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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視覺設計社團
Taiwan Graphic Design Organization

本刊編輯室

「設計社團」，是聚合設計族群

，藉由凝聚共識、發揮群策群力，為

推動共同之理念與目標，而經過規劃

組織的結社團體，它是活絡設計社會

、促進設計產業發展的動力源頭與主

流力量，同時也是設計者個人在設計

生涯中自我經營、增進認識同業朋友

與訊息交流的最佳途徑。所以多多參

與社團組織及活動，也是設計人吸收

新知、提升設計水平的來源之一。

今年台灣視覺設計社團中，共有

7個社團組織改選理監事，並選出新

任理事長，本刊為了促進社團之間的

交流互動與聯繫，特別企劃這個專號

，並調查彙整目前台灣18個設計社

團簡表列於下，以提供對照參考。同

時為服務業界及讀者，也刊介現階段

12個主要社團報導，其中有改選的7

個社團各兩頁篇幅介紹，未改選的5

個社團各一頁篇幅介紹，所刊介的內

容包括：社團基本通訊資料、創會簡

介、主要工作任務、近年來承辦的活

動、現任理監事組織、會員入會辦法

，以及新當選理事長的簡歷和服務感

言、未來目標⋯等。

新人新氣象，相信這些社團在現

任理事長的領導之下，將展現蓬勃旺

盛的設計活力，並為台灣設計再添一

股能量。也希望透過本期設計印象雜

誌別冊的調查彙整，進而能提供海外

及本地相關單位及設計人瞭解，作為

未來各種設計活動聯繫、推廣、合作

及搭配的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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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思設計顧問公司總經理

中華企業形象發展協會理事長

玉觀軒翡翠珍藏館執行長

台信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專案顧問

●1956年生(專業設計年資35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研所設計碩

士、國立中興大學企管研究所企管班

畢業、國立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
台北市立商職廣告設計科畢業

專長領域╱企業形象規劃設計、品牌

策略規劃、平面設計、公關活動企劃

專業經歷╱中華民國職訓研發中心

「國防人力成長研究班」講師、職訓

局「微型創業班」講師、泰山職業訓

練中心CI講師、中國生產力中心「企

業形象管理顧問師班」講師、中衛發

展中心「商圈專業顧問師養成班」講

師、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營管理顧

問師班」講師。

李敏雲 Tina Lee

台灣視覺設計社團-1

中華企業形象發展協會
Chinese Corporate Imag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中華企業形象發展協會創立於

1990年7月，是台灣第一個有關專執

企業形象(CIS)研究發展的設計社團

，創會宗旨以"活力、創新、成長"為

信念，集合從事相關學術、實務工作

者，共同促進本業發展為目的。
●主要工作任務╱包括協助政府研訂

企業形象相關之法令、培育企業形象

推廣人才、出版相關應用資訊、推動

國際技術合作及交流以及協助企業提

昇識別形象之建立。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1)2008年3月15日╱舉辦「台灣設計

國際化的開端─從世界運動會形象談

起」三場講座活動。
(2)2009年3月21日╱主辦「品牌論壇

」研討會，提供與會者實用的幕後經

驗，使其在市場上能有所運用。
(3)2009年3月∼2010年4月╱召開辦

理9次CI論壇，廣邀各界專業品牌講

創立日期：民國79年7月(1990·07)

理事長：李敏雲  秘書長：王明珠

台北市松江路63巷8號5樓

T.02-25065653  F.02-25065653

E-mail：ccida1990@gmail.com

http://www.ccida.org.tw

師演講，談論相關應用與經驗交流。
(4)2010年5月╱主辦展現產業的新意

與魅力「觀光工廠」參訪活動，體驗

在地文化資產的累積，創造出另一種

產業風格的新知識經濟。亦於近年出

版相關專業熱銷書籍：「設計品牌」

、「餐廳好設計、品牌好賺錢」、「
60分鐘品牌戰略」等。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21位。
理事長：李敏雲　秘書長：王明珠。
輔導理事長：唐聖瀚。
常務理事：吳宏淼、蔡長青、黃晏雄

、黃元禧。理事：蘇素華、鄭杰榆、
陳樹德、黃榮順、陳辭修、簡正宗、
徐文輝、黃憲宗、廖素金、劉怡生。
常務監事：闕守雄。監事：施麗 、
翁永圳、蔡政儒、林稚翔。
●會員入會辦法╱入會者需填具入會

申請書，經該會理事會核查通過。
(1)個人會員：入會費500元，常年會

費2,000元，凡年滿20歲之相關從業

者均可申請入會。
(2)學生會員：入會費500元，免常年

會費，凡中學以上相關科系在校學生

均可申請入會。
(3)團體會員：入會費1,000元，常年

會費甲級10,000元、乙級5,000元，
凡企業機構團體均可申請入會。
註：另名譽會員及贊助會員則由該會

理事會或理事長推薦入會。

●每月舉辦專業講座及互相交流

●中華企業形象發展協會舉辦會員大會、品牌經營美學講座



台灣視覺設計社團-2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
The Graphic Design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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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創立於

1962年9月，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組

織最健全、會員人數最多的全國性設

計社團。創會宗旨以結合設計工作者

致力於創意觀念和技法的研究、創新

，開拓設計人的視野，從而提昇創作

水準與建立專業設計地位。
●主要工作任務╱藉由舉辦競賽、展

覽、座談和出版宣傳等，促進相互觀

摩、交流，以及結合設計力量，共同

為台灣的設計發展努力。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1)策劃承辦2008台灣視覺設計獎作

品展╱共徵選10大類60套金獎作品

於2008年12月19日起在台北捷運東

區地下街盛大展出及中正紀念堂、台

南市文化中心、台中維他露基金會館

、全國各設計院校巡迴展。
(2)主辦2009台灣「古早再見」創意

設計展╱2008年12月17日∼2009年

1月15日於國立藝教館南海園區首展

，以及彰化福興穀倉、台南市文化中

心、台中維他露基金會館、全國各設

計院校巡迴展出。
(3)編印出版「設計界-北京奧運視覺

設計專輯」與「2008台灣視覺設計

獎作品專輯」兩本書籍發行。
(4)彙整傳輸25項「設計快報」資訊

創立日期：民國51年9月(1962．09)

理事長：林采霖  秘書長：蘇文清

台北縣土城市金城路三段8號8樓之1

T.02-82628822  F.02-82628833

E-mail：ga.ga2001@msa.hinet.net

http://www.gda-tw.org

台灣形象策略聯盟營企總監

上海大學數碼藝術學院教授兼文化經

濟系所主任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輔導會長

國際設計聯合會大中華區副理事長

●1964年生(專業企劃年資22年)
●中國文化大學工學碩士、北京清華

大學設計藝術學博士

專長領域╱形象策略、文化創意產

業、藝術經紀

專業經歷╱台灣形象年鑒總編輯，四

川大學、廈門大學等客座教授。
主要獲獎╱中國設計貢獻獎、江丙坤

兩岸交流貢獻獎、華東大獎識別系統

類金獎、中國CIS年鑒金獎、台北國

際視覺設計展標誌設計類金獎。
應邀評審╱台灣視覺設計展金盒獎、
華東大獎、中國創意設計大獎、中國

之星設計藝術大獎等評審委員。

林采霖 Tsai-Lin Lin

，提供設計產官學界參閱應用。
(5)辦理兩場設計專業演講座談╱分

別於2009年3月及2010年3月在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33位。
理事長：林采霖  祕書長：蘇文清。
輔導理事長：楊勝雄。
常務委員：王士朝、何清輝、楊宗魁

