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



議程

02

設計學報編審報告04

秘書處報告03

理事長致詞暨頒贈感謝狀

01 設計學會會員大會說明



中華⺠國設計學會任務包含
一. 從事與設計有關之學術研究及活動

二. 發行會刊、設計學報與著作，舉辦設計展覽會

三. 接受公私團體委託之學術研究

四. 促進與國內外設計團體之學術交流，為設計學術及創作提供

一個發表的學術性刊物，藉以提升設計科學研究為目標。

l 每年發行《設計學報》與IJoD

l 每年定期舉辦「設計研究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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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理事

創會暨第⼆任理事⻑ 何友峰
第三任理事⻑ 游萬來
第四任理事⻑ 林榮泰
第五任理事⻑ 林草英
第六任理事⻑ 何明泉
第七任理事⻑ 陳玲鈴

第⼋任理事⻑ 吳豐光
第九任理事⻑ ⿈⼦坤
第⼗任理事⻑ 管倖⽣
第⼗⼀任理事⻑ 陸定邦
第⼗⼆任理事⻑ 宋同正
第⼗三任理事⻑ 吳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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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常務理事 理事

衛萬⾥ 朱柏穎 唐硯漁 江潤華 陳淳迪 張育銘

副理事長 陳殿禮 許峻誠 ⿈世輝 宋毅仁 洪偉肯

陳建雄 杜瑞澤 陳⽂誌 董芳武 周志榮 簡佑宏

Chinese Institute Design

第⼗四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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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監事 監事

許⾔ 林銘煌
⾺敏元
陳俊智
陳明⽯

Chinese Institute Design

第⼗四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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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委員會

委員會 召集⼈ 其他委員 其他委員

組織委員會 陳殿禮 宋毅仁 洪偉肯

學術期刊委員會 張育銘 ⿈世輝 唐硯漁

設計合作委員會 杜瑞澤 陳⽂誌 簡佑宏

國際事務委員會 許峻誠 陳淳迪 董芳武

推廣委員會 朱柏穎 周志榮 江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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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理事長
致詞暨頒發感謝狀
l 理事⻑致詞
l 致贈名譽理事證書與感謝狀
l 致贈雲林科技⼤學感謝狀

l 致贈駐校代表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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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致詞

Chinese Institute Design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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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頒贈

Chinese Institute Design
02

頒發
第⼗三屆理事⻑感謝狀
第⼗四屆名譽理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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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頒贈

頒發
駐校代表感謝狀

Chinese Institute Design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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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頒贈

Chinese Institute Design
02

頒發
雲林科技⼤學
承辦27th�研討會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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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03

執秘、財會、網管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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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資料彙整

數位化
資訊傳播

社群化
l Instagram 建置

l Facebook 建置

l 歷史資料數位化封存

l 會員審查數據化

資料處理

便利化
l 簡化會員後台更新

l 簡化權限開通流程

l 簡化學報排審流程

l 增加網銀匯款管道

l 採用內政部電子公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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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會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cid1995tw/

社群化

https://www.instagram.com/cid199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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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會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ID1995TW

社群化

https://www.facebook.com/CID199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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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箱歷史資料已電⼦化封存

46 箱歷屆文件已縮減成 13 箱，封存內容包括

ü 未達10年財務資料

ü 重要學會歷史文件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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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件數位化➞後台會員管理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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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式網⾴建⽴
Responsive Web Design

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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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可以查詢⾃⼰的權限

● 會員系統能看到期⽇
網頁擷取能協助設計學報管理，

證明是否具投稿資格

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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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

Before｜先排審後催繳造成學會呆帳；信件來回追蹤導致重⼯

學報直接進⼊排審

簡化學報排審流程

學報信件
通知繳費 學報通知學會 學會追帳，持續信件繳款⼈

學報通知繳費
投稿⼈填寫匯款表單

⾃動化表單
產出雲端表單

學會與學報同步查看
進⼊排審

After｜先繳費後表單⾃動⽣成，學會學報只需確認繳費狀態，即能進⼊排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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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

