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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一一一、、、、    師資師資師資師資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 

助理教授 

兼系主任 

李昌國 

Chang-Kuo Li 

繪畫修復保存研究所

Ph.D.Universidad de 

Sevilla, Spain 

（西班牙塞維亞大學） 

油畫、繪畫修復保

存、藝術史、藝術欣

賞 

助理教授 
林金祥 

Chin-Hsiang Li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h.D. 

創造力理論與思考、 

質性研究、認知心理 

課程設計、產品設計 

助理教授 
朱賢哲 

Hsien-Che Chu 

Film Production, MFA 

Syracuse University, USA

（美國雪城大學） 

電影編劇、導演、紀

錄片拍攝、動態攝影 

助理教授 
楊朝明 

Chao-Ming Ya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設計研究所碩士 

視覺符號、企業形象

設計、廣告設計、包

裝設計、設計思潮 

講師 
莊妙仙 

Miao-Hsian Chuang 

美國紐約理工學院 

傳播藝術碩士 
平面多媒體設計 

講師 
劉瑞芬 

Jue-Fen Liu 

中國北京清華大學 

設計藝術學博士 

設計管理、平面設

計、廣告設計、符號

學 

講師 
薛惠月 

Hui-Yueh Hsieh 

Royal College of Art, UK. 

M.A. 

藝術創作、視覺理論 

版畫 

 

二二二二、、、、    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 

[1] 楊朝明,”隱喻修辭的視覺圖像與標題對廣告效果的影嚮”,設計學報 第十二卷 第一

期,第 19~36 頁,2007.  

三三三三、、、、    會議論文會議論文會議論文會議論文 

[1] 朱賢哲, ”2007 影像詩/創世紀排練”, 2007 台北電影節全球華人影像精選, 台灣台

北, 6 月 24 日, 2007. 

[2] 莊妙仙, ”隨身背包作為自我與移動書寫應用”,2007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

討會, 台灣台北, 11 月 24 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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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朝明, ”圖像符號資訊量對判讀效率之影嚮”,文化創新與設計發展國際學術研

討會, 台灣中壢, 12 月 14 日, 第 183-192 頁, 2007 

[4] 劉瑞芬, ”剖析「設計人」中的創造力結構”,2007 創意、創新、創業國際研討會, 台

灣霧峰, 5 月 30 日~6 月 1 日, 第 289-290 頁, 2007 

[5] 劉瑞芬, ”設計管理教育的發展-以英國布魯內爾大學為例”,2007 全國視覺傳達設

計教育論壇, 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慶, 11 月 24~25 日, 第 7-10 頁, 2007 

 

四四四四、、、、    專書及技術報告專書及技術報告專書及技術報告專書及技術報告 

[1]朱賢哲,”2007 影像詩 DVD”,公共電視, 2007. 

[2]朱賢哲,”穿越和平 DVD”,公共電視 風潮唱片, 2007. 

 

五五五五、、、、    專利專利專利專利：：：：無無無無 

六六六六、、、、    研究計畫及建教案研究計畫及建教案研究計畫及建教案研究計畫及建教案 

項次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起訖日期 金額 

1 朱賢哲 水文水質保護宣導影片製作 

厚鼎傳播整合

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 

20071011 

20080115 
330,000 

合計 330,000 

七七七七、、、、    研究生論文研究生論文研究生論文研究生論文：：：：無無無無 

八八八八、、、、    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1] 過炳樞、王品盛、許皕彥、陳家盛、黃庭甫、謝立偉(四傳四)，作品「紙有這樣」， 

2007 年新一代設計競賽，數位媒體類銀獎，2007。 

[2] 楊朝明、孫育豪、黃建達、廖勇智、劉至原、謝德翰(四傳四)，作品「被遺忘的臉

龐」，2007 年新一代設計競賽，數位媒體類銅獎， 2007。 

[3]  楊朝明、周宏澤(四傳二)，作品「母子」，2007 關懷愛滋學生才藝創作競賽，海報

設計類，全國第一名，2007。 

[4]  楊朝明、李信男 (四傳一)，作品「再來一球」，2007 全國大專校院平面廣告與海報

設計競賽，入選獎，2007。 

[5] 劉瑞芬、郭晉魁(四傳二)，作品「手訊」，萬用 POP 海報背景版設計，入選獎， 2007。 

[6] 劉瑞芬、張明淳(四傳二)，作品「電球視」，萬用 POP 海報背景版設計，入選獎， 

2007。 

[7]  劉瑞芬、劉易明(四傳二)，作品「走自己的路」，萬用 POP 海報背景版設計，入選

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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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教師優異經歷： 

朱賢哲： 

    2007/12/09  榮獲南方影展紀錄片首獎 

    2007/10     榮獲教育部教育影展評審團特別推薦獎 

    2007/7      擔任教育部技職司所 2007 年第二屆國際科技藝能競賽培訓課程講師 

    2007/7      擔任康寧護專全國大專生青春記事數位短片競賽複審評審 

    2007/9      擔任台東文化局社造研習營講師 

    2007/11     擔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培訓課程講師 

 

李昌國： 

    2007/05     2007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作品發表會(含展覽) 

    2007/10     中國科技大學建校 42 週年校慶教授聯合美展．作品發表會(含展覽) 

    2007/11     2007 上海藝術博覽會．作品發表會(含展覽) 

    2007        擔任台灣與西班牙文化交流協會公民營機構顧問或委員 

楊朝明： 

    2007/11/03   KSBDA（Korean Society of Basic Design & Art）International Fall 

Exhibition, works publish 

2007/9/28   榮獲中華民國教育事業協會模範教師 

2007/9/28   榮獲明志科技大學 95 學年度優良教師教學獎 

    2007/5/20   榮獲 2007 年新一代設計展台灣創意中心多媒體類指導老師獎 

    2007/1/09   榮獲教育部 96 年度關懷愛滋學生才藝創作競賽全國第一名優秀指導

老師獎 

 

 

 

 

 

 

 

 

 

 

 

 

 

 

 



                                      管理暨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07             研發年報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