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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design in Design 國際設計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時       間：2008 年 12 月 22 日（一）8：50 am～5：40 pm 
地       點：實踐大學 台北校區 A 棟東閔紀念大樓 5 樓中庭及各學系專業教室 

主辦單位：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建築設計學系/ 服裝設計學系/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時間 內   容 
08:50~09:20 報到/入席 
09:20~09:30 開幕式 
09:30~10:15 專題演講(一) 主講教授：Joel Towers；講題：Designing Design for Resilience 
10:20~11:15 專題演講(二) 主講教授：Shuwa Tei 鄭秀和 與 Umebayashi Katsu 梅林克；講題：Back to now, creating future classics. 
11:20~12:00 對談 主持人: Heng-Chiang Huang 黃恆獎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30 

各領域之研討議題 
服裝設計類；地點：A308 工業產品設計類；地點：A602~A606 媒體傳達類；地點：A401 建築設計類；地點 A707 

主持人：章以慶 
評論人：林珮淳 

主持人：王則眾 
評論人：黃子坤 

主持人：盧禎慧 
評論人：林季雄 

主持人：朱旭建 
評論人：唐玄輝 

主持人：戴嘉明 
評論人：李天鐸 

主持人：林盛豐 
評論人：王俊雄 

論文題目及發表人 論文題目及發表人 論文題目及發表人 論文題目及發表人 論文題目及發表人 論文題目及發表人 
女性競賽泳裝設計之研究 
 

張翠園 

迷你化可攜式電子產品之造型

設計研究 
黃芸纖

設計師的創造力影響因素及設

計創造力管理 
林金標

消費者偏好之紀念品特色--以
故宮授權紀念商品為例 

             葉容君

從產業規格來看待動畫的故事

與視覺開發 
王世偉

台北文化重繪 
 

邱詠婷 

體表流動-後工業社會的服裝

現象與身體外部空間的形塑 
周益弘 

滑鼠的價值因素與價格對消費

者的影響 
李鍇朮

應用明人器玩思維的設計創作

-以家具創作為例 
曾文廷

以意象和機能評量設計類比品

質的方法 
廖婉茹

資訊焦慮下的制約行為-由文

字解離為碎形的再現 
張亦翔

The Status of the 
Non-Discursive in Design: 
Imagination in the …. 

韓榮耕 
主持人：朱炳樹 
評論人：洪藝真 

圖形化介面之捲軸控制作業績

效研究 
眭弘遠

條件限制是否影響產品設計的

外觀、功能、創意表現 
許玉珍

銀飾品產品設計指標之建立與

分析－以戒指為例 
許鼎杰

存在‧身體慾望之百態意象創

作論述 
李云豪

 
論文題目及發表人 

Implicit values within of an 
introductory project for fashion 
students 

Sandy Laing 

應用產品情感喚醒的概念設計

個案分析 
 

吳昱澂

手機產品形狀顏色與其流行時

尚暱稱吻合度對記憶效果的影

響 
陳慧瑜

體驗型益智玩具之設計 
 

林大偉

現代視覺傳達設計新典範－以

台北市捷運站的燈箱廣告為例

(第二審查人結果未回覆) 

洪雅玲

 

安迪．沃荷 與 村上 隆 設計

風格之比較分析研究 
盧縉梅 

台灣浴廁空間產品與清潔觀念

演進之歷史研究 
廖嶸

系科本位的設計課程規劃-北

科大工設系案例研究 
陳科帆

以分析層級程序法建立飾品功

能性評選指標之研究 
張簡琬珍

從原研哉之設計觀點分析日本

設計精神(第二審查人結果未

回覆)               王倩怡

 

 二十四節氣應用於文化創意產

品開發設計研究 
黃冠綸

機車的性別化初探—問題意識

與文獻回顧 
翁註重

 
  

