) 

 (六)系形象:負責畢製形象製作，內容包括各類宣傳海報、文宣、背板、邀請

卡、畢業製作宣傳影片及漫畫系畢業製作年鑑之製作等。 

 

八、審查 

為掌握學生畢業作品之進度與品質分成一審、二審、三審、共三階段，

分別於三年級下學期末﹑四年級上學期末，以及四年級下學期校內展時，

邀請校外專家同系上教師進行審查，各類別審查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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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類〉 

(一) 一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頁漫 16頁完稿或條漫 80 格完稿，以

供審查。一審通過之作品即可投稿漫畫比賽。 

(二) 二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頁漫 16頁完稿或條漫 800 格完稿，

以供審查。 

(三) 三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頁漫 16頁或條漫 80 格完稿，並於校

內展時以紙本方式完成作品集裝訂，以供審查。 

 

〈插畫類〉 

(一) 一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 10 頁彩稿，以供審查。 

(二) 二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 10 頁彩稿，以供審查。 

(三) 三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 10 頁彩稿，並於校內展時以紙本方

式完成作品集裝訂，以供審查。 

 

〈遊戲類〉 

(一) 一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遊戲企劃書面報告(60%)以供審

查。 

(二)  二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遊戲企劃書面報告(100%)與遊戲程

式(50%)以供審查。 

(三)  三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完成遊戲程式(100%)以供審查。 

 

〈玩具模型公仔類〉 

(一)一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公仔企劃書面報告(60%)、2 件數位  

檔。 

(三)二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 3D列印 1件及 2件數位檔以供審查。 

(四)三審-每位學生須在規定之時間完成 3D列印 1 件並彩色塗裝，以及 3 件數

位檔與作品海報、DM 以供審查。 

 

以上，所有分組類別學生皆須有自我宣傳作品之責任，需設定個人粉專並完成

20則貼文。作品於校外及校內展覽期間時須同時須展示作品卡片、周邊商品(酷

卡與胸章)等。此外，學生於畢業離校前每位學生須繳交個人畢業作品集 1 本，

以作為系上留存。 

特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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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認定之特教生、具有公私立醫院證明之身心障礙，如躁鬱症、憂鬱症

及相關類似之精神官能症之學生，畢業製作之數量依頁漫類、條漫類、插

畫類及遊戲類之規定減至四分之三，玩具模型公仔製作類則減至三分之

二。 

2. 審查條件以小組為單位，採公開展示方式進行審查。敦聘全體畢業製作指

導老師以及業界相關業師擔任評審委員。審核日期以畢籌會公告為主，評

審方式以分數「通過」、「未通過」為評比。評審分數未達 60分者則為「未

通過」，未通過者，則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修改，並給予分組老師確認過後方

可完稿。 

 

九、成績審查 

(1)各階段畢製之期中成績由各組指導老師自行給分，而三次畢製審查， 

分別於三年級下學期末﹑四年級上學期末，以及四年級下學期校內展時，

邀請校外專家同系上畢製指導老師共同進行審查，再由畢籌會行政總監

負責收集及彙整所有審查委員成績，並由畢籌會行政總監計算平均成績，

再委由指導老師登錄學校成績系統。 

(2)學生如收到成績有疑慮，請畢籌會行政總監進行確認，如指導老師登

記成績錯誤，由指導老師負責。如審查成績計算錯誤，則畢籌會行政總

監負責。 

(3)畢籌會行政總監須公布審查委員意見於系公告。 

 

十、分組工作 

佈置組 

    工作內容:所有審查場地與校外展場規劃與設計，包含動線安排。 

器材運輸組 

    工作內容: 校外展之所有器材借用、管理與搬運。 

形象組: 

    工作內容: 畢業展主視覺﹑海報﹑文宣﹑畢業年鑑之設計，以及網頁經營 
    校外展、畢業年鑑等之設計會審、校稿、印刷議價與展覽之相關廣告、 

    作與文宣品輸出印刷。 

行政組: 

    工作內容: 所有審查業務與校內外展所有作品、文件資料等統計與處  

    理。畢籌會相關會議記錄。收取畢業基金、審核各項開支及帳冊管理 

    與紀載。採購一般性用具等。 

公關組 

工作內容: 會審評審、師長邀請、聯絡事宜與及所有展覽的拍照與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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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請假規定 

(一)請假需跑完規定的請假流程，否則一律視同無故缺席。 

(二)若在審查當日因緊急事故無法參與審查者，必須在三天前依學校之    

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並告知行政組。並在審查後一週內提出相關之 

請假證明並完成請假手續。          

(三)請假者如未在審查後一週內提出證明，則以相關扣分之規定懲處。 

 

十二、相關扣分之規定 

審查當日，若違反下列之規定，依規定懲處。 

(一)遲到 10分鐘以內，扣個人該次會審成績 5分 

(二)遲到 30分鐘以內，扣個人該次會審成績 10 分 

(三)遲到 30分鐘以上，該次會審成績以折半計算 

(四)審查當日未請假無故缺席者，該次會審成績以 0分計算 

(五)擾亂會審秩序，扣個人該次會審成績 15分 

(六)請假者如未在審查後一週內提出證明，會審成績 0分。 

(七)未繳交審查之作品，審查成績以 0分計算。 

 

