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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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暨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暨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暨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Graduate schoo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一一一、、、、    師資師資師資師資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 

副教授 
兼系主任 

陳進隆 
Chin-Lung Chen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博士 

視覺績效評估、互動界

面設計、流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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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設計、產品設計 

助理教授 
李昌國 

Chang-Kuo Li 

西班牙塞維亞大學 

繪畫修復保存研究所博士

Ph.D.Universidad de 
Sevilla, Spain 

油畫、繪畫修復保

存、藝術史、藝術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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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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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史

論、廣告設計、品牌

設計 

助理教授 
李淑珠 

Su-Chu Li 

日本京都大學  

美學美術史學博士 

美學概論、設計概

論、東亞近代美術史 

助理教授 
楊朝明 

Chao-Ming Yang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博士 

視覺符號、企業形象

設計、廣告設計、包

裝設計、設計思潮 

講師 
薛惠月 

Hui-Yueh Hsieh 

Middlesex University, 

London, UK,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Health & Social 

Science 

藝術創作、視覺理論 



                 管理暨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暨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 

2010             研發年報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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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文化研究 

 

二二二二、、、、    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 

[1] Lin, P. C. and Yang, C. M., “Impact of Product Pictures and Brand Names on Memory 

of Chinese Metaphorical Advertisement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4(1), 

pp.57-70，2010. (SSCI)(AHCI) 

[2] 李淑珠，“陳澄波圖片收藏與陳澄波繪畫”，藝術學研究，第 7 期，國立中央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頁 71-140，11 月，2010。 

 

三三三三、、、、    會議論文會議論文會議論文會議論文 

[1] 楊朝明、詹勛婷、黃清筠、劉庭崴、蔡逸凡，〈專業單車實際路況模擬訓練台之產品

開發研究〉，《2010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p.94，2010。 

[2] 楊朝明、劉恬潔、蔡佩蓉、鄭仕宏、蘇芮萍，〈樂活概念應用於休閒代步車設計與行

銷之研究〉，《2010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p.95，2010。 

[3] 劉瑞芬、張家甄、林士凱、林世倢、周于雯：《跨領域整合設計-以家具設計為例》，

《2010 設計創意新紀元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桃園，銘傳大學，20010/3/12。 

[4] 劉瑞芬、陳芷琪、陳玉樺、徐逸倢、張寰友：《合宿式家具設計之研究》，《2010 設計

創意新紀元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桃園，銘傳大學，2010/3/2。 

[5] 劉瑞芬、程雋、莊美華、黃世雄、陳俊瑋：《家具設計中的易用性研究》，《2009 設計

與文化研討會》，台灣台北，華梵大學，2010/5/1。 

[6] 劉瑞芬、汪彥廷、李雨軒、李羿函、孫孝慈：《從設計流程探討學生宿舍家具規劃與

設計》，《2009 設計與文化研討會》，台灣台北，華梵大學，2010/5/1。 

[7] 李淑珠，《陳澄波與普羅美術》，「文本‧影像‧慾望：跨國大眾文化表象」國際研討

會，於國立政治大學，2010/11/27。 

[8] 李淑珠，《情緒喚起的藝術——試論陳澄波的藝術觀》，「從圖像探索畫家的内心世

界——重新發現陳澄波」座談會，於台大校友聯誼社（主辦單位：陳澄波文化基金

會），2010/10/10。 

[9] 莊妙仙、黃啟梧《以眼球追蹤法探索視覺故事敘述人物與文字之情感傳達》，第十七屆人

因工程學會研討會，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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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國，“李昌國西班牙印記油畫集”，ISBN：978-95798467-9-0，2010/01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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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專利專利專利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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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經費 

項次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起訖日期 
總計 

(a+b+c) 
政府 

a 
廠商 

b 

學校 
c 

一 陳進隆 

A-2 深度研習：使用者導向創

新設計，99 學年度教育部補

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

構研習服務計畫 

教育部 
20100812 
20100813 

88,170 80,000  8,170 

二 陳進隆 
編印中華民國技術及職業教

育簡介中英文版手冊 
教育部 

20101001

20110228 
669,000 669,000   

三 陳進隆 萬聖節糖果袋設計案 
煥佑企業有

限公司 

20100301 

20100415 
50,000 50,000   

四 陳進隆 

特色典範計畫：健康照護與

生活科技跨領域協同設計中

心—以輕量化智慧型載具設

計服務知識整合應用為例。

(分項 2) 

