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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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G008301 邁向成功系列講座 人、社 

王朝正  

施宣光 

游適宏 

教學資源中心 

MA MB MC ADG005301 創意產業講座 人、社 

江維華 

王惠君 

王維君 

建築系 

TA TB TC CC1240301 司馬中原生命講座 人 司馬中原 人文藝術中心 

TA TB TC 
FB3501701 

FBG001301 
財金實務專題講座 社 曹淑玉 財金學程 

WA WB WC ADG006301 APP 微型應用程式講座 社、自 施宣光 建築系 

WA WB WC 
TB2003701 

TBG001301 
科技創新應用講座 社、自 

何秀青 

郭庭魁 

陳曉慧 

黃世禎 

劉華美 

劉顯仲 

科管學程 

WA WB WC CEG320301 人文與科技實務講座 人、社 王百祿 工程學院 

RA RB RC CC1238301 文學與電影 人 許榮哲 人文藝術中心 

RA RB RC MBG210301 創新經營與創業家講座 社 黃海潔 管理學院 

FA FB FC 
AD3304701 

ADG004301 
新世代建築論壇四 人、社 吳明修 建築系 



邁向成功系列講座 

 

授課時間：週一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王朝正、施宣光、游適宏 

授課地點：RB-105 

 

週
次 

日期 主持人 
主講 

講師 
主講者現職 講 題 

1 1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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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0.9.26 施宣光老師 王丹 國立成功大學客座專家 二十年來我學到了什麼  

3 100.10.3 施宣光老師 陳攸華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
技研究所講座教授 

刺和恩典 

4 100.10.10 放假    

5 100.10.17 施宣光老師 羅文嘉 前立法委員 
青年築夢，並勇於實現
夢想 

6 100.10.24 王朝正老師 王維君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程技
術研究所助理教授兼人文

藝術中心藝術組主任 

 

音樂欣賞-德國人聲樂

團 

7 100.10.31 施宣光老師 曾憲政 
新竹教育大學應用科學系
教授、前校長 

以大自然為師-科普繪
本與永續生態 

8 100.11.7 施宣光老師 吳權浩 
臺北演藝經紀文化交流協
會副總幹事 

演藝圈的現實與殘酷 

9 100.11.14 施宣光老師 陳善德 
德仕公司總經理、荒野保護 

協會常務理事 
生命歷程的關鍵選擇 

10 100.11.21 盧希鵬院長 
周永明 

簡立峰 

 

宏達電執行長 

Google台灣區總經理 
夢想、熱情與創意 

11 100.11.28 施宣光老師 王興嫻 蔓妮藝能有限公司總監 我的家庭、感情與事業  

12 100.12.5 游適宏老師 穹風 網路作家 成功的玩家 

13 100.12.12 施宣光老師 蔣啟真 歌唱家 發聲與歌唱的藝術 

14 100.12.19 王朝正老師 潘健成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只要有夢  路就不遙遠 

15 100.12.26 王朝正老師 彭明畿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副
科長 

我可以拿到高級的國際
證照 

16 101.1.2 王朝正老師 (待聘)   

17 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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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產業講座 

 

授課時間：週一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江維華、王惠君、王維君 

授課地點：AU-101 

 

參考文化建設委員會所定義之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邀請各創意產業領域專家學

者前來本校舉辦演講與對談，以開展學生對創意產業的基本認識，為進階學習做

準備。 

 

週

次 
日期 主題 講者 

1.  100.9.19 
課程介紹(30分) 

廣播電視 

主持教師 

張秀曼(公視製作人/台科大校友) 

2.  100.9.26 建築設計 李祖原(名建築師/台科大榮譽獎座教授) 

3.  100.10.3 展演設施 
楊其文(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院長/前

兩廳院總監) 

4.  100.10.10 國慶日(放假一天)  

5.  100.10.17 工藝 
游冉琪(鶯歌陶瓷博物館館長) (OK/時間

確認) 

6.  100.10.24 表演參觀 自由參加 

7.  100.10.31 電影 王童/王中和(名導演) 

8.  100.11.7 時尚 陳季敏(名服裝設計師) 

