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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第2次會員大會 

報告者：吳志富理事長暨第十三屆全體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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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一、主席致詞及報告  

二、頒發第十三屆榮譽會士  

五、秘書處報告事項  

三、監事會報告  

六、提案討論  

七、臨時動議  

八 、 舉 行 第 十 四 屆 理 監 事 投 票 選 舉  

九、散會  

四、理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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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智 

馬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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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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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瑞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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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秘書處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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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報 

聯絡信箱：jodesign@mail.ntust.edu.tw 

網站：http://www.jodesig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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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感謝所有設計學會會員和理監事們參與及協助，設計學報多

年努力受到國家圖書館的肯定，榮獲了「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

響力」的期刊即時傳播獎以及期刊長期傳播獎。 

一、吳志富理事長報告 



(二) 本會設立宗旨為建立設計學會與各校間之聯繫管道，期能順

利宣導會務，並協助國內外設計學術研究交流與教育推廣。學

會網站雖已建置學會組織駐校代表，敬請各校踴躍推薦，或委

請具熱忱服務之會員直接聯繫推廣委員會。 

一、吳志富理事長報告 



恭喜宋同正教授當選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十三屆榮譽會士 

二、頒發第十三屆榮譽會士 

 

     1. 邀請本會  吳豐光 榮譽會士 致詞 

     2. 請吳豐光 榮譽會士、吳志富 理事 

         頒發第十三屆榮譽會士證書、獎章 

     3. 邀請 宋同正 榮譽會士 致詞 

      



報告人:  李傳房常務監事報告 

 109年度(109.1.1~109.12.31)  財務四表  

  1. 109年度  平衡表 

  2. 109年度  現金流量表 

  3. 109年度  財務決算表 

  4. 109年度  收支出納表 

110年度(110.1.1~110.12.31)  

  5. 110年度  預算表 

 

三、監事會工作報告 



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平衡表 



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現金流量表 



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決算表 



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收支出納表 



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110年預算表 



108年/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108年度郵局餘額為3,229,632元 
合作金庫餘額為3,624,340元 

109年度郵局餘額為3,236,803元 
合作金庫餘額為3,634,350元 

109年度 
 

郵局-收入增加7,171元 
 
合作金戶-收入增加10,010元 



報告人: 組織委員會召集人 許言理事 

 

本年度新增會員人數 (統計至110. 08. 27) 

永久會員，新增 13 位 (原110位) 

個人會員，新增 11 位 (目前常年會員34位) 

學生會員，共 120 位 

 

本年度新會員人數，合計 144 人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本年度會員人數 (統計至 110. 08. 27) 

永久會員，共 123 位 (原110位，新增 13位) 

個人會員，共 45 位 (常年會員34位，110年新會員11位) 

學生會員，共 120 位 

 

本屆會員人數，合計 288 人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本屆有效會員人數 (統計至 110. 08. 27) 

永久會員，共 66 位 (原53位，新增 13位) 

個人會員，共 45 位 (常年會員34位，110年新會員11位) 

有效會員人數，合計 111 人 (永久66位 + 個人45位) 

學生會員，共 120 位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報告人: 學術期刊委員會召集人 林銘煌 常務理事 

                                (委請  陳建雄 監事代為報告) 

設計學報編審會報告 

(一) JODesign中文學報 

(1) 設計學報稿件處理統計情況如下表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時間 106年01月至109年12月 目前(迄110年08月29日)稿件處理情形 

分類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處理
中 

初審
中 

修改中 複審中 拒 絕 接 受 合 計 

刊登
數 

退稿
數 

刊登
數 

退稿
數 

刊登
數 

退稿
數 

刊登
數 

退稿
數 

              

