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學年度第二學期 

名家系列課程時間表 

上課時間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領域 教師 開課單位 

MA MB MC TCG011301 世紀新思潮系列講座 人、社 王朝正  教學資源中心 

MA MB MC CC1243301 文藝發展與流行音樂文化 人 馬世芳 教學資源中心 

T6 T7 T8 DTG001301 設計史 人、自 
陳盈君 

蕭文信 
工商業設計系 

TA TB TC CC1242301 司馬中原藝文講座 人 司馬中原 教學資源中心 

TA TB TC TXG001301 材料科技 自 游進陽 材料系 

TA TB TC FBG003301 財務工程與雲端運算 社 繆維中 財金學程 

WA WB WC TBG002301 創新事業管理講座 社、自 黃世禎 科管學程 

RA RB RC CC1238301 文學與電影 人 許榮哲 教學資源中心 

RA RB RC FBG002301 品牌價值創新講座 社 張志賢 財金學程 

FA FB FC ADG001301 新世代建築論壇一 人、社 吳明修 建築系 

FA FB FC ADG007301 創意創業講座 人、社 張秀曼 建築系 

 



世紀新思潮系列講座 

 

授課時間：週一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王朝正、唐玄輝 

授課地點：RB-105 

 

週
次 

日期 主持人 
主講 
講師 

主講者現職 講 題 

1 101.02.20 王朝正老師 王朝正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

教授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課程介紹 

2 101.02.27. 補假 

3 101.03.05. 王朝正老師 王兆應 康寧國際台灣區總經理 我的大學生了沒 

4 101.03.12. 唐玄輝老師 周育如 水越設計創辦人 

都市酵母行動見遊 
15.5 個嚴選都市趣味意識
形態探索+臺北設計之都的
設計觀 

5 101.03.19. 王朝正老師 張自強 
國立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院

長 

一路走來撿到的石頭(經驗

分享) 

6 101.03.26. 唐玄輝老師 許耿修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

三處處長 
文化創意產業-台南經驗 

7 101.04.02 補假 

8 101.04.09. 王朝正老師 李明悌 悍創運動行銷策略長 運動行銷 

9 101.04.16. 王朝正老師 徐培剛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理事暨

創意企劃委員會主任委員 
勇敢做自己的圓夢大使 

10 101.04.23. 王朝正老師 賴榮孝 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一個值得選擇的未來-文明

荒野 

11 101.04.30. 王朝正老師 林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教授 

台北願景: 推動都市再生與

環境美化 

12 101.05.07. 王朝正老師 李吉仁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副

院長 
生涯發展的策略觀點 

13 101.05.21. 王朝正老師 陳超乾 台積電業務開發處資深處

長 
自我感覺良好，可乎? 

14 101.05.28. 王朝正老師 李萬進 紳裝西服董事長 發揮潛能 超越自己 

15 101.06.04 王朝正老師 邱銘乾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從鐵皮屋到世界舞台 

16 101.06.11 王朝正老師 王朝正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

教授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期末座談 



文藝發展與流行音樂文化 

 

授課時間：週一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馬世芳 

授課地點：AU-101 

 

日期 講者 題目 演講者簡介 

2/20 馬世芳 雜色與混血：台灣流行音樂的底蘊來由（一） 廣播人、作家 

2/27 馬世芳 雜色與混血：台灣流行音樂的底蘊來由（二） 同上 

3/5 馬世芳 民歌時代的國族意識：從美麗島說起 同上 

3/12 馬世芳 鄉愁、國族、大時代：從「龍的傳人」說起 同上 

3/19 馬世芳 歸鄉、離鄉（一） 同上 

3/26 馬世芳 歸鄉、離鄉（二） 同上 

4/9 馬世芳 從詩到歌 同上 

4/16 馬世芳 創作歌手的成熟（一） 同上 

4/23 馬世芳 創作歌手的成熟（二） 同上 

4/30 馬世芳 台灣獨立搖滾溯源 同上 

5/7 馬世芳 後解嚴時代「新台語歌」族譜 同上 

5/14 馬世芳 像一把刀子：崔健與中國搖滾創世紀 同上 

5/21 馬世芳 （停課一次） 同上 

5/28 馬世芳 直到大廈崩塌：當代中國搖滾大觀 同上 

6/4 馬世芳 走江湖：當代中國民謠大觀 同上 

6/11 馬世芳 學期總結與課程問答 同上 

 