9.  100.11.14 音樂與表演 楊忠衡 

10.  100.11.21 視覺藝術 魏海敏(國家文藝獎得主/名表演藝術家) 

11.  100.11.28 設計 
洪裕鈞(十一有限公司總經理/台灣松下

常務董事) 

12.  100.12.5 創意生活 廖仁義(蘭陽博館館長/前駐法代表) 

13.  100.12.12 出版 王榮文(遠流出版社董事長) 

14.  100.12.19 數位休閒娛樂 李維哲(WeiRock Studio創辦人) 

15.  100.12.26 都市與社區 尹衍樑(潤泰集團負責人) 

16.  101.1.2 環境生態休閒服務 方文山 

17.  101.1.9 社會生活休閒服務 
林欽榮(台南市副市長/前內政部營建署

署長/前台科大兼任教授) 

 

 

 



司馬中原生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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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司馬中原 課程說明 

9/27 司馬中原 文化-人類生命的胎盤 

10/4 司馬中原 從各類學術俯瞰文化乃殊途同歸 

10/11 司馬中原 展放性靈的藝文世界為美學的津樑 

10/18 司馬中原 文學的在野性可抑可揚可節可宣 

10/25 司馬中原 從各類修行看修身 

11/1 司馬中原 真正的中庸之道須經學習慧悟而達成 

11/8 司馬中原 理想實踐須平衡兼顧 

11/15 司馬中原 期中考週 

11/22 司馬中原 現實生活的處理實為上達的初階 

11/29 司馬中原 淺談身心靈的契合 

12/6 司馬中原 因果的科學觀 

12/13 司馬中原 能與力深度剖析 

12/20 司馬中原 我的感情生活觀與終生的實踐 

10/27 司馬中原 消解壓力之道 

1/3 司馬中原 惜別座談會 

1/10 司馬中原 停課日 

1/17 司馬中原 期末考週 

 

 

 

 

 

 

 



財金實務專題講座 

 

授課時間：週二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曹淑玉 

授課地點：IB-401 

 

週次 時間 教    題 教 師 主持人 教師資歷 

1 9/20 課程簡介與財金領域漫談 
 

曹淑玉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訓教師 
台科大財金所助理教授級專家 

2 9/27 看新聞學財金 曹淑玉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訓教師 
台科大財金所助理教授級專家 

3 10/4 快樂理財‧幸福就來 曹淑玉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訓教師 
台科大財金所助理教授級專家 

4 10/11 理財好夥伴-基金 曹淑玉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訓教師 
台科大財金所助理教授級專家 

5 10/18 青年應有的財金智慧 (1/3) 周瑞青 曹淑玉 
青希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6 10/25 青年應有的財金智慧 (2/3) 周瑞青 曹淑玉 
青希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7 11/1 青年應有的財金智慧 (3/3) 周瑞青 曹淑玉 
青希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8 11/8 財金實務應用評估 曹淑玉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訓教師 
台科大財金所助理教授級專家 

9 11/15 認識金融業 – 外商銀行 吳明正 曹淑玉 
英商渣打銀行台北分行金融事
業部副總經理 

10 11/22 認識金融業 – 保險 李廷梧 曹淑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
金業務副理 

11 11/29 認識金融業 – 證券 鄧永鴻 曹淑玉 元大證券台北分公司協理 

12 12/6 認識金融業 – 期貨 張雅斐 曹淑玉 富邦期貨總經理 

13 12/13 認識金融業 – 信託 李根田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託部經理 

14 12/20 認識金融業 – 國內銀行 曹淑玉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訓教師 
台科大財金所助理教授級專家 

15 12//27 新台幣的密碼 曹淑玉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訓教師 
台科大財金所助理教授級專家 

16 1/3 期末報告與綜合討論 曹淑玉 曹淑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訓教師 
台科大財金所助理教授級專家 

17 1/10 全校停課日 

18 1/17 期末考周停課    

 

 



APP微型應用程式講座 

 

授課時間：週三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施宣光 

授課地點：RB-105 

 

