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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院自辦多元 / 數位工作坊

項次 活動課程時間 活動名稱 / 講師

1
10/6、10/13、10/20

18：00~21：00

創意及設計思考工作坊

Campus Power 生涯培訓品牌創辦人 / 潘芷盈老師

2
10/12、10/19 

18：00~21：00

文科生也能玩的 3D 建模工作坊 - 多肉盆栽篇

清大創新育成中心 - 享印學堂創辦人 / 賴信吉老師

3
10/27、11/3 

18：00~21：00

公眾表達的自信與魅力工作坊

齊聲創藝有限公司負責人 / 王瑞芹老師

( 我們這一家花媽配音員 )

4
11/26

9：00~12：00

人社院虛擬攝影棚 - 操作複習及進階課程

/ 楊俊湧老師

5
12/7、12/8

18：00~21：00

密室桌遊設計 UndoBox 工作坊

清大創新育成中心 - 享印學堂創辦人 / 賴信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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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過程中，潘老師提出大量的問題及分組的腦力激盪，並教導學生分析問題及

設計問題，每位同學寫下相關或交錯的問題及原因，學員在互相分享自己的煩惱並與

組內學員討論後，運用老師教授的邏輯思考準則或剖析方式，提出該組的解決方式或

註解，最後鼓勵同學在遇到困難時要「讚頌失敗」，因為很多成功提案及產品的例子，

都是不斷的在失敗中取得經驗及教訓，進而進化設計出最適合的解決方案或產品。

　　在課後問卷調查中，學生們回饋老

師在課程中所帶動的團體互動遊戲具有

啟發性，課程雖然很花腦力思考，但也

發現並學習到，原來看一件事情能有那

麼多種的角度，課程中分組討論的困難

與問題，平時沒有機會和其他人討論的

剛好可以聽聽其他人怎麼想，不只從本

工作坊學習到另類的設計及思考方式，

亦於同儕間獲得難得的學習經驗。

創 意 及 設 計 思 考 工 作 坊 文 科 生 也 能 玩 的 3 D 建 模 工 作 坊
【 多 肉 盆 栽 篇 】

　　本工坊邀請潘芷盈老師以「創意及設計思考」為主題，此為課後夜間工作坊，分

為三日共 9 小時進行，為跨院系學生自主報名學習。課程的進行方式及主要學習目

的，為運用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以設計思考技巧交錯運用來引導，著重於思維培訓

及提案的產出，並以教導學生如何將自己的創意、想法及問題，藉由不同的角度去觀

察反思，進而找出呈現方式或解決方法。

　　在刻板印象中，文學院的學生對於電腦程式應用課程的接受度，不像一般對於文

書電腦軟體應用感興趣，因此本課程在設計上，以「3D 建模工作坊 - 多肉盆栽篇」

的生活小文創開始。

　　10/12 第一堂課，透過賴信吉老師

（阿吉老師 ) 清楚說明基礎的 3D 理論

與技術，及 3D 繪圖程式逐步的教學，

教導同學使用 TinkerCAD 3D 線上設計

軟體，跟著老師學習毛公鼎的繪製步驟，

自行繪製出基本的多肉小盆栽，有些對

3D 建模已有了解的同學，更在設計上

自行作了變化。

　　由於本工作坊為二天共 6 小時活

動，因此所有盆裁設計圖使用線上的

3D 繪製軟體，由學生第一堂課結束前，

上傳作品連結至指定網頁後，由阿吉老

師帶回工作室以 3D 列印機製作，於隔

週第二堂課將作品交還同學們，雖然在

列印前，有少部份需由老師微調才能正

確列印出實體，但透過實作以 3D 建模

由虛擬到實際成型，同學拿到自己設計

的成品時，也能獲得小小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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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同學實際了解 3D 列印機運作狀況，10/19 當天特別向元智大學藝設系林楚

卿老師借用小型 3D 列印機，現場操作並與同學解說機器設定及數值調整，而現場看

到塑料由原材射出成型的實際狀況，同學更能直接了解 3D 成型的限制與製作原理。

　　從校內課堂上的報告，以致於未來求職及工作提案，自信的表達對同學現在和未

來都是一門重要的學習課程。為協助同學們，不論是面對上台報告壓力或是未來職場

簡報，都能自信表達，人社院積極開設多元的教學課程，期望同學能學習以有條理和

自信的方式，呈現自我的自信和魅力，使其能力於校園課程及職場上都能成為助力。

　　本次邀請的講師，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我們這一家」花媽配音員 - 王瑞芹老師。