設計史 

授課時間：週二下午 13:30-16:20 

授課老師：陳盈君、蕭文信 

授課地點：AU-101 

 

週次 時間 教學進度 備註 

1 02/21 設計史導讀  

2 0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02/25(六)  建議參觀:   好椅子!2012 春

季展 

另擇期補課 

3 03/06 名家-文創與設計(預定) 

演講者：賴維鈞老師     華梵大學/米力文化空間有限公司執行長 

分組與公佈期中報

告主題 

4 03/13 名家-設計的哲學 

演講者：李根在     李根在形象設計公司設計總監 

 

5 03/20 名家-過氣設計人談過去設計事&秀些過時設計物 

演講者：王明嘉     王明嘉視覺設計事務所負責人 

 

6 03/27 名家-工業設計與台灣資通代工設計的歷史與現況發展 

演講者：劉宗育     緯創資通高級工業設計師 

確立各組期中發表

對象 

7 04/03 校際活動週，停課(放假一天) 04/08(日)建議參觀:  台北市立美術館 另擇期補課 

8 04/10 名家-有趣的日本設計行銷法則 

演講者：馮宇     馮宇設計企畫公司「IF OFFICE」負責人 

 

9 04/17 期中分組報告：設計史分組報告  

10 04/24 期中分組報告：設計史分組報告  

11 05/01 名家-城市生活的設計想像 

演講者：胡佑宗     唐草設計  ndd design tainan  總經理 

 

12 05/08 名家-Share 

演講者：周育如     水越設計創辦人 

 

13 05/15 名家-創作與創意-談表演藝術與設計的互動與思考 

演講者：丁怡文        表演藝術專業執行經理人 

 

14 

2 

05/02  

 

名家-包浩斯劇場展 

演講者：耿一偉    策展人 

 

15 

9 

05/02  

 

名家-新一代設計發展與展覽大檢驗之鑑古鑠今 

演講者：黃麗寧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副企劃師 

 

16 06/05 名家-動畫的創意與應用 

演講者：陳春霞     青禾動畫總經理 

 

17 06/12 大一英文會考(二):停課  

18 06/19 名家-設計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兼論 21 世紀初設計風格趨勢 

演講者：馮冠超(永華)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教授 

17 周演講心得

與 2 篇個人 

參觀心得繳交期限 



司馬中原藝文化講座 

 

授課時間：週二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司馬中原 

授課地點：AU-101 

 

日期 講者 題目 

2/21 司馬中原 藝文漫論 

3/6 司馬中原 一甲子創作的心路歷程 

3/13 司馬中原 各種文類面面觀 

3/20 司馬中原 涵容與創造 

3/27 司馬中原 一元與多元（兼談論戰） 

4/10 司馬中原 超乎六合的人生觀之建立 

4/24 司馬中原 小說的基本認知 

5/1 司馬中原 散文的基本認知 

5/8 司馬中原 詩的基本認知 

5/15 司馬中原 文字的多面功能 

5/22 司馬中原 美術的深度感受 

5/29 司馬中原 音樂的永恆歌讚 

6/5 司馬中原 筆的神奇 

 



材料科技 

授課時間：週二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游進陽 

授課地點：IB-401 

 

週次/日期 教 師 現職 授 課 內 容 

1/ 02/21 游進陽教授 台科大材料系 課程簡介及評量標準 

2/ 02/28 放假   

3/ 03/06 邱德威教授 臺臺北北科科技技大大學學材材料料及及資資

源源工工程程系系  

透透明明元元件件的的未未來來與與開開發發  

4/ 03/13 梁梁元元彰彰教教授授  海海洋洋大大學學材材料料所所  點點矽矽成成金金--矽矽晶晶圓圓材材料料  

5/ 03/20 洪洪欣欣穎穎處處長長  光光寶寶動動力力儲儲能能科科技技股股份份

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鋰鋰電電池池材材料料  

6/ 03/27 黃黃義義欽欽總總經經

理理特特助助  

慶慶泰泰樹樹脂脂化化學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

公公司司  

水水性性高高分分子子在在健健康康綠綠建建材材的的

應應用用與與發發展展  

7/ 04/03       

8/ 04/10 鍾鍾鎔鎔聲聲博博士士  瀚瀚聯聯科科技技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環環氧氧樹樹脂脂材材料料之之應應用用與與說說明明  