NO 日期 主題 講員 備註 

1.  0921 APP 微型應用程式產業發展 盧諭緯 數位時代主編 

2.  0928 APP 的企劃、行銷與開發 盧育聖 聖星科技創辦人  

3.  1005 Android 開發平台介紹 丁彬 Google Android計畫主持人 

4.  1012 iOS 開發平台介紹 吳運哲 遠傳電信顧問 

5.  1019 
User Experience 設計原則 Uigathering 

台灣使用者經驗設計專業

交流協會  

6.  1026 停課一周   

7.  1102 休閒遊戲類 APP 個案 賴君儀 奧爾資訊行銷事業處協理 

8.  1109 書籍類 APP 個案  方寸經緯 行動行銷解決方案供應商  

9.  1116 
旅遊類 APP 個案 林士益 

城邦出版集團手機內容總

編輯  

10.  1123 品牌的 APP 行銷戰略 

跨平台行銷大整合APPvertising 
葉建漢 好時光創辦人 

11.  1130 醫療照護類 APP 個案 秀傳醫院  

12.  1207 

工具/生活類 APP 個案 

WawaBank/

永豐銀行 /

永慶 

 

13.  1214 
教育類 APP 個案  

iSpark / 

Live ABC  
 

14.  1221 建築藝術類 APP 個案  (待尋)  

15.  1228 APP 的創業投資案例 程九如   

16.  0104 行動產業展望/成果分享  Inside/HTC   

 

 

 

 

 

 

 

 



科技創新應用講座 

 

授課時間：週三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何秀青、郭庭魁、陳曉慧、黃世禎、劉華美、劉顯仲 

授課地點：AU-101 

 

週

次 

日 

期 
講題 主講人 負責老師 講員資歷 

1 9/21 
課程規定與介紹 

(視情形當日開放加簽) 
N/A 黃世禎 科管所所長 

2 9/28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未定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3 10/05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未定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4 10/12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未定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5 10/19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羅於陵 何秀青 科政中心資深研究員 

6 10/26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何秀青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7 11/02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未定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8 11/09 期中考周  本周停課  

9 11/16 

科管人職場生涯之法律

風險---從重大企業弊案

談起 

林宗志 陳曉慧 法務部調部辦事檢察官 

10 11/23 
網際網路科技與智慧財

產權 
張懿云 劉華美 

輔大財經法律系主任 

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11 11/30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未定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12 12/07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黃國鐘 劉華美 
律師  

前立法委員 

13 12/14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未定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14 12/21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未定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15 12/28 《科技創新相關議題》 未定 未定 《相關業界專家邀請中》 

16 01/04 
智慧財產的管理運用與

流通 
陳益智 陳曉慧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創意

智財中心主任 

17 01/11 期末考周停課  本周停課  

 

 

 



人文與科技實務講座 

 

授課時間：週三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王百祿 

授課地點：IB-401 

 

日 期 講 題 主持人 主講講師 現 職 

9/21 台灣經濟的挑戰與出路 王百祿秘書長 謝金河社長 財訊雜誌社社長 

9/28 公共關係與個人發展 王百祿秘書長 王百祿 資深媒體人 

10/05 商業運作與企業倫理 王百祿秘書長 林金童總經理 正裕工程科技董事長 

10/12 創業與就業的人生態度 王百祿秘書長 李茂盾董事長 
金士頓科技公司董事

長 

10/19 企業國際化的趨勢與治理 王百祿秘書長 熊宇飛 前鴻海集團採購長 

10/26 文創產業與經營策略 王百祿秘書長 林榮泰院長 
國立台藝大設計學院

院長 

11/02 
科技如何整合藝術 ---  

數位藝術緣由 
王百祿秘書長 李隆安總經理 台灣愛普生總經理 

11/09 
綜觀人生的格局 , 視野與

胸襟 
王百祿秘書長 萬以寧總經理 

宏碁集團電子商務事

業部總經理 

11/16 面對大陸培養個人競爭力 王百祿秘書長 楊炯棠董事長 
聖暉工程科技公司創

辦人兼董事 

11/23 
透過建築 --- 對人文與美

學的實踐 
王百祿秘書長 張麗莉董事長 龍寶建設董事長 

11/30 現代人的國際宏觀 王百祿秘書長 陳朝益總經理 前中國英特爾總裁 

12/07 你是現代人?你很有文化? 王百祿秘書長 曾堯生總經理 大觀設計總經理 

12/14 科技人與法律素養 王百祿秘書長 馮震宇所長 
國立政大智慧財產權

研究所所長 

12/21 科技與人生事業的定位 王百祿秘書長 何正卿總經理 普訊創投總經理 

12/28 地球永續與能源發展 王百祿秘書長 王茂榮副所長 
台灣發展研究院能源

研究所  

01/04 媒體科技化趨勢 王百祿秘書長 方勇生總經理 
壹電視集團多媒體事

業總經理 

01/11 停課 ( 準備期末考 ) 王百祿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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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許榮哲 說一個完整的故事（Ex:火影忍者） 

