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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表 

  

 

個人資料 
 

姓名  D’Amore Luca  達莫爾·盧卡 

地址  1744，Cassia street，00123，Rome，Italy  

手機  +86 13714408212 

+852 68576172 

+39 3335258904 

 

   

電郵  damoreluca@hotmail.com   arch.ludamore@gmail.com  
 

國籍  意大利 
 

出生日期  1986 年 12 月 6 日 
 

性別  男 

 

 
工作經驗 

 

日期  2011 年 11 月 – 2012 年 4 月 

建築設計 

職位  建築師 

主要職責  主要負責英國及歐洲方面的建築項目 

用人單位名稱及地址 

 

 英國倫敦梅費爾區爾敦南街 34 號 307 室，FLVR-STUDIO 工作室 

日期  2012 年 4 月 – 2013 年 3 月 

建築設計 

職位  建築師 

主要職責  主要負責英國及歐洲方面的建築項目 

用人單位名稱及地址  英國倫敦梅費爾區爾敦南街 A2 號 402 室，UNIT STUDIO 工作室 

企業或部門類型  建築 
 

日期  2010 年 6 月 30 日 – 2010 年 7 月 2 日 （西班牙，馬德裡） 

雷纳·索菲亚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職位  加入一個由雷纳·索菲亚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的主管 Jesús Carrillo Castillo 組織承辦

的基於建築、藝術及詩歌藝術的工坊 

主要職責  主要負責對馬德裡卡斯蒂亞廣場的的摩天大樓體現的城市規劃中出現的主要矛盾進

行調研並提出解決方案 

用人單位名稱及地址  藝術、詩歌和建築工作室 

企業或部門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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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5 年 1 月 29 日（意大利，羅馬） 

工作中的溝通藝術 

資質稱謂  畢業證書 

   

教育機構名稱及類別  羅馬 Olgiata 扶輪社（扶輪青年領袖營） 

 

日期 

 

 9 月 6 日-7 月 22 日（西班牙，馬德裡） 

資質稱謂  聖巴布羅大學建築方面名為 “伊拉兹马斯”的歐洲項目（需通過四次考試方可畢業） 

   

教育機構名稱及類別  聖巴布羅大學  

國內或國際水準分類  項目 7-第 7 工程（階段 7/10），項目 8-第 8 工程（階段 7/10），結構工程項目（階

段 7,5/10），特殊結構工程項目（階段 9/10），西班牙高級課程（階段 9,5/10） 

成績標準依照西班牙法規 N/10 

 

日期 

 

 2010 年 3 月 22 日-2010 年 3 月 26 日（西班牙，馬德裡） 

資質稱謂  參與會議同聲傳譯工作的證明 

   

教育機構名稱及類別  聖巴布羅大學（西班牙，馬德裡） – 浙江大學（中國，杭州）工坊 

國內或國際水準分類  參與西班牙聖巴布羅大學與中國杭州浙江大學協同組織的工坊 

 

 

日期 

 

 2010 年 6 月 6 日-6 月 13 日（中國，杭州） 

 

資質稱謂  參與會議同聲傳譯工作的證明 

   

教育機構名稱及類別  聖巴布羅大學（西班牙，馬德裡） – 浙江大學（中國，杭州）工坊 

國內或國際水準分類  參與西班牙聖巴布羅大學與中國杭州浙江大學協同組織的工坊 

 

 

日期 

 

 2005 年 9 月-2011 年 1 月 

資質稱謂  羅馬大學建築學專業（五年制） 

   

教育機構名稱及類別   

國內或國際水準分類  意大利教育體系（110/110 學分制） （2011 年 1 月 25 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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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技能及能力 
 

母語  意大利語 

 
 

其他語言 

自我評估  理解能力 溝通能力 寫作能力 

 歐洲標準
（*）

   聽力 閱讀 互動 口語  
 

英語   優秀  優秀  優秀  優秀  優秀 

西班牙語   優秀  優秀  優秀  優秀  優秀 

法語   優秀  優秀  良好  良好  優秀 

日語   基本  基本  初級  初級  基本 

中文   基本  基本  基本  基本  基本 

 

 

社交技能和能力  能夠在多文化語境中同時使用不同語言與人進行溝通與交流； 

參與他人電視及廣播的新書推介會； 

曾有過五年的跳水隊運動員的經歷，且曾獲羅馬拉齊奧獎以及全國大賽獎章。 

 

組織能力和競爭力  曾教授學生古典吉他課程。  
 

 

電腦藝術技巧和能力  

擅長使用的軟件包括：AUTOCAD，CYPE（CYPE CAD Y METAL 3D），ADOBE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COREL PAINTSHOP，3D STUDIO MAX，GOOGLE 

SKETCHUP，OFFICE WORD/POWER POINT/ EXCEL，ARCHICAD，SAP2000, RHINOCEROS, 

GRASSHOPPER, MAXWELL, ECOTECT。 
 

藝術技巧和能力  曾教授學生古典吉他以及數學、物理、化學及西班牙語課程； 

原創詩歌《Les miroirs ne mentent pas》于 2005 年榮獲意大利聖路易斯法蘭西法國詩

歌二等獎； 

曾參與過基本詩歌書籍的創作，如 Aletti Editore 的《Poesie Italiane》、Pagine 

Editore 的《Emozioni》、Vitale Edizioni 的《Dal desiderio all'Eros》； 

他的處女作《Cleptomane d'Ombre Colorate》（Il Filo editore）于 2006 年出版 ； 

2008 年出版《Alibi Inversi》（Il Filo editore） 

《Spesso smorfie，mute》是他出版的最後一本書（Il Filo editore） 
 

其他技能及能力   
 

駕駛執照  A（07/05/07），B（28/05/05） RM681837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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