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傳大學2017國際學術研討會「設計組-前瞻智慧設計」議程表
時間：2017年3月17日(五) 專題演講：10:00-10:50
口頭發表：參閱議程表／海報發表：當天10:30以前張貼，16:00-16:30發表人撤場，16:30-17:00承辦單位撤場

銘傳大學 2017 國際學術研討會設計組-前瞻智慧設計 議程表
2017/3/17(星期五) 8:30~10:30張貼發表海報
9:00~9:40「銘傳大學2017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9:50開始報到
10:00-10:50 專題演講：體驗與實驗的學與教-由蘭花屋談起
類別

建築類

主講人:曾成德/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商設類

數媒類

品設類

都防類

M403

M404

中場休息10分鐘
時段與教室

M104
主持人/校系名稱：曾光宗/中原
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M209

M207

主持人/校系名稱：王年燦/景文 主持人/校系名稱：林品章/臺南
科技大學人文暨設計學院教授兼 應用科技大學教授兼校長
院長

主持人/校系名稱：
主持人/校系名稱：黃志弘/臺北
衛萬里/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副 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教授兼院長
教授兼系主任

主題：應用生境面積指數於東海 主題：720度環場3D動畫暨實物 主題：從墨子思想初探文創設計 主題：速配眼鏡配製流程及消費 主題：臺中市東勢區客家老街再
藝術街之生態品質評估
教育的未來發展
行為之觀察
造的設計溝通問題
合成應用之創作研究

11:00-11:20

11:0012:00

發表人：陳楚蕓/東海大學景觀
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發表人：施美如/崇右技術學院數 發表人：楊朝勝/臺北科技大學設 發表人：趙虹涵/臺灣科技大學設 發表人：吳賢俊/僑光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計學院設計博士班博士生
計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位媒體設計系講師

評論人：褚瑞基/銘傳大學建築
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黃思彧/銘傳大學數位媒 評論人：馮承芝/銘傳大學商業設 評論人：詹孝中／銘傳大學商品 評論人：董娟鳴/銘傳大學都市
規劃與防災學系副教授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計學系副教授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主題：The Next Step for BIM –
A Proposal of Cloud
Computation for the Smart
Integration of Building Code

主題：團隊溝通平台使用者介面 主題：在地美食潤餅包裝設計之 主題：以高齡者「在地老化」為 主題：由人口指標等相關因素檢
設計研究
創作-以新竹市潤餅為例
基之衛浴設備規劃與設計
視新竹縣是否為萎縮城市

11:20-11:40 發表人：郭中人/中國文化大學建
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高李恩/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評論人：林昭宇/銘傳大學數位
媒體設計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施弘晉/銘傳大學建築學
系副教授

11:40-12:00

發表人：蔡戎宣/銘傳大學商業設 發表人：吉碧霞/銘傳大學商品 發表人：李宗倫/銘傳大學都市
計學系設計創作與研究碩士班研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規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研究生
究生
評論人：王价巨/銘傳大學建築
評論人：傅銘傳/臺灣藝術大學視 評論人:連俊名/臺北商業大學商 學系教授
業設計管理系助理教授
覺傳達設計學系副教授

主題：以類神經網路監督式學習 主題：即時通訊軟體貼圖之介面 主題：自行車零配件品牌標誌設
增進Green BIM的光環境調適能 使用性研究
計研究——以踏比達公司為例
力
發表人：陳玠淳/臺灣科技大學工 發表人：張嘉汝/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設計創作與研究碩士班
發表人：陳上元/逢甲大學建築專 商業設計系暨研究所研究生
研究生
業學院副教授
評論人：陳柏年/銘傳大學數位媒
評論人：傅銘傳/臺灣藝術大學
評論人：施弘晉/銘傳大學建築學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副教授
系副教授

主題：以情緒分析法探討臺語歌 主題：以房價變化與空屋率探討
詞花卉意象研究
萎縮城市現象─以新竹縣竹北市
為例
發表人：曾祺靜/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發表人：陳建豐/銘傳大學都市
研究生
規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評論人：連俊名/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王价巨/銘傳大學建築
學系教授

