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都市規劃與災害管理 商業設計 數媒、動漫設計 商品工業設計 空間設計與數位建築

時段與教室 M104 M207 M209 M412 M404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楊松齡/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

院院長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王年燦/致理科技大學媒體設計

學系主任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范丙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發長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張建成/聯合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林妝鴻/聯合大學國鼎圖書館館長

C24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探討金門縣近

年田野火災

發表人：陳首騎/銘傳大學國土減

災規劃設計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評論人：劉致灝/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助理研究員

A03 模板塗鴉應用於神明意象之海報

設計創作

發表人：吳昀軒/台灣師範大學

藝術學院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葉金燦/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副教授

B04 《風之獅》人獸形象的創作研究

發表人：鍾旭斌/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李來春/國立台北科技大

學互動設計系教授

A23 日本紡織產業發展之初探─以今

治毛巾為例

發表人：陳冠吟/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評論人：朱柏穎/大同大學工業

設計學系系主任

C01 崙後村西邊庄太岳衍派許宅的空

間組構轉換

發表人：許奕堃/銘傳大學建築學

系碩士班

評論人：張效通/中國文化大學建

築及都市設計學系所長

C29 颱風暴風圈觸地分析平台之應用，

以連江縣為例

發表人：李佳翰/銘傳大學國土減災

規劃設計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評論人：劉致灝/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助理研究員

A15 濕地意象海報設計分析

發表人：張郁琪/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葉金燦/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副教授

B03 《百鳥朝鳳》人獸混種數位創作

發表人：鍾曉欣/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李來春/臺北科技大學互

動設計系教授

A19 消費者對電競滑鼠不同造形之消

費者決策研究

發表人：張熒玉/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評論人：朱柏穎/大同大學工業

設計學系系主任

C06 生活與自然的空間感受-以寶藏巖

為例

發表人：葉錦逸/中原大學室內設

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張效通/中國文化大學建

築及都市設計學系所長

C37 後疫情時代島嶼城市的觀光脆弱：

以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為例

發表人：呂紹賢/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林文一/臺北大學都市計

畫研究所副教授

A04 古著服飾品牌視覺識別再造－

「蛋植物」為例

發表人：陳哲維/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碩士班

評論人：王開立/ 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副教授

B08 疫情下基於用戶體驗之網購平臺

創新設計探究

發表人：張丹/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評論人：李宏耕/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A22 後疫情時代教學模式與科技應用

之搭配

發表人：吳柏箴/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評論人：詹孝中/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C07 銀髮族運動融入高齡養護中心之

遊戲空間設計初探

發表人：呂岱綺/臺灣師範大學設

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梁銘剛/銘傳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

C38 當都市更新與文化資產保存衝突時

的衡價探究-以中壢鐵道倉庫為例

發表人：吳雅玲/中原大學設計學

院博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林文一/臺北大學都市計

畫研究所副教授

A06 圖像符號應用於插畫創作之初探

發表人：曹姍姍/中原大學設計

學博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王瓊芬/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B16 疫情後電子產品線上維修平台設計

發表人：曹克迪/臺北科技大學互

動設計所碩士班

評論人：李宏耕/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A25 咖啡店DIY區域空間與動線設計

之觀察

發表人：龔俐霏/台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學士班

評論人：林福年/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C08 以批判性地域主義的本土元素探

討校園空間改造 —以原住民重點

學校新校園運動中霞雲國小為例

發表人：謝伊婷/銘傳大學建築學

系碩士班

評論人：張效通/中國文化大學建

築及都市設計學系所長

時段與教室 M104 M207 M209 M412 M404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衛萬明/臺北大學研發長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許和捷/台灣師範大學美術館營

運中心主任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鄧成連/亞洲大學副校長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吳志富/大同大學副校長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李芝瑜/銘傳大學建築學系主任

C32 臺灣防災士空間分佈特徵之初探

發表人：李安琪/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邵俊豪/警察大學防災研

究所副教授

A05 藝術創作在法律上的行為邊界

發表人：曾荻涵/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研究所

評論人：卓展正/ 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教授

B15 偏鄉國小漫畫教學之初探為例-以

「烏龍院漫畫小巴」為例

發表人：徐碧娟/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新應用設計

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張妃滿/臺灣藝術大學視

覺傳達設計學系主任

A24 應用竹材於公園遊具之設計創作

發表人：高宏達/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評論人：陳圳卿/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副教授