常務理事：施令紅、陳清文、林國慶

、李新富、陳啟章、侯純純。
理事：郭瑞慶、戴新蓉、蔡進興、姚

村雄、關有仁、許和捷、蔡建國、龔

家弘、陳秀真、林聰裕、蔡啟清、林

文彥、陳健文、顧兆仁。
常務監事：林宏澤。

監事：顏永杰、商耀元、吳淑明、蔡

伯健、張盛權、朱文浩。
●會員入會辦法╱分正會員及學生會

員兩種，入會者需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該會理事會核查通過。
(1)正會員：入會費1,500元，常年會

費3,000元，凡從事美術設計或相關

工作者均可申請入會。
(2)學生會員：入會費500元，常年會

費1,000元，凡28歲以下之美術設計

相關科系在校學生均可申請入會。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承辦之台灣視覺設計獎獲選作品盛大巡迴展出

●不定期辦理各項設計講座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理監事改選

林采霖榮任第23屆理事長
Tsai-Lin Lin i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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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所愛，愛所選擇；與設計專業結緣於1989年，從此愛上設計界。
1991年加入美術設計協會至今，一直參予社團活動，享受社團的資源與能量。

從卸任形象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到接任第23屆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不

同的社團其服務宗旨與方向雖有不同，但同樣是服務設計界工作。而對創會近

50年的協會，更是深感責任與使命！
因此，兩年任期內我將本著對設計專業的熱愛，以設計經營角度，提供設

計社團專業服務，繼續積極推動兩岸設計專業交流，開拓文化創意產業相關領

域，促進更多互動溝通與交流的平台；並結合設計相關友會共同努力提昇台灣

設計影響力，以發揮出協會的團隊價值與效益。
以前我們看歷史，現在我們寫歷史！2011年是中華民國100年，2011年

世界設計大會在台灣，這是值得慶賀的一年，也是值得紀錄的一年。因此，除

正常協會行政作業與會員服務外，將藉助全體理監事與設計先進的專業與資源

，集中心力編輯「台灣設計100年」與「台灣設計100人」出版發行；期盼在

大家共襄盛舉下，傳承設計，創造當下，放眼未來，互持互榮！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

傳承設計·互持共榮
林采霖 Tsai-Lin Lin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於3月20

日下午，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

樓國際會議廳召開第23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並改選理監事組織，由林采

霖當選新任理事長。
該會年度大會由原理事長楊勝雄

主持，與會人員包括來自全國設計社

團代表、貴賓，以及該會會員共60

餘位出席；大會議程除了例行會務外

，也邀請台創中心執行長張光民概介

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以及大陸商

標事務所副總王志翔探討設計在著作

權糾紛個案。緊接著完成該會理監事

改選，順利選出理事長林采霖，常務

理事施令紅、陳清文、林國慶、李新

富、陳啟章、侯純純六位，常務監事

林宏澤以及理監事等共28位，並通

過續聘蘇文清擔任秘書長；隨後在原

味主張餐廳的聯誼晚宴上，由該會三

位前理事長鄧有立、楊夏蕙、楊宗魁

與22屆常務監事陳清文共同主持新

舊任理事長交接。
新任理事長林采霖現任台灣形象

策略聯盟營企總監、上海大學數碼藝

術學院教授與文化經濟系所主任，亦

曾任中華形象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
對社團的運作非常熟悉，因此中華民

國美術設計協會在她的運籌帷幄下，
相信能承先啟後，創造驚奇。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第23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台師大國際會議廳召開

●新當選理監事與來賓、會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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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報設計協會
Taiwan Poster Desig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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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報設計協會創立於1991

年4月，是台灣第一個為推動海報創

作與發展的設計社團。創會宗旨以藉

由從事海報的創作、展出、交流、研

究，達到「發揚傳統文化、創造設計

價值、促進國際交流」為理念。
●主要工作任務╱積極推動海報設計

創作展出、海報設計教育推廣、海報

設計國際交流及海報設計學術研討等

活動，常態性的主力活動為年度專題

海報展以及台灣海報參加國際競賽。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1)主辦「閱讀」海報設計展╱2008

年1月5日∼13日於台北誠品書局敦

南店B2藝文空間展出。
(2)承辦2008全國學生台灣原住民海

報創作競賽作品展╱2008年2月23日

於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展出。
( 3 )主辦北京奧運視覺設計參訪團

創立日期：民國80年4月(1991·4)

立案日期：民國89年4月(2000·04)

理事長：何清輝  秘書長：吳介民

台北縣永和市永利路74號1樓

T.02-29201185  F.02-29203150

E-mail：taiwan.poster@msa.hinet.net

BBDO黃禾國際廣告公司營運董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研究所及

中原大學商設系碩士班兼任副教授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常務委員

●1951年生(專業設計年資36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

專長領域╱廣告創意、整合行銷策

略、廣告實務教育、平面設計

專業經歷╱教育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

暨商業設計科系評鑑委員、經濟部商

業司輔導小組審議委員等。
主要獲獎╱行政院勞委會十大技術

楷模獎、美國紐約Clio Award廣告金

獎、法國坎城國際廣告獎Finalist、
「平面設計在中國」金獎、新聞局唱

片包裝金鼎獎、時報廣告金像獎。
應邀評審╱美國Clio Award廣告獎、
法國坎城國際廣告獎、倫敦國際廣告

獎、時報廣告金像獎等評審委員。

何清輝 Taddy Ho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主辦的台灣海報新星獎頒獎人與部分得獎人合影

●配合年度展辦理的海報創作座談會

╱2008年8月25日赴中國北京參觀及

與設計界交流。
(4)主辦「地球暖化」海報設計展暨

海報新星獎作品展╱2009年2月28日

∼3月5日於台灣師範大學德群藝廊

盛大展出。

(5)主辦「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海

報設計展╱2010年3月6日∼11日於

台灣師範大學德群藝廊展出。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21位。
理事長：何清輝　秘書長：吳介民。
輔導理事長：林宏澤。
常務理事：程湘如、楊勝雄、王炳南

、吳仁評。
理事：蔡進興、施令紅、費國鏡、李

新富、洪世杰、邱顯能、林志鴻、李

建志、李長沛、朱文浩。
常務監事：楊宗魁。
監事：許和捷、王士朝、姚村雄、蔡

建國。
●會員入會辦法╱分國內及海外會員

，入會者需填具入會申請書及檢附海

報作品，經該會理事會核查通過。
(1)國內會員：入會費5,000元，常年

會費10,000元。
(2)海外會員：入會費2,500元，常年

會費5,000元。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理監事改選

何清輝榮任第六屆理事長
Taddy Ho i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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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在台北橋有一個故事，有一天一個花樣年華女子從橋上跳入淡水河急

流中，眼看即將滅頂，橋上眾人譁然，這時候，突然看見一名歐里尚跳入水中

，在千均一髮中，將女子救上岸，在岸邊的民眾英雄式地問歐里桑，為何有此

勇氣，歐里尚皺著眉頭回答：「×××的也不知道哪一個王八蛋把我推下橋去

，有夠夭壽！！」
本人正如故事中那位歐里桑，今年六十歲，而那一群王八蛋夭壽的觀眾，

不只一位聯手設計把本人推下滾滾洪流。尤其面對2011年的ida世界設計大會

、國家設計年、中華民國一百年、新一代三十年、金犢獎二十年、台灣海報設

計協會二十年(自國父創會以來算起)，全部逢十逢百，如此巨大洪流重任，也

不知能否安全上岸，不過既然被當救難英雄推下去，那就只好用力划吧！！

PS.心中還是記恨著那一群××的設計家，給我記住⋯⋯相睹會到！！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理事長

Just Do It
何清輝 Taddy Ho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於3月6日下午

，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德群藝廊召開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改選理監