工業設計 5 13 4 13 7 13 8 13 3 2 2 0 4 2 13 

視覺傳達 2 4 3 7 6 8 2 6 2 2 0 0 6 2 12 

建築&環
境 

3 5 2 5 2 9 2 5 0 0 0 0 1 0 1 

其    他 6 16 4 8 9 17 10 11 2 2 4 3 4 3 18 

總  計 16 38 13 33 24 47 22 35 7 6 6 3 15 7 44 



(2) 論文刊登目錄 

第二十六卷第二期專刊[設計教學之實踐與研究]刊登論文如下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目次 論文題目 作者 頁數 

1 以寫作模式融入視覺故事設計教學之行動研究 莊妙仙 1-20 

2 整合創業思維於設計實作之教學實踐  董芳武 23-41 

3 擴增實境應用在基本設計教學之心流體驗探討  許言、陳江杰、顧超、吳偉隆 43-65 

4 跨越主觀：網路同儕互評應用於大學藝術設計課堂之實踐
研究 

劉光夏   67-90 

5 以青銀共創導入福祉設計實務專題課程  駱信昌 91-108 

6 觀點革命：探討後設認知理論導入設計科系策展企劃教學
之學習歷程與成效 

林家華    109-132 



(3) 第二十六卷第二期編審委員會之成員名單：  

總召集人 

宋同正，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主任編審委員 

何明泉，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李傳房，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 

林品章，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林芳穗，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榮泰，台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林銘煌，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范振能，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莊明振，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陳建雄，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陳國祥，義守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張文智，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張育銘，南台科技大學創新產品設計系 

衛萬里，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 

劉舜仁，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歷任總編輯 

何友鋒，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 

林草英，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陳玲鈴，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編審委員群 

王鴻祥，台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吳豐光，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吳志富，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林峰田，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官政能，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姚村雄，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 

 

 

英文編輯 

張建成，聯合大學工業設計系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侯錦雄，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許素朱，清華大學藝術學院 

張建成，聯合大學工業設計系 

游萬來，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鄧成連，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4) 編審委員會近期工作概要： 

     1. 已出版第二十六卷第二期設計學報「教學實踐研究」專刊。 

     2. 編輯校正第二十六卷第三期文稿。 

     3. 持續一般稿件審查事務。 

     4. 完成申請科技部優良學術團體補助資料。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報告人: 設計合作委員會召集人 陳文誌理事 

 

(1) 台灣設計研究院於108年委託設計學會辦理「2019全國分區設計

論壇」，分為北、中、南、東共計4場，已順利完成，並於

108/09/18(三)舉行「洞見設計公民聊天室」、108/10/23(三)  舉辦

「2019全國設計論壇」均獲得熱烈迴響。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2019全國分區設計論壇 
※總金費 : 1,520,000元  盈餘: 520,000元※ 



(2) 新北市政府於109年委託設計學會辦理「原生文化，在地融合」

中和華新街設計競賽，競賽項目分為「產品與公共空間設計類」以

及「視覺傳達與影像動畫設計類」兩類。 

 

並於109年10月23日至11月30日止，以「中和華新街」及新北各地

地理與人文特性為主題，在板橋府中15接力展出「百華齊新-原生文

化，在地融合」及「新北風」兩項展覽，展出大專院校學生與地方

創生團隊設計作品。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109年度新北創意大賞委託專業服務案 
※總金費 : 460,000元    盈餘:160,000元 



(3) 設計學會於109年10月17日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舉辦「第25屆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會議主題為『人性關懷  

跨界創新』，因原訂舉行日期5月份，因疫情原因延至10月份舉行，

共收錄104篇論文，研討會發表論文為86篇，包含口頭發表70篇及

海報發表16篇。 

 

 

(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宋毅仁主任 報告相關成果)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2020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成 果 報 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宋毅仁 



大會議程表 重點摘要 

 研討會主題：人性關懷 ．跨界創新 

 本系承辦中華民國設計學會2020年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舉辦日期原訂為2020年5月16日，後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而延期至2020年10月17日辦理。 

 本次研討會，經過2階段的徵稿及審核，共計有104篇論文收錄在
論文集中，但因本研討會是延期辦理，部分學生已畢業，因此當
日計有86篇進行發表，其中70篇是口頭發表、16篇是海報發表。 