9/22 許榮哲 劇本格式與研讀（Ex:中央車站） 

9/29 許榮哲 人物性格的養成（Ex:霸王別姬） 

10/6 許榮哲 人物性格的演變（Ex:末路狂花） 

10/13 許榮哲 小說與戲劇對白（Ex:人間四月天） 

10/20 許榮哲 情節伏筆與結構（Ex:變臉、童年往事） 

10/27 許榮哲 小說課Ⅰ:人物、場景、對話（Ex:三國演義） 

11/3 許榮哲 小說課Ⅱ:時間與留白（Ex:將軍碑） 

11/10  期中考週 

11/17 許榮哲 小說的黑暗之心（Ex:三島由紀夫） 

11/24 許榮哲 電影的黑暗之心（Ex:在黑暗中漫舞） 

12/1 許榮哲 文學電影改編Ⅰ:從芥川龍之介到黑澤明（Ex:羅生門） 

12/8 許榮哲 台灣電影新浪潮（Ex:蘋果的滋味） 

12/15 許榮哲 閱讀經典Ⅰ:導演侯孝賢（Ex:戀戀風塵）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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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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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許榮哲 文學改編電影Ⅲ:從張愛玲到李安（Ex:色戒） 

1/12  期末考週 

 

 

 

 

 

 

 

 

 

 



創新經營與創業家講座 

 

授課時間：週四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黃海潔 

授課地點：IB-401 

 

1 洪震宇 

文化創意人 

 

政大社會系、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畢。 

曾任《天下雜誌》創意總監、《天下雜誌》副總編輯、《GQ》國際

中文版副總編輯。現為自由作家、企業與媒體創意顧問、專職奶爸。 

因為喜歡吃，在台灣各地旅行的記憶，都充滿在地食物的原味。 

因為喜歡問，常常挖出平凡食物背後有趣的細節和故事。 

因為喜歡變，從天下雜誌資深記者轉到 GQ國際中文版當副總編

輯，又回到天下雜誌擔任創意總監與策劃 319鄉專刊，成為台灣少

數跨財經、時尚與在地生活文化的創作者。 

因為喜歡玩，希望透過時尚的態度、在地的深度與財經的高度，創

造屬於台灣的獨特風格與故事。 

部落格：「虛構的抒情筆記」blog.yam.com/yucw 

2 方頌仁博士 

創投顧問 

方頌仁，1988年畢業於臺灣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並在 1996年於

美國史丹佛大學材料系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史丹佛大學畢業後，

方頌仁繼續於美國德州儀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研發部門從事半

導體先進製造技術之開發。方頌仁於 1999年返台加入聯華電子，先

後在研發部門、客戶服務工程部、與新事業發展部等部門任職。2003

年方頌仁擔任銷售副總，派往美國聯電負責北美業務。此外，方頌

仁於 2000年至 2003年期間，兼任私立元智大學工業工程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在業餘之際教授半導體工廠實務等相關課程。方頌仁曾