為期二天 6 小時的夜間課程，王老師除了教大家所謂的「五大共鳴腔」與聲調上的變

化相關性外，亦教導學員如何使用腹式呼吸法，避免過度的使用喉音而造成喉嚨受傷；

針對咬字及簡報台風，也有清楚的教授說明，在不同場所與目的，不同的語氣能讓人

在聽講或演說時，達到不同的印象及傳達效果。

　　由於王老師為知名的配音員，從國

際電視劇、品牌大賣場的宣傳至知名的

動漫配音，都能聽到老師的作品，老師

特別在課堂上演飾了多角配音及聲音的

情緒表達轉換，不少同學對配音工作產

生了濃厚的興趣，課程結束前，老師特

別準備了一段知名的韓劇配音片段，點

名台下同學試著為男女主角配音，同學

必須一邊揣測文字中的情緒，一邊調整

聲音及語調演飾台詞，著實覺得配音不

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

　　人社院重視每場活動學生的想法，

於課後的問卷調查中，課程滿意度為九

成以上，學生紛紛表示，王老師的教導

課程活潑又有趣，同時課程內容對他們

現在或未來相當有幫助，二堂課對他們

來說時間太短，期望學校能多辦理這類

業界講師演講活動。

　　活動最後，阿吉老師為鼓勵同學，

特別提供了三組自行製作的小水泥窗花

印章作為奬品，從同學的設計圖及成型

完整度來評分，選出三件得奬作品，看

看同學們的作品，是不是可愛又很有趣

呢！

　　備註 : Tinkercad 是在 Web 瀏覽器中運行的免費在線 3D 建模程序。自 2011 年

問世以來，它已成為創建 3D 打印模型以及在學校中入門級介紹構造實體幾何的流行

平台。（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公 眾 表 達 的 自 信 與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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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近三個學期開始，中語系及應外系已有部份課程漸進式的導入虛擬攝影棚（簡

稱「虛棚」）的運用，為培育各系能獨立操作導播機的教學助理，人社院定期開設基

礎及進階的虛擬攝影棚操作訓練營，因虛棚空間限制，參加課程人員除了各系指定的

學生助理外，對外系學生僅招收少數幾位學生參加培訓。

　　「密室桌遊設計 UndoBox 工作坊」為鼓勵學生發揮想像力及創客精神，同時跳

脫自己的領域，學習團隊合作及設計的互動式桌遊。

　　本次再度邀請享印學堂有限公司創辦人賴信吉 ( 阿吉老師 ) 教授密室桌遊設計，

本身為 Maker 及桌遊設計者的阿吉老師，教導學生利用木盒來設計密室桌遊，所謂

的密室桌遊，也就是將密室改為桌上型木盒，而以密碼鎖代替密室的開門密碼，並加

入互動桌遊的原素，除了訓練同學腦力激盪及設計能力外，更要求團隊透過合作的方

式，製作一個完整的桌上型密室逃脫桌遊遊戲。

　　本活動材料每人兩層木盒、鎖頭 x1、卡榫 x1、其他紙板耗材，學生除個人能使

用材料製作成雙層的簡易版的解謎桌遊外，也能和其他同學分組做成 3-4 層的進階版

密室桌遊。

　　本工作坊共 6 個小時，分為兩天上課，每次 3 小時，活動以二人為一組。第一

堂課，學員從一片片的木材開始組裝，自行 DIY 完成圖中的雙層木盒，接著阿吉老

師為學員們說明遊戲設計規則，並分享了許多類型密室桌遊的遊戲題型，再交由同學

分組討論設計出遊戲內容。第二堂則藉由老師提供的空白紙卡、透明膠片及色筆工具

等，各組依自撰的故事，手繪製作出遊戲內容、提示及道具，並互相進行桌遊解謎，

學員們絞盡腦汁，發現原來密室桌遊的設計及解謎都超級燒腦，第二堂結束前，還來

不及輪流將各組的遊戲都玩過一遍，同學即在意猶未盡的狀況下結束本課程，同學能

暫時離開 3C 動動腦，並親手進行自製桌上型密室桌遊，本工作坊亦達到創意設計及

寓教於樂的雙重效益。

1101 學年度虛擬攝影棚操作進階課程

密室桌遊設計 UndoBox 工作坊

　　在虛棚的運用上，中語系黃智明老師投入眾多心力，將中語系虛棚助教以學長姐

制方式，由高年級和低年級的同學交接學習，除了每年運用在中語系「實務製作」及

「畢業製作」課程外，本學期也協助應外系梁蘊嫻老師所教授的「日本研究」及「新

聞日文」二課程，運用虛棚協助學生拍出模擬新聞或商業報導影片。

　　本虛棚曾支援中語系第二十屆文學奬線上評審會，及學務處諮服組「後疫情時代

的面試心法講座」直播活動外，尚未開放外院借用，未來規劃能培訓更多專業人才，

協助院內老師們能運用虛棚，設計出更多創意課程，將平面的課程以豐富有趣的動態

方式呈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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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研習營

元智大學 [ 社 ] 石飲 [ 語 ] 微課程 ( 啟英高中 )

　　人社院為能協助老師及同學們，了

解線上電子新媒材，供研究及學習應用

於課程或與課業報告，近年來積極與業

界連續四年合作辦理「電子書製作實務

教學」研習營活動，同時鼓勵一起學習

的教職員及同學們，能積極參與每年度

的華文網電子書創作大賽。

　　元智大學 [ 社 ] 石飲 [ 語 ] 微課程，為 110 年度與啟英高中合作的大學微課程，

由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及應用外語系專任教授來授課。

　　「射石飲羽」原指箭射到石頭裡，隱沒了箭尾的羽毛，形容發箭的力量極強，後

也形容武藝高強。本微課程取其音「[ 社 ] 石飲 [ 語 ]」，希望學生修讀此微課程將習

得厲害的武功，對外語及社會相關學習有進一步的理解，探索將來上大學之性向。

　　本課程為針對高一及高二學生所設計，課程安排於週四下午內容和社會議題及語

言學習等相關，除了一般日文學習課程外，於課程中另外結合雲端工具、數據分析、

分批進行民調實際操作外，更利用美國大富翁遊戲「地產大亨」桌遊，協助同學了解

社會階段問題。

　　由於前三堂上課時期，仍於嚴重肺炎防疫嚴峻期間，因此暫時改採線上教授課

程，後三堂則恢復實體教學，於元智大學校內上課。

　　一般高中生欲了解大學學系外，除了透過大學簡介文宣或線上影片介紹，鼓勵高

中生參與大學微課程也是其中一種方式，除能實際感受未來上大學上課的氛圍，亦能

協助學生於選填大學科系時，提供多一些求學方向。 

　　「國際華文暨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每年於 10 月至隔月 3 月辦理比賽，有興

