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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劃技師（台工登字 014094 號）
公務人員高等一級考試及格（81 全高字第 82 號）
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施工技術人員結業（內署室技字第 005080 號）
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設施及設備勘驗人員講習結業證
書（95 內營無障礙字第 2791 號）
⚫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講習班第三期結業証書（建師全聯 86 字第
A0109521 號）
⚫ 開業建築師及執業技師政府採購法講習（企二 A-96015-033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學士
（一）學經歷
1.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專任教授（2014/08/01~迄今）
2.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主任/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所長
（2010/08~2017/07）
3.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2004/06/01~2014/07/31）
4.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講師（1995/8/1~2006/11/14）
5. 名景建築師組（台中）專案建築師
6.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幫工程司（公務人員高考一級及格）
7. 台北市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技士（公務人員高考二級及格）
8. 台北工專建築科兼任講師
（二）專業服務
1. 台中市政府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106/107/108/109 年度）共同主持人
2. 雲林縣 110 年度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3. 臺中市 108 年度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4. 108/109/110 年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委員
5. 文化部公共藝術專家學者資料庫（專業類別：藝術評論、應用藝術、
藝術教育；執行/徵選）
6. 彰化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100 年度）
7. 台灣建築學會第 18 屆建築教育委員會委員
8. 彰化縣政府 100~103 年度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主持人
9. 台中市政府 98-99 年度環境綠美化會議委員
10. 彰化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編定申請案建專責審議小組
委員（95/03/31~96/12/31）
11. 彰化縣政府 95 年度、96 年度、99 年度景觀總顧問團協同主持人
12. 教育部提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納入專家學者採購評審委員
（93/08/01~迄今）
（三）研究計畫及建教合作案
1. 澎湖縣重要聚落建築群望安花宅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通盤檢討，計畫
主持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2018/06~2019/10）。

2.

專

長

教授課程

學術及實

100/101/102/103 年度彰化縣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計畫主持人，彰化
縣政府城觀處委託（2011/06~2015/06）。
3. 大台中市政建設願景計畫，計畫主持人，台中市政府建設處委託
（2010/03~2010/12）。
4. 彰化縣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88-98 歷年城鄉風貌工程調查與評估｣，共
同主持人，彰化縣政府城觀處委託（2010/06~2011/05）。
5. 以開放建築理論操作集合住宅外牆變動構法之設計研究。98 年度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98-2221-E-324-035）
6. 中港加工出口區單身員工住宿用地整體規劃設計委託研究案，計畫主持
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中港分處委託（2009/08~2009/12）。
7. 台中市文化中心及附屬館舍設施整建評估及初步規劃，計畫主持人，台
中市政府文化局委託（2007/06~2007/12）。
8. 整合技術性課程於建築設計工作坊之教學模式與成效研究。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96-2516-S-324-002）
9. 全國文化中心設施新建發展需求評估研究，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
（2006），共同主持人。
10. 教學空間實質形式選擇之決策機制研究――以 921 重建校園教學空間變
革形式使用行為之紮根觀察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NSC 93-2516-S-324-001）
11. 規劃設計者之專業理念教育於跨領域實務應用後之紮根研究――以九二
一重建校園使用後評估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計
畫編號：NSC 92-2516-S-324-002）
12. 國民中小學因應九年一貫制課程實施之建成校園空間再造模式探討――
以開放建築理論操作為例。朝陽科技大學九十二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計
畫編號：CYUT92-D-002）
13. 職場需求及就業者能力為導向之學校本位課程建立模式探討――以朝陽
科技大學建築相關學系課程為例。朝陽科技大學校務發展研究計畫（計
畫合約編號：9005）
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
建築計畫（含無障礙環境規範）
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
敷地計畫與景觀規劃
建築教育與課程規劃
學校建築與規範理論
開放建築之應用
開放建築（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開課）
建築計畫（建築系開課）
都市計畫（建築系開課）
敷地計畫（建築系開課、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兼課）
建築類型設計（建築系開課）
環境規劃導論（建築系開課）
建築設計/畢業設計專題（建築系建築組開課）
建築計畫特論（建築系開課）
室內設計（建築系室內設計組開課）
（一）期刊論文

務著作發
表

1.