15:30~15:45 休息時間 

15:45~17:40 
教師研發成果分享；(地點：A401)            與談人：

梅丁衍 
台灣藝術大學 版畫藝術研究所 教授 

洪藝真 
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助理教授

陳文祺 
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助理教授 

又是布花....設計開發 
 

謝詠絮 老師 (服設系) 

以動畫之名承載創意 
 

張淑滿 老師 (媒體系)

A→A﹢ 
 

黃鼎億 老師 (工設系)

類儀式複合裝置行動 
 

顏忠賢 老師 (建築系)

台灣傳播媒體對造形藝術史的影

響之研究—傳播媒體塑造之名家形象初

探         呂清夫 老師 (時媒所)
互動交流 

17:4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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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design in Design 國際設計學術研討會 

服裝設計類 論文發表 

時間：2008 年 12 月 22 日（一）1：30 pm～3：00 pm 

地點：實踐大學 台北校區 A 棟東閔紀念大樓 308 教室 

主持人：章以慶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專任副教授) 

評論人：林珮淳 (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所 專任教授) 

01：30~01：50 
論文題目：女性競賽泳裝設計之研究 

發表人：張翠園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兼任老師) 

01：50~02：10 
論文題目：體表流動-後工業社會的服裝現象與身體外部空間的形塑 

發表人：周益弘 (實踐大學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主持人：朱炳樹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專任副教授) 

評論人：洪藝真（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專任助理教授） 

02：20~02：40 
論文題目：Implicit values within of an introductory project for fashion students 

發表人：Sandy Laing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專任老師) 

02：40~03：00 
論文題目：安迪．沃荷 與 村上 隆 設計風格之比較分析研究 

發表人：盧縉梅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兼任老師/永皓貿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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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design in Design 國際設計學術研討會 

工業產品設計類 論文發表 

時間：2008 年 12 月 22 日（一）1：30 pm～3：30 pm 

地點：實踐大學 台北校區 A 棟東閔紀念大樓 602 教室 

主持人：王則眾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專任副教授) 

評論人：黃子坤 (台北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專任副教授) 

第
一
場
次 

1:30~1:50
論文題目：迷你化可攜式電子產品之造型設計研究 

發表人：黃芸纖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研究生) 

1:50~2:10
論文題目：滑鼠的價值因素與價格對消費者的影響 

發表人：李鍇朮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2:10~2:30
論文題目：圖形化介面之捲軸控制作業績效研究 

發表人：眭弘遠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系所 研究生) 

第
二
場
次 

2:30~2:50
論文題目：應用產品情感喚醒的概念設計個案分析 

發表人：吳昱澂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研究生) 

2:50~3:10
論文題目：台灣浴廁空間產品與清潔觀念演進之歷史研究 

發表人：廖嶸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3:10~3:30
論文題目：二十四節氣應用於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設計研究 

發表人：黃冠綸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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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design in Design 國際設計學術研討會 

工業產品設計類 論文發表 

時間：2008 年 12 月 22 日（一）1：30 pm～3：30 pm 

地點：實踐大學 台北校區 A 棟東閔紀念大樓 604 教室 

主持人：盧禎慧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專任副教授) 

評論人：林季雄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系所 專任副教授) 

第
一
場
次 

1:30~1:50 
論文題目：設計師的創造力影響因素及設計創造力管理 

發表人：林金標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研究生) 

1:50~2:10 
論文題目：應用明人器玩思維的設計創作-以家具創作為例 

發表人：曾文廷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研究生) 

2:10~2:30 
論文題目：條件限制是否影響產品設計的外觀、功能、創意表現

發表人：許玉珍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研究生) 

第
二
場
次 

2:30~2:50 

論文題目：手機產品形狀顏色與其流行時尚暱稱吻合度對記憶效

果的影響 

發表人：陳慧瑜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研究生) 

2:50~3:10 
論文題目：系科本位的設計課程規劃-北科大工設系案例研究 

發表人：陳科帆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研究生) 