十三、展覽 

  (一)校外成果展 

1.每位畢業生必須參加校外成果展一次，資格如下 

 作品須經指導老師認可，如有特殊情形得由佈展輔導老師會同行政總監、 

     系主任與指導老師、作者協商。       

 2經費：校補助款、畢籌會。  

(二)校外小組成果展 

1.每位畢業生必須參加校外小組成果展一次，展覽地點由各分組負責規劃   

   地設計與展場佈置。                         

   2.經費：校補助款、畢籌會。 

(三)網路數位平台作品展 

    每位畢業生必須將畢製作品上傳網路數位平台作為展示。   

 

十四、競賽 

  (一)所有畢業生都須在總審前至少參加二次與本系相關之國內外競賽。 

   (二)總審後，由各組推派學期成績優異者須參加設計類比賽，並安排課後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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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系上認可競賽項目如附件一，並同學遵循指導教授之指導，如附件

一。 

 

十六、學生參加審核之作品，如有疑似抄襲、剽竊、挪用等違反智慧財產權情形

發生時，依情節輕重，並依校規懲戒 

 

十七、本要點規範之相關事項視為畢業製作課程內容，凡修習本課程者均須配 

       合，方可取得學分。  

 

 十八、本要點未臻事宜請參照畢業製作及展覽事宜工作備忘錄。 

 

 十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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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漫畫與插畫類比賽 

 

  

國內競賽 

漫畫組 

台灣巴哈姆特 ACG創作大賽 報名日期:每年 5月 

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 報名日期:每年 7月 

長鴻原創大賽 報名日期:每年 12月至隔年 4月 

教育部全國美術比賽漫畫大專非美術科系組 報名日期:每年 10月 

插畫與遊

戲組 

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 報名日期:每年 7月 

COPIC台灣 ACG原創插畫&設計大賽 報名日期:每年 1月 

ART street 每月插畫比賽 報名日期:每個月 

公仔組 
開拓原型設計大賽 (RF) 報名日期:每年 10月~11月 

第二屆南應大漫畫系國際公仔大賽 報名日期:2023年 2月 

國際競賽 

漫畫組 

日本京都國際動漫大賞 ★  報名日期:每年 5、7月 

CLIP STUDIO國際漫畫校園大賽 ★ 報名日期:每年 4、5月 

漫畫王國鳥取國際漫畫 ★ 報名日期:每年 4-8月 

台日、學生原創漫畫大賽 ★ 報名日期:每年 11-12月 

”マックガーデン 1ページマンガ賞箱庭 報名日期:毎月 1日 

”ジャンプ SQ.RISE新人漫画賞 報名日期:每月第一週 

花とゆめまんが家コース HMC 報名日期:每月第 20日 

ツイ 4新人賞座談会 報名日期:每個月 

韓國國際喜劇•漫畫學校大賽 報名日期:每年 11月至隔年 1月 

插畫與遊

戲組 

CLIP STUDIO國際漫畫校園大賽 報名日期:每年 4、5月 

日本京都國際動漫大賞 報名日期:每年 5、7月 

台日、學生原創漫畫大賽 報名日期:每年 11-12月 

3x3 國際插畫比賽 報名日期:每年 4月 

JUMP全球插畫比賽 報名日期:每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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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類相關競賽 

設計相關類比賽 

 
 

國內競賽 

漫畫、插畫與遊

戲組 

金點新秀設計獎-傳達設計類(限參加新一代

展) 
報名日期:每年 3月 

金點概念設計獎-傳達設計類(不限參加新一

代展的學生或社會設計新秀) 
報名日期:每年 4月至 6月 

放視大賞-傳達設計組 
報名日期:每年 2月至 4月 

放視大賞-最佳原創組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商品設計群、動漫互動多媒體群 
報名日期:每年 2月至 3月 

金赫獎年度設計競賽-廣告海報設計、數位繪畫

類 
報名日期:每年 4月至 7月 

公仔組 

金點新秀設計獎-工藝設計類(立體) 報名日期:每年 3月 

放視大賞-產品設計組(立體) 報名日期:每年 2月至 4月 

臺灣工藝競賽獎 報名日期:每年 5月 

國際競賽 

漫畫、插畫與遊

戲組 

德國紅點品牌與傳達設計大獎 -傳達設計門類                    報名日期:每年 5月 

德國紅點設計概念大獎-視覺傳達類 報名日期:每年 2月至 3月 

德國 iF 設計獎-傳達設計類 報名日期:每年 10月 

英國倫敦國際獎-海報設計、 報名日期:每年 6月至 9月 

Adobe 卓越設計大獎-插畫、印刷與平面設計 報名日期:每年 4月至 6月 

波蘭華沙國際海報雙年展-主題不限 報名日期:每年 2月 

捷克布魯諾國際平面設計雙年展-海報 報名日期:每年 11月 

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年展-海報 報名日期:每年 12月 

法國蕭蒙國際海報節國際競賽學生展-主辦單

位自訂 

報名日期:每年 12至 3月 

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 報名日期:每年 10至 11月 

美國傳達藝術年度獎-插畫類與設計類 報名日期:每年 1至 5月 

公仔組 德國紅點設計概念大獎-3D列印類 報名日期:每年 2月至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