9/ 04/17 期中考   

10/ 04/24 林韋呈經理 新力能源公司 電動車相關內容 

11/ 05/01 陳錦毅教授 逢甲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 

奈米材料之開發及應用 

12/ 05/08 黃博雄主任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創新匪類的設計紡織與匪類

案例 

13/ 05/15 許伯仰經理 Veeco 台灣科技中心 電激發光材料 

14/ 05/22    

15/ 05/29 蔡曉雯教授 長庚大學生化與生醫工

程研究所 

膠原蛋白的生醫應用 

16/ 06/05 游進陽教授 台科大材料系 課程討論及感想 

17/ 06/12 停課   

18/ 06/19 期末考   



財務工程與雲端運算 

授課時間：每週二 晚上 18：25 - 21：05 

授課老師：繆維中 

      授課地點：RB-105 

 

 

 

 

週次 時間 講題 講員 主持人 講員資歷 

1 2/21 課程簡介暨衍生性商品與財工實務 謝劍平 繆維中 中華投資公司 董事長 

2 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3 3/6 匯率衍生性商品及匯率避險實務 龔雪清 繆維中 前中國信託 風控副總 

4 3/13 數量方法與風險控管實務 董夢雲 繆維中 永豐金控 風控處長 

5 3/20 股權衍生性商品投資實務 牛繼聖 繆維中 中國信託 副總 

6 3/27 新商品設計流程與財務工程 邱榮澄 繆維中 寶來證卷 副總 

7 4/3 校際活動週(放假一天) 

8 4/10 高速平行計算技術及財工應用實務 鄭羽伸 繆維中 富興科技 總經理 

9 4/17 
期中考週 

4/20 前繳交財務工程方面之報告 
   

10 4/24 遠端桌面的技術沿革與趨勢分析 莊宸銘 繆維中 麗臺科技 副總工程師 

11 5/1 雲端運算在教育上的應用 孫憶明 繆維中 澔奇科技 總經理 

12 5/8 雲端運算技術及產業發展 瞿志豪 繆維中 前和信超媒體 科技長 

13 5/15 高速平行計算技術 鄭羽伸 繆維中 富興科技 總經理 

14 5/22 
雲端運算的通訊技術發展及產品佈局 

(5/22 前送繳應屆畢業生期末成績) 
楊錦鈿 繆維中 麗臺科技 總工程師 

15 5/29 雲端服務案例分析及技術簡介 
陳炳偉 

張凱彥 
繆維中 麗臺科技 軟體研發經理 

16 6/5 
由使用者介面設計角度看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的產業機會及市場策略 

漆慶壽 

盧崑山 
繆維中 

麗臺科技 工業設計經理 

麗臺科技 總經理 

17 6/12 全校停課日 

18 6/19 

期末考週 

6/22 前繳交雲端運算方面之報告 

(在學) 

   



創新事業管理講座 

 

授課時間：每週三 晚上 18：25 - 21：05 

授課老師：黃世禎教授、劉華美教授、陳曉慧教授、劉顯仲教授、郭庭魁教授、何秀青教授。 

授課地點：AU-101 

 

週次 日 期  講 題 主講人 主持人 講員資歷 

1 02/15(三) 課程規定與介紹 N/A 黃世禎 科管所所長 

2 02/22(三) 創意思考 高鴻翔 黃世禎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顧問 

3 02/29(三) 科技主管的管理藝術 陳泰明 劉顯仲 中國生產力中心資深顧問 

4 03/07(三) 綠能產業與政策發展 張四立 劉華美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

所教授 

5 03/14(三) 大學生,你不可不知的大陸發展 孫明德 何秀青 
台經院秘書處暨景氣預測中心

主任 

6 03/21(三) 
國內醫療資訊軟體服務產業現

況與經營管理 
林伯爵 黃世禎 博識資訊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7 03/28(三) 產業創新與金融發展 林沁和 劉顯仲 南山人壽副總經理兼法務長 

8 04/04(三) 清明節 (國定假日，放假一天)    