3:10~3:30 
論文題目：機車的性別化初探—問題意識與文獻回顧 

發表人：翁註重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專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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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design in Design 國際設計學術研討會 

工業產品設計類 論文發表 

時間：2008 年 12 月 22 日（一）1：30 pm～3：30 pm 

地點：實踐大學 台北校區 A 棟東閔紀念大樓 606 教室 

主持人：朱旭建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專任講師) 

評論人：唐玄輝 (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所 專任助理教授) 

第
一
場
次 

1:30~1:50
論文題目：消費者偏好之紀念品特色--以故宮授權紀念商品為例

發表人：葉容君 (台北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1:50~2:10
論文題目：以意象和機能評量設計類比品質的方法 

發表人：廖婉茹 (台北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2:10~2:30
論文題目：銀飾品產品設計指標之建立與分析－以戒指為例 

發表人：許鼎杰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研究生) 

第
二
場
次 

2:30~2:50
論文題目：體驗型益智玩具之設計 

發表人：林大偉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專任講師) 

2:50~3:10
論文題目：以分析層級程序法建立飾品功能性評選指標之研究

發表人：張簡琬珍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3:10~3:30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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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design in Design 國際設計學術研討會 

媒體傳達設計類 論文發表 

時間：2008 年 12 月 22 日（一）1：30 pm～3：10 pm 

地點：實踐大學 台北校區 A 棟東閔紀念大樓 401 教室 

主持人：戴嘉明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專任助理教授) 

評論人：李天鐸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專任教授) 

1:30~1:50 
論文題目：從產業規格來看待動畫的故事與視覺開發 

發表人：王世偉 (實踐大學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助理教授)

1:50~2:10 
論文題目：資訊焦慮下的制約行為-由文字解離為碎形的再現 

發表人：張亦翔 (實踐大學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2:10~2:30 
論文題目：存在‧身體慾望之百態意象創作論述 

發表人：李云豪 (實踐大學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2:30~2:50 

論文題目：現代視覺傳達設計新典範－以台北市捷運站的燈箱

廣告為例(第二審查人結果未回覆) 

發表人：洪雅玲（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 專任講師） 

2:50~3:10 
論文題目：從原研哉之設計觀點分析日本設計精神(第二審查人結果未

回覆) 

發表人：王倩怡（國立台中技術學院商業設計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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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design in Design 國際設計學術研討會 

建築設計類 論文發表 

時間：2008 年 12 月 22 日（一）1：30 pm～2：10 pm 

地點：實踐大學 台北校區 A 棟東閔紀念大樓 707 教室 

主持人：林盛豐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 專任副教授) 

評論人：王俊雄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專任副教授) 

1:30~1:50 
論文題目：台北文化重繪 

發表人：邱詠婷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 助理教授) 

1:50~2:10 

論文題目：The Status of the Non-Discursive in Design: Imagination 

in the Vectorization of Reason 

發表人：韓榮耕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 助理教授級 專業技

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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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97 學年度「教師研發成果分享」活動

時間：2008 年 12 月 22 日（一）3：45 pm～5：40 pm 

地點：實踐大學 台北校區 A 棟 401 教室 

與談人：梅丁衍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 版畫藝術研究所 教授) 

洪藝真 (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助理教授) 

陳文祺 (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助理教授) 

3:45~4:00 
演講主題：又是布花....設計開發 

演講人：謝詠絮老師 (服裝設計學系) 

4:05~4:20 
演講主題：以動畫之名承載創意 

演講人：張淑滿老師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4:25~4:40 
演講主題：A→A﹢ 

演講人：黃鼎億老師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所) 

4:45~5:00 
演講主題：類儀式複合裝置行動 

演講人：顏忠賢老師 (建築設計學系所) 

5:05~5:20 

演講主題：台灣傳播媒體對造形藝術史的影響之研究—傳播媒體

塑造之名家形象初探 

演講人：呂清夫老師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5:25~5:40 互動交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