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MIT，台北見：文化創意研討會
ADCS 第九屆亞洲設計文化研討會議程
2015 MIT-Meeting in Taipei：Creative Industries Conference
9th Asian Design Cultural Society

【日期】：2015 年 5 月 23 日 星期六
【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J616 會議室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30 號 6 樓)

【指導單位】：科技部
【承辦單位】：銘傳大學觀光學院休閒遊憩管理學系、設計學院商品設計學系
時間

議

【Schedule】：23th May 2015
【Venue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pei

【主辦單位】：ADCS 亞洲設計文化學會
程

08:30 ~
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 ~
09:15

開幕式(Opening Ceremony) 銘傳大學 李銓校長 致詞

09:15 ~
09:30

ADCS 日本總會長 宮崎清 教授致詞

09:30 ~
10:30
10:30 ~
10:50
11:00 ~
12:15
論文口頭
発表
CT 中国
KT 韓国
JT 日本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會議室:J616

主講者(Keynote Speaker): 文化部 邱次長 于芸
題目：文化產業化到文化創意產業之路
茶敘 (Tea Time Break)

場次 1-1 (Section 1-1)
會議室:J616

場次 1-2 (Section 1-2)
教室:J603

場次 1-3 (Section 1-3)
教室:J604

場次 1-4 (Section 1-4)
教室:J605

主持人：黃國珍 教授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與談人：黃世輝 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系)

主持人：張軒瑄 副教授
(銘傳大學 休憩系 主任)
與談人：翁群儀 助理教授
(高雄大學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主持人：金明蘭 教授
(韓國水原大學)
與談人：黃淑芬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主持人：陳柏蒼 副教授
(銘傳大學餐旅事業學系 主任)
與談人：趙英玉 助理教授
(神戶藝術工科大學)

CT022 虚拟现实在建筑城市规
划领域应用研究综述
杜守帅 过伟敏
CT036 明末至民国时期江苏无

CT024 江永女书文字艺术特性及
创新设计
梁惠娥 王中杰
CT025 秦汉时期炊具设计演变

CT019 中国传统民居的色彩面
貌 —通过对福建土楼
的实地调查 曾舒凡
CT054 Symbiosis Mechanism

CT004 中国镇江近代公共
建筑的类型
及设计特征
刘佳 过伟敏

of Product Design
CT062 隐性知识：传统手工
锡工商建筑的建造观念
Based on
艺设计创新研究的
史明
Environment and
微观视角
CT076 地方文化特色在现代旅
Ergonomics Needs
张朵朵
游商品创意设计中的应用
Ping ZHANG Ding-dan JT012 地域資源としての温
刘玮 姚梦雪
泉と病院
WEN
JT007 彦根仏壇産業の歴史と
禹在勇 白柳爛
Quan YUAN
現在
小相澤隆幸
Pei-zhou SUN
面矢慎介
KT001 伝統市場活性化モデル事 JT013 福祉領域における地
JT008 復興絵馬のデザインによる児
域包括ケア 活動
業「文伝成市」 孫大雄
童の心と地域の復興 近
中村英三 禹在勇
朴燦一
藤祐一郎
JT001 地域連携で取り組む人材
育成の在り方 遠藤雅子

12:15 ~
13:00
13:00～
14:00
海報發表
CP 中国
CT 中国
KP 韓国
TT 台湾
JP 日本
JT 日本

任新宇 Ren Xinyu*
张耀引
JT005 中国ミャオ族の服飾文様に見ら
れるアニミズム
曽和英子
JT023 台湾・三峽地域｢民権老街」に
おける街路空間の文化的特
質
王淑宜 植田憲

午餐及休息 (Lunch & Break)
場次 1-1 (Section 2-1)
會議室:J616 （13 人）

場次 1-1 (Section 2-2)
教室:J603（9 人）

場次 1-1 (Section 2-3)
教室:J604（13 人）

場次 1-1 (Section 2-4)
教室:J605（11 人）

主持人：朴燦一 教授
(韓國建國大學)
與談人：諸葛正 副教授
(朝陽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主持人：大鋸智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與談人：羅彩雲 助理教授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主持人：面矢慎介 教授
(日本 滋賀大學)
與談人：趙英玉 助理教授
(神戶藝術工科大學)

主持人：禹在勇 教授
(日本 長野大學)
與談人：王明堂 副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CP001 中国傳統民間藝術的
当代創新設計 張楠
CT001 The "Inheritance"
and “Extension” of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Signboard in
Contemporary
Design
FAN Qingxi
CT016 女书文化融于现代设
计的途径与方法 梁
惠娥 贾蕾蕾
CT017 城镇集约化进程中无

JP001 Town Promotion
with the Picture
Book using the
Local Wood
Masako Endo
JP002 Inheritance and
Regional Design
for Traditional
Craft Culture
Masako Endo
JP003 地域情報発信とコミュニ
ティビジネス
遠藤雅子
JP004 西日本の下駄
花田祥子 松内紀之
JP005 地域活性化における大
学の役割の

JT011 山武市成東駅周辺地域内発
的地域振興グランドデザイン
金主榮 植田憲
JT014 ハンディスキャナーを利用した
仏像のテクスチャデータ取得
利用
青木宏展 植田憲
JT015 中国・吉林省査干湖周辺
地域の魚食文化
郭暁蘇 植田憲
JT016 モンゴル遊牧生活にみられる
伝統的な時間空間概念 吉
日木図 植田憲
JT017 視覚化に基づく地域資源の
抽出共有手法
黄
曼寧 植田憲