9 04/11(三) 系統整合廠商的經營管理 沈明聰 黃世禎 天剛資訊執行副總經理 

10 04/18(三) 職場的法律風險及對應方法 劉志鵬 劉華美 寰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11 04/25(三) 尚立公司的經營管理 簡剛民 黃世禎 尚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2 05/02(三) 談綠色創新企業 李永正 何秀青 台經院副研究員 

13 05/09(三) 
嵌入式電腦產業邁入雲端服務

經營模式 
張家豪 黃世禎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4 05/16(三) 生醫研發的倫理法律議題 陳仲嶙 陳曉慧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

授 

15 05/23(三) 
數位典藏產業之授權— 

理論與實務 
楊擴擧 陳曉慧 宇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16 05/30(三) 綠藤生技的經營與創新管理 廖怡雯 郭庭魁 綠藤生技 

17 06/06(三) 新一代網路通訊應用趨勢 洪文堅 黃世禎 資策會智通所主任 

18 06/13(三) 期末考週 心得發放    

 



文學與電影 
授課時間：週四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許榮哲 

授課地點：AU-101 

 

日期 講者 題目 演講者簡介 

2/16 許榮哲 文學與電影的雙人探戈（Ex:賽德克巴萊） 知名作家 

2/23 許榮哲 說一個完整的故事（Ex:火影忍者） 知名作家 

3/1 許榮哲 劇本格式與研讀（Ex:中央車站） 知名作家 

3/8 許榮哲 人物性格的養成（Ex:霸王別姬） 知名作家 

3/15 許榮哲 人物性格的演變（Ex:末路狂花） 知名作家 

3/22 許榮哲 小說與戲劇對白（Ex:人間四月天） 知名作家 

3/29 許榮哲 情節伏筆與結構（Ex:變臉、童年往事） 知名作家 

4/12 許榮哲 小說課Ⅰ:人物、場景、對話（Ex:三國演義） 知名作家 

4/19 許榮哲 小說課Ⅱ:時間與留白（Ex:那山那人那狗） 知名作家 

4/26 許榮哲 小說課Ⅲ:矛盾與兩難（Ex:美女還是老虎） 知名作家 

5/3 許榮哲 小說的黑暗之心（Ex:三島由紀夫） 知名作家 

5/10 許榮哲 文學電影改編Ⅰ:從芥川龍之介到黑澤明（Ex:羅生門） 知名作家 

5/17 許榮哲 台灣電影新浪潮（Ex:蘋果的滋味） 知名作家 

5/24 許榮哲 閱讀經典Ⅰ:導演侯孝賢（Ex:戀戀風塵） 知名作家 

5/31 許榮哲 文學改編電影Ⅱ:從黃春明到侯孝賢（Ex:兒子的大玩偶） 知名作家 

6/7 許榮哲 
閱讀經典Ⅱ:小說張愛玲（Ex: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

戀） 
知名作家 

6/14 許榮哲 文學改編電影Ⅲ:從張愛玲到李安（Ex:色戒） 知名作家 

 



品牌價值創新講座 

 

