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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Micro to Macro：設計文化中的激變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第十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Big Change in Design Culture  

The 16th  CYI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論文徵稿】 

一、緣起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自 1985 年成立以來，致力培養專業設計人才。為涵

養在校學生多元視野與提昇碩班生研究能量，促進與他校設計科系交流，自 2002

年開始，本系每年舉辦國際研討會，期待透過國際學術交流，提供最新設計趨勢

與議題研討，帶給國內外相關科系學生更為寬廣的設計思維視角，累積更為豐富

的設計能量。 

臺灣設計產業由於政府及產業各界的積極推動，並投入大量人力及資源，帶

動整體設計產業向上發展，許多設計人才逐漸嶄露於國際設計界，成就台灣特有

軟實力。設計革新推動著文化、環境與社會各層面的創新改革，未來的設計是否

得以探索更多未知的可能，急需大家共同尋找可行的方向及模式。 

2017 年國際研討會主題為《Micro to Macro：設計文化中的激變》。延續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過去多年的豐碩成果，探討因為全球化資訊快速變遷影響

的設計變革。本次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業界設計師，透過專題演講、

教學觀摩及論文發表，就設計產業前瞻走向及創新思維，進行交流。特向研究學

者大專院校師生、產業專家，徵集相關研究論文，期許創造更多元的交流研討平

台。 

 

二、活動時程 
專題演講 

時間：2017 年 12 月 15 日(五) 上午 09:00~12:00 

地點：台灣，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村 4 樓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 

時間：2017 年 12 月 15 日(五) 下午 13:30~17:10 

地點：台灣，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108 教室、203 教室 

重要日期 

2017 年 09 月 08 日 (五) 大陸作者報名及論文截止 

2017 年 10 月 20 日 (五) 台灣作者報名及論文截止 

2017 年 11 月 02 日 (四) 審查結果通知 

2017 年 11 月 17 日 (五) 完稿檔案送達 

2017 年 12 月 15 日 (五) 本研討會舉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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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討會徵稿主題 
徵稿主題:與設計文化相關之如下範圍，但不限 

 

 設計前瞻性思維 

 文化創意 

 文化資產 

 藝術設計 

 環境設計 

 創意教育 

 綠色永續 

 設計史論 

 設計實務 

 全球與在地 

 環境與行為 

 其他設計相關領域之學術論文，或

實務研究成果 

 

四、徵稿辦法 
1. 徵稿對象：國內外各大專院校設計相關科系(所)教師、研究生以及設計實務

界先進。 

2. 所有稿件依本研討會要求格式製作完成，於報名日程前於投稿系統完成檔案

上傳，研討會投稿系統網址：http://www.ipress.tw。 

3. 審查結果通知：經委員會初步審查後，依領域送審查委員會二位專家匿名審

查，於 2017 年 11 月 02 日 (四) 在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網站上公告審查

結果，同時以 e-mail 通知作者。 

4. 完稿回傳：審查通知稿件，於 2017 年 11 月 17 日 (五) 前，以符合要求格

式之 Word 檔案及 PDF 檔案各一份，上傳指定網址：

http://www.ipress.tw。 

5. 投稿須知： 

(1) 投稿者請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 (五) （大陸投稿者為 2017 年 09 月 08 日）前 

， 將填妥投稿報名表(附件一)紙本，著作授權書(附件二)及完成繳費之憑證，註

明【2017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第十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投稿者姓名】以 E-mail

寄送至大會信箱 cycumtom2017@gmail.com，論文檔案上傳到投稿系統。 

(2) 投稿論文請以全文投稿，以中文 Word7.0 以上版本撰寫，並請轉成 PDF 檔。 

(3) 投稿以全文投稿，撰寫包括題目、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摘要、關鍵字、本

文及參考文獻等，全文完稿(含附錄)須在 12 頁內，格式請依照範例格式之要求，         

範例請於大會官網：https://www.facebook.com/2017mtom 或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官網檔案下載區下載，所有投稿論文均須附上著作權聲明書。 

(4) 審查方式：由本系負責論文格式檢查，通過後由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審查小組成

員由本系聘任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 

(5) 審稿機制： 

論文稿件應為未曾刊登於其他刊物者。來稿一經採用，非經本研討會之委員會同

意，不得另行發表於其他刊物。 

稿件由編審委員會初審，若與本刊編輯旨趣或內容明顯不符者，由本委會員會主

編具名說明具體退稿原因後婉退。 

初審通過論文由本委員會委請二位與論文主題相關之內外聘學者進行匿名複審。 

獲同意刊登者，該文逕行刊登。遇「修正後通過」者，經修正後，原審查委員同

意後，亦得進行刊登。 

遇「修正後再審」狀況者，論文作者應就審查意見提出答辯或依照審查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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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並經由原審查委員同意後刊登。修改二次仍未獲得審查者同意刊登時，作

者可選擇徹稿或提出書面回應。 

論文格式請嚴格依本研討會論文格式規定，若未符合將不予收錄於論文集內。 

本論文享有稿件首次刊載權，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但作者重新刊登印或集結出

版時，請註明原載之頁次。 

6. 發表方式：本研討會發表方式分為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由審查委員審查完

成後決議。海報格式請依照範例格式要求製作，請於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

系檔案下載處下載。 

 