TT013 台灣「設計」之關係生成演
進—「美工」設計語義與
定位之探討
楊屏玉 諸葛正
TT017 農夫市集的文化創意設計
━以台灣三個農夫市集
為例
蔡佳伶 黃世輝
TT020 台灣玻璃藝術與產業之現
況與趨勢
陳玉樹
TT021 以西螺鎮農作・武術為主
軸之文化創意設計
黃惠筠 陳昱樺 黃安賀
張英裕
TT024 不同角色新作為－雲林縣
元長鄉鹿北社區的崛起

再確認 植田憲
JP006 豊かな生活づくりの第
一歩
松崎さおり
JP007 うらやす｢う・ら・ら｣計画
杉村直 宮澤君子
林正雄
JP008 うらやす銘菓｢おしゃら
く｣
常田純孝 澤田惠子
杉村正子 山崎悦道
古澤貞次
Importance-Perform
JT006 中国上海市崇明島に
ance
おける伝統住居住ま
Analysis of Tourism
い方
Infrastructure in
戴薪辰 植田憲
Taiwan
JT003
浦安郷土博物館集客
Hsuan Hsuan Chang
に向けたモニュ
Sanda Plavin
メントスケッチ 常田純孝
TT002 大數據時代中國傳統 JT010 銀座に開いた青春群像
工藝美術數據化信息
佐藤厚行
平臺建設的必要性
王建明
TT006 台灣綠色工藝材料與
設計應用 林宛姿 張
瑋真 黃世輝
TT011 青年回農潮現象之社
會創新分―以三個國
際案例為例 莊琇媛
黃世輝
TT031 消費造林中疏伐材料
應用開發之可能性
锡传统吴文化的振兴
沈天琦 梁惠娥
CT023 近代齐鲁民间服饰文
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梁惠娥 李俞霏
KP001
대형화분의내부높이
수구조체 제안
김명란
TT001

JT018 地域づくりプロジェクトの「グッ
ド」のあり方
趙理 植田憲
JT019 新たな価値を育む若者の拠
点創生
西田直海
JT020 子ども主体のまちづくり
曽和具之
JT021 中国少数民族刺繍文化に
内包された生活の知恵
張夏 植田憲
JT022 日本における地域通貨の類
型化とその特質
孟晗 植田憲

翁群儀 賴廷鴻 王培蓉

TT032 緣農‧援農：日本地域
品牌活用城鄉食文化
黃淑芬

14:10 ~
15:0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會議室:J616

主講者(Keynote Speaker): 宮崎清
題目：人心之華的創造物

柯維軒
TT027 微型文創商店風格塑造
陳芊庭 黃世輝
TT026 以總經指標與犯罪建構觀
光旅遊發展藍圖
余尚恩
TT028 Cultural Creative
Activities on Tourism
for Taiwan Aboriginal
Amis Community
Chen-Fu Chen
Dumile Fungile
Dlamini
TT029 透過｢多元就業計畫」實現
可持續社區產業發展之
困境
羅玉雯 黃世輝

15:00～
15:30
15:30 ~
16:45
論文口頭
発表
TT 台湾

茶敘 (Tea Time Break)
場次 2-1 (Section 3-1)
會議室:J616

場次 2-2 (Section 3-2)
教室:J603

場次 2-3 (Section 3-3)
教室:J604

場次 2-3 (Section 3-4)
教室:J605

主持人：梁惠娥 教授
(江南大學 紡織服裝學院)
與談人：張英裕 助理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

主持人：遠藤雅子 教授
(岩手大學)
與談人：羅彩雲 助理教授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主持人：陳振甫 副教授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與談人：翁群儀 助理教授
(高雄大學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主持人：西田直海 助理教授
(千葉大學)
與談人：黃世輝 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系)

TT003 Floating Buildings

Potential Threat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Response
Kuei-Feng,Wang

TT008 台北市北投區發展都
會農業的困境及因應
之道
洪德仁
TT022 讚炭工坊創意生活知
識經濟

高宜淓 文蜀嘉 邱婉婷

TT030 異域之火：探討桃
園忠貞新村火把節
對地方依附
陳振與 黃淑芬

TT004 台中市南寮社區空間
活化與永續發展
吳佩玲 孫劍秋
柯耀宗 翁茂原
TT009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Image of
Independent
Bookstores

Yi-Wei Kao
TT015 文化創意發展思維在
社區產業建構過程中
的展開
諸葛正 吳莉玲
TT018 文化創意商品設計以台灣粿印文化為例
梁家禎 張英裕
董乃綺 張芷瑜

TT005 創新飾品佩帶方式之研 TT007 從經濟組織形式檢視公私合
究與設計
營之非營利管理機制
李昕
林冠宏
TT016 探討榻榻米運用在居家 TT010 台灣人會不會越幫越忙?
空間之構成元素
張軒瑄
羅彩雲 詹舒婷
TT012 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 —<上
TT019 地方產業特色化之文創
樞密韓太尉書>
包裝設計
陳敬介
杜恩珮 顏名宏 郭子瑄
TT014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T023 臺灣日晒鹽產業之文化
Tour Operators’ Practices
加值與設計
of Corporate Social
劉孟函 侯心萍
Environmental
林毅軒 張英裕
Responsibility on Low
Emissions
Lin, Li-Pin

16:45～
閉幕式
17:00
【口頭發表】32 篇(Oral Presentation includes 32 papers.)
1.每篇發表以 15 分鐘為原則 (Each presentation has to finish in 12 minutes.)
2.每篇討論時間約為 3 分鐘 (The discussion of each presentation is limited in 3 minutes.)
【海報發表】46 篇(The Poster presentation includes 46 pap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