授課時間：每週四晚上 18：25 - 21：05       

授課老師：張志賢 

授課地點：RB-105                                                          

週

次 
日 期 講    題 講 員 主持人 講員資歷 

1 02/16 
課程規定與介紹 

(視情形當日開放加簽) 
張志賢 張志賢 兼任助理教授級專家 

2 02/23 
品牌的構成要素與行銷

報告格式 
張志賢 張志賢 兼任助理教授級專家 

3 03/01 創意行銷案例分享 戴怡秀 張志賢 台灣雀巢公司產品經理 

4 03/08 
從 ACNielsen 市場調查

資料建立品牌的方法 
陳煥明 張志賢 

前 AC Nielsen 美國、台灣

營運經理 

5 03/15 
從零售管理架構談 New 

Balance品牌價值創新 
李文彬 張志賢 

New Balance 台灣業務總

監 

6 03/22 
品牌與產品的差別/新產

品開發的天龍八部 
張志賢 張志賢 兼任助理教授級專家 

7 03/29 

飛利浦健康氣炸鍋（air 

fryer)品牌價值創新個案

研究 

徐筱蕙 張志賢 台灣飛利浦資深行銷經理 

8 04/05 麗嬰房的品牌價值創新 張育韶 張志賢 麗嬰房副總經理 

9 04/12 行銷與業務 張志賢 張志賢 兼任助理教授級專家 

10 04/19 全聯社的品牌創新 周永璋 張志賢 集慧公司總經理 

11 04/26 
學習、成長、創業與經營

管理-分享與交流 
林萬興 張志賢 

台灣晶技（股）總經理、 

台興（良興）電子企業董

事長及 

台晶（寧波）電子董事長 

12 05/03 
餅乾市場的行銷價值創

新 
李敏雄 張志賢 前美商卡夫食品全國經理 

13 05/10 Coca-Cola(英文演講) Doug Klein  張志賢 
台灣太古可口可樂公司總

經理 

14 05/17 
Nike的運動行銷創新(英

文演講) 
高景炎 張志賢 前 Nike台灣運動行銷經理 



15 05/24 

九陽豆漿機的品牌價值

創新 

(應屆畢業生期末成績結

算) 

李謙涵 張志賢 特力集團副總經理 

16 05/31 
時間管理的技巧 

(同學上台作期末簡報) 
張志賢 張志賢 兼任助理教授級專家 

17 06/07 
品牌與山寨現象 

(同學上台作期末簡報) 
張志賢 張志賢 兼任助理教授級專家 

 



新世代建築論壇 

授課時間：每週五晚上 6:45～9:15         

授課老師：吳明修教授                

     授課地點： AU-101 

 

N

o 
日  期 講  師 講    題 主持人 學    歷 經    歷 題    綱 

1 101.02.17 孟磊  

Peter  

Morehe

ad 

向大自然學設計 吳明修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學士主修

環境研究與中

文 

1.澳洲樸門永續設計研究中心完

成樸門認證課程(Permaculture 

Design Certificate, Perma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1999) 

2.Advanced Permaculture Design 

on Teaching (2006) 

3.現今為樸門永續專業設計師及

台灣樸門永續設計學會(Taiwan 

Permaculture Institute)理事長 

 

2 101.02.24 吳明修 人性化公廁之設

計準則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學院建築工

程系畢業(1957) 

1.吳明修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2.日本九州產業大學教授’91~’93 

3.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教授 

2006年營建署委託台灣
衛浴協會研擬之「公共廁
所設計規範」，將其研擬過
程及成果做一簡要的說
明。 

3 101.03.02 吳明修 傳統與建築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學院建築工

程系畢業(1957) 

1.吳明修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2.日本九州產業大學教授’91~’93 

3.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教授 

1.華夏文明之之真實歷

史。 

2.傳統是什麼？ 

3.建築是代表時代美學，
應如何因應傳統與現代問
題。 

4 101.03.09 吳可久 通用設計之應用 吳明修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所營
建工程與管理
博士 

1.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互動媒體設

計研究所副教授 

2.美國賓州建築師 

1.通用設計原則 

2.臺灣需要通用設計嗎? 

3.對誰通用? 

4.通用設計之可能發展 

5 101.03.16 龔書章 差異：全球性 vs.
在地性、看見 vs.
看不見_以生活
面貌為藍圖的現
代城市 

吳明修

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

設計研究所建

築碩士 

美國哈佛大學

設計研究所設

計碩士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助理教授 

原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私立淡江大學建築系所助理教授 

私立實踐大學建築系所助理教授 

 

6 101.03.23 盧武雄 校園無障礙環境

案例分析及比較 

吳明修
教授 

國立空中大學

生活科學系畢

業 

國立台灣大學營繕組股長/11
年、醫學院附設兒童醫院籌備處
工務組長/4年 
教育部工程審議委員會技正/7 年 
桃園縣無障礙諮詢審查小組委員 
台灣省建築師公會、無障礙協會
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
與使用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師/5
年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生活環境督導小組代表、委員/10
年 

教育部營建工程小組審議委員會

委員 

 