 專題演講：1.富松潔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工設系日籍客座教授 
                         2.路威教授-英國與台灣雙重國籍之北歐設計顧問有限 
                            公司創辦人，同時也是多間大學的兼任副教授 



大會議程表 CIS 系統 



大會議程表 



     貼心小服務 

Shuttle bus 專題演講 即時翻譯 



接待簽到 



開場-貴賓致詞 



論文發表 



專題演講 

富松傑教授 路威教授 



團體照 

上午場 下午場 



會後領取證
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宋毅仁 

感謝聆聽 ．請多指教 



(4) 第26屆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於110年5月15日、

5月22-23日於長庚大學舉辦，會議主題為『（智慧+永續）×設計』。 

本屆研討會共收錄論文85篇，包含口頭發表66篇及海報發表16篇。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請 長庚大學  陳文誌主任 報告相關成果) 























報告人: 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集人 許峻誠理事 

 

(1) 設計學會於109年3月20至22日協辦「國際數位製造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Fabrication (ICDF 2020)」 於 

國立交通大學舉行。研討會主題為『設計、藝術及科技』，聚焦在數

位製造的 IOT 以及工業 4.0 應用，透過數位製造技術之助益，設計師、

建築師及藝術家得以在產品、裝置、人造物中實現製作複雜精密的結

構，或透過掌控數位控制機具來完成繁複長時的創作工程。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報告人：許峻誠 委員 



OCTOBER 17 – 18, 2020 

第三屆 ICDF 國際數位製造研討會：設計、藝術與科技 



本次研討會共有四十多篇優秀研究作品入選，分別以口頭發表、海報(poster)、作品
展示(demo) 與工作坊(workshop) 等多元方式進行。 



五場論文發表場次主題涵蓋： 
• 「科技設計與製造」 
• 「VR、體驗與推測設計」 
• 「工藝與科技」 
• 「仿生藝術與推測設計」 
• 「數位設計與3D列印」 

遠距演講與發表：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筧康明 



Keynote Speakers 



設計作品展示與討論 

投稿作品-參與式設計與行動藝術 



| Committee 

榮譽主席 

陳信宏 (國立交通大學, 臺灣) 

Jun Murai (Keio University, 日本) 

B.S Murty (IIT Hyderabad, 印度) 

 

大會召集人 

許峻誠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執行秘書 

秘書長 李建佑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郭明浩、林宜鄉、施帆、謝欣凌、羅曉愉 

諮詢委員 

張    翼 (國立交通大學) 

林一平 (國立交通大學) 

 

執行團隊 

國立交通大學 

議程組：黃宜品、蔡佳勳 

文宣組：林庭華、蘇楷文、侯祥鈺 

場佈組：賴威漢、蘇品儒、李家慶、蔡德蓉、蕭意子 

接待組： 熊姿潔、陳薪如、姜竣議、李依軒 

總務組： 黃亭捷 、鄭芷欣、鄔銘鋮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翁子馨、王綉珊、蕭靜芬、林宜鄕 



| Organizing Committee | Academic Committee 

陳一平 (國立交通大學) 

曾成德 (國立交通大學) 

許耿修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姚仁寬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侯君昊 (國立交通大學) 

魏玓 (國立交通大學) 

陶振超 (國立交通大學) 

吳志富 (大同大學) 

楊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Yasuaki Kakehi (Tokyo University) 

Hiroya Tanaka (Keio University) 

Tomoaki Watanabe (Keio University) 

Paul D. Found (University for the Creative Arts) 

Surya Kumar S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yderabad) 

 

莊明振 (國立交通大學) 

林銘煌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林彥呈 (國立成功大學) 

陳鴻裕 (HTC設計部門) 

蔡子瑋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戴嘉明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黃英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李宥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朱柏穎 (大同大學) 

曾永玲 (朝陽科技大學) 

曹筱玥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范士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Tomoaki Watanabe (Keio University) 