趣的人也可以上網搜尋，該活動官網亦有學習指南可參閱，得奬的作品將能保存至

「國家圖書館電子書」書庫內。

　　為配合電子書大賽時程，延長學生可使用免費的線上 Gogofinder 軟體時間（本

軟體為付費軟體，比賽時程內可開放所有人線上免費申請使用至比賽結束），此研習

課程多安排於上學期，並配合課程，由各學系教授依需求申請，人社院協助各系辦理

並連繫講師進入校園教學，本次共辦理二場研習營，配合社政系李玉瑛老師及應外系

吳翠華老師課程上課，並開放少數名額供校內各學院系教職員及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日期時間 學系 / 老師 課程名稱

11/15 
14:10~16:00

社政系
李玉瑛 愛情社會學

12/24 
10:10~12:00

應外系
吳翠華

多媒體
教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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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名稱 學系 / 教師

9/23 語言與社會 應外系／陳怡蓁

9/30 150 分鐘學會日語 應外系／梁蘊嫻

10/21 雲端課程介紹及運用 應外系／陳育琳

11/11 社會經濟特徵之議題設定與數據分析 社政系／高浩恩

11/18 民意萬花筒（在元智實境授課） 社政系／劉宜君

12/9 玩弄「社會階級」 社政系／黃芳誼

新聘專任教師

現    任 : 元智大學社政系助理教授

學歷背景 :

美國東北大學 法律與公共政策博士

美國亞歷桑納州立大學 公共政策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學士

專長領域：開放政府資料、大數據、

交通政策、住宅政策、地理資訊系統

社政系 / 高浩恩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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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樂】由陳薏晴、賀怡珊、

張雅綸、廖姵淇所創作。「卡樂」

為英文 color 音譯，將生活中無處

不在，卻又早已習慣的各式色彩，

「以色為主，以詩為輔」的方式，

加深顏色在人們心中的印象。以繪

本及色卡重新呈現，找出顏色在詩

詞中的使用，介紹各種顏色的意

涵，突破對色彩的狹隘認知，進一步去理解詩詞中所體現的意境，希望人們能藉由對

顏色的認識而了解詩詞。

「畢業製作」成果發表

　　【紙要你懂】，靈感源自《史

記 • 晉世家》周成王桐葉封弟故事，

由葉千瑜、田蕙甄、何安琪、林以

芹、凃辰諭等五位同學共同創作。

剪紙藝術淵遠流長，本組作品除了

探索古代剪紙是如何從貴族的裝飾

品，慢慢演變成平民百姓所熱衷的

藝術發展史外，更結合現代剪紙藝

術的技巧、工具、形式，設計出精彩的實體遊戲，參與者必須運用基礎的剪紙知識，

並透過自己的理解與感受，才能逐一挑戰，完成所有遊戲關卡。

　　作品【以經窺天】是由徐楚

涵、林雯婷、黃安韻、林珮菁、曾

敏瑜所創作的 RPG 遊戲，以《易

經》「天道運行，周而復始」為主

軸，運用文獻中記載的上古異獸特

質，揭示「天地萬物不管歷經多少

變數，最終都會回歸相同結局」的

概念。主要角色窮奇，取材自《山

海經 • 海內北經》；劇情設計，以炙蕪沙漠、崑崙森林、崎林沼澤、三危地宮，象徵

四方世界的虛實空間，必須運用智慧破解各島設置的解謎關卡找出線索，才能完成混

沌神交付的任務。遊戲過程中還結合滴膠 DIY 手作、角色妝容圖鑑。

　　中國語文學系 107 級畢業成果展，由

中語系老師黃智明及林熙強二位老師指導，

12/8 至 12/10 日三日，於校內六館「玻璃

屋」（60103 教室）展出。透過連貫式的

教學，學生自 1092 學期「實務製作」課程

中，開始分組並進行主題及內容制訂，先

使用文字、簡報及錄影方式，將主題及架

構先作一次組織及介紹，於本學期再依各

主題性質，透過科技軟體或文化創意，將

文學加以創造或結合數位科技能力，用另

一種方式將文學重新詮釋。

　　中語系一貫以「亞太華文文學與文化」為軸心，近年來更是結合古典元素與現代

數位科技，雙軌並進，強調在傳統之中思索和創新，深化學生的深造與就業能力，開

拓出不同於他校中文系的特色。

　　本屆畢業成果展，以「衷余 • 終語」為主題，意即無論何時，身處何地，都能衷

於本心，共同攜手，以傳統文化為基石，建構出新時代的人文價值。此次共有十件參

展作品，內容豐富多元，包括月老信仰、經典神話、色彩藝術、主題遊戲、戰爭文學、

剪紙藝術、未來想像等。所有作品，承續以往數位與人文結合的方式，搭配別出心裁

的實物體驗，希望能讓觀賞者深切感受作品的內涵，又能達到設計者與操作者良好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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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 2D 動畫的詩經——
詩經文本與詩經圖像之融合及其在教學上之應用