事組織，由何清輝當選新任理事長。
該會年度大會由原理事長林宏澤

主持，他強調在大家勞心勞力的協助

下，於兩年任期間順利完全相關的議

案與推動工作，不但連續關懷環境的

主題展覽獲得廣大迴響，也成功舉辦

首屆台灣海報新星獎，會員們在這兩

年間參加國際比賽更屢屢獲獎，因此

特別感激全體的努力。會中最後完成

該會兩年一任的理監事改選，順利選

出理事長何清輝，常務理事程湘如、
楊勝雄、王炳南、吳仁評，常務監事

楊宗魁以及理監事等共20位，並通

過聘請吳介民擔任秘書長。會後晚間

則於蘇杭小館舉辦聯誼餐敘和交接儀

式，由楊宗魁常務監事擔任監交人，
現場友會貴賓及會員一同向新任理事

長何清輝致意，同時頒發該會年度最

佳海報臭屁獎給游明龍、陳政昌、林

宏澤、林志鴻等，場面熱絡歡欣。
新任理事長何清輝現任BBDO黃

禾廣告營運董事，為資深廣告設計人

，其廣告創意、整合行銷策略與平面

設計功力備受尊崇。在他任期中適逢

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在台北舉辦，
為台灣設計在國際舞台發揮身手的好

時機。因此何清輝當選後表示，在協

會未來事務推動上，為了配合世界設

計大會將展現豐富的創意和突破，期

盼所有會員鼎力相助。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大會及「人與自然間的和諧關係」海報展於國立師範大學德群畫廊盛大展出

●新舊任理事長印信交接 ●頒發年度最佳海報臭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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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平面設計協會
Taiwan Graphic Desig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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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平面設計協會創立於1992

年3月，是集結台灣平面、包裝與CI

設計領域，具相當實務工作者所組成

的設計社團。旨在凝聚設計意識、提

升設計品質、開創設計未來，為台灣

設計人在國際舞台爭光為共同理念。
●主要工作任務╱短程目標：落實設

計人才之自我教育、培育優秀設計人

才、出版設計相關刊物集書籍。中程

目標：提昇設計人員專業素質、建立

設計人員專業地位、增進國際設計交

流。長程目標：進入國際設計舞台、
發揮台灣設計之影響力。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1)「Energy Bar能量補給站」講座活

動╱兩年來共舉辦16場交流座談。
(2)「2008高雄設計節－原光再現，
城市會展」╱於國立科工館展出原住

民花布燈籠創作及會員個人作品。

樺致形象設計公司負責人兼創意總監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理事長

●1971年生(專業設計年資16年)
●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中

原大學商業設計系學士

專長領域╱企業、品牌形象識別規劃

設計及策略顧問；平面、包裝、多媒

體等視覺傳達設計；展覽、活動、商

業空間規劃設計

專業經歷╱樺霖設計、樺致形象設

計、上海樺致設計等藝術總監。
主要獲獎╱2008經濟部工業局台灣

創意中心Good Design優良設計產品

形象獎、2009第三屆台灣金印獎文

具印刷類第三名。

楊佳璋 Martin Yang

創立日期：民國81年3月(1992·03)

理事長：楊佳璋  秘書長：施麗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140號9樓

T.02-27542998  F.02-27542560

E-mail：tgda@tgda.org.tw

http://www.tgda.org.tw

(3)「CITY FOREST城市森活、節能

減碳」路燈旗創作展╱與工業設計協

會共同主辦，邀請會員創作路燈旗。
(4)「2008韓國光州國際文化創意產

業展」╱受邀至韓國光州參展。
(5)「2008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展

邱春雄、洪立達、吳永祥、蘇文祥。
常務監事：吳介民。監事：蕭孟蕙、
林洺淪、許和捷、林鴻彰。
●會員入會辦法╱基本資格如下。
(1)個人會員：常年會費5,000元，凡

持有設計相關文憑，或由任職公司出

具設計在職證明者即可申請入會。
(2)教師會員：常年會費4,000元，凡

從事設計相關之教師即可申請入會。
(3)學生會員：常年會費2,000元，凡

滿17歲就讀設計科系之學生或入社

會工作未滿一年者均可申請入會。
(4)團體會員：常年會費20,000元，
凡認同該會宗旨之設計公司，由兩位

理事推薦，經表決通過後即可入會。

● 舉辦「新鮮上市?贏向職場」學生作品集評

鑑校園活動，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啟動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主辦的「台灣100、風光再現」竹扇創作於台北世貿中心展出

覽會」╱TGDA以「台灣100、風光

再現」為主題，結合「竹扇」創作。
(6)『新鮮上市·贏向職場』學生作品

集評鑑日校園活動╱分別於北、中、
南三所大專院校舉行。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22位。
理事長：楊佳璋，秘書長：施麗 。
輔導理事長：陳進東。
常務理事：林世雄、章琦玫。理事：
江秀玲、蔡慧貞、黃心健、吳松洲、
劉啟章、劉虹枝、彭喜埶、許雲翔、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於4月10日，
在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召開第九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並改選理監事組織

，由楊佳璋當選新任理事長。
該會年度大會以「驚豔、驚彩、

驚綻」為主題，由原第八屆理事長陳

進東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全國設計社

團代表、產官學界，加上會員共計超

過百位出席。首先陳進東理事長在會

中特別頒發感謝狀給該會顧問廖哲夫

、何清輝、林磐聳、楊宗魁、蕭引鳳

與許建平，答謝他們對會務的推廣協

助。另外該會也特別邀請台北市副市

長李永萍，代表頒發獎狀給該會「
2011台灣設計年識別設計」得獎者

。緊接著完成兩年一任的理監事改選

，順利選出第九屆理事長楊佳璋，常

務理事林世雄、章琦玫，常務監事吳

介民及理監事等共19位，並通過續

聘施麗 擔任秘書長。會後則有兩場

講座，包括ICOGRADA國際設計社

團副主席、該會榮譽理事長樊哲賢主

講「連結ICOGRADA─倫敦篇」，
以及動腦雜誌發行人吳進生主講「新

台幣紙鈔意象符號認知」。最後晚間

舉辦聯誼餐敘，並以「驚艷台北夜－
復古趴」為主題，眾人華麗復古裝扮

走秀演出，為晚宴增添許多歡樂。
新任理事長楊佳璋現任樺致形象

設計有限公司創意總監，曾任該會第

八屆理事與活動組組長，承辦過該會

許多大、小活動，對社團服務盡心盡

力。他在當選該會理事長後表示，將

以更謙卑的心，更開闊的視野，對內

持續充實設計能量，對外則積極參與

國際設計交流。期能團結台灣設計界

的力量，讓更多國際友人看見台灣、
肯定台灣無窮的設計能力與價值。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理監事改選

楊佳璋榮任第九屆理事長
Martin Yang i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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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這兩年來，佳璋擔任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的活動組長，陸續執

行了許多協會舉辦的活動與協會會務的推動。最大的感觸是，要做的事太多，
而自己的能力與時間真的太少。總覺得還有許多的工作與理想要努力，還有許

多的會員權益要去爭取。未來，佳璋還是會本著盡力而為的精神，除了延續執

行陳前理事長 進東，許多非常好的措施與理念，也會積極進行新會務的推展

。只要是對的事，對會員權益攸關的事，對會員的服務與協會的推廣有益的事

，我們都會盡全力去做。
TGDA的會務推廣將以「精進充實，大步向外」的原則持續推動，目前預

計舉辦的活動有：(一)將從更多元、跨界學習的角度出發，續辦「Energy Bar

能量補給站」講座活動。(二)對學生與弱勢團體的服務不間斷，包括：(1)持續

舉辦「新鮮上市、贏向職場」大專院校設計科系學生畢業作品評鑑活動。(2)