Shohei Aoki (Jomo Kenyatta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Surya Kumar S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yderabad) 

Masafumi Masuda (Mori Hamada & Matsumoto, Tokyo office) 

 



報告人: 推廣委員會召集人 張嘉玲理事 

 

(1) 為使設計教育理念能更加推廣並落實至全國各地，敬邀全國北中

南東各大專院校推派駐校代表。 

 

目前駐校代表人數共計37位，分別為北部16人、中部11人、南部8人、

東部2人。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姓名 校系 

王則眾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系 

林志隆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系 

廖冠智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林楷潔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張文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型設計系 

張瑋真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李易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林恆毅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陳國珍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簡佑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翁千惠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董芳武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許峻誠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黃儀婷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洪珮芬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黃詩音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北部代表 16位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姓名 校系 

潘芳茗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林葳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 

王淑慧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系  

李宥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呂佳珍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系 

諸葛正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陳俊霖 環球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 

張國賓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設計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陳慧霞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方裕民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系 

游守中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中部代表 11位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姓名 校系 

李穎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林大維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系 

周志榮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王明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蔡政旻 南華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童鼎鈞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璽任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陳維翰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南部代表 8位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姓名 校系 

張嘉玲 國立台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黃琡雅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東部代表 2位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一) 目前本會所持有的經費 (統計至110/08/29)： 

結算截至110年08月27日止，目前本會所持有的經費郵局餘額

為3,707,039元、合作金庫餘額為3,634,350元，共計為

7,341,389元整。 

 

五、秘書處大會報告 

帳戶名稱 餘額 

1.郵政劃撥帳戶 3,707,039 

2.合作金庫-復旦分行   123,728 

3.合作金庫-新生分行 1,595,285 

合計 (單位：元) 5,426,052 

外幣帳戶 餘額 

日幣 1,344,021 

美金 33,326.27 

英鎊   6368.14 

歐元 11,073.72 

澳幣 9,221.93 



(一) 目前本會所持有的經費 (統計至110/08/29)： 

 

五、秘書處大會報告 

設計學會郵政劃撥帳戶報告 餘額 

108/7/19日交接 2,733,031 

108/9/20理監事會報告 2,083,098 

108/12/21理監事會報告 3,223,728 

109/03/14理監事會報告 3,107,727 

109/05/25會員大會報告 108年度四表 

109/07/13理監事會報告 108年度四表 

110/01/09理監事會報告 2,890,444 

110/03/26理監事會報告 3,031,574 

110/09/03會員大會報告 3,707,039 



(二) 本屆截至目前為止，設計學會秘書處已經辦理過8次理監事

會議。其中5次於北部舉行、1次於台中高鐵站內舉行、2次因疫

情影響，採用視訊會議方式舉行；並於110年1月9日於大同大學

志生紀念館舉行設計學報主編會議。 

五、秘書處大會報告 



(三) 設計學會會員資料庫網站已重新建置完成，示範會員系統操

作流程。 

五、秘書處大會報告 



提案一、本會2020年收支決算表細目，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詳見2020年收支決算表，請參照（附件一）。 

六、提案討論 



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決算表 



提案二、本會2021年收支預算表細目，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詳見2021年收支預算表，請參照（附件二）。 

六、提案討論 



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109年預算表 



提案三、提撥2020年度收入總額20%至準備基金帳戶，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20條，提撥去年度收 

                  入總額20%，共計三十七萬九千四百七十四元 

                  (379,474) 至準備基金帳戶， 提請討論。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為有效推廣與執行本會任務及活動, 促使各區會員 

                交流, 是否考慮成立分會(如:北中南分支等)協助 ? 

 

七、 臨時動議 



七、 臨時動議 



八、 舉行第十四屆理監事投票選舉 

投票:   2021/9/3  10:00~12:00   
            大同大學尚志教育紀念館106室 
 
開票:  2021/9/3   投票結束後開始開票 
       
 
      
           選監委員:              

             陳建雄 監事       陳殿禮  監事     



九、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