7 101.03.30 羅時瑋 現代建築盒子的

演變 

吳明修

教授 

1976年畢業於
東海大學建築
系 

1991-任教於東海大學建築系 
1998-2001年及 2007-08年兼系主
任 

1.從Mies van der Rohe 到
Luis Kahn 
2.Koolhaas, MVRDV, 



N

o 
日  期 講  師 講    題 主持人 學    歷 經    歷 題    綱 

1983年取得建
築師開業資格
(實務經歷
1978-1987年間
共計七年餘)。 
1986年獲台灣
大學都市計畫
碩士 
1989 比利時魯
汶大學建築碩
士 
1996比利時魯
汶大學建築博
士 

2001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2007-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兼建
築背景博士班召集人 
2009-築生文化協會理事長 
2005-建改社理事 

Hadid 與 Gehry的動感盒
子 

3.伊東豐雄的樣態盒子 

8 101.04.06 鄭詩哲 建築靈魂與血脈
的交響樂：建築
空間與機電系統
設備的結合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學院電機學

士工程學系畢

業 

亞太工程師(電

機學門) 

國際工程師(電

機學門) 

1.中原大學電機系及建築系兼任
副教授      
2.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副教授      
3.南亞技術學院建築系兼任副教
授      
4.中華大學建築系兼任副教授      
5.弘電工業聯合技師事務所主持
人 

1.建築機電空間規劃理念

及實務 

2.超高樓層機電設備設計

實務 

3.智能建築趨勢概說 

9 101.04.13 劉東啟 從樹木結構看植

栽技術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日本 第 17屆樹
木醫生 
日本國立千葉
大學 多樣性科
學學院環境多
樣性科學 博士 

日本國立千葉

大學 環境綠地

學 碩士 

現任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助理教
授 
台灣綠化植栽技術協會理事長 
99-103 景觀美化顧問 

國立中興大學 99-100 年校園景

觀小組專業委員 

 

10 101.04.20 孫啟榕 空間寫作與建築

設計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設

計組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講師 

孫啟榕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主要研究領域為都市設計、建築

設計、建築史及理論研究。專長

為環境規劃理論及實務、形象分

析、規範理論及都市及建築設計

實務操作。 

 

11 101.04.27 林憲德 干欄建築的起源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系畢業 

日本東京大學

建築學工學碩

士 

日本東京大學

建築學工學博

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綠建築委員會」召集人，主持

綠建築標章審查工作 

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

計畫、水與綠建設計畫中「綠色

廳舍改善計畫」主持人 

1.何謂干欄？ 
2.河姆渡遺跡概說 
3.干欄民居適合亞熱帶氣
候嗎？ 
4.干欄民居是否廣泛分佈
於長江流 5.域及華南？ 
6.台灣原住民有干欄民居
嗎？ 
7.日本民居是否為干欄？ 

8.韓國民居是否為干欄？ 

12 101.05.04 廖偉立 毓繡美術館的設

計與思考及其他

(救恩堂及忠孝

長老教會)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美國 SCI-ARC

建築碩士 

東海大學建築

碩士 

1.AMBI-studio 主持建築師 

2.聯合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3.大陸一級建築師 

1.我為什麼做建築 

2.我如何做建築 

3.我最近建築的反省\ 

13 101.05.11 徐明松 小國寡民的文化
反思：記葡萄牙
前後兩位普立茲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威尼斯建築學

院建築碩士 

銘傳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久違了，王大閎先生！》、《粗獷與

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展策展

1 葡萄牙的歷史脈絡 
2.Porto 大學建築系 
3.Avaro Siza 的養成與語



N

o 
日  期 講  師 講    題 主持人 學    歷 經    歷 題    綱 

克建築獎得主
Avaro Siza 與 
Eduardo Souto 
de Maura 

教授 人建築評論與專欄作者 

義大利國家建築師 

著有《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

代建築》木馬出版社， 2008；《國

父紀念館建館始末-王大閎的妥協與

磨難》，徐明松編，國立國父紀念

館，2007；《王大閎-永恆的建築詩

人》，木馬出版社， 2007；《愛讀

本 01‧建築：打開建築的第一道

門》，總策劃與合著，誠品書店，

2005；《古典‧違逆與嘲諷-從布

魯涅列斯基到帕拉底歐的文藝復

興建築師》，田園城市，2003；《柯

比意-城市‧烏托邦與超現實主

義》，田園城市，2002 

言 
4.Eduardo Souto de Maura
的養成與語言 
5.葡萄牙建築文化帶給台
灣的啟示 
 

14 101.05.18 丁晴 Thin Film Solar 
Cell Technology 
and BIPV 
Applications 

吳明修

教授 
University of 

Iowa, Ph.D in 

Chemistry 

-處長,前瞻技術專案，旺能光電 

-副組長，工研院有機光電組 

-副組長，工研院化工技術組 

-研究員，工研院化工技術組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 

of Iowa, Chemistry Dept 

前瞻太陽光電技術
(organic and inorganic thin 
film solar cell) 
Solar module 的應用 

15 101.05.25 吳明修 中國古代文明初

探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學院建築工

程系畢業(1957) 

