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 發表場次 A場 

場次 代號 發表題目 / 發表人 / 所屬單位 

A1 

永 

續 

時 

尚 

A1-1 回應式設計應用於永續時尚之前導研究 

A Preliminary Study on Responsive Design for Sustainable Fashion 

陳華珠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副教授 

A1-2 以永續發展為原則之針織塗鴉藝術創作 

Knitting graffiti art cre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張鈺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研究所 碩士生 

馬仙景、田佩立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 碩士生 

陳華珠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副教授 

A1-3 消費者對於永續時尚概念認知之研究 

The study of Taiwanese consumers' perceptions on sustainable fashion 

黃亭嘉、陳欣瑀  嶺東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系 學生 

A1-4 探討綠色永續和運動品牌間之關係-以 NIKE 及 ADAIDS 為例 

A Case Study In Green Sustainable NIKE And ADAIDS Brand 

宋采衿、游書華  嶺東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系 學生 

A1-5 高齡使用者直覺互動產品界面設計研究 —以電視遙控器為例  

Research on interface design of intuitive interactive products for senior 

users - Take the TV remote control as an example 

趙若喬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研究所 碩士生 

陳力豪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所專任 副教授 

 

 

 

 

 

 

 

 

 

 

 

 

 

  



2019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 發表場次 B場 

場次 代號 發表題目 / 發表人 / 所屬單位 

B1 

環 

保 

與 

工 

藝 

B1-1 環保從家庭做起 Sustainability Begins At Home  

黃昭瓊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副教授 

B1-2 高齡者珠寶設計需求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demand for jewelry design for the elderly 

陳國珍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所 教授 

B1-3 混紡比例與織物組織對亞麻與異斷面聚酯混紡服裝舒適性之研究 

許采蘋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學生 

古德興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副教授 

B1-4 發展竹工藝產品利基市場之研究探討 

Craft-Design Collaboration: A Study of Bamboo Product Design in 

Developing a Niche Market  

林世銘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創意商品設計科 助理教授 

歐慧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助理教授 

B1-5 限量商品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影響之探討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Limited Commodity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張雨絜、黃佑綿  嶺東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系 學生 

B2 

大 

眾 

傳 

播 

B2-1 平面廣告圖片大小、文案多寡、涉入程度對廣告效果的影響之研究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rint image size, length of copywriting  

and product involvement on advertising effect 

卓峯志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B2-2 廣告代言人類型、涉入程度與廣告效果關係之研究-以男性香水廣告為例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ocate Type, Involvement Degree 

and Advertising Effect -A Case Study of Male Perfume Advertising 

李宗晉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 碩士生 

鄭靜宜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副教授 

李俊格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副教授 

B2-3 動態資訊圖表內容表現之敘事性分析初探-以《臺灣 Bar》、《圖文不符》為例 

The Discu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Motion Graphics Design in Content 

Narrative  -Using “Taiwan Bar” and “Simpleinfo” as Examples 

修瑞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 碩士生 

嚴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 教授 

 



2019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 發表場次 C場 

場次 代號 發表題目 / 發表人 / 所屬單位 

C1 

設 

計 

互 

動 

C1-1 具輔助起身功能之後拉式摺疊助行椅開發設計 

Pull-type folding walker design with assisting stand-up function 

施昌甫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助理教授 

C1-2 活力樹:結合行動擴增實境的導覽養成遊戲 

Vital Tree: An Education Guide Game with Mobile Augmented Reality  

邱貞瑋、林艷芸、廖郁儒、林容安、陳筱雯、歐育綺 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 學生  

梅興  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 

C1-3 圖像組織應用於外籍看護生活須知創作研究 

The Study and Creation of Graphic Organizers in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Nursing Workers’Life Tips 

邱得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學生  

廖偉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教授 

C1-4 以樹木保育為靈感之專刊設計製作 

This journal is inspired from forest conservation 

謝亞築、陳聖元、賴又瑋、吳承容、傅歆雅 

台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事業經營管理 碩士生 

C1-5 劍道腳部分析示意圖創作 

Creation of diagrams Kendo foot analysis 

陳智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學生 

廖偉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教授 

C2 

視 

覺 

設 

計 

C2-1 電子遊戲圖形中像素藝術風格之研究 

The Study of Pixel Art Style in Video Game Graphics 

陳佩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碩士生 

廖偉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教授 

C2-2 Insta-novel 視覺意象初探-以台灣文學經典名著為例 

A Preliminary Study of Visual Image of Insta Novels: Using Taiwanese Classic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蘇榆婷、林昀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研究所 碩士生 

C2-3 特殊寵物經驗的案例分析與視覺化設計 

The Case Study for Alternative Pets Experience and its Visualization of 

Design 

孫正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鄧建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副教授 



2019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 發表場次 D場 

場次 代號 發表題目 / 發表人 / 所屬單位 

D1 

科 

技 

應 

用 

D1-1 傳統與創新研究方法之應用與設計-科技結合旗袍元素轉化出之東方時尚新美學 

Application and Design of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Present New Eastern Fashion Aesthetics By Combine Digital by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Qipao Elements 