　　【孤軍人生】以泰北孤軍為題

材，結合古代文字、音韻知識及古

典文學中的藏頭詩作為破關密碼，

所創作出的一款數位遊戲。作者朱

治炫、何孟璇、余芷萱、李品葳、

游鈞傑等同學表示：從宏觀的世界

歷史角度而言，戰地歷史代表了某

個時代的文化與過程，而戰爭文學

則反映了各時代人們的苦痛與反

思。因此希望透過遊戲的方式，帶領體驗者了解第二次國共內戰後，獨自奮戰十餘年

的異域孤軍事蹟，以及此段歷史進程背後的意義。

　　中語系主任何威萱表示，中語系擁有古典文學文化的底蘊，也具備當代華文文學

的視野。與數位科技的結合，使我們在現今社會當中，能夠與時俱進，掌握日新月異

的人文發展脈動。傳統和現代絕非相互對立的兩個面向，我們希望為傳統文化的永續

流傳盡一份心力，同時也關注當前衍生的議題與價值。中語系畢業成果展，正是糅合

人文與科技、傳統與現代的最佳呈現。( 資訊來源 : 中語系黃智明老師 )

　　「數位人文」、「多元跨域」是近

年常被提起的兩個名詞， 近幾年來元智

中語系不斷將新科技帶入課程中，除了

教導學生使用 PowerPoint 製作互動式

內容、學習 Unity 程式及影片編輯、虛

擬攝影棚的錄影製作及中國文學、文化

延伸的文創設計外，本學期由黃智明老

師申請的人文數位講座「詩經文本與詩

經圖像之融合及其在教學上之應用」，

同樣結合了數位與跨域的應用。

　　課程後半段，透過郭先生的解說，及示範「影片剪輯」的操作流程，例如在影片

中加入旋轉、倒放、裁切等剪輯手法，讓影片整體更為美觀，不止在視覺畫面上可以

改變，在背景音效上也能予以轉換達到不同的效果。

　　經由學習到的剪輯特效，同學可以將自行將《詩經圖》轉化為《詩經》影片，製

作出優美生動的場景，讓平面的詩詞文字躍上銀幕，轉譯成立體的圖象，賦予文字新

生命。( 資訊來源 : 中語系黃智明老師 )

　　本活動由黃老師規劃邀請自由剪輯

師郭展成、郭展通兩位先生蒞校演講，

郭展成、郭展通先生為本校資傳系畢業

校友，專長為 3D 動畫及專業剪輯製作。

講座開頭，由黃智明老師簡單介紹《詩經》文本與《御筆詩經全圖書畫合璧》的關係：

「《御筆詩經全圖書畫合璧》原是乾隆皇帝敕令畫院諸臣依照南宋畫家馬和之《詩經

圖》筆意，繪製完成的《毛詩全圖》，研究者指出，『繪製《毛詩全圖》，很像今天

電影界的經典重拍。馬和之《詩經圖》是一部經典老片，乾隆這位導演不只是被動的

翻版，還要清晰地勾勒出王朝的新意』。而在新媒體藝術流行的當代，我們借用軟件

對視頻源進行編輯，加入圖片、背景音樂、特效、場景、旁白等素材與視頻進行混合，

便能生成不同表現力的新視頻」。



17 1817 18

應外系 應外系

元智應外系畢業展
　　「應用外語學系 107 級寫作實務暨畢業成果展」，12/29 於元智六館一樓「玻

璃屋」展出。本屆畢業展除結合應外系寫作實務課程成果發表外，同時有日本文學導

讀文創展、日本研究影片成果競賽及新聞日文主播大賽成果頒獎等活動內容，皆以

英、日雙語創作出各式不同的作品及成果。

　　應用外語學系學生於大四修

習專業寫作訓練，並以各組主題

分類為翻譯寫作、教材編輯、專業

實習、專案計畫、就業相關、學術

論文、經營管理及需求分析等，發

表成果則含概實習成果分享、小說

翻譯、應外系日文雜誌（緣起情報

誌）、應外系英文網頁製作、日本

語學習 APP 及 Idioms bar（英文

教學 APP）等互動教學軟體，將大

一至大四學習到的內容，經由學習

消化及創作，以英、日語各類型的

文創成果呈現，顛覆外人一般對應

外系的印象。

　　除了「寫作實務」成果展外，

「日本文學導讀」課程藉由閱讀日

本近代文學名著小說，藉由學生的

創造力與想像力，結合日本文學創

造出文創商品，現場皆有展示及販

售，如日本文學創意杯墊、手繪提

袋及自行設計的口罩收納包等，用

不同的方式將日本文學作品賦以新

的文創作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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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機拍片－變身主播念日文