接辦「99年度原住民文化創意人才培訓暨原住民文化創意商品包裝輔導委託

服務案」。(三)舉辦『台灣100，「鈔」越世紀』會員創作邀請展徵件，並預

定於「第一屆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展出設計成果。(四)積極參與國

際性設計交流活動：(1)由本會協辦的「Message to The World」2010國際海

報設計邀請展，將與參與的中、韓、美、荷、印度等七個國家的設計師同台展

出。(2)參與「2010 APD亞洲包裝設計交流展」日本東京展。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一直是一個最有活力、溫度與創作能量的團體，面對

2011年台灣即將盛大開辦的第一屆世界設計大會等國際性大型活動，無庸置

疑本會的所有成員們都已經準備好要大顯身手。我們也相信這些活動的舉辦都

將只是一個開始，未來台灣設計師即將發揮的熱度將會不斷持續延燒！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理事長

精進充實、大步向外！
楊佳璋 Martin Yang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第九屆會員大會與會會員和顧問、來賓合影

●新舊任理事長印信交接 ●驚艷台北夜-復古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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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
China Image Research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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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創立

於1994年4月，是以研究探討形象規

劃，集合從事形象研究發展工作之學

術實務及相關業界，共同促進個人與

團體形象之提升為宗旨的設計社團。
●主要工作任務╱舉辦各項展覽及學

術交流活動、協助公民營機構辦理各

項形象設計徵選活動及規劃執行。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1)為促進兩岸設計交流，在台接待

上海包裝設計協會、貴州省貴陽市、
廣州美術學院暨包裝與設計雜誌、上

海大學數碼藝術學院、上海同濟大學

創意設計學院、蘇州綠野廣告公司等

相關專業人士來訪共6場次。
(2)協助台灣觀光特產協會策劃執行「
台灣100大觀光特產」行銷推廣計畫

及「2009台灣國際觀光特產展」。
( 3 )協辦「中國設計機構年鑒第三

卷」、「中國設計百家第三卷」、

創立日期：民國83年4月(1994·04)

理事長：林國慶  秘書長：侯純純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39號6樓

T.07-5554175  F.07-5554145

E-mail：iam.ci@msa.hinet.net

http://www.cirda-tw.org

我在品牌設計公司執行長

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常務理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高雄縣榮指員協會

副祕書長

樹德科技大學產學中心委員

●1966年生(專業設計年資22年)

專長領域╱形象標誌設計、品牌規劃

專業經歷╱普羅公共關係顧問公司創

辦人、上海耶仕爾智權管理公司總經

理，中華藝術學校、義守大學教學中

心講師、台灣創意之星設計獎主任委

員、行政院勞委會廣告設計技能檢定

監評老師、中國設計年鑑編輯委員。
主要獲獎╱1999年華人CI百傑設計

師、2005年中國設計百大傑出青

年、高雄美展3屆首獎、創意之星設

計獎2座金獎、台灣設計獎9座創作

金獎、2006年中國之星設計大獎品

牌類金獎、2007年中國品牌金獎。

林國慶  Kokia Lin

2009年中國「包裝之星」評選、中

國設計師特輯及「第四屆中國設計節

」等活動之代理台灣地區作品徵集共

5案次。
(4)舉辦「探索印刷表現深度」講座。
(5)輔導策劃「汾湖數碼藝術產業孵

化基地」、「中國喜洲古鎮國家級文

化旅遊創意園區」等整體開發專案。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19位。
理事長：林國慶　秘書長：侯純純。
輔導理事長：林采霖。
常務理事：林聰裕、陳文雄、陳啟章。
理事：王建民、王維憶、李長安、林

杰、林崇宏、黃世匡、蔡伯健、劉竑

谷、戴新蓉。
常務監事：顏永杰。監事：尤秋玲、

林秀婉、楊景方。
●會員入會辦法╱分四種會員，入會

者需填具入會申請書，經該會理事會

核查通過。
(1)個人會員：入會費500元，常年會

費1,000元。
(2)學生會員：免入會費，年費200元。
(3)團體會員：入會費1,000元，常年

會費甲級5,000元、乙級3,000元、丙

級2,000元。
(4)贊助會員：一年繳交該會贊助經

費20,000元以上者。

●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強有力的理監事組織與不定期辦理之展覽活動

●促進兩岸設計交流是形研會主要會務之一



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改選

林國慶接任第八屆理事長
Kokia Lin i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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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常駐足台灣廟宇，參與大大小小的迎神賽會和祭祀文化，當發大

願深入鑽研廟口符號學，其趣味和傳奇令人樂道。因己身從事品牌設計工作，
以品牌專業的量尺分析廟宇香火的興旺與集客行為，大概八九不離十。當某地

方廟宇負責人認真規劃完整的年度祭祀需求、創新的祭拜環境、創意的行銷活

動和廣宣企劃，再加入有趣的吉祥物、護身符，以及神明的傳說神蹟，也就是

品牌故事。當廟宇在地方吸引大量信徒後，再以分店直營或跨縣連鎖加盟方式

擴張，甚至跨國經營，讓宗教信仰透過專業的品牌加值，進而使形象加分。在

台灣有60000家廟宇，有些慘澹經營，有些是好神公仔旺旺來，差異來自品牌

經營的魔法魅力。
今天，將台灣企業、產品、服務等品牌加值，正是我輩經營的事業。雖不

曾聽聞從事設計產業能大富大貴，但我們卻可扮演以品牌戰略替企業美麗行銷

這般經世濟民的角色。在年輕時幫忙畫POP，現在則協力產業昇級，感謝台灣

設計界前輩灑熱血力拚江山，我們才有上舞台粉墨演出的機會。中華民國形象

研究發展協會走過近二十個年頭，從陳木村、林采霖、楊景超前理事長大開大

闔拚搏舞台，到楊夏蕙、楊宗魁顧問的提攜拉拔指導，將形研會打造為優質的

社團，吸引大陸學術界、設計界逕相交流往來，使這舞台更璀璨亮眼。
自身在設計圈也二十餘年的歷練，受非常多的前輩提攜關照，如今有機會

為大家服務更續設計使命，當誠心誠意盡力而為，願能為形研會品牌加值、形

象加分，為咱形研會厚增香火興旺，持續盡一份責任。

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

品牌加值 形象加分
林國慶 Kokia Lin

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於

2009年12月19日下午，假台中維他

露基金會館舉行召開第八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由於林采霖理事長即將接任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因此

理事會成員重新投票選出新接任人選

，一致決定由林國慶出任。
該會年度大會由原理事長林采霖

主持，與會人員包括自全國設計社團

代表和會員共80餘位，彼此聚會交

流、熱鬧非凡。林采霖於會中指出，
近年來為了促進兩岸設計交流，該會

在台接待上海包裝設計協會、廣州美

術學院暨包裝與設計雜誌、上海大學

數碼藝術學院、上海同濟大學創意設

計學院、蘇州綠野廣告公司等相關專

業人士來訪達六次，並協助協助台灣

觀光特產協會策劃執行「台灣100大

觀光特產」行銷推廣計畫及「2009

台灣國際觀光特產展」等，特別感謝

所有會員的配合與努力。該會也為了

吸引更多會員及業界朋友參加大會，
除了內部例行會務、財務報告之外，
特別舉辦「古早再見海報創作展」，
並邀請設計印象雜誌發行人楊宗魁，
主講現代科技特殊印刷、雷雕、少量

彩印等印刷知識與後加工應用，介紹

高深莫測的科技印刷里程碑，使現場

與會人士對新型態的設計和印刷科技

豁然開朗、獲益良多。
新任理事長林國慶現任我在品牌

設計有限公司執行長，身兼中華民國

美術設計協會常務理事，曾擔任高雄

市廣告創意協會理事長，擁有豐富的

社團運作實務經驗，多年來也常在兩

岸之間交流和業務往來，而在原理事

長林采霖打下的良好基礎下，林國慶

承接理事長工作，該會必能承先啟後

，再度開拓一番新氣象。

●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與專題講座盛況

●新舊任理事長印信交接 ●配合大會辦理之聯誼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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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包裝設計協會創立於1995