1.吳明修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2.日本九州產業大學教授’91~’93 

3.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教授 

1.長江文明早於黃河文明

2000年 

2.長江文明是稻作文明 

3.稻作文明是重視資源共
享、互助、互惠的共生文
明 

16 101.06.01 茅世忠 希臘神話的欣賞

與應用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畢 

英文老師 1.希臘神話中世界的創始 

2.希臘眾神的源起 

3.希臘諸神的愛恨情仇 

4.希臘神話所產生的影響 

17 101.06.08 陳春福 喜馬拉雅山
EBC+ 
Gokyo 湖登山攝
影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系畢業 

英國皇家攝影

學會博學會士 

春福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台北市竹巴噶舉佛學會會長 

 

18 101.06.15 吳明修 Frank O. Gehry

的建築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學院建築工

程系畢業(1957) 

1.吳明修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2.日本九州產業大學教授’91~’93 

3.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教授 

 

 

 

 

 

 

 

 

 

 

 



創意創業講座 

授課時間：每週五晚上 6:45～9:15         

授課老師：吳明修教授                

     授課地點： AU-101 

 

NO 日

期 

主題 講者 講者身分 內容 

1 2/17 創意創業導覽 張秀曼 公視節目製作人&主持

人 

各周創意創業主題講座介紹及

作業評分 

2 2/24 文創產業的異業結

合 

吳烈偉 水墨畫家 帶學生到戶外寫生，是吳烈偉的

一大樂趣，他引導同學們就地取

材，組合想像的能耐；別人用相

機寫日記，他們用畫冊記錄感

動。在文創的领域中，你如何從

點單延伸到多點運用? 

3 3/2 誰說婚宴喜帖要像

卡片?客製的百變創

意喜帖 

詹曉蘋 

 

喜帖創意家老闆 

 

對新人來說，一生一次的喜帖當

然希望能獨一無二，不但紀念新

人的愛情故事，而且也成為賓客

珍藏的禮品，所以傳統喜帖印刷

生意該有些創新了 

4 3/9 非高單價的串珠飾

品設計 

費莉莉 費莉莉手創美學負責人 

 

非科班出身的她，當初只因找不

到合適的飾品搭配服裝，所以自

己動手做，沒想到竟然開啟了她

的串珠事業！靠著自修看書研

究，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費莉莉

就創作出上百件作品，於是無師

自通的費莉莉，開始著手將課程

系統化，還做出許多模特兒都想

借想買的飾品。 

5 3/16 勇闖食品業 林奕利 

 

嵂洧企業有限公司負責

人 

 

香味四溢的香腸，可謂是台灣的

經典美食之一，但你有見過沒有

腸衣，可以任意變換形狀，甚至

與其它食材結合的香腸嗎？這

是七年級生林奕利的創意！

2003年，她就靠著在網路上販售

自己調配的「咖啡香腸」，打響

知名度！完全沒有餐飲經驗的



NO 日

期 

主題 講者 講者身分 內容 

她，對於口味的好壞，就靠周遭

親朋好友學弟妹來鑑定。 

6 3/23 公關活動的創意及

甘苦 

楊忠翰 

 

先勢傳播集團執行長  不少企業都透過公關操作辦活

動拼版面。據調查，台灣公關相

關公司已有百餘家，每年創造的

產值約 50 億元。但媒體環境越

來越混亂，在業績掛帥的環境

下，公關人員如何贏得客戶的

心? 