不只是郵政劃撥，為會員提供【網路轉帳】繳費管道
秘書處財會將執⾏每⽇查帳，以保障會員、投稿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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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

尋回內政部電⼦公⽂系統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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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會
110/12/31 餘額

郵政劃撥帳戶報告 4,231,578

合作金庫帳戶報告 3,739,815

110年度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帳戶餘額

財會

外幣帳戶 餘額
日幣（JPY） 1,344,028
美金（USD） 33,831.19
英鎊（GBP） 6,368.46
歐元（EUR） 11,073.78
澳幣（AUD） 9,222.40

110年度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外匯帳戶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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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目前財務及會計狀況-110年度平衡表

合作⾦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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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目前財務及會計狀況-110年度平衡表

會計費

過去賺錢

110年賺錢

基礎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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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收支出納表

秘書處目前財務及會計狀況-110年度出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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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目前財務及會計狀況-110年度準備基金收支表

⾮流動資產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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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財務報表

●現金流量表

秘書處目前財務及會計狀況-110年度現金流量表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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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目前財務及會計狀況-110年度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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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設計學報編審報告

設計學報編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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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報Journal�of�Design

Chinese Institute Design
04

(1) 本學會所出版「設計學報JoDesign」屢創佳績，成為設計學術⼈的
重要學術⽂獻資料庫

2021年
「臺灣⼈⽂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暨核⼼期刊收錄」
l 蟬聯⼈⽂學藝術學⾨核⼼期刊（THCI）第⼀級

2022年
「臺灣學術資源影響⼒」榮獲「藝術學」分類獎項
l 「期刊即時傳播獎藝術學」
l 「期刊⻑期傳播獎藝術學」
l 5�年影響係數（0.261），排名第⼆
l ⻑期總被引⽤數（1,565），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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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學報稿件處理統計情況如下表

時間 107年01月至110年12月 目前(迄111年5月3日)稿件處理情形

分類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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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3 7 13 8 13 4 8 1 3 3 7

視覺傳達 3 7 6 8 2 6 3 9 1 1 1 1 4

建築&環
境 2 5 2 9 2 5 1 2 2

其 他 4 8 9 17 10 11 9 9 2 1 5 1 9

總 計 13 33 24 47 22 35 16 27 4 2 3 11 2 22

設計學報Journal�of�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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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刊登⽬錄第⼆⼗七卷第⼀期刊登論⽂
⽬次 論⽂題⽬ 作者 ⾴數

1 ⾺克杯顏⾊與造形影響飲品⼝味感知之探討 蕭坤安、陳語晨 01-22

2 模糊理論介⼊可適應性設計⽅法研究—
以傳統⺠居新增衛浴產品為例 梁桂嘉、傅游磊 23-46

3 情感設計應⽤於公益防疫影⾳作品之研究
—以《幸福臺灣⼦》影⽚為例 楊正翔、林榮泰、林伯賢 47-69

4 莎劇《皆⼤歡喜》戲劇服裝設計管理 王怡美、宋同正 71-85

設計學報Journal�of�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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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七卷第⼀期編審委員會之成員名單

總編輯
宋同正，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主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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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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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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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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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編輯
張建成，聯合大學工業設計系

Chinese Institute Design
04

執行編輯
林庭如

編輯助理
陳詩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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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編審委員會近期⼯作概要：

1. 已出版第⼆⼗七卷第⼀期設計學報。

2. 編輯校正第⼆⼗七卷第⼆期⽂稿。

3. 持續⼀般稿件審查事務與資料統計。

4. 通過審查稿件排稿。

設計學報Journal�of�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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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Contact us.

cid1995tw@gmail.com 

33321�桃園市⿔⼭區德明路5號
商品設計學系辦公室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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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及設計學⾨】成果交流會

時間：111/08/23�(⼆)、24(三)�兩天
地點：⾼雄國際會議中⼼

110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