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Jin 的視覺設計專區 / 101-1《中國》竹視傳二C-視覺傳達設計(一)
[期末作業] 視覺設計專題成果展

JinJin / December 04, 2012 07:5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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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覺設計專題成果展
1. 製作項目
請將期中企畫主題完成後續的設計
包含標誌發展，基本系統，指標系統(指示標誌、指示牌等整體規劃)、導覽系統(導覽圖、導覽手冊等規劃)、其他周
邊商品
需針主題需求
1.企畫書列印(請記得將設計成品補充進去後，編排列印)，請注意其裝訂方式。
2.標誌基本系統(標誌、黑白稿、彩色稿、標準色輔助色、基本組合)，吉祥物、指標系統(指示標誌、指示牌等整體規
劃)、導覽系統(導覽圖、導覽手冊等規劃)。
3.自訂相關應用之成品(如海報、旗幟、周邊商品....等)
4.成果展需展出之VI展版。
※請注意整體的設計風格及成品之精緻度※

2. 製作進度
第十二週11/28 標誌發展討論/IF討論
第十三週12/05 標誌發展討論/IF討論
第十四週12/12 指標設計 / 導覽圖設計
第十五週12/19 指標設計 / 導覽圖設計
第十六週12/26 其他周邊設計/ 展版設計
第十七週01/02 成品檢視
第十八週01/09 期末成果展覽

3. 期末成果展展出時程
健心館地下室
1/7(一)早上八點開始佈展，並會邀請所有展出任課老師一起評分
1/7(一)~1/9(三)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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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繳交方式
1.所有製作檔案，於最後一週繳交至ican
將所有檔案整理至資料夾，命名為：
主題-組員學號後三碼，壓縮後上傳
2.於本篇文章上傳：
(1)展版圖檔
(2)基本系統、指標系統、導覽系統、其他設計
(3)展場展出照片至少兩張(全景、近景)
註明：
1.主題：
2.設計理念：
3.欲呈現之設計風格：
5.組員學號
6.組員製作心得
[hr]

2. 展場位置
[IMG]http://i556.photobucket.com/albums/ss1/whc915/place.jpg[/IMG]
[hr]

3. 展版參考
請參考以下展版配置項目，編排形式及內容請自行設計
並請依照主題調整與設計，但編排內容須先與老師討論
展版大小設定為A1:594mmX841mm
[IMG]http://i556.photobucket.com/albums/ss1/whc915/2-1-1.jpg[/IMG]
[hr]
[IMG]http://i556.photobucket.com/albums/ss1/whc915/2-3-1.jpg[/IMG]

Edited 3 time(s). Last edit at 12/19/2012 11:32PM by JinJin.

勝慧 / January 09, 2013 01:18AM

Re: [期末作業] 視覺設計專題成果展
組員:
1005445146 林勝慧
1005445173 林意雯
1005445177 林桂如
1005445180 林煜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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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題： 大溪花海
[2.]設計理念： 因為現在大溪花海農場的視覺形象不夠清晰美觀且缺乏多元化特色，依照我們實際訪查跟網路上稍有
差異，因此遊客不太能深刻感受 到大溪花海農場的百花盛開、萬紫千紅的美麗景象。
[3.]欲呈現之設計風格：典雅 簡單 時尚可愛。
[img]https://fbcdn-sphotos-a-a.akamaihd.net/hphotos-ak-prn1/72582_592769620739652_1843017204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g-a.akamaihd.net/hphotos-ak-ash3/524646_592770214072926_529422357_n.jpg[/img]
展版顏色不知道為甚麼上傳後就變成這樣了 =''(
logo
[img]https://fbcdn-sphotos-g-a.akamaihd.net/hphotos-ak-prn1/530846_592768787406402_615273991_n.jpg[/img]
吉祥物
[img]https://fbcdn-sphotos-c-a.akamaihd.net/hphotos-ak-ash4/860_592762227407058_776893987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e-a.akamaihd.net/hphotos-ak-ash3/542224_592762244073723_1700368550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d-a.akamaihd.net/hphotos-ak-prn1/20091_592762230740391_1920752776_n.jpg[/img]
指標系統
[img]https://fbcdn-sphotos-f-a.akamaihd.net/hphotos-ak-ash4/3844_592762300740384_1972184378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h-a.akamaihd.net/hphotos-ak-prn1/19408_592762304073717_1190734561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b-a.akamaihd.net/hphotos-ak-ash4/427739_592762297407051_1434822556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d-a.akamaihd.net/hphotos-ak-ash3/543220_592762327407048_1600775679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a-a.akamaihd.net/hphotos-ak-ash4/184523_592762344073713_717543461_n.jpg[/img]
周邊商品
[img]https://fbcdn-sphotos-a-a.akamaihd.net/hphotos-ak-ash4/421032_592772554072692_1095710795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g-a.akamaihd.net/hphotos-ak-ash4/397674_592772550739359_1886175696_n.jpg[/img]
[img]https://fbcdn-sphotos-d-a.akamaihd.net/hphotos-ak-prn1/64914_592772534072694_1399528189_n.jpg[/img]
展場展出照片
[img]https://fbcdn-sphotos-h-a.akamaihd.net/hphotos-ak-prn1/530496_592767417406539_1171489551_n.jpg[/img]