年5月，是一個以「團結互助、專業

創新、國際交流」為宗旨，凝聚專業

能量、促進產業升級，共同提昇台灣

包裝設計發展，邁向國際舞台為目的

之設計社團。
●主要工作任務╱推動APD亞洲包裝

設計展拓展交流、舉辦包裝設計座談

與教育推廣、辦理傑出創作發表以提

昇包裝設計價值。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 1 )辦理觀點主題會員包裝作品展

╱2008年6月19∼21日於南港國際展

覽館「2008台北國際食品展-食品創

新館」展出。
(2)承辦全方位設計菁英論壇╱2008

年6月21日於學學文創志業邀請本協

會顧問鄭閎澤先生、德國包裝設計大

師Knu及知本設計蔡慧貞總監演講。
(3)舉辦魅力屏東-台灣設計社團交流

會談╱2008年7月25∼26日兩天一夜

，於屏東三地門盛大舉行。

創立日期：民國84年5月(1995·05)

理事長：陳啟章  秘書長：張瑞光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1408號

T.08-7334434  F.08-7345650

E-mail：package@tpda.com.tw

http://www.tpda.com.tw

敦阜形象策略公司創意總監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常務理事

台灣形象研究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1966年(專業設計年資21年)
●美和技術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學士

專長領域╱品牌形象規劃、行銷策略

企劃、CIS規劃設計、產品包裝整合

設計、環境指標規劃、企業周邊商品

設計、文化創意產品規劃與設計

專業經歷╱2009台灣客家特色商品

設計輔導計畫輔導委員、Flame文化

研創設計總監、台灣形象策略聯盟專

案總監、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案設計輔

導團隊、屏東教育大學人文系兼任講

師、屏東縣國中技藝競賽評委。
主要獲獎╱台灣視覺設計獎標誌金

獎、亞洲包裝設計交流展銅獎、台灣

第三屆OTOP設計大賞創新佳作獎、
台灣100大觀光特產伴手禮銀獎。

陳啟章 Abel Chen

(4)舉辦2008APD亞洲包裝設計交流

展╱2008年11月24∼30日於學學文

創志業展出台灣、日本、韓國、上海

四地包裝作品及相關座談活動。
( 5 )辦理設計=好生意主題包裝展

╱2009年6月23∼26日於台北世貿中

心南港展覽館「2009台北國際食品

展」展出。
(6)承辦客委會特色商品包裝設計合

作專案╱2009年12月完成相關客家

文化商品包裝創作推廣應用。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16位。
理事長：陳啟章  秘書長：張瑞光。
輔導理事長：涂以仁。
常務理事：王正欽、黃國洲。理事：
王維憶、袁世文、楊景方、許獻德、
沈駿宏、辜昭傑、周君政、李憲榮。
常務監事：林聰裕。監事：楊玉蔥、
劉瑞光。

●會員入會辦法╱入會者需填具入會

申請書，經該會理事會核查通過。
(1)個人會員：入會費3,000元，常年

會費5,000元，凡年滿20歲之從事包

裝設計相關工作者均可申請入會。
(2)學生會員：免入會費，年費500元

，凡大學院校在校生均可申請入會。
(3)團體會員：入會費6,000元，常年

會費15,000元，凡包裝設計製作相關

機關團體均可申請入會。
(4)贊助會員：提供該會贊助經費者。

● 主辦台灣視覺設計社團交流會談，參訪屏東

敦阜形象策略公司

●主辦第11屆亞洲包裝設計展於學學文創志業盛大舉行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理監事改選

陳啟章榮任第二屆理事長
Abel Chen i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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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期盼的「盼」字，以5417票拿下台灣代表字冠軍。「盼」成為

民眾受到八八風災和金融風暴影響下，最想表達的意思。
2010年，承蒙業界好友的支持與抬愛，承接理事長之職。對於這樣的機

遇，我除了感謝21年來提攜鼓勵我的各界好友，也有所期盼。原本理事長一

職並無在啟章的生涯規劃中，從事設計以來承蒙全省各界的設計先進給予照顧

，這不僅讓啟章獲益良多，同時也讓我更堅信自己將繼續在設計這條路上努力

，因此在未來啟章將用感恩的心來承擔這份責任，希望各位設計先進能不吝交

流指教，我深信透過彼此的創意激盪，台灣設計將能綻放更迷人的風采。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在創會會長鄭閎澤、前會長許富堯、及涂以仁輔導理事

長睿智的領導下，會務日趨完善。兩年來，涂理事長大力推動與政府相關部門

間的合作、海峽兩岸的交流等事務，更讓台灣包裝設計協會漸具知名度，躍上

國際舞台。而協會所屬幹部對會務無私的奉獻，成績斐然，有目共睹。啟章在

此特別感謝大家的耕耘付出，我相信在現有的立基上，未來會務的推行必能更

加順遂。今年10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的APD (Asia Package Design)，台灣包裝

設計協會將全力協助推動，在此期待各全體會員們的熱情參與。
源於感動的創意表現，讓設計與人以情感連結，是啟章一路走來的根本信

念。真誠的信賴，是設計的最終有價值的產品。衷心期盼未來以此信念與大家

攜手並進，邁步向前。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理事長

承擔·責任·啟程
陳啟章 Abel Chen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於年2月27日

下午，假新店長堤會館召開第二屆會

員大會暨春酒聯誼餐會，並改選理監

事組織，由陳啟章當選新任理事長。
該會年度大會當天來自全國設

計社團、產官學代表貴賓，以及該

會會員共5 3位出席；原理事長涂

以仁表示：「近年來協會規劃辦理

2008APD亞洲包裝設計交流展、
APD亞洲包裝設計交流暨校園巡迴展

等活動，並且率會員參加2009台北

國際食品展，以及協辦2009福興文

化創意國際雙年展等，皆造成熱烈的

迴響，特別感謝所有幹部與會員的努

力」。緊接大會議程除了會務報告、
通過年度工作計畫案，也完成兩年一

任的理監事改選，順利選出理事長陳

啟章，常務理事王正欽、黃國洲，常

務監事林聰裕以及理監事共14位，
並決議聘請張瑞光為秘書長、顏峻瑜

為財務長。會後則舉行餐敘聯誼活動

，讓會員們熱情交流。
新任理事長陳啟章現任敦阜形象

策略公司創意總監，當選後他強調：
「身處國境之南，除了感嘆城鄉差距

、產業差異，文化力量難以向南延燒

，更能體會設計資源整合的珍貴與重

要性。全球化的逐漸實現，國境與距

離的障礙逐漸瓦解的同時，設計界必

須團結互助，才能創造美好未來，也

期待透過該會設計重心的南遷，為台

灣設計界創造一個話題」。陳啟章期

盼在任內扮演好資源整合平台的角色

，並歡迎設計界的好朋友入會。其具

體目標如下：(1)凝聚包裝設計相關

人士力量，持續推動國內包裝教育工

作。(2) 辦理講座活動、加強友會聯

繫並建立友好關係。(3)持續推動與

APD亞洲包裝設計交流，提昇國際能

見度。(4)擴大溝通管道及強化專業

包裝設計能量。(5)廣納英才，期許

優秀設計人加入協會大家族。

●新任理監事與創會理事長合影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涂以仁理事長與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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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視覺形象設計協會創立於