林國棟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助理教授 

D1-2 無人化智慧服務使用模式之研究-以智慧機能服供應系統為例 
A model of intelligent unmanned service – A case study of smart 
functional clothing supply system 
王姿穎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學生 
古德興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副教授  

D1-3 臉書粉絲關係經營怎麼「對」: 探討社群媒體上企業公關與行銷溝通的倫理面向  

Cultivating relationships with fans on Facebook: Discussing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PR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on social media 

鄭怡卉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告系  副教授 

D1-4 應用科幻觀點將木工藝轉換為具未來感之創作探討 

Transforming wood crafting into futuristic creation with sci-fi perspective 

蘇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碩士生 

鄧建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系 副教授 

D1-5 運用大數據探討影響旅遊目的地選擇之研究 

Using Big Data to Explore the Study of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葉為寬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博士生 

D2 

行 

銷 

研 

究 

D2-1 從體驗行銷觀點探討千禧世代對奢侈品牌之研究 

A Research of the Cognition of Luxury Brands by Millennial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arketing 

周欣誼  嶺東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系 學生 

D2-2 千禧世代對時尚再生服飾產品涉入程度對知覺價值及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 
Th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Fashion Recycling Product Involvement 
on Perceived Valu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by Millennials 
鄭橋徽  嶺東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系 學生 

傅思華  嶺東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系 助理教授 

D2-3 手染花卉永續素材結合流行色之色彩計畫應用研究 
The Chromatic Scheme for Handmade Floral Perpetual Material 
陳奕心  嶺東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學生 
紀立仁  嶺東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助理教授 



2019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 發表場次 E場 

場次 代號 發表題目 / 發表人 / 所屬單位 

E1 

博 

物 

館 

與 

文 

化 

研 

究 

E1-1 博物館社會處方箋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Social Prescriptions  
徐佳瑩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學生  
蘇瑤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助理教授 

E1-2 博物館與健康──從「閱物計畫:療癒的力量」醫學人文展經驗談起 
Museums and Health--From the Experience of " Significant Objects: The 
Power Of Healing" Medical Humanities Exhibition 
王冠珉  輔大博物館學研究所 學生 

E1-3 鄉村公共空間衰落原因探究:以福建省仙游縣樟林村為例 
A Probe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Rural Public Space: 
A Case Study of Zhanglin Village, Xianyou County, Fujian Province 
鄭志強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周融駿  中原大學景觀學系 副教授 
鄭志偉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 

E1-4 用歷史事件打造主題旅遊以傳達永續理念的個案分析— 
以韓國光州的「518 民主運動史蹟」為例 
A Case Study of Creating a Theme Tourism with Historical Events to Conve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The Case of the Historical Site of 518 
Democratic Movement in Gwangju, South Korea 
郭甘露  陸軍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E1-5 初論少子化現象與歷史性小學再利用的契機 
A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henomenon of low birth rate and the 
adaptive reuse of historical elementary school 
余靜娟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 
張崑振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  

E2 

課 

程 

創 

新 

E2-1 服裝社區創新課程對大學生感恩與服務學習經驗影響之研究 
Research of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Community Innovation Course on 
College Students’ Gratitude and Service Learning Experience 
鄭靜宜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副教授  
陳坤虎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系 副教授  
潘榮吉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系 助理教授 

 

E2-2 

 

善念續緣～以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開創樂齡族教與學之自我實現 
Good Mind Continuation - Self-realization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senior citizens with the language ability certification of Minnan language 
謝翠娟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2-3 

全球化面向之美感素養:  以李常受之性格論為課程探討 
The Orientation of Beauty under Globalization: Taking the Personality 
Theory of Witness Lee as Exploring 
范俊銘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19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 發表場次 F場 

場次 代號 發表題目 / 發表人 / 所屬單位 

F1 

& 

F2 

文 

化 

創 

新 

F1-1 台灣客家文化與服飾設計之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Hakka Culture Clothing and Accessory Design in Taiwan 

鄒家鈺  華夏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系 助理教授   

林宗寬  華夏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系 副教授  

朱正生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 副教授 

F1-2 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服裝設計中的運用實例-以「華枝春滿」系列服裝設計為例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Combine with Fashion Design  

- Take the Fashion Design of 「Hua Zhi Chun Man」 as an Example 

鄭涵、馬仙景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 碩士生 

何兆華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教授 

F1-3 客家藍染文化分析暨設計發展探討 

Discussion on Hakka Blue Dye Culture Analysis and Design Development 

游庭昀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賴志純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副教授  

F1-4 藍緞地人物團花刺繡大襟褂之藏品分析 

A Study on the Blue Satin Jacket with Embroidered Figure Roundels 

郭昭吟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 碩士生 

何兆華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教授  

F1-5 眾神流浪:臺灣落難神像的起因、安置與重生 

The Wandering of Gods: The Origins, Placements and Rebirth of 

Abandoned Religious Statues in Taiwan 

卓聖倉  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兼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