心得在光碟唷~因為我們會害羞

Edited 1 time(s). Last edit at 01/10/2013 01:17PM by 勝慧.

andy1992x09 / January 12, 2013 03:00AM

Re: [期末作業] 視覺設計專題成果展
1.主題-新竹城隍廟
2.設計理念-logo是以城隍爺的臉譜為設計發想,希望提升城隍廟之視覺美感
3.設計風格-整體上走傳統復古路線,剪影簡約線條然後又不失藝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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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1005445176許絹喬
組員1005445145許芝嘉
1005445178林雅慧
展版01[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design-1c-homework/57CE968D5EDF5C5572480
1_zpsbb84d972.jpg[/img]
展版02[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design-1c-homework/57CE968D5EDF5C5572480
2_zps99d2a9b8.jpg[/img]
LOGO設計[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65B0724857CE968D5EDFlogo-02_zpsb7911ce5.
jpg[/img]
標準字設計[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6A196E965B578A2D8A08_zps734f1c23.jpg[/img]
指標導覽系統導覽圖[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5C0E89BD5716_zps47dab667.jpg[/img]
路標[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57CE968D5EDF63076A19_zpsd2e0db4c.jpg[/im
g]
周邊商品設計郵筒
[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90F56876_zps78f38de9.jpg[/img]
御守
[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5FA15B88_zpsa0c3037e.jpg[/img]
明信片
[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660E4FE1724771217DDA2_zps810731b7.jpg[/im
g]
[img]http://i1197.photobucket.com/albums/aa430/Andy1992x989/660E4FE1724771217DDA1_zpsba79563e.jpg[/im
g]
製作心得組長-許絹喬
滿累的一次作業,因為前面lose掉太多導致後期趕場趕得很嚴重,靈魂根本快抽離身體!!!!!!
結果算還可以,但是我覺得有很多地方如果有足夠時間相信我可以再把它做得更好,因為自己滿喜歡自己做作業,比較沒
有壓力還有最重要是風格一不一致,這個點真的是把我搞瘋了,中途還跟一組員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但願下次組員
可以更積極一起努力!
組員-許芝嘉
這次的城隍廟作業我的參與度不多,話說要幫廟設計東西但做的時候行動力卻又瞬間降低,對cis的東西越來越沒概念,
尤其每次畫完一張草圖準備給老師看時，當老師說做做看阿的時候，當下會覺得：可是我總覺得少了東西，準備拉稿
時沒有方向頭緒，只能硬著頭皮畫下去。這次看完大家的成果展後,就可以知道自己所給自己的成果就只是這一點成
果,看過成果展,好多組看的出來是精心設計的,希望自己能快給自己找回點企圖心,好做出作品來。
組員-林雅慧
這次的作業,讓我受益良多,讓我學到團隊合作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件事,一開始在彼此的默契跟想法不一樣,吃盡了不
少苦投彈最後的結局是甜的,我們創造出一個獨一無二有個人風格的團隊,組長很辛苦組員也很辛苦,在做作業之中常常
會有很多衝突,然後一直被別人反駁雖然很不愉快,但是我們越挫越勇,出來的成品我們都很喜歡,也很謝謝老師不辭辛
勞的指導給我們時間並指導我們如何修改的更好。