陳信安、李皇良（2019.06）。以開放建築理論推導國內集合住宅適應全
齡化之空間尺度研究/ Applying Open Building Theory to Simulate
Housing Design for All-Age，建築學報（TSSCI）第 108 期增刊
（PP.21-35）
2. 陳信安（2013.03）。適應產業變革之技職體系建築系課程架構規劃模式
研究，建築學報（TSSCI）第 83 期（PP.63-78）。台北：臺灣建築學會
3. 陳信安、郭章淵（2011.03）。整合式建築設計工作坊教學之比較研究，
建築學報（TSSCI）第 83 期（PP.79-93）。台北：臺灣建築學會
4. 陳信安、李皇良（2011.03）。適應變遷的集合住宅外牆構件設計研究―
以開放建築理論為例，建築學報（TSSCI）第 75 期（PP.23-42）
5. 陳信安、吳永森（2012.12）。景觀設計課程教學型式差異之比較探討，
設計與環境學報第 13 期（PP.47~64）
6. 陳信安、陳虹羽（2012.12）。城鄉風貌景觀工程之環境設施使用成效與
工程品質評估研究—以彰化縣為例，設計與環境學報第 13 期
（PP.83~101）
7. 陳信安（2010.12）。整合技術型建築設計之工作坊教學模式與成效研
究，設計與環境學報第 11 期（PP.53~66）
8. 陳信安、王士軒（2009.12）。國小教室單元之可彈性變動隔間牆體系統
研究，設計與環境學報第 10 期（PP.01~20）
9. H.A. Chen, H.L. Li, M.F. Hsieh, （Oct, 2009.） "The General
Construction Elements Study of Housing Wall Based on Open
Building Theo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9 GBTEC, 2009 綠
建築邁向生態城市國際會議（2009GBTEC）PP.216-229
10. 陳信安、李皇良╱2009.04╱未來的城市典範――智能屋&節能屋╱建築
與環境期刊第 80 期（PP.48~58）╱台中，台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出版。
11. 陳信安╱2003.06╱開放教育理念之九年一貫課程影響教學空間模式變動
之探討╱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報第三期（PP.53~70）╱台中，朝陽科技
大學，2003。
12. 陳信安╱2003.06╱建立符合技職教育理念之建築系課程架構模式探討─
以朝 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四技部課程為例╱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報第三
期（pp.71~88）╱台中，朝陽科技大學，2003。
13. Chen Hsin-An/2002/Enhancing Architecture Curriculum with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the Adaptation and Change of
Operation of Architect Associations in Taiwan/ World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2002
UICEE/ Vol.1, No.2 pp.197~201。
14. 陳信安、郭章淵／2001.10／以組織理論與管理觀點探討國內建築師事務
所執業之發展／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報第二期（pp.31~49）╱台中，朝
陽科技大學，2002．
15. 陳信安／1998.12.／臺灣傳統街屋再利用之工程營建課題-以桃園大溪和
平路歷史街屋美化工程為例／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四期。
（二）研討會論文
1. 陳信安、黎妍柔（2018.06）。台灣各大學校院室內設計系課程規畫之比
較，臺灣建築學會第 30 屆第 1 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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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陳信安、賴世穎（2012.09）。以開放建築理論應用連棟式透天住宅營建
適宜性之探討，臺灣建築學會第 24 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陳信安、闕仕明（2012.09）。以開放建築理論應用社會住宅構造實務之
適切性初探，臺灣建築學會第 24 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陳信安、吳永森（2010.05）。台灣景觀設計課程教學型式初探－以台中
地區景觀學系為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 22 屆第 1 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
會
陳信安、陳虹羽（2009.11）。建構景觀工程之品質效益評估架構—以彰
化石牌里休閒公園為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 21 屆第 2 次建築研究成果
發表會
陳信安、張芷倫（2009.11）。主題化公園環境遊憩體驗評估架構之建立
―以八卦山大佛風景區為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 21 屆第 2 次建築研究
成果發表會
陳信安、田兆文（2008.05）。校園生態景觀水池環境改善之前置作業議
題初探，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 20 屆第 1 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台北，中國科技大學。
陳信安、李皇良、楊捷安（2007.11）。以開放建築理論操作集合住宅外
牆構法設計之研究，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 19 屆第 2 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
會論文集。台中，朝陽科技大學。
陳信安、謝瑞婷、施純誠（2007.11）。精神科門診空間形式與病患行為
之適配性探討，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九屆第二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論文集。台中，朝陽科技大學。
陳信安、王士軒、董皇志（2007.11）。以開放建築理論操作國中小班級
教室單元之空間變動研究模擬，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九屆第二次建築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台中，朝陽科技大學。
陳信安、鄭錦怡（2007.06）。建築設計教學模式差異分析之研究――以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與加州科技大學波莫那分校建築系國際合作教學為
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九屆第一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台