1991年1月，是一個以聯誼會性質，
由少數專執識別形象規劃設計之同業

朋友組成，以不定期辦理相關專業交

流座談，著力於機構、企業、品牌識

別設計，以及美學設計推廣為目的之

設計社團。
●主要工作任務╱舉辦小型專業新知

座談增進創作技能、積極參與各社團

活動辦理促進交流、協助兩岸互動觀

摩提昇共同發展，以及承辦各縣市政

府、學校識別形象與社區總體營造規

劃、環境美學之推廣。
●近年承辦活動╱2004∼2010年

(1)2004年參與鹿港社區總體營造規

劃，以及舉辦鹿港傳統吉祥圖像調查

暨名家設計邀請展。
(2)2005年承辦嘉義縣觀光元年活動

標誌、標語及太陽館館徽、嘉義縣觀

光局局徽徵選。

創立日期：民國85年1月(1996·01)

會長：陳清文  總幹事：楊景超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46之2號

T.04-23806766  F.04-23806746

E-mail：tartwolf@gmail.com

http://blog.yam.com/tvida

福康形象設計公司總經理

台灣視覺形象設計協會會長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常務理事

●1965年生(專業設計年資19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研所碩士

專長領域╱品牌識別設計

專業經歷╱台中技術學院商設系及嶺

東技術學院視傳設計系兼任教師等。 

主要獲獎╱中國之星設計競賽品牌類

銀獎、設計98Show包裝設計類優異

獎、突破雜誌行銷創意獎最佳產品設

計獎、北京國際標誌雙年獎優選獎。
應邀評審╱國家設計獎視覺傳達設計

類、行政院文建會地方產業視覺形象

設計、台灣視覺設計展學生創作設計

競賽、客家文化節活動標誌徵選、行

政院新聞局台灣意象徵選、台灣科教

館識別標誌徵選等評審委員。

陳清文 Vorkon Chen

(3)2006年發起串聯藝術文化團體，
共同愛心與搶救台灣一級古蹟鹿港龍

山寺修護活動。
(4)2007年以關心社區總體營造環境

議題，參與抗暖化反彰濱火力發電廠

興建活動。

(5)2008∼2010年不定期辦理多場視

覺形象設計研討座談。
●現任理監事╱含總幹事等計11位。
會長：陳清文  總幹事：楊景超。
輔導理事長：楊夏蕙。理事：林采霖

、黃榮順、侯鎮濤、林杰、仇新鈞、
黃中元、楊玉蔥、郭瑞慶。
監事：侯純純、陳啟章、涂以仁。

●會員入會辦法╱以聯誼聚會性質，
會員不需繳交入會費及常年會費，新

入會者需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

核查通過。台灣視覺形象設計協會入

會基本資格如下。
(1)準會員：從事形象規劃設計工作

未滿兩年或相關科系在校學生。
(2)正會員：從事相關專業實務工作

兩年以上資歷，或曾獲全國性設計競

賽優選獎以上者。
(3)榮譽會員：從事相關事業實務工

作十年以上資歷，或曾獲全國性設計

競賽前三名以上者，以及曾任省市級

以上相關競賽之評審者。

●台灣視覺形象設計協會舉辦的傳統圖像創作展

●發起搶救鹿港龍山寺與反彰濱電廠興建活動



台灣視覺設計社團-8

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
Designers Association of Taiwan

15別冊

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創立於

2005年1月，是一個屬於較年輕設計

人組成，善利用網路社群互動溝通的

設計社團。創會宗旨以致力於推動設

計相關活動，促進設計環境與產業競

爭力，並擔任設計師與產業之間的橋

樑，以及提升設計師的價值與國際能

見度。
●主要工作任務╱結合國內設計創作

者，透過策展、論述、講座與研討、
國際活動參與，提升台灣設計師能見

度，以對等的方式跟國際對話交流。
●近年承辦活動╱2004∼2010年

(1)已連續六年主辦「台灣原創角色

藝術大賞」。
(2)已經連續四年主辦「文化創意與

設計產業學術研討會」，除此之外出

版四本論文集。
(3)連續兩屆被新加坡邀請，參與新

加坡設計節，並策劃台灣設計展。

創立日期：民國94年1月(2005·01)

理事長：尹立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681號

T.07-3231662  F.07-3230671

E-mail：service@designer.org.tw

http://www.designer.org.tw

符錄設計顧問公司創意總監

樹德科技大學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系

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理事長

上海世博會台灣館委託規劃設計監造

服務評審委員

2010青春設計節召集人

●1975年生(專業設計年資11年)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

專長領域╱視覺傳達設計與策展

專業經歷╱設計魔力站長、2010好

漢玩字節協同策展人、2008、2009

年高雄設計節召集人、高雄市公共藝

術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數位典藏國

家型計畫數位典藏應用競賽評審委

員、2007年新加坡設計節台灣角色

設計展總召集人。
應邀評審╱數位典藏應用競賽、高雄

市數位創意設計大賽、4C數位創作

競賽、巨匠盃創意賽等評審委員。

尹立 Aaron Yin

( 4 )發起並創辦高雄設計節的系列

活動、青春設計節等活動，並舉辦

2007年世貿春禮展「台灣設計師商

品館」、新加坡設計節台灣角色設計

展、第三屆設計師玩具角色設定大賞

、第三屆青年創意設計科系聯展、青

年創意設計競賽等展覽。
(5)舉辦設計講座、工作坊超過150場。
●現任理監事╱含理事長等計20位。
理事長：尹立。
常務理事：陳秉良、廖純慶、呂文宗

、朱文浩。理事：趙宇明、王勁文、
劉弘毅、潘冠志、朱志康、張嘉倫、
黃棨楠、龐宇寬、陳紹涵、黃士瑋。

常務監事：呂育真。監事：方榆諒、
林育瑲、張伊薇、魏瑋毅。
●會員入會辦法╱分一般會員及學生

會員兩種，其入會基本資格如下。
(1)一般會員：入會費500元，常年會

費1,500元，凡年滿20歲，從事設計

相關工作，或對設計有興趣者均可申

請入會。
(2)學生會員：入會費250元，免常年

會費，凡年滿18歲，就讀國內外設

計相關科系學生均可申請入會。

●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創辦的高雄設計節

●定期主辦原創角色藝術大賞及青春設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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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
Tainan  Design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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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創立於

1983年10月，是台灣第一個屬於縣

市地方性正式立案的設計社團。創會

宗旨以結合台南地區從事設計工作者

，致力於設計創意探討與技巧之研究

，提升設計創作水準，促進南台灣整

體設計之發展。
●主要工作任務╱舉辦全方位美術設

計展覽及受委託企劃承辦各種有關活

動，以及不定期召開座談、研究、觀

摩促進交流。
●近年承辦活動╱2004∼2010年

(1)2004年╱主辦非常創意視覺設計

大展、城市的臉專題講座、全國學生

海報創意設計比賽，以及市民學苑生

活美學講座。
(2)2006年╱主辦「色」計走光視覺設

計大展、陳國進顧問第八藝術個展。
(3)2007年╱主辦台灣視覺設計展、

創立日期：民國72年10月(1983·10)

理事長：劉虹枝  總幹事：王星皓

台南市南區新興路21號

T.06-2655868  F.06-2655875

E-mail：yes59102@ms22.hinet.net

http://www.tda-tw.com

千葉設計公司設計總監

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理事

●1970年生(專業設計年資18年)
●台南家專美工科畢

專長領域╱平面設計、CIS企業識別

系統、簡介、包裝、網頁整合

專業經歷╱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理

事、台南職業訓練中心外聘講師。
主要得獎╱台灣包裝之星優選、日本

包裝設計大賞獎、亞洲台灣apd包裝

設計大獎、環保包裝設計創作金獎、
優良視覺傳達設計獎佳作、GD優良

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類、包裝設計

類 國家設計金獎。
應邀演講╱國立成功大學、雲林科技

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客家文化、台南科技大學、嶺東科技

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印刷技術研究

中心等專題演講。

劉虹枝  Hung-Chih Liu

安平林默娘公園兒童寫生比賽。
(4)2008年╱主辦「生活美學創新世

界」專題講座。
(5)2009年╱主辦台灣視覺設計暨古

早再見名家創作展─看見「09」南

台灣，以及看見未來講座。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22位。
理事長：劉虹枝　秘書長：王星皓。
輔導理事長：許瑞吉。
常務理事：周君政、林明達、許世和