Hermit / January 13, 2013 10:51PM

Re: [期末作業] 視覺設計專題成果展
1.主題：新竹市市立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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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理念：除了改善美觀以外，並統整園區規劃以及指示標記的便利。
改善視覺指標以及導覽系統使遊客增加想去【新竹市立動物園】的慾望。
3.欲呈現之設計風格：可愛簡潔
4.組員學號：1005445142、1005445138、1005445137、100545134、1005445125
5.組員製作心得：
張宇晴：藉由這次的指示標誌形象設計，我學習到要由【客戶】以及【購買者】兩個角度來做分析以及意見整理，進
而衍生出我們要走的設計方向。進而做出起初的設計方向簡報，來向客戶們解說，而簡報部分，我們需要在更加有設
計感，除了圖形，另外在文字上也要特別研究與設計。
吳彩妏：學期的一開始，就知道這個作業要做一個學期，可見這份作業份量還滿大的。
從開始分組到展覽大概一學期，從實地勘查到指示標示設計每一個步驟我們都花了很多的時間，當然也包括睡眠時間
。整組的人員似乎只有在上課時間才有辦法做討論，因為我們其他時間都有別的事要做；不過實地勘查的部分大家都
盡力了，也盡量挪出時間去做實地勘查跟問卷調查這部分了。在上課與老師們討論完該修改的地方後我們就會進行討
論要怎麼坐會比較好，只不過大家回去後礙於很多事要做，所以交件時間都不太一樣。直到現在要佈展了，很多東西
才做整合，感覺很趕。這一整學期做下來，真的還滿累的，這種分組的大型作業。
黃榕亭：感覺很類似高三時做視覺傳達設計專題的模樣，也是從無到有都是自己構想，一開始討論主題時總是難以決
定，要考慮交通、大家的時間、參觀的人數...等好多因素都要考量進去，製作過程中也會遇到不知從何下手的困境，
這時候上網查詢一些資料對我來說很有幫助，也因此發現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字體跟整個主題的風格是否
統一、配色不可太突兀...等，然而我覺得不僅僅是能力問題，組員之間的向心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直到最後的輸出，我都要說這是場災難，從分配工作就開始一連串的問題，大家忘東忘西又相互責怪，沒有人知道該
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當我想心平氣和大家坐下來討論，又有人根本不想參與，滿腦子其他事情。
我在這個製作中學到的不是如何設計、規劃，是學習不要生氣、不要讓某個點的不愉快延續下去以致於破壞所有企劃
，因為大家都希望有成功的結果、好的成績，但光是這樣就讓我氣的想放手不做算了。
比起設計和排版的書我更需要「如何突破團體作業的種種障礙」之類的書，這次的作業讓我深刻的感受到會設計、畫
圖都還只是其次，重要的是如何分配好時間、工作，還有良好的溝通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都該睜大眼睛看清楚企劃
的題目、要求。其實很可笑，因為我所講的需要注意事項都是基本中的基本，但我們把重心都放在設計上面，以至於
少了什麼被責罵時，大家都不開心。
很多很多基本東西我們都懶得看懶得查，但這些比起糟糕的設計更為致命，感謝老師讓我有這一次的經驗——雖然都
在兵荒馬亂中學習，儘管不能肯定每個同學都有收穫，但至少在往後的作業，我不會一步錯步步錯。
林宏奕：在這次的專題成果展裡，與組員之間的合作雖然偶而會有一些摩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彼此互相包
容互相尊重，即使遇到了相當多的麻煩，我們也一起努力的去解決，也會彼此互相幫忙，其實還蠻高興在二年級的時
候有機會能這樣展出，在新一代前能夠跟多一點人合作，找到適合自己的人，在未來的日子裡才能做得開心又有成就
感。

Edited 1 time(s). Last edit at 10/22/2014 04:57PM by Hermit.

張育綺 / January 19, 2013 05:55PM

Re: [期末作業] 視覺設計專題成果展
[img]http://sphotos-e.ak.fbcdn.net/hphotos-ak-prn1/555460_3686679905378_1700597042_n.jpg[/img]
[img]http://sphotos-b.ak.fbcdn.net/hphotos-ak-ash3/553052_3686680145384_1251952381_n.jpg[/img]
1.主題： 內灣老街
2.設計理念： 使內灣老街讓更多人知道以前的歷史和現在帶來的意義
，利用內灣老街本身的特色下去利用設計
3.欲呈現之設計風格： 復古懷舊風格
5.組員學號 1005445150張育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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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組員製作心得:雖然自己一組但是學到的東西真的很完整，從頭到尾都知道要如何做，
雖然很累也花了快一千元再輸出上面==(好貴...)，但是後來做出來看到成品後真的蠻開心的，
剛開始還在煩惱要怎麼辦做不做得出來，終於完成了，雖然東西不是很多，
但是每個設計都是花了蠻多心思和時間下去完成的，
最後週展覽的那週星期二晚上發生車禍…原本想說利用星期三上課的時間可以去拍照交作業…但是真的沒辦法~~
也在這次學到很多東西~和一些自己日後需要調整的事，像是時間分配，善用時間之類...
最後重要的是~希望有個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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