發表 30餘篇技術論文，並獲得 2項美國專利。 

 方頌仁在 2006年離開聯電參加 AsiaTech創投基金，為台北辦公室

合夥人，該基金專注於新創公司的早期投資，總管理基金約 2億美

金。主要投資 項目於半導體、通訊、消費性電子及安全監控等相關

產業。同時，方頌仁亦擔任旭展電子董事長(TW.6195)，慧盛科技董

事長及十餘家科技公司之董監事，方頌仁參與投資案，主要為

Praesagus(被 CDNS 併購)、誠致(3614)、詠發科技(併入 3014 聯陽)、

晶量半導體、祥群科技、寬達科技、慧盛科技等新創公司。 

 方頌仁在 2008年 8月與王耀庭博士共同創立達盈科技管理顧問公

司。達盈是一個專業的創投管理公司。它專注於大中國地區的投資。

達盈的投資標的皆有高度成長性，並且有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專注

於創投基金之管理及新創事業之諮詢服務，目前已投資約 8家新創

公司。 

3 謝玉柔 

公關經理 

GOMAJI團購網 



4 林建榮 

藝術家 

2004 亞洲文化協會(ACC)遴選赴日本茨城縣參與 2004 阿庫斯

（ARCUS Studio）駐村計畫藝術家。  

2002 文建會遴選赴英國倫敦蓋斯沃克藝術工作室（Gasworks 

Studio）駐村藝術家。  

展覽  

2005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 ─ 未來雕塑主題展 》花蓮縣 石雕博

物館 ，花蓮 . 《 2005 紐約國際授權展— Art in Taiwan 台灣館 》

紐約 賈維茲會議中心 ，美國。  

《 E 術誕生 — 台灣藝術新秀展 》 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  

《策展人在 MOCA系列展覽∕膜中魔》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 2005關渡英雄誌 —台灣現代美術大展 》關渡美術館，台北。  

2004 《風中之姿 —靜宜大學校園景觀雕塑展 》靜宜大學，台中。  

2003 《z Z Z 》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2002 《歡樂迷宮∕再現童年》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1 《台灣當代藝術展∕粉樂町》伯斯當代藝術中心，澳洲。 

5 黃國華 創 OWN雜誌文創總監兼社長：黃國華；筆名  總幹事 

台大經濟系畢業，筆名總幹事，現為專業作家。33 歲離開金融業，

成為財務自由的旅遊客，主業為自助旅遊，副業為金融投資。2006

年 3月創立「黃國華耕讀筆記」部落格，至今累積 3,000多萬閱覽

人次，並陸續出版有 12部暢銷書。《金色巨塔》《總幹事的投資筆

記》《交易員的靈魂》《收盤後的人生》《台北金融物語一、二》

《人生遊記一、二、三》《空手的勇氣》《我願意為你解盤》《鈔

票的重量》《不只是旅行：那些我在旅途中體悟的人生真義》《耕

讀狂想曲》 

6 楊儒門 秀水高工電機科肄業，2006 年 2月因「白米炸彈客」事件入獄服刑，

現為 248農學市集創辦人。 

日租金 750元的攤位創造年營收 800萬元的收益，三年來協助了台

灣 300位小農，打進歐美市場。 

7 薇薇 

人氣部落客 

2500 萬瀏覽人氣部落客「MAYBE I AM」正妹薇薇！ 

擁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薇薇，因為失戀下定決心變漂亮， 

「不漂亮，毋寧死」是她的人生座右銘， 

相信天下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所有女生都該為自己的外表負責! 

教妳輕鬆甩肉 20公斤、胖妞變正妹、方臉變小臉美人、小眼變萌系

大眼睛的玩美變身心法！ 



 

8 許景泰 達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合夥人，擔任行銷暨業務總監一職。負

責項目和經歷如下： 

‧台灣最大內文式聯網廣告(DotMore)，40家全國知名分眾跨平台網

路廣告聯播 

‧台灣最大部落客聯網廣告(BloggerAds)，30 家部落格社群(BSP)跨

平台網路廣告聯播 

‧執行網站客戶：10家台灣重要網路公司廣告業務代理暨行銷經理 

包括：無名小站,愛情公寓,優仕網,emailcash,HEMiDEMi,手機王 Sogi,

智邦生活館,Playblog,滾石移動…等知名網路媒體。 

●工作經歷 

達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業務總監 

傑思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媒體經理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1111 人力銀行 副理 

●目前兼任 

動腦雜誌網路行銷 專欄作家,動腦雜誌講堂 講師,中華民國中小企

業協會 講師/顧問,學學文創 講師,企業講師暨行銷顧問 

9 周品均 東京著衣創辦人：總經理鄭景太和總監周品均，是兩個剛滿二十七、

二十五歲的年輕人，他們投入網拍生意時，周品均還在念大三。這

兩個年輕人只花了一年多就拿下臺灣的網拍冠軍。 

10 陳慶鴻 

創辦人 

「雨傘王」一個以搞笑影片和社群經營起家的網路品牌。 

http://blog.sina.com.tw/umbrella/ 

11 梁玉立 

總編輯 

食尚玩家雜誌社 

12 yahoo 奇摩摩

人 

 