C11 線上博物館虛擬漫遊評價研究 —

以《紫禁城建築藝術展》為例

發表人：李佳/中原大學設計學博

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梁銘剛/銘傳大學建築學

系副教授

C40 大安溪下游城鎮脆弱探討-以台中

市大甲區為例

發表人：呂紹賢/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邵俊豪/警察大學防災研

究所副教授

A14 年輕族群導向之化妝品包裝設計

開發研究-以奇士美為例

發表人：李品瑤/大同大學工業

設計系碩士班

評論人：方菁容/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副教授

B07 動畫電影海報視覺表現之研究與

創作 —以後現代敘事手法為例

發表人：白榮逸/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兼任講師

評論人：張妃滿/臺灣藝術大學視

覺傳達設計學系主任

A34 芒草編織的運用思考-以寵物用

品為例

發表人：彭玠瑜/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評論人：陳圳卿/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副教授

C13 文創產業對於傳統街屋空間使用

行為演變之影響-以迪化街區為例

發表人：姚佳澐/銘傳大學建築學

系碩士班

評論人：林靜娟/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副教授

C28 資源回收個體戶業者全災型風險

評估指標建構-以桃園市為例

發表人：林詩崡/國土減災規劃設

計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評論人：邵俊豪/警察大學防災研

究所副教授

A10 浮世繪風格應用於台灣保育動物

海報設計研究之創作

發表人：張維芸/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楊朝明/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教授

B14 以影像引談法探討婚姻平權運動

與基督信仰價值

發表人：李佳音/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新應用設計

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莊佳琦/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A32 灰色關聯在QFD分析中房間關

係矩陣的應用研究—以注塑機

為例

發表人：林金隆/成功大學工業

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大鋸智/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C17 消防廳舍使用現況分析與設計準

則初探－ 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大

有分隊為例

發表人：郭百倫/銘傳大學建築學

系碩士班

評論人：林靜娟/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副教授

C26 我國防災體系因應灰色衝突的議

題探討

發表人：陳曾文/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邵俊豪/警察大學防災研

究所副教授

A36 以圖像探索關懷設計

發表人：符全/大同大學設計科

學所博士碩士班

評論人：楊朝明/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教授

B10 年輕族群於疫情中生活形態之差

異與健康促進意識之整合分析

發表人：潘偉杰/臺北科技大學互

動設計所碩士班

評論人：莊佳琦/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A29 閱覽習慣對網路廣告形式之注意

力影響

發表人：甘敏煖/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暨創新設計所碩士班

評論人：高凱寧/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C18 後疫情對生態社區永續發展之研

究 -以斗六市鎮西里食農基地為例

發表人：蔡謦鴻/雲林科技大學設

計學研究所

評論人：梁銘剛/銘傳大學建築學

系副教授

09:20 開始報到

09:30~10:00  開幕式       主持人 : 洪啟東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10:00~10:50  專題演講 : 規劃、産權--由大法官的視野說起       主講人 : 楊松齡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院長

中場休息10分鐘

11:00~12:00

12:00~13:00午餐時間

銘傳大學 2021 國際學術研討會設計組-後疫情 X 新設計 議程表

2021/3/12(五)  08:30~10:30   張貼發表海報

13:00~14:00



時段與教室 M104 M207 M209 M412 M404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林楨家/中華民國區域科學學會理

事長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高志尊/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

主任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王學武/臺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

計學系主任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陳淳迪/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系教授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陳建雄/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教授

C30 原住民韌性社區之防災強化-以宜

蘭縣大同鄉寒溪村

發表人：詹子毅/銘傳大學國土減災

規劃設計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評論人：洪鴻智/臺北大學不動產

與城鄉環境學系特聘教授

A02 大學社會責任探索與實踐-以松

林部落飼養台灣保種雞導入品牌

設計為例

發表人：宋思明/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講師

評論人：余淑吟/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副教授

B11 行動商務介面設計對購物意願之

研究

發表人：邱昱芬/臺北科技大學互

動設計系碩士班

評論人：周文修/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副教授

A20 韓國碗裝泡麵包裝意象之研究

發表人：陳渝茵/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評論人：陳文誌/長庚大學工業

設計學系系主任

A18 社區型長照機構之小規模多機能

空間設施創新設計 –以保健養生站

為例

發表人：潘頁儒/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評論人：江潤華/明志科技大學工

業設計學系系主任

C35 原住民部落韌性社區之探討：以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為例

發表人：陳姿聿/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洪鴻智/臺北大學不動產

與城鄉環境學系特聘教授

A16 探討情感設計理論應用於口罩

設計

發表人：林佳佳/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碩士班

評論人：龔詩閔/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B06 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中國大

