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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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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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楊孟哲 

Meng-Che Yang 

日本國立山口大學 

東亞比較文化所博士 

平面攝影、影像構

成、影像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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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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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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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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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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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瑞芬, “設計程序與設計管理研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報, 第卅九之一期, 第

182-208頁,2006. 

[2] 胡飛、劉瑞芬,”透視產品語言中的“視覺噪音””,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2期,第 181-186頁,2006. 

[3] 楊朝明、林品章、陳建雄, “中文平面廣告媒體中廣告訴求差異性之探討—以聯合

報及自由時報為例”,設計學研究,第 9 卷,第 2 期,中原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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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會議論文會議論文會議論文會議論文 

[1] Lin, C.H., “A Study on Learning Environments of Creative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Design Program”, 2006年全國卓越典範與產學系列論壇,台灣大學,2006. 

[2] 胡飛、劉瑞芬,”從用戶研究到產品語意的設計探索”,2006知識創新與前瞻設計研

討會,台灣台北,台北科技大學, 4月 29日,第 038頁,2006. 

[3] 胡飛、劉瑞芬,”以“事”為中心：HCI設計中的敍述與體驗”, 2006樹德科技大學 後

設計國際研討會, 台灣高雄, 樹德科技大學, 6月 3日, 第 181-187頁,2006. 

[4] 劉瑞芬, “設計稽核的定位與價值思考—以台灣設計稽核現況為例”,設計改造中

國-全國設計論壇暨全國藝術院校學報年會, 福建廈門, 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

院, 12月 24-27日, 第 48-58頁, 2006. 

[5] 劉瑞芬,”試論設計管理教育”, 2006 年全國工業設計專業教育研討會, 中國哈爾

濱, 哈爾濱工程大學, 12月 27-30日, 第 41-46頁, 2006. 

[6] 劉瑞芬、于健,”設計策略管理研究”,第一屆國際設計管理高峰會：上海 2006, 中

國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 3月 16-19日, 第 26-31頁,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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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孟哲,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美術教育”,日本, 東京同時代社, 2006. 

[2] 劉瑞芬, “設計程序與設計管理”,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3] 劉瑞芬, “設計管理-理論、程序與應用”, 臺北, 文京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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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朝明 
C+E LOGO禮盒包裝、DM網站及手

冊設計 

林園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20060101 

20070331 
120,000 

合計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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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妙仙、王子羽(職傳四)，作品「局」，2006設計師玩具角色設定大賞，入選，2006。 

[2] 楊朝明、周宏澤(四傳二)，作品「母子」， 教育部舉辦全國關懷愛滋創作競賽，第

一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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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朝明、周宏澤(四傳二)，作品「生命的活水」，2006 第二屆全國技專校院廣告與

平面設計競賽，海報設計競賽佳作，2006。 

[4] 楊朝明、李維恆(四傳四)，作品「Making love for peace」，International Youth Meeting 

Centre舉辦 The 1st International Socio-Political Poster Biennale, Auschwitz, Poland, 

2006，Poster competition入選，2006。 

[5] 楊朝明、楊博翔(四傳四)，作品「Lock your brain」，International Youth Meeting Centre

舉辦 The 1st International Socio-Political Poster Biennale, Auschwitz, Poland, 2006，

Poster competition入選，2006。 

[6] 楊朝明、楊博翔(四傳四)，作品「White coral」，Toyama Museum of Art舉辦 The 8th 

International Poster Triennial in Toyama, Japan，Poster competition入選，2006。 

[7] 楊朝明、李哲倫(四傳三)，作品「Notice！」，Department of commerce, MOEA舉辦

The 2006 Taiwan International Poster Design Award，Poster competition入選，2006。 

[8] 楊朝明、楊博翔(四傳四)，作品「White coral」，2006教育部技職之光，頒獲獎狀， 

2006。 

[9] 莊妙仙、楊荷音(職傳三)，作品「愛的見證」，台中市政府、教育部技職司、嶺東科

技大學設計學院、與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舉辦 2006 台灣愛情文化創意設

計競賽，愛的見證--創意婚紗攝影佳作，2006。 

[10] 莊妙仙、劉崇隆 (職傳三)，作品「我們要結婚嚕」，台中市政府、教育部技職司、

嶺東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與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舉辦 2006台灣愛情文化

創意設計競賽，我們要結婚囉--創意喜帖入選，2006。 

[11] 楊朝明、鄭文凱(四傳四)，作品「享受自然」，台中市政府舉辦 2006台北市露天座

識別標，標誌設計競賽佳作，2006。 

九九九九、、、、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教師優異經歷： 

林金祥： 

2006/04-12 擔任教育部技職司電視影片審查委員。 

2006/06 擔任台塑企業「講師培訓計畫」講師。 

2006/07 擔任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TDC) 優良包裝設計專案審查委員。 

2006/12 擔任第二十屆工業設計協會理事 (2007-2010)。 

2006/10-2007/3 擔任玄奘大學視傳系評鑑輔導委員(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案)。 

 
朱賢哲： 

2006/08-12 擔任公共電視紀錄片「穿越和平」導演。 

 

李昌國： 

2006  擔任台灣與西班牙文化交流協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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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朝明： 

2006 獲教育部頒發教師技職之光獎狀 

2006 獲教育部頒發全國關懷愛滋創作競賽優秀指導老師獎 

2006 擔任中國時報舉辦廣告金犢獎委員 

2006 擔任金益世股份有限公司設計顧問 

薛惠月： 

2006/06 獲教育部補助「培育稀有師資國外進修專案」，赴英國Middlesex

大學進修博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