7 3/30 紙雕家如何享樂趣

又拼經濟 

洪新富 

 

紙雕藝術家 在洪新富的工作室裡，擺滿了各

式各樣的紙雕文創商品，除了各

種昆蟲動物 ，還有原住民頭

飾、配刀、以及客家桐花，甚至

連大炮坦克都有。每年燈會，也

會有許多機關企業，請他設計形

象燈籠，2012的鹿港燈會，觀光

局最討喜的龍年小提燈，也出自

洪新富的創意。 

8 4/6 如何善用文化資產

做藝展策化、販賣周

邊商品     

鄭瑤婷 

 

祥瀧公司總經理 

 

以藝術展周邊商品設計起家的

祥瀧公司，從文創商品設計開

發，開始承攬文創園區經營、甚

至大型藝術活動策展介入藝術

相關領域，累積十多年的努力，

甚至受邀到對岸策展。文化資產

這門生意，怎麼發想運用? 

9 4/13 電影結合動畫手法

的創意呈現 

林福清 國片「不倒翁」導演 故事不一定非得要縝密的構想

不可，也不一定要有宏偉的寫作

計畫，而且靈感也並非要擠破頭

才生得出來。只要有人要聽， 聽

了以後會哭、會笑，就好了。看

導演如何把那些童話變成影

像；什麼樣的人可以當導演?非

周杰倫、九把刀不可嗎? 

10 4/20 王品舒果的創意 

及如何經營餐飲王

國 

王國雄 

 

王品集團副董事長  強調不賣葷食，主打新米蘭蔬食

的舒果，是王品集團旗下第十個

餐飲品牌，2010年 8月在台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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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開店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已

經創下平均一個月賣出超過一

萬客套餐的佳績！沒想到，當初

成立的目的，只是為了響應全球

重視的綠色環保，以不考量商業

利益為前提，去籌備規劃的，所

以成功是意外? 

11 4/27 讀的和做的不一樣

如何創業 

蔡明傑 克朗奇泡芙老闆  將小罐裝的餡料，擠進泡芙裡

頭，盡情享受 diy的灌餡樂趣，

這樣前所未有的泡芙吃法，就是

蔡明傑與同學創造的，頂著台大

mba光環的高材生，一直懷抱著

創業夢想，於是二人投入一百萬

資本額合夥創業。 

12 5/4 創業該思考的問題 張秀曼 公視節目製作人&主持

人 

觀察現有市場，有沒有新的業態

或行業值得投入?分享以上講者

的經驗談後，你認為自己可以做

什麼? 

13 5/11 電視節目的創意呈

現 

張秀曼 公視節目製作人&主持

人 

 

從記者到主播、主持人到製作

人，這些工作需要那些基本功，

辛苦和精彩的一面在那裡? 媒

體人的創意何來? 

14 5/18 發掘市場商機&合夥

創業的經營之道 

黃志榮 好米亞耳機總經理 

 

 

秉持著好音樂該與好耳機結

合，好耳機也該有漂亮外表的理

念，好米亞將視覺與聽覺雙重美

學結合，讓耳機成為時尚配備，

創造了耳機市場的新需求！以

台語好東西-好米阿為諧音命名

的耳機業者，起初是五個知名電

子代工大廠的工程師，在 2005

年集資兩百萬，合夥創業的公

司。專門鎖定不需要大量生產的

客戶，從設計、代工到製造一手

包辦！ 



NO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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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25 好好說話，你也可以

當個活動主持人 

 

潘月琪  教育電臺彰化分臺「漫步藝文大

道」節目主持人，同時也是學學

文創口語表達及主持技巧講

師、中興大學創意產業推廣學院

口語表達廣電媒體講師。經常受

邀擔任記者會、發表會、演唱

會、音樂會、演講座談與各類各

類典禮主持，涵蓋藝文展演、生

活美學、教育推廣、公益關懷與

民生消費等領域。 

16 6/1  校園生活找創意  陳彥廷 

 

 他從大四起就開始積極參加國

內外各種設計競賽，至今已獲得

七十多個設計獎項，其中更有 55

項屬於國際頂尖的設計大獎。你

如何在校園中培養實力?從創意

設計比賽中脫穎而出? 國際評

審喜歡那類創意?把點子做出來

後到量產過程要考慮到那些問

題? 

17 6/8 創意成功的創意手

法 

張秀曼 公視節目製作人&主持

人 

你對未來更有方向了嗎?快為學

以致用做準備! 

18 6/15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