12:00~13:20午餐時間
時段與教室

M104

M209

M207

主持人/校系名稱：鍾世凱/臺灣
主持人/校系名稱：施植明/臺灣
主持人/校系名稱：許和捷/臺灣
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教
科技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師範大學教授兼總務長
授兼教務長

M403

M404

主持人/校系名稱：衛萬明/臺北
主持人/校系名稱：
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閻建政/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教
兼系主任
授兼副學務長

主題：有機農業販賣所規劃設計 主題：電影預告片剪輯模式之探 主題：具有蒙太奇手法與概念之 主題：文化商品之服務設計初探- 主題：桃園國際機場持續運作規
研究
討－以「全面啟動」為例
插畫研究
劃脆弱度探討
以廈門大社為例

13:20-13:40 發表人：翁磊曄/中原大學室內設 發表人：許哲嘉/銘傳大學數位 發表人：洪晨萱/銘傳大學商業設 發表人：吳彥/中原大學設計學博 發表人：謝宜庭/銘傳大學都市規
媒體設計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 計學系設計創作與研究碩士班研 士學學位學程博士班博士生
生
究生
評論人：林妝鴻/聯合大學建築學
評論人：高凱寧/銘傳大學商品
評論人：王學武/臺北教育大學數 評論人：蘇佩萱/臺灣藝術大學視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位科技設計學系副教授
覺傳達設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評論人：洪鴻智/臺北大學不動產
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主題：生態都市主義規劃設計涵 主題：虛擬實境應用於文化保存 主題：美式動畫風格應用於12月 主題：仿生機器人擬真程度探討- 主題：以新竹縣關西鎮為案例探
構之初探
－以《詩經》為例
份寶石之擬人化插畫創作與研究 以陪伴型機器人為例
討萎縮城市與災害危害之關係
發表人：陳羿安/銘傳大學建築
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13:40-14:00
13:2014:40

評論人：林妝鴻/聯合大學建築
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邱學平/銘傳大學數位
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發表人：蔡賀仲安/銘傳大學商 發表人：廖佳琪/臺灣科技大學設 發表人：嚴厚焄/銘傳大學都市
業設計學系設計創作與研究碩士 計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規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班研究生
評論人：王學武/臺北教育大學數
評論人：洪鴻智/臺北大學不動
評論人：蘇佩萱/臺灣藝術大學 評論人：陳娟宇/銘傳大學商品設 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位科技設計學系副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 計學系助理教授
任

13:2014:40

14:00-14:20

14:20-14:40

主題：展演藝術注入常民生活場 主題：3D 動畫程式於多媒體設
域-非制式展演空間置入新營第二 計之應用與探討
市場
發表人：郭昕昀/臺中科技大學多
發表人：魏子雲/銘傳大學建築學 媒體設計系碩士班研究生
系碩士班研究生
評論人：周文修/銘傳大學數位媒
評論人：林妝鴻/聯合大學建築學 體設計學系副教授
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主題：資訊圖像應用於空氣污染 主題：以高齡者「在地老化」為 主題：空間社經脆弱與不動產價
議題之創作與研究
基之餐廚室設計初探
格之關聯性初探：竹北個案
發表人：賴柏勳/銘傳大學商業 發表人：羅雅齡/銘傳大學商品 發表人：辜暘芷/銘傳大學都市規
設計學系設計創作與研究碩士班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評論人：梁銘剛/銘傳大學建築學
評論人：葉金燦/萬能科技大學 評論人：林展立/臺北教育大學 系副教授
商業設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助理教授

主題：造形擺盤對食慾影響之初 主題：台北迪化街建築之視覺元 主題：實驗性中文字型創作與研 主題：運動性言語障礙復健之服 主題：防災社區推動影響社區耐
探
素用於動畫場景之研究
究－以獨立音樂為例
務設計初探
韌力之評估-以桃園市與新北市之
社區為例
發表人：張純美/臺北科技大學創 發表人：黃婉甄/銘傳大學數位媒 發表人：林亭妤/銘傳大學商業 發表人：彭柏凱/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設計創作與研究碩士班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發表人：周柏諺/銘傳大學都市規
新設計所碩士班研究生
體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評論人：廖卿枝/銘傳大學商業設 評論人：王開立/銘傳大學商業設
評論人：葉金燦/萬能科技大學 評論人：林展立/臺北教育大學 評論人：馬士元/銘傳大學都市規
計學系副教授
計學系副教授
商業設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助理教授 劃與防災學系副教授