Yahoo!奇摩在 2011年 2月，開始籌劃「 Yahoo!奇摩摩人計畫 」 

透過此計畫，Yahoo!奇摩陸續從這三款社群服務平台中，招募文章

品質優良、合作參與度高的用戶，成為「Yahoo!奇摩摩人」。截至

目前為止，此計畫已經募集近 300位「摩人」，進行密切的互動與

合作。 Yahoo!奇摩除了經營社群服務之外，旗下還包含了電子商

務、新聞內容、娛樂生活內容、實體活動…等服務頻道，相較於其

他網路媒體，形成了差異化的優勢。而「Yahoo!奇摩摩人計畫」的

經營重點，就是要促成摩人與 Yahoo!奇摩的各項服務頻道，進行多

元化的內容合作。透過此計畫的媒合，摩人不但能獲得更多不同面

向的曝光機會，實踐「讓無名變有名，有名更出名」；Yahoo!奇摩

的各項服務頻道，也能因此獲得摩人優質內容的加持，對網友發揮

更大的影響力。 



新世代建築論壇四 

 

授課時間：週五晚上 18:25-21:05 

授課老師：吳明修 

授課地點：AU-10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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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09.16 吳明修  永續城市-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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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0.09.23 畢光建 土地的想像與

真實 

吳明修

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建築暨都市設

計碩士 

1. 淡江大學建築學

系專任助理教授 

2. 美國麻塞諸塞州

註冊建築師/美國

賓夕法尼亞州註

冊建築師 

 

3 100.09.30 劉東啟 從樹木的 body 

language看樹木

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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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樹木的 body language 
2. 保育樹木，我可以做什麼? 

4 100.10.07 黃世孟 台灣魅力校園

說故事：校園物

語的規劃啟示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工

學院建築工程系

畢業(1972) 

日本東京大學建

築工學碩士、博士

（1982） 

現任 

1. 中華民國不動產
協進會秘書長 

2. 台灣物業管理學
會理事長 

3. 台灣大學土研所
營管組兼任教授 

4. 台灣科技大學建
築所兼任教授 

5. 台北科技大學建
築所兼任教授 

6. 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所兼任教授 

曾任 

7. 中華民國都市計
劃學會理事長 

前言：從故事看校園 

一、 簡介世界魅力校園的故事 

二、 何謂場所故事的營造與寓意 

三、 為何開放式的校園參與容易

產生場所故事？ 

四、 請相信校園規劃的本質之一

乃為創造校園故事 

五、 從校園故事談「編劇式」的

校園規劃方法 

結語：校園的品牌與行銷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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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華民國建築學
會理事長 

9. 台大、高大專任
教授 

5 100.10.14 王俊雄 最近的過去 吳明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

築博士(2002) 

美國康乃爾大學

建築碩士（1992）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

授 

臺灣建築雜誌總編輯 

URS127公店店長 

二次戰後臺灣建築發展的省思 

講者近幾年在國立臺灣博物館的

支持下，進行了戰後臺灣建築設計

圖說與相關史料的徵集計畫。本次

演講除簡介這個徵集計畫的過程

與成果外，也將以「最近的過去」

這個觀點，來重新省思戰後臺灣建

築發展的歷程，企圖透過重新定位

臺灣建築的歷史發展，來取得再出

發的位置與力量。 

6 100.10.21 吳明修  禪與日本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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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0.10.28 陳政雄  高齡社會的高

齡者居住環境

規劃與設計 

吳明修

教授 

中原理工學院建

築工程系學士 

中華大學建築與

都市計畫研究所

碩士 

日本東京大學工

學部、日本聖隸大

學社會福祉學部

研究員 

陳政雄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中原大學老人研究室

主持人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專

任副教授兼系主任暨

所長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兼

任副教授 

1.高齡化社會與高齡社會 
2.社區高齡者住宅規劃 
3.住宅單元空間設計 

8 100.11.04 張柏毅 價值工程與

TRIZ在建物節

能,基地規劃與

都市更新之應

用 

何仁群

建築師 

吳明修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工程科技研究

所博士(2010) 