陸「戲曲動畫」發展研究

發表人：呂嬋/中原大學設計學博

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周文修/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副教授

A30 城市意象系列應用之創作研究

發表人：葉南伶/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班

評論人：陳文誌/長庚大學工業

設計學系系主任

A26 後疫情時代下-高齡者觀看電視新

聞鏡面之設計探討

發表人：陳雅伶/臺北科技大學工

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碩士班

評論人：江潤華/明志科技大學工

業設計學系系主任

C31 臺灣推動震災韌性社區之初期經

驗探討

發表人：周采樺/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洪鴻智/臺北大學不動產

與城鄉環境學系特聘教授

B02 VR地震救災體驗之易用性研究

發表人：王升躍/長榮大學資訊

暨設計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何昱達/銘傳大學數位

媒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B22 大學生行動有聲節目App消費的

動機與使用經驗初探

發表人：王惠梓/世新大學數位多

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陳佳琦/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A31 改善實時在線學習互動體驗之研

究與設計

發表人：鍾碧瑩/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碩士班

評論人：廖瑞堂/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A27 後疫情時代下-高齡化家庭之冰箱

設計探討

發表人：游君誠/臺北科技大學工

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碩士班

評論人：陳振甫/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副教授

C22 桃園市新建餘屋存量之空間迴歸

模型

發表人：胡志平/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教授

評論人：洪鴻智/臺北大學不動產

與城鄉環境學系特聘教授

B23 以服務設計探討擴增實境應用於

年輕族群遊歷之體驗-以金門後

浦為例

發表人：蔡育旻/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何昱達/銘傳大學數位

媒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B21 德國先鋒抽象動畫的樣貌發展

發表人：鄒育玲/台灣藝術大學多

媒體動畫藝術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陳佳琦/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A33 手機圖片編輯應用程式之易用性

研究

發表人：楊千緯/康橋國際學校

國際部高中部

評論人：廖瑞堂/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A28 後疫情時代下-高齡失智者協尋裝

置改良之設計研究

發表人：賴奕中/臺北科技大學工

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碩士班

評論人：駱信昌/銘傳大學商品設

計學系副教授

時段與教室 M104 M207 M209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溫在弘/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

主任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林文苑/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

災學系主任

論文

代碼

主持人/校系名稱：

詹仕鑑/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

系主任

C23 閒置空地開發後設置透水鋪面於

短延時降雨型態下之逕流減量效

果初探-以淡海新市鎮排水次分區

為例

發表人：陳怡君/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何天河/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副教授

C36 雨水花園/生態滯流單元設置型

式對於基地開發後減洪效益差異

探討

發表人：馮家恩/銘傳大學都市

規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吳佳龍博士/互動國際

數位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B18 跨世代銀青互動之多元媒材創作

發表人：賴亭妤/臺北市立大學學

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學士班

評論人：林昭宇/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副教授

C21 強降雨對於救護車機動派遣區位

之研究-以臺北市大安區OHCA救

護案件為例

發表人：邱建凱/中央警察大學防

災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何天河/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副教授

C27 基地導入低衝擊開發設施之減洪

效果探討：以淡海新市鎮單一排

水分區為例

發表人：李安琪/銘傳大學都市

規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吳佳龍博士/互動國際

數位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B19 新冠疫情下農業傳統行銷數位轉

型之個案探討

發表人：周宥崴/世新大學數位多

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林昭宇/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副教授

C39 台中市后里區脆弱度評估

發表人：周采樺/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何天河/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副教授

C25 以中壢（平鎮）都市計畫新街溪

右岸地區公共設施設置低衝擊開

發設施對逕流減量及淹水減緩效

果之研究

發表人：廖于婷/銘傳大學都市

規劃與防災學系學士班

評論人：吳佳龍博士/互動國際

數位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B20 「森遊阿里山」應用程式介面設

計之易用性測試

發表人：黃文宗/中原大學商業設

計系副教授

評論人：林昭宇/銘傳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副教授

註：

1.每篇論文發表9分鐘，評論4分鐘，換場2分鐘，共計15分鐘。

2.發言結束前3分鐘響鈴一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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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4:00~14:10中場休息(10分鐘)

14:10~15:10

15:20~16:05

15:10~15:20 中場休息(1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