教育部 
20100324 

20101210 
1,924,000 1640000 0 284000 

五 楊朝明 博辰科技公司標誌設計案 
博辰科技有

限公司 

20100101

20101031 
80,000  80,000  

六 楊朝明 春聯圖案設計案 
煥佑企業有

限公司 

20100301

20100415 
50,000  50,000  

七 楊朝明 商品節慶目錄設計案 
煥佑企業有

限公司 

20100501

20100530 
50,000  50,000  

八 楊朝明 
三之二美科技有限公司視覺

識別系統設計案 

三之二美科

技有限公司 

20100930

20101115 
50,000  50,000  

九 楊朝明 
創視紀科技公司 CI 基本體系

設計案 

創視紀科技

有限公司 

20101001

20110731 
80,000  80,000  

十 楊朝明 
三之二美科技有限公司網頁

設計案 

三之二美科

技有限公司 

20101115 

20101230 
50,000  50,000  

十一 楊朝明 

雙關廣告之類型與消費者認

知需求之差異對廣告記憶的

影響 

行政院國科

會 

20100801

20100731 
374,000 374,000   

十二 朱賢哲 
WIN 網路申訴單 e 窗口即日

上線/30”CF 

諾耶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20100815 

20100915 
50,000  50,000  

合計 3,515,170 2813000 410000 2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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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研究生論文研究生論文研究生論文研究生論文 

項次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日期 

1 林雅萍 
應用人因工程與模擬技術於物流中心人

工揀貨系統之建置 
陳進隆 2010/06 

2 蔡承憲 以凝視軌跡探討繪本之閱讀型態 陳進隆 2010/06 

3 陳盈寰 
一般高中背景學生在科大設計系就讀歷

程研究 
林金祥 2010/05 

八八八八、、、、    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1] 陳進隆、蘇子軒，2010「減碳生活 Wonderful!」設計競賽，入選，2010。 

[2] 陳進隆、詹慧怡，2010「減碳生活 Wonderful!」設計競賽，入選，2010。 

[3] 陳進隆、呂佳瑩，2010「減碳生活 Wonderful!」設計競賽，入選，2010。 

[4] 楊朝明、吳智宇，心愛地球—環保創意競賽活動，優選獎，2010。 

[5] 楊朝明、唐于捷，2010 年第 22 屆波蘭華沙國際海報雙聯展，D 類組（Golden Debut），

入選，2010。 

[6] 楊朝明、吳智宇，中央存款保險宣導動畫及海報設計競賽，海報設計組，第一名，

2010。 

[7] 朱賢哲、鄭煒達，廣告作品「樂活新北市」獲「第十九屆時報金犢獎」(全國級)優

選，2010。 

[8] 朱賢哲、鄭煒達影視作品「小市民，大精彩」獲台北縣政府「大城小事發現新北市」

形象廣告類銀獎，2010。 

[9] 朱賢哲、鄭煒達作品「接納燦爛」，「愛傳 99～教育部 99 年度全國生命教育劇本徵

文競賽」全國級競賽,佳作，2010。 

[10] 朱賢哲、羅光宇作品「換姓」，「愛傳 99～教育部 99 年度全國生命教育劇本徵文競

賽」全國級競賽,佳作，2010。 

[11] 李淑珠、蔡名鎬，「恆春古城國際豎孤棚觀光活動 LOGO 設計徵選」縣市級競賽，佳

作，2010。 

[12] 李淑珠、蔡名鎬，「2010 年資訊月第四屆彩繪機殼設計大賽」，區域級第三名，2010。 

[13] 李淑珠、蔡名鎬，「2010 北觀畫風情油畫寫生比賽」，佳作，2010。 

[14] 李淑珠、蔡名鎬，「國立國父紀念館 2010 第 38 屆青年水彩畫寫生比賽」，全國級第

一名，2010。 

[15] 莊妙仙、羅元汝、張庭瑋，「參加國保、幸福有保」國民年金圖畫及海報徵選活動，

獲大學/專科組第二名，2010。 

 