五、國際講座 

1. ALISON SNYDER 

現任：Pratt Institute 室內設計系主任、職業建築師 

專長：建築、藝術、地方文化與內部空間之融合、城鄉田野研究考古學、照明

和家具設計。 

2. 王勝杰 

現任：新加坡室內設計師協會 理事長、諾特設計集團 董事長 

專長：建築設計、室內設計。 

 

六、研討會議程 

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 

地點：中原大學 全人教育村 4 樓國際會議廳、室內設計學系 108 教室、203 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開始報到 

10:00~10:50 專題演講一：ALISON SNYDER 主講人 

11:00~11:50 專題演講二：王勝杰主講人 

12:00~13:30 午餐時間/學術交流/海報發表張貼 

13:30~15:10 分組論文發表 A:依研討會主題分 2-3 場次舉辦 

15:10~15:30 中場休息 

15:30~17:10 分組論文發表 B:依研討會主題分 2-3 場次舉辦 

研討會結束 

 
七、聯絡方式 
聯絡地址：臺灣(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連絡電話：03-2656203；傳真：03-2656299 

聯絡人：室內設計學系 朱嵩宇 先生 

大會官網：https://www.facebook.com/2017mtom 

投稿系統：http://www.ipress.tw 

大會信箱：cycumtom2017@gmail.com 

聯絡諮詢：+886-3-2656203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http://cyid.cycu.edu.tw/wSite/mp?mp=22 

最新消息\更多內容；相關資料下載\檔案下載\2017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第十六屆國際

學術研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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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費用 
1. 報名費為新台幣 2000 元 (或人民幣 500 元，或美金 70 元)包括： 

(審查費、編輯費、論文集 USB、發表證明、當日午餐餐盒及茶敘點心) 

2. 費用不包括： 

(紙本論文集(另購) 、個人交通費用、住宿及其他屬於個人支出) 

3. 論文評審不通過者，扣除審查費用後退還新台幣 1000 元。 

備註：歡迎各地作者出席發表，大陸地區作者可由大會代為辦理入台簽證，但所有

證件相關規費與個人食宿須自行負擔。 

 

九、籌備組織 
主辦：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協辦：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執行：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創造力與設計方法研究室 

 

組委會 

倪晶瑋 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其澎 教授兼設計學院院長 

張謙允 副教授 

魏主榮 副教授 

陳歷渝 副教授 

吳燦中 副教授 

黃慶輝 助理教授 

劉時泳 助理教授 

謝淳鈺 助理教授 

總幹事：朱嵩宇 

統籌：謝淳鈺 

 

論文審查委員 

Prof. O-K Lai , University of Waikato, New Zeland /KwanseiGakuin 

University ,Japan 

Prof. Bou-lin Hu/ 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na, Austria 

Dr. Wen-Ting Chen/ Bauhaus-University Weimar, Germany 

Prof. Takazi Okuda/ HannamUniversity,SouthKoria 

Prof. Wan-lee Cheng/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Taiwan 

Prof. Chie-Peng Che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Taiwan 

Prof.Yin-Ming Su/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wan 

Prof. Xu Kai-Qiang/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ina 

Prof. Zhao Zhi-Q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ina 

Prof. Zhao Ha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倪晶瑋 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其澎 教授兼設計學院院長 

張謙允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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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主榮 副教授 

陳歷渝 副教授 

吳燦中 副教授 

黃慶輝 助理教授 

劉時泳 助理教授 

謝淳鈺 助理教授 

謝明燁 教授 

周鼎金 教授 

 
十、中原大學交通指南 

台鐵 
(1) 台鐵中壢站後站至本校約 2.5 公里，步行約 30 分鐘。 

(2) 台鐵中壢站前站步行至公車站。 

高鐵(桃園站) 

(1) 至高鐵桃園站一樓大廳 5 號出口，前往 5 號公車月台搭

乘高鐵快捷公車－170 高鐵桃園站－中壢。約 20~30 分鐘一

班車，20 分鐘可到達中壢市區，於「火車站前」下車，步行

至「農會站」轉搭公車至中原。 

桃園機場 

(1)第一航廈入境大廳北側及第二航廈入境大廳南側。 

第一航廈計程車服務站聯絡電話：（03）398-2832。  

第二航廈計程車服務站聯絡電話：（03）398-3599。 

(2) 至高鐵桃園站一樓大廳 5 號出口，前往 5 號公車月台搭

乘高鐵快捷公車－170 高鐵桃園站－中壢。於「火車站前」

下車，步行至「農會站」轉搭公車至中原。 

高速公路 

※中壢交流道(北上) 

北上：「中壢交流道」（62K）（往中壢方向）→民族路→(左轉)

環西路→環北路→普義路→中山東路→(左轉)幸福街→(右轉)

中北路→中原大學校門 

※內壢交流道(南下) 

南下：「內壢交流道」（57K）→中園路→(右轉)中華路→(左轉)

普義路→中山東路→(左轉)幸福街→(右轉)中北路→中原大學

校門 

※大溪交流道(北二高) 

「大溪交流道」（62K）（往中壢方向）→永昌路→ (左轉)「66

號快速道路」→「平鎮中壢二」出口→(右轉)中豐路→(右轉)

環南路→(直行)環中東路→(左轉)實踐路口→(右轉)中北路口

→中原大學正門 

客運 國光客運 1818A 台北-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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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原大學校區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