北，淡江大學。
陳信安、連依雯（2007.06）。老舊校舍空間改建評估架構之研究，中華
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九屆第一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台北，淡江
大學。
陳信安、郭章淵、鄭錦怡、陳清山（2006.11）。台美科技大學建築設計
教學模式之差異比較研究，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八屆第二次建築研究
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高雄，高苑科技大學。
陳信安、郭章淵、連珮毓、連依雯（2006.11）。國小教室單元內資訊化
教學設備之空間準則研擬，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八屆第二次建築研究
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高雄，高苑科技大學。
陳清山、郭章淵、陳信安，（2006.11）。「臺中市中小學校舍耐震因子之
研究-以類神經網路為研究方法」，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八屆第二次建
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高雄，高苑科技大學。
陳信安、連珮毓（2006.06）。國小教室單元內教學設備之空間準則研
擬，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八屆第一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台
北，文化大學。
陳信安、王士軒（2006.06）。以開放建築理論操作國中小教室空間單元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變動之研究，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八屆第一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
文集。台北，文化大學。
陳信安、陳清山（2005.11）。國民中小學教室單元之平面形式與使用行
為之互動模式研究――以九二一震後重建校園為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第十七屆第二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台灣新竹，中華大學。
陳信安、陳清山（2005.11）。國民中小學教室單元之配置組合形式與使
用行為之互動模式研究――以九二一震後重建校園為例，中華民國建築
學會第十七屆第二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台灣新竹，中華大
學。
陳信安、陳清山（2004.12）。國小教學空間單元的活動領域與使用內容
適宜性之紮根探討――以九二一震後重建校園為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第十六屆第二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E02）。台灣苗栗，聯合大
學。
陳信安、陳清山（2004.12）。空間規劃設計者之專業理念教育於跨領域
實務應用後之紮根研究――以九二一重建校園使用後評估為例，中華民
國建築學會第十六屆第二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E14）。台灣苗
栗，聯合大學。
陳信安（2003.12）。建築系課程架構模式之建議—以技術與職業教育導
向理念為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五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A1-1~6。台中，逢甲大學。
陳信安（2003.12）。教學空間之規劃設計者與實務使用者間理念符應程
度探討―以九二一重建校園使用後評估為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五
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B8-1~6。台中，逢甲大學。
陳信安（2003.12），開放教育理念影響教學空間模式規範變動之建議―
以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為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五屆建築研究成果發
表會論文集 C11-1~6。
Chen, Hsin-An.（2003.02）A study on the consonance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spatial profession and the needs of practical
instruction for the campus —the cases of rebuilt work by 921earthquake in Taiwan╱6th UICEE Annu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03 UICEE╱ Cairns, Queens-land,
Australia.
陳信安（2002.10），職場需求及就業者能力為導向之學校本位課程建立
模式探討─以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相關學系課程為例╱技職體系建立教育
夥伴關係，教育部 90 年度計畫計畫執行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pp.279~290，高雄，輔英科技大學。
陳信安（2002.08），設計之視覺思維歷程建構建築科系學生之空間知覺
能力，2002 設計學會設計研究成果研討會，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陳信安（2002.03），建立高等技職教育體系建築系所學校本位課程之模
式探討─以職場需求及就業者能力為導向，第三屆提昇技職學校經營品
質國際研討會─我國高職與技藝教育未來發展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pp.111~114，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Chen, Hsin-An.（2002.05）A Model Study on Establish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Architecture in Seni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Taiwan—State of the Practice-needed and

Competency Oriented／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BLEMS
AND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UICEE）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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