九、 技術移轉案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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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 

教師優異經歷： 
� 陳進隆 

1. 2010/08/17，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學生競賽活動審查委員。 
2. 2010/1/19，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口試委員。 
3. 2010/08，明志科技大學電子系辦理數位色彩之色彩管理課程短期進修。 

� 林金祥 
1. 2010/01，長庚技術學院資管系邀請主講「Adobe Photoshop CS3 研習營」。 

2. 2010/04，Adobe 公司邀請出席教育高峰年會(Adobe Education Leadership 

  Forum 2010, Sydney,   Australia)參與座談。 

3. 2010/04，Adobe Education Leadership Forum @ Sydney, Australia 短期進 

修。 

4. 2010/05，華夏技術學院教卓專案邀請演講「TA 訓練課程：簡報與多媒體製作」。 

5. 2010/06，長庚大學工設所碩士生口試委員。 

6. 2010/07，榮獲 Certiport 舉辦之 ACA 證照培育競賽教師組亞洲區第一名。 

7. 2010/07，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辦理 3D 多媒體、娛樂、影音商業應用暑期教師研

習營短期進修。 

8. 2010/10，銘傳大學師資培訓中心邀請演講「創意教學現在與未來」。 

9. 2010，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監事。 

10. 証照培訓課程：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系列證照課程（Photoshop CS3, 

CS5; Dreamweaver CS3, CS5; Flash CS3, CS5）。 

� 李昌國 

1. 2010/02/07~2010/02/28 李昌國油畫展於晴山藝術中心 

2. 2010/05/15 參加全國油畫展比賽入選 

3. 2010/05/07~2010/05/20 辦理「理性的律動-李昌國油畫個展」於台北市立社會

教育館。 

4. 2010/08/26 參加「2010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於台北國際世貿展覽館展出。 

� 楊朝明 
1. 2010 年全國 4A 廣告創意獎評審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研究所碩士班，論文題目：情緒表現應用於文字設

計上之創作研究口試委員。 

3.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碩士班，論文題目：廣告中代言人影像運用

對品牌形象認同之研究—以香奈兒香水為例口試委員。 

4. 國立東華大學科技藝術碩士班，論文題目：擴增實境技術應用於吉他指法示範

系統介面之使用性研究口試委員。 

5. 國立東華大學科技藝術碩士班，論文題目：蔣家官財板品牌識別設計與應用研

究口試委員。 

6. 榮獲教育部頒發 2010 年設計戰國策「指導老師獎狀」 

� 朱賢哲 

1. 2010/3/2~3/28 紀錄片《養生主》《Pick of the Litter》，國立台灣美術館【生

態孤島─環境保育影展】。 

2. 2010/12/15~12/21 紀錄片《西嶼坪》文建會駐法國代表觸台灣文化中心法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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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Jeu de Paume 國家藝廊合作紀錄片影展。 

3. 2010/4 公視之友月刊 142 期（2010 年 4 月）頁碼 36,篇名 導演筆記 漫談紀錄

片題材。 

� 劉瑞芬 

1. 亞東技術學院【教師技術報告升等實務經驗分享】短期進修。 

2. 劉瑞芬、李正梅，作品「森遊系」，華碩創新圖紋設計比賽競賽，第一名，2010。 

3. 劉瑞芬、鄭煒達，作品「SPARK」，華碩創新圖紋設計比賽競賽，第二名，2010。 

4. 劉瑞芬、王榮鴻，作品「迷漾時尚」，華碩創新圖紋設計比賽競賽，第三名，

2010。 

� 李淑珠 
1. 2010/07/28擔任朝陽科技大學研究生楊屏玉碩士論文〈東亞地區「設計」相關

用語之生成與發展變化〉口試委員 
� 莊妙仙 

1. 2010/3《以眼球追蹤法探索視覺故事敘述人物與文字之情感傳達》參加第十七

屆人因工程學會研討會，英文發表獲得學生組「論文優等獎」(等同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