中場休息10分鐘
時段與教室

M104

M209

主持人/校系名稱：
主持人/校系名稱：鄧成連/亞洲
陳建雄/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 大學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4:50-15:10

M207

M403

M404

主持人/校系名稱：
主持人/校系名稱：高志尊/銘傳 主持人/校系名稱：
大學商業設計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宋同正/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 吳志富/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教
系特聘教授
授兼副校長暨設計學院院長

主題：中世紀手抄本聖經
主題：平板電腦3D建模軟體介面 主題：台灣保育鳥類之傘面圖案 主題：先天性視障者與一般人對
「Paduan Bible Picture Book」 設計之研究
創作報告－以錯視效果表現為例 觸覺振動知覺與記憶性的差異之
探討
之圖像與色彩分析-以出埃及記為
發表人：何立芹/臺灣科技大學設 發表人：沈陽希/銘傳大學商業設
例
計學系設計創作與研究碩士班研 發表人：林泰均/雲林科技大學
計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工業設計系碩士班研究生
究生
發表人：林琬笛/雲林科技大學視
評論人：黃維信/大同大學媒體設
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評論人：陳佳琦/銘傳大學數位媒 評論人：陳振甫/銘傳大學商品
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設計學系副教授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方菁容/銘傳大學商業設
計學系副教授

主題：桃園市城市意象初探
發表人：施伯昌/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研
究生
評論人：朱柏穎 /大同大學工業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主題：台灣熱炒文化體驗之餐具 主題：動畫廣告設計與電子商務 主題：文字音調設計之研究以台 主題：臺灣信用卡應用公仔圖樣 主題：高齡者關懷互動休閒育樂
設計
之產學合作之研究
語音調為例
之設計與行銷
之設計研究

14:5016:10

發表人：王孟平/臺北科技大學工 發表人：林欣儒/臺中科技大學
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碩士班研究生 多媒體設計系碩士班研究生

15:10-15:30
評論人：洪珮芬/銘傳大學商品設 評論人：黃維信/大同大學媒體
設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計學系助理教授

15:30-15:50

發表人：陳玉珍/成功大學工業設 發表人：吳庭儀/銘傳大學商品設 發表人：吳嘉倩/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在職 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研
專班研究生
究生
評論人：卓展正/銘傳大學商業設
評論人：張文德/臺北教育大學藝
計學系教授
評論人：朱柏穎 /大同大學工業
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副教授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主題：技術商品化流程研究-以工 主題：流浪犬動畫角色之創作研 主題：喜餅禮盒之包裝設計創作
與研究
研院Dechnology團隊介入研發法 究
人為例
發表人：鍾雅文/銘傳大學數位 發表人：趙辰鳴/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設計創作與研究碩士班
發表人：林姿瑩/樹德科技大學生 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研究生
活產品設計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余淑吟/銘傳大學商業設
評論人：駱信昌/銘傳大學商品
評論人：大鋸智/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助理教授
設計學系副教授
計學系助理教授

註：
1. 每篇論文發表12分鐘，評論6分鐘，換場2分鐘，共計20分鐘。
2. 發言結束前3分鐘響鈴一次，一分鐘響鈴兩次，時間到響鈴三次，敬請把握時間。
*以上若有事項更改請注意當日公告，謝謝。
主辦單位: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承辦單位:建築學系

主題：中式茶具創新設計之初探 主題：行動載具之Google電子地
－以2010～2016年度獲獎作品為 圖的使用因素調查
例
發表人：張雅雯/雲林科技大學工
發表人：孫晨暘/銘傳大學商品 業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研究生
評論人：阮濰超/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文德/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