、李茂誠。理事：王星皓、王靖惠、
王勁文、史東明、沈琮祐、許家銘、
陳安妮、陳岳樟、洪嘉敏、莫嘉賓。
常務監事：黃薇甄。監事：王宗立、

郭聰南、樊靖琳、蘇雪莉。
●會員入會辦法╱分三種會員，入會

者需由該會兩位會員介紹，並經理事

會核查通過。
(1)一般會員：入會費500元，常年會

費2,000元，凡台南地區從事美術設

計工作者均可申請入會。
(2)贊助會員：凡實質可贊助該會活

動推行及發展者。
(3)榮譽會員：具一般會員十年以上

資歷，對該會有特殊貢獻者。

● 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主辦2009視覺設計暨古

早再見創作展假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展出

●主辦「創意鍊金術」設計講座



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理監事改選

劉虹枝榮任第14屆理事長
Hung-Chih Liu i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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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迄今已屆滿二十六年，在歷屆理事長、理、監事及

會員的努力支持下萌芽茁壯。並在各前理事長的經營基礎上，奠定了創意美學

的基礎，並成為台灣府城地區最具指標之美術設計創意人民團體。更在今年加

入了許多設計相關人才，為協會注入更多新活力，讓整個協會更具多元性。
虹枝承蒙各前理事長及理、監事、會員的愛載，順利接任第十四屆台南市

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乙職，當選是責任的開始，希望藉由新任團隊，讓台南的

設計與藝術被看見，這是虹枝要努力的目標。更希望結合北中南等協會團體，
努力在這塊土地上、竭力推行設計與美術藝術創作，能為美化環境盡棉薄之力

，更希望未來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能成為文化古都的最佳代言人，將南台灣的

熱情散播出去，也因為多了這份情感讓我們更緊密的連結在一起，更希望大家

給予協會新團隊更多支持與鼓勵，謝謝大家！

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

傳承-看見希望與未來
劉虹枝 Hung-Chih Liu

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於年3月7

日下午，假山林事務所召開第14屆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慶祝創會26

週年聯歡晚會，並改選理監事組織，
由劉虹枝當選新任理事長。

該會年度大會由原第13屆理事

長許瑞吉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全國設

計社團、學界代表，以及該會會員共

78位出席。許瑞吉理事長則於會中

表示，兩年來該會舉辦生活美學創新

世界講座、台灣視覺設計暨古早再見

名家創作展看見，09南台灣、看見

未來講座等活動皆圓滿成功，因此向

互相協助的會員們表達最高敬意。之

後大會議程通過年度經費歲入歲出決

算表、收支帳目和2010年度工作計

劃草案，並且完成該會兩年一任的理

監事改選，順利選出理事長劉虹枝，
常務理事周君政、林明達、許世和、
李茂誠四位，常務監事黃薇甄以及理

監事等共20位，並通過續聘王星皓

擔任秘書長。會後則舉辦慶祝創會

26週年晚宴，以歐式自助「府城小

吃」和卡拉OK歡唱等餘慶節目，熱

情招待所有會員與貴賓。
新任理事長劉虹枝，現任千葉設

計公司設計總監，同時也是中華平面

設計協會理事，在設計界已有21年

的資歷，對社團運作會務非常熟悉。
在當選後她感謝各位理監事及顧問的

支持，她指出會繼續傳承該會既有的

優良藝術風氣，爭取各方資源策略運

用，透過結合大家的團隊力量，廣納

設計長才，並以設計創意結合在地文

化，發揮全方位、多元化的創會宗旨

來服務會員與南台灣設計界朋友。

●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暨創會26週年聯歡晚會會員與全體嘉賓合影

●新任理監事與前理事長合影

●新舊任理事長印信交接 ●聯歡晚會來賓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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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ts Centr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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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創立於

1992年3月，旨在集合台中地區從事

廣告企劃、創意設計工作者，共同辦

理相關研討座談、競賽、展覽活動，
以促進互相交流，提升當地設計發展

為目的之設計社團。
●主要工作任務╱不定期辦理設計創

作發表提供觀摩、結合會員與相關產

業互動交流增進產製能力，以及舉辦

校園巡禮活動加強產學認知配合。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創立日期：民國81年3月(1992·03)

理事長：陳裕德  總幹事：顏峻瑜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18街99號

T.04-23295555  F.04-23207472

E-mail：aat99016@gmail.com

http://www.aat-tw.org

商瑪廣告事業公司品牌總監

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理事長

幸福烘培品牌創辦人

南仁湖集團品牌形象策略顧問

希望創造事業公司品牌形象策略顧問

EasyWay Group休閒國聯集團品牌

形象策略顧問

●1974年生(專業設計年資14年)
●復興商工美術工藝科

專長領域╱品牌策略規劃、形象設計

陳裕德 Allen Chen

(1)應邀共同舉辦「魅力屏東─台灣

設計社團交流會談」╱2008年7月25

日，與12個社團共同主辦，聚集設

計業界資深代表，體驗南台灣原住民

的熱情與藝術創意，將設計資源分享

到南部地區。

(2)主辦「2008全方位設計經營研討

會講座暨產學設計聯展」╱2008年

11月10日，於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

院舉行，展出時間為期五天，迴響熱

烈。
(3)協辦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2009

年  迎春創意展─ㄏㄢˋ牛衝動」
╱海報展 展出時間2009年1月23日

∼2009年2月15日，本會諸多會員參

與展出，發揮創意精采呈現。
●現任理監事╱含總幹事等計14位

理事長：陳裕德　總幹事：顏峻瑜。
輔導理事長：林聰裕。
常務理事：趙立雍、陳健文。理事：
周至剛、馬廣毅、徐俊良、谷素琪、
陳誼康、林崇宏。
常務監事：黃得倫。監事：陳啟章、
侯純純。
●會員入會辦法╱入會者需填具入會

申請書，經該會理事會核查通過。
(1)團體會員：入會費1,000元，常年

會費6,500元，凡台中地區設計相關

公司機構均可申請入會。
(2)個人會員：入會費1,000元，常年

會費3,000元，凡台中地區從事設計

工作者均可申請入會。
(3)學生會員：入會費500元，常年會

費1,000元，凡設計科系在校學生均

可申請入會。

●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主辦的全方位設計經營講座暨產學設計聯展



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理監事改選

陳裕德榮任第16屆理事長
Allen Chen i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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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3月21日會員大會當天，現場洶湧的投票人潮、氣勢萬鈞的精采表演