【日本研究—台灣與日本之絆 ( 情誼 )】

　　另外，「新聞日文」則透過課程學

習以日文播報新聞的相關知識，從文字

新聞稿編輯及報導影片收集後，以化身

為主播的實際播報體驗，個別至攝影棚

錄製新聞播報影片，參與『我是帥哥美

女主播大賽』競賽活動，畢業展當天由

多位老師進行評分，除了日文要能讀與

寫外，在播報台上要注意台風及咬字，

同學們紛紛使出混身解數，變身為專業

主播。

　　應外系柯宜中主任表示，經由一連串的發表活動，顯示出應外系課程嚴謹的聽、

說、讀、寫語言訓練，及小班課程的特色教學，由老師各別指導，在實務的學習中提

升學生運用英語與日語的能力，以厚植學生英、日語雙外語專長，並兼顧語言分析與

語言應用全方位能力的培養；應外系長期致力於培育相關產業界及學術界所需之英日

語雙修人才，擁有中、英、日三大主要語言能力是畢業生之優勢，用以厚植學生未來

競爭力。

　　由梁蘊嫻老師所教授的「日本研究」及「新聞日文」課程，本次於「應用外語學

系 107 級寫作實務暨畢業成果展」，同時合併辦理了二門課程的成果競賽活動。

　　「日本研究」課程以培養同學日語能力為目的，同時藉著行腳認識桃園與日本的

歷史，進而訓練同學運用多媒體的技能。

　　除了一般課程安排外，於 10/6 邀

請歷史工作者蕭景文老師，以「日治時

期的桃園」為題，進行演講，讓同學更

了解桃園的歷史。為訓練同學運用多媒

體拍攝成果競賽影片，於 11/10 開設

「手機拍片實戰工作坊」，邀請校友洪

馬克導演教導多種手機拍攝手法及編輯

技巧。11/20 安排「桃園一日遊戶外教

學」，帶領同學至大溪老茶廠、木藝博

物館、大溪老街商圈、手信坊霧隱城及

Xpark 水族館等地參訪，近距離了解桃

園之台日歷史、水陸運歷史、茶產業及

樟樹產業之興衰史、地方創生之實例、

企業形象之建立及空間設計所營造出的

商業價值等問題。

( 資訊來源：應外系 )

　　「日本研究」課程則特別安排同學

至桃園大溪老茶廠、大溪老街、木藝生

態博物館等地參訪，以「桃園與日本之

絆（情誼）」為主題，並聘請系友洪馬

克導演指導影片拍攝，於實地了解桃園

與日本的歷史後 ，以各自觀察的角度及

收集的資訊，重新詮釋並拍攝出主題影

片並進行成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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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最後要求同學將戶外教學所參觀的景點，以「台灣與日本之絆 ( 情誼 )」

為主題拍成影片，影片旁白必須使用日語，字幕使用中文，同時將作品上傳至

youtube，同時供同學觀看及評審評分，於 8 組作品中選出 3 組頒獎，前三名作品之

youtube 連結如下。
　　「新聞日文」課程主要教授報導新

聞之專業用語，並以訓練學生閱讀日語

新聞及播報新聞之能力為目的，同時培

養同學的國際觀。為了訓練同學的日語

發音以及穩健台風，本課程延續 1091

學期舉辦之活動「第二屆帥哥美女主播

大賽」。

　　本課程有許多實作課程，學習成果

必須以數位化方式呈現。學生從尋找採

訪題材、親自採訪拍攝影片、撰寫新聞

稿、實際至人社院攝影棚播報新聞、後

製上字幕等等，於影片成果中可看出同

學的努力。為了讓播報具有專業性，梁

老師於課程規劃，邀請本校兼任講師本

間歧里老師演講，教授朗讀新聞稿之技

巧，同時聘請本系日籍學生福永右真同

學協助同學們修改新聞稿。同學呈現的

作品，不論是採訪題材、播報台風之專

業性，亦或是學生的日文水準等，皆受

評審老師高度肯定。

　　許多同學表示，從課程初期稍感困難，透過實際播報新聞漸漸擁有自信，進而產

生興趣；梁蘊嫻老師亦認為，同學能有如此好的表現，著實歸功於人社院的專業攝影

棚，同學有身歷其境之感受，自然非常重視錄影表現。

　　「第二屆帥哥美女主播大賽」頒獎典禮於 12/29 下午 14：00 於六館玻璃屋舉行，

同時間亦為應外系之寫作實務期末發表會，受獎同學接受全系老師及三、四年級學生

之歡呼鼓掌，獲得無上榮耀及鼓勵。

第一名《大溪老茶廠》

黃子軒、葉芳吟、劉瑞琳

作品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n-eT4_YYczs

第二名《大溪茶廠形象影片》

吳欣芮、蔡宇宣

作品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6SH1vegsihc

第三名《大溪的故事》

王思華、廖子硯

作品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8HaEd7BJg3M

( 資訊來源：應外系梁蘊嫻老師 )

【新聞日文—變身主播，文武全才】

Congratul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T4_YYcz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T4_YYcz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H1vegsih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H1vegsih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HaEd7BJg3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HaEd7BJg3M


23 2423 24

應外系 應外系

第一名 王梓權

作品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Lu3lpKM7Ed8

第二名 黃梓庭

作品連結：

https://youtu.be/0u8I_EBY0TA

第三名 孫思嘉

作品連結：https://youtu.be/hw-

NB09VHw8

( 資訊來源：應外系梁蘊嫻老師 )

　　本學期期中報告為「電影字幕翻譯競賽」，由學生分組拍攝影片，主要讓學生可

以利用字幕競賽的方式，幫助他們學習應用課堂上所學之翻譯技巧（例如增詞法、省

略法、一字多義、詞類轉譯法等等 ......）於實際劇本翻譯上，除了線上共同翻譯及分

析文本，另外需為拍攝影片上字幕。競賽中上字幕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學生利用數位

學習方式，增加翻譯技巧熟練度，並能在實際文本翻譯中能馬上連結，找出最適合字

幕翻譯的翻譯技巧。另外，提升活動參與度也很重要，因為它可以讓學習者能夠實際

參與學習過程。在學習過程中，一旦學生實際參與，他們的學習成效將會大大提升。

得獎學生名單及播報影片連結如下： 「英語筆譯實務」與
   延伸的「俚語翻譯 App 工作坊」
　　應外系的「英語筆譯實務」課程，由陳育琳老師於 1061 學期開始教授，初期教