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土木工程研

究所 碩士(1994) 

1.景棠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2003-迄今) 

2.國立交通大學 土
木系兼任助理教授
(2010-迄今) 

3.中華價值管理學會 

理事(2001--迄今) 

4. .國際價值工程師
協會 Certified Value 

Specialist, CVS-LIFE  

5. 國際萃智協會 

MATRIZ Level 2 認證 

 

9 100.11.11 李清志 「台灣建築龍

發堂/台灣異質

空間的超現實

探險」 

吳明修

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

(Ann Arbor)建築

碩士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專任副教授 

曾任實踐大學建築設

計系系主任 

商業周刊建築專攔作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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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BRAVO FM91.3建築

新樂園節目主持人 

著有：《東京建築酷斯

拉》、《安藤忠雄建築迷

宮》、《天堂美術館》、

《鐵道建築散步》、《巴

哈蓋房子》等書 

10 100.11.18 曾光宗 追求國家自明

性的建築師－

丹下健三 

吳明修

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工

學博士 

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

授兼系主任 

新竹縣環境景觀總顧

問 

建築改革社常務理事 

1.日本的建築地圖與建築學派 
2.以丹下健三為核心的建築地圖 
3.丹下健三的豋場與「轉向」 
4.追求國家自明性的象徵 
5.廣島復興計畫 
6.對於都市的夢想 

11 100.11.25 劉綺文  從地方生活到

觀光:淡水老街

二十年環境意

義之轉變 

吳明修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建築博士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

授 

以行為場域作為環境紀錄單元並重
疊繪製成行為場域系統圖並且記錄
場域環境線索比較 1989 與 2011 年
淡水老街公共空間使用狀態。觀光
化的淡水老街必須利用大量的半固
定環境元素拼貼再現虛構的歷史，
多元公共空間也大量被限縮為特定
目標使用。 

12 100.12.02 宋立文  從傳統建築的

設計概念中思

考當代建築設

計 

吳明修

教授 
美國維吉尼亞理

工暨州立大學 建

築與都市研究學

院博士 

淡江大學建築系專任

助理教授 

《台灣建築》雜誌，

編輯顧問(2008- ) 

台東縣環境景觀總顧

問(2010-2011) 

新北市環境景觀顧問

(2011- ) 

台東縣都市計畫委員

(2011- ) 

傳統建築中，許多重要的設計概念
因為當代建築學習的西方化，或因
社會制度的改變而被忽略，然而經
過仔細的檢視，某些概念仍然能夠
在當代的建築設計操作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 

13 100.12.09 陳珍誠  建築設計的數

位過程 

周世璋

主委 

吳明修

教授 

瑞士聯邦理工學

院博士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

授 

數位設計 
數位製造 
數位迪化 

14 100.12.16 五味昭 作好建物施工,

構造體是關鍵

工程,也甚為有

趣     

良い建物を作

るには躯体工

事の大切さ、面

白さ 

吳明修

教授 

東京電機大學工

學部建築學科畢

業 

現任日商丸西有限公

司總經理 

2005年起在竹中工務

店台灣支店服務(台

灣建設公司的技術顧

問) 

1971 年進入竹中工務

店，歷任設計、技術、

國際、作業所、更新、

技師長 

 

15 100.12.23 李毓超 淺談都市更新

與權利變換辦

周世璋

主委 
比利時魯汶大學

建築工程碩士 

1. 廣宇建設實業總

經理 

1. 都市更新精神與法源 

2. 都市更新實施方式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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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實務 吳明修

教授 
淡江大學水利工

程系學士 

2. 台北市建築開發

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監事 

3. 台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

委員 

3.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4. 權變作業估價報告 

5. 都市更新面臨挑戰 

16 100.12.30 吳明修  杜拜與阿布達

比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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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01.01.06 孟磊  

Peter 

Morehe

ad 

向大自然學設
計 

周世璋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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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1.01.13 吳明修  Louis I.Khan的

建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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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