，人人戴上創意角頭配件，在一次次驚呼中，絕大多數人選擇留到最後一刻，
盡興與會，全體圓滿落幕。我們在每個煥發光彩的神情裡，再次見識到創意所

能帶來，鼓動人心的力量。
感謝本會榮譽顧問楊夏蕙老師及林采霖博士，還有林聰裕輔導理事長，他

們以及歷任會員們，為協會付出了長久時間與辛苦的努力，使協會能夠成長至

今。感謝所有會員的共同決議，讓裕德能有此機會傳承協會遠景，將手放在協

會的軌跡上，全力推動協會朝向所期望的未來！
意義是什麼？我只知道創意！接任第16屆理事長是榮耀也是責任的開始

，今與新任內閣群體拜盟，推動會務將不遺餘力，永無二心！創意不分年齡職

別，AAT真正的力量，來自持久不滅的熱情，在此將榮耀歸於每一位創意角頭

，設計結義、創意相挺，5個手指頭，才能合成一個拳頭！AAT有你的助陣，
鬥陣勇闖設計江湖，更加如虎添翼展露光芒，中所矚目、獨霸一方，Yes we 

can！

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理事長

創意角頭，中所矚目！
陳裕德 Allen Chen

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於3月21日

下午，假犁棧英式酒吧餐廳召開第

16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改選理監

事組織，由陳裕德當選新任理事長。
該會年度大會以「創意角頭，中

所矚目」為主題，由原第15屆理事

長林聰裕主持。與會人員包括來自全

國設計社團代表、貴賓，以及該會會

員，現場嘉賓雲集，出席踴躍。而大

會開場首先由「戰鼓舞獅」呈現「創

意角頭獨霸一方」的恢弘氣勢，立刻

凝聚現場氣氛及熱情。
林聰裕致詞指出，該會如同一個

大家族般互助與成長，銘謝任期內眾

人對他的提攜。緊接在通過會務、財

務報告之後，完成兩年一屆的理監事

改選，順利選出理事長陳裕德，常務

理事趙立雍、陳健文，常務監事黃得

倫，總幹事顏峻瑜等理監事組織共

14位，並由楊夏蕙、林采霖擔任顧

問。該會隨即由甫當選中華民國美術

設計協會新任理事長的林采霖主持印

信交接，會後晚宴聯誼上，則特別安

排樂團演唱膾炙人口的老式搖滾歌曲

，與會人士也打破藩籬、彼此交流，
會場氛圍活力十足。

該會新任理事長陳裕德，現任商

瑪廣告公司品牌總監、幸福烘培品牌

創辦人，以及南仁湖集團、希望創造

事業等公司的品牌形象策略顧問，其

擁有無數品牌專業設計規劃的實務經

驗，相信在他的領導下，該會將展現

一番年輕新氣象，凝聚勇往直前的新

氣勢，釋放廣告創意的無限能量。

●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第16屆第1次會員大會出席會員與來賓合影

●新舊任理事長印信交接 ●舞獅開場的交流聯誼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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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
Kaohsiung Creato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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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創立於

1991年9月，是一個集合高雄地區從

事廣告創意設計工作者，共同為提升

相關創作水準，促進當地設計產業發

展所成立的設計社團。
●主要工作任務╱對外加強與設計社

團的聯繫，對內凝聚會員對協會的向

心力，搭建設計展出舞台，提升會員

能見度，並藉此強化幹部活動能量。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1)「ㄕㄨˇ來寶」迎春創意展╱2008

年1月26日∼2月17日於高雄市立文

化中心展出。
(2)協辦「福田繁雄IDEA77─插畫、
發現、發想」╱2008年3月19日∼30

日於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展出。
(3)KCA543研習營設計講座╱2008、
2009年於高雄師大舉辦8場演講。

創立日期：民國80年9月(1991·09)

理事長：黃瀅權  秘書長：李國成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51之2號

T.07-2212216  F.07-2827870

E-mail:sky.evcx@msa.hinet.net

http://www.kcaart.org.tw

文建會鐵道藝術網絡枋寮藝術村駐村

藝術家

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理事長

中華紙藝協會常務理事

台灣設計聯盟理事

●1958年生(專業設計年資27年)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專長領域╱立體造形藝術

專業經歷╱中華紙藝協會常務理事、
文建會鐵道藝術，宜蘭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駐園創作展演，以及舉辦個人創

作展十餘次。
應邀評審╱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三館公共藝術等評審委員。

黃瀅權 Ying-Chuan Huang

(4)協辦會員創作展覽╱2008∼2009

年辦理多場會員個人創作展及聯展。
( 5 )「ㄏㄢˋ牛衝動」迎春創意展

╱2008年1月26日∼2月17日於高雄

市立文化中心展出。
( 6 )活力港都─台灣設計社團交流

╱2009年8月與台灣包裝設計協會共

同舉辦，並安排設計論壇及交流。
(7)MY CITY5 高雄T霸─彩色城市·

創意T恤╱2009年10月31日∼11月

22日於駁二藝術特區C1展館展出。
( 8 )「ㄈㄨˊ虎生風」迎春創意展

╱2010年2月6日∼3月7日於高雄市

立文化中心展出。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20位。
理事長：黃瀅權　秘書長：李國成。
輔導理事長：黃添貴。
常務理事：龔家弘、蔡筱青、李憲榮

、孫政賢。理事：簡志鍵、余宏駿、
鄭國章、楊博鈞、葉上銘、謝易 、
林志鵬、孫偉哲、溫婕薰、劉崇淦。
常務監事：陳明川。監事：蔡琇岳、
陳漢元。
●會員入會辦法╱一般會員：入會費

1,000元，常年會費3,000元，入會者

需由該會會務拓展理事提名推薦，經

理事會核查通過。

●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主辦的「鼠來寶」新春特展

●主辦T恤創意展及設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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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視覺設計聯誼會
Tainan Visual Designer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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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視覺設計聯誼會創立於

1993年6月，是一個屬於地方性小型

聯誼性質的設計組織，旨在藉由交流

座談凝聚共識，結合團體力量促進設

計品質提升，以及推動整體設計發展

為目的。
●主要工作任務╱不定期舉辦會員聯

誼座談交換創作心得、承辦各政府機

構委託設計競賽作品徵選、協助各社

團相關活動辦理與交流，共同為整體

設計發展努力，以及加強延攬新的設

計師一起來聯誼，促使該會前進再前

進，也為南台灣的設計界創造更寬廣

的未來。
●近年承辦活動╱2008∼2010年

(1)2008年╱舉辦文化資產保護海報

展創意之旅、協助台南市文化資產大

展「消失的文化資產」特展、參與魅

創立日期：民國82年6月(1993·06)

會長：陳信亨  秘書長：許家銘

台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228號

T.06-2937716  F.06-2937718

E-mail：aheng@ms13.hinet.net 

http://blog.pixnet.net/TNVDC

陳信亨設計工作室負責人

台南視覺設計聯誼會會長

●1969年生(專業設計年資19年)
●長榮中學美術工藝科、東方工專美

術工藝科

專長領域╱包裝設計、平面設計、行

銷規劃

專業經歷╱南區職訓中心包裝設計及

救國團書籍編輯研習營講師、台南縣

婦幼關懷協會設計顧問、台南市文化

資產保護協會視覺設計專員、財團法

人紅瓦厝文教基金會設計顧問、台南

市府城大街社區刊物編輯顧問等。
應邀評審╱台南市環境保護局「反怠

速」標誌甄選、台南市環境保護局

「工地環境」動畫甄選、台南印刷公

會會刊封面評審委員。

陳信亨 A-Heng

力屏東─台灣設計社團交流會談、台

灣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談。
(2)2009年╱辦理多場會員設計交流

；協辦台灣「古早再見」創意設計展

台南展、台南市文化資產大展「金色

童年」府城特色小學特展、台灣府城

城門「府城騎蹟-教育愛鐵馬行」、
亞洲包裝設計交流暨校園巡迴展；參

與KCA「汗牛充棟」展、MY CITY5 

高雄T霸─T恤彩繪創作邀請展。
(3)2010年╱協辦台灣「古早再見」
創意設計展、府城寧南飄桂「寧南古

今印象展」展；參與KCA「福虎生風

」展、崑山科技大學印刷大論壇。
●現任理監事╱含秘書長等計14位。
會長：陳信亨  秘書長：許家銘。
輔導會長：郭瑞慶。
執行委員：黃永奇、蕭夙娟、吳明峰

、黃連春、吳東良、唐博榮、傅國欽

、蔡清淇、戴新蓉、許家銘、杜榮鋒

等11位。
●會員入會辦法╱一般會員：免入會

費，常年會費3,000元，凡從事視覺

設計相關工作者或公司經營者均可申

請入會。

●承辦南縣社工服務標誌徵選

●台南視覺設計聯誼會協辦展出的古早再見創意設計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