學著重在基本翻譯技巧的教授，以「教師為中心」（teacher-centered）傳統教學方

式來授課，課程中以教授不同的基礎翻譯技巧為主，並提供範例以利學生練習。透過

期末教學問卷及自行設計的問卷回饋，為達成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

的教學方式，並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動力，陳老師深入應用於不同文體題材的翻

譯，並在教學中加入教學精進計畫，並結合數位學習、工作坊、以及業師參與，使一

般令人感覺聞之卻步又枯燥的筆譯課程更加有趣。

　　陳老師於 1071 學期，透過高教深耕計畫補助，首次結合課程辧理「英語筆譯競

賽」，依參賽者的翻譯技巧、影片製作、以及創意等項目來做評分，提升大三學生英

語筆譯能力，及訓練學生影視翻譯之能力。

　　1101 學期課程，除了在課堂上針對不同主題，提供不同文體的翻譯素材，

過程中結合網路上的翻譯工具，並利用線上共同翻譯平台（online cooperative 

learning）實際操作（hands-on activity）。另外邀請從事翻譯工作者王瓊淑老師，

於課堂上教授影片剪輯技巧，針對不同領域及翻譯技巧，結合專業演講及實作，提供

學生經驗之學。

　　課程於每單元結束後，提供主題式討論及翻譯，並以線上小組合作方式，讓學生

將所學技巧，透過線上討論合作方式，實際運用在不同領域的翻譯素材上。

Congratul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3lpKM7Ed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3lpKM7Ed8
https://youtu.be/0u8I_EBY0TA
https://youtu.be/hw-NB09VHw8 
https://youtu.be/hw-NB09VH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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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俚語翻譯 App 工作坊」為「英語筆譯實務」課程延伸出的自主學習工作坊。

陳育琳老師集結對俚語翻譯及 App 程式設計有興趣的同學， 獨立開設教學及學習精

進工作坊。

　　俚語學習 App 設計為根據之前所設計之「童話翻車」App，討論並改良設計符

合俚語主題之 App，結合此次工作坊所設計出的數位模板及教材內容，套用至 App 

程式中，未來可幫助學生透過 App 做自主學習，自行練習翻譯技巧要訣，以增加實

際的練習機會，同時藉由此次討論教材分類內容 ，期盼設計出的 App，將來可以運

用在大一溝通技巧課程上，對於現在和未來的應外系學生，達到學習雙效益。

【由課程延伸的「俚語翻譯 App 工作坊」】

1101「電影字幕翻譯競賽」影片連結及得奬組別如下 :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sHHRgWw1DLveJtVrueeYckGlhsrDw2B&authuser=ylc0828%40g.

yzu.edu.tw&usp=drive_fs（以上連結可能因作品移除而無法瀏覽）

Congratulation

第一名 ：溫傳中、謝宜軒、冼思妙、

李育喆、張芷語

( 資訊來源：應外系陳育琳老師 )

第二名 ：簡妤真、蔡蓓怡、黃鴻鈞 、

羅元昕、何旻臻、凌霈恩、邱薇榛

第三名 ：吳欣芮、蔡宇宣、吳嘉芮、

凌霈恩、邱薇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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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自主學習工作坊

　　社政系 1101 學期共開設了三場工作坊，由系內自行開設的「簡報力工作坊」及

「分析力工作坊」二場主題工作坊外；另有由社政系劉宜君老師所申請高教深耕計畫

補助的「SPSS 統計分析工作坊」。

　　「簡報力工作坊」前二堂課除了教授學生，簡報時

應注意的儀態、手勢及音調外，講師陳姿吟老師，更針

對這二年因防疫配載口罩及線上演講時，指導於鏡頭及

麥克風前表達及溝通的注意要點，同時也讓同學上台實

際演練增加學習經驗。最後一堂，則邀請元智資傳系黃

絜如老師，針對簡報設計的內容及重點，說明製作簡報

時的一些基本原則。

　　「分析力工作坊」為因應大數據時代，協助同學了

解社會、經濟及廣告政策與大數據的相關性，邀請銘傳

大學公共事務學系陳欽春老師協助學生了解網路世界的

建構，透過數據分析看出社會的網絡狀況；另外由元智

社政系高浩恩及劉宜君二位老師，針對圖表的分析及數

據分析方式，培養學生未來職場上的分析能力。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為學術研究與論文寫作相當實用的統計分析

軟體，「SPSS 統計分析工作坊」為針對該軟體提供基

礎學習與應用操作的主題演講工作坊，包括 SPSS 系統

介紹、資料整理基礎功能、敘述統計與推論統計應用，

讓學習者認識與熟悉 SPSS 的功能與應用，提高學習者

的統計分析能力。

　　社政系每學期規劃各類主題工作坊，部份開放外院

系可報名參加，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不定期上 portal 系

統查看，或注意校內活動訊息，才不會錯失參加這類講

座的機會。( 資訊來源 : 社政系辦、社政系劉宜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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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程了解「台灣社會問題」 愛情也是一種社會學

　　「台灣社會問題」為 1092 學期新進的黃芳誼老師所教授，本課程目標為介紹台

灣當前重要的社會問題及議題，使學生對於社會問題能有基本的知識，並幫助學生未

來能進一步針對有興趣的領域進行學習，本課程的進行方式包括專題講座、課堂討論

與報告、影片製作、桌遊活動引導等多元教學與數位人文化方式進行。

　　「愛情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愛情與親密關係，李玉瑛老師提到，所謂

的愛情其實就是一種人際關係，沒有白馬王子和真命天女這回事，談戀愛是兩個人的事

情，是雙人舞，是要互相搭配的，如何學著好好愛就是本課程的目標。愛是需要學習的，

愛的能力是需要去練習的，但是在我們的教育過程中，卻非常缺乏這樣的課程。

　　學期課程中，安排了兩場愛情社會學專題演講。第一場活動邀請到中國醫藥大學

陳雅湞老師擔任主講，透過電影 " 寒蟬效應 " 為題材，探討愛與情的心聲，從電影的

劇本、角色和配樂等不同面向為切入點，帶領同學深入地做愛情、社會、兩性關係以

及性關係的分析說明和探討，也從中了解到個人的愛情觀、親密關係及互動方式皆和

原生家庭有著密切的影響關聯存在。

　　第二場活動邀請到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擔任主講，從愛情、身體與性來

說明這三者與性別間的親密關係，以社會新聞案例及實務經驗中的例子引導同學做進

一步的思考，討論性別相關爭議與性別刻板印象，了解到社會建構對性別上具有強大

的影響力，也期望同學能打破性別傳統思維與性別標籤，落實性別平等。

　　學期成果報告，以「愛情」為主題中心，由各組從本學期課程內容中選取題材自

由發揮並分組討論，最終透過電子書或微影片兩種方式二選一呈現作品 ，活動中不

但可以結合課程所學，深入探討愛情的各種議題，也能與同學一同發揮創意、學習團

隊製作，欣賞各組的不同作品，從中認識不同角度的愛情樣貌。

　　李老師在課程中，透過學生最關切的問題來討論，經由多元的思考與辯論，讓同

學對於愛情議題有深入的理解和自己的主張。

　　11/24、12/2 聘請台灣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李美儀老師及政治大學楊士隆老

師進行「認識原住民族歷史創傷及隱微

歧視」及「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之國際趨勢與作為」演講與討論。為讓

同學於遊戲中學習「社會階級」不平等，

利用美國大富翁「地產大亨」遊戲，五

位學生分為一組，由小組每個成員代表

不同階層進行財富累積的競賽，導引學

生了解階級、階級流動等相關概念的定

義、類型、特質、社會學脈絡的意義、

對社會與個體的影響，最後讓學生發表

從遊戲中所扮演不同階級如何流動的心

得分享、思考並討論，於課堂上所學習

的社會階層之意義及其影響。

　　透過結合多元台灣社會問題的特殊

議題，例如「家庭」、「人口」、「移民」

等，課程最終讓學生按議題分組，請各

組討論、搜集相關學術文獻資料，並讓

學生拍攝以台灣社會問題之議題導向為

主的影片進行競賽，同學分別拍攝以青

少年犯罪、家暴、藥物濫用、教育制度、國際移工、外籍生、霸凌及教養不平等等議

題，影片中以模擬情境拍攝、訪談、討論及發表看法的方式進行，引人省思。

( 資訊來源 : 社政系黃芳誼老師 )             ( 資訊來源 : 社政系李玉瑛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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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系實習成果展 校外參訪活動剪影

　　110 年社政系 107 級大四學生的實習成果展，於 12 月開始分階段進行。12/1-2

於五館五樓平台進行實習成果海報聯展；12/8 於 5103 階梯教室進行「實地工作 ( 實

習 )II」成果發表及頒奬。( 資訊來源 : 社政系 )

　　「實地工作 ( 實習 )I」課程，2021/12/2( 四 ) 由謝登旺老師帶領社政系大三的同

學們，至桃園市私立少年之家進行參訪。

　　「政治學」課程，2022/1/11( 二 ) 由裴晉國老師帶領同學們至立法院參訪，由

立法院李貴敏委員協助說明立法院運作程序。

( 資訊來源 : 社政系 )

「110 實習發表會」實習專題及「海報發表」得奬名單如下 :

榮獲獎項 姓名 主題 指導老師

傑出獎 李盈瑩 台灣不同年齡層對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態度之探討 李玉瑛老師

特優獎
陳簡苗蒨 社會工作者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之研究 陳勁甫老師

李靜瑄 社會創新企業的發展及青年創業對社會之貢獻
—以桃園市為例 劉宜君老師

優等

楊凱媗 地方節慶活動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影響 :
以羅東藝穗節為例 李俊豪老師

李孟庭 歷經機構安置之離院自立個案生活歷程 吳正中老師

方郁雯 以提升青年志願服務意願之必要性 王盈婷老師

優秀海報

黃雅俐 中小學生與網路霸凌 吳正中老師

杜昀臻 國際公約國內法化之研究 : 以《兒童權利公約》為例 吳正中老師

王芊雨 長者參與志願服務動機及個人主觀感受之探究 王盈婷老師

~~~Congrat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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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山海工作營 6.0

　　2021/9/4 上午在太平國小下方平地舉辦開幕茶會，包含太平國小整修工程設計

師郭旭原、黃惠美建築師夫婦、《基隆的氣味》作者鄭栗兒、臺灣藝術大學殷寶寧教

授等貴賓皆到場參與。

　　元智大學藝設系自 2016 年 ( 民國 105 年 ) 暑期開始與基隆市政府合作的「基隆

山海工作營」已邁入第六年，亦即「基隆山海工作營 6.0」。起始為了解決基隆青年

外流、空間閒置及產業沒落等問題，尋找海港山城新生活型態契機所舉辦的「基隆山

海工作營」，近年來邀請社區居民、旅外學子以及市民朋友和建築師、藝術家共組團

隊，在太平山城社區駐點工作與創作。

　　今年因本土 COVID-19 肺炎疫情爆發，影響並衝擊各項公共活動的辦理，山海

工作營同樣因此縮小規模，並取消往年大量人潮群聚的山海小市集，將重點放在社區

整合及歷年藝術創作與改造空間等作為景點串連，讓各地朋友一同參與並見證基隆的

改變。

　　『以中山一路 113 巷小平台為基礎，由《罾仔寮三部曲》串聯起整條 113 巷過

去歷史脈絡的小劇場揭開序幕；同時《植居·重構》所處理的是未來社區改造後可能

會需要的移動式空間；繼續向下延伸則來到山海博物館中的《山海印記》，運用拓印

的手法製作陶片，連結太平國小的過去與現在；同個地點《1670 彈珠遊戲》觀察迷

宮般的太平山城中路線與環境共生的邏輯；最後《時磚》與作家鄭栗兒老師合作，用

環氧樹脂結合文學與老照片鼓勵人們發覺細節中的美好。』

          —取自「山海工作營」官方臉書。

　　藝術與設計學系陳冠華主任指出，本次工作營活動內容包含講座課程及創作工

作，先以空間藝術為講座主題，邀請中原大學建築系陳宣誠老師分享「共感地景創作

ArchiBlur Lab」戶外裝置藝術實踐經驗，並邀請鄭栗兒老師擔任社區響導，透過文

學走讀帶領學員走遍社區、感受太平山城各處生活記憶與故事角落；工作營期間，由

陳宣誠老師、凌天老師、陳曉朋老師、游孟書老師、王弘志老師、慾望劇團黃品文團

長帶領學員，就「藝術改造行動」、「戲劇工作坊」、「音樂展演」等三大主題進行

討論及創作，展現太平山城聚落多樣而不同的面貌，實驗未來的各種可能。

（資訊來源 : 藝設系辦公室及山海工作營官方臉書網址：https://www.facebook.

com/KeelungTaipinginternationalWorkshop/）

https://www.facebook.com/KeelungTaipinginternationalWorkshop/
https://www.facebook.com/KeelungTaipinginternational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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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之創意應用實作工作坊

　　藝設系林楚卿老師所設計開設的「AI 之創意應用實作工作坊」，藉由三次為時 9

小時實作工作坊，希望讓人社院（人文類）學生學習基礎的運算思維，基於創客精神

將創意概念實體化。

　　工作坊第一堂遇到開學後防疫加

強的狀況，原訂 9 月底上第一堂課，

重 新 安 排 調 整 至 10/2 由 實 體 改 為 使

用 Microsoft team 進行線上教學，課

程 使 用 由 Google 開 發 的 Teachable 

Machine 程式，實作人臉辨識及聲音辨

識， 再 將 使 用 Teachable Machine 快

速設計好的 AI 模型，結合 Java script 

為基礎的 P5.js 程式語言製作有趣的應

用，工作坊提供學員可貼於臉上的圖片

素材，學生再以 P5.js 程式撰寫將圖片

精確放置於臉部的不同位置，製作有趣

的臉部虛擬貼圖。

　　工作坊第二堂為實體教學，於藝術

與設計系電腦教室進行。延續第一次 AI

人臉辨識與聲音辨識基礎，除訓練學員

實作肢體辨識的 P5.js 程式撰寫，學員

一步一步跟著老師撰寫 P5.js 程式，進

行肢體辨識的 AI 模型訓練，並運用所訓

練的模型進行肢體辨識後的判斷回饋，

顯示於螢幕上。此實作過程中，即使課

程內容著重於程式撰寫，但教學團隊已

將程式設計成簡易模組，加上除了教師

外，另外請到受過課程訓練的陳虹諭、陳宣宇、林秀蓁、鍾宜潔四位助教現場解決學

員操作上的問題，課程結束時，大家都順利完成所教的肢體辨識 AI 模型及創意運用。

　　第三堂課為延續前次工作坊的肢體辨識 AI 創意實作，主要訓練學員將 P5.js 結

合 ML5 的 Posenet 程式撰寫所判斷的肢體動作回饋，除了給予螢幕上的回饋顯示外，

還可以連結到 Arduino 電子電路，提供實體回饋，譬如點亮 LED 燈或發出聲音。因

此工作坊準備了每人一套的 Arduino 電子零件材料，並於課程中教學員簡單的電子

電路接線操作。實作過程中，肢體辨識的實作較順利，學員花較多時間在將 P5.js 程

式連結到實體 Arduino 程式，讓虛擬與實體之間的訊號得以順利傳輸。

　　由於後面二堂課必須為實務製作，因此課程延後至 11/3 及 11/10 才進行，可謂

一波三折。由於工作坊大多為自主非學分課程，因工作坊日期及時間調整，使得與部

份學生的必選修課時間衝突，只能在課後儘速至工作坊追趕進度，工作坊課後問卷調

查，學生除了反應對此類工作坊的高度興趣及課程安排的滿意度外，也期許未來校內

有自主學習時段，能避免與各學系的必選修課時間衝突。

( 資訊來源 : 藝設系林楚卿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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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北藝元智三校繪畫大 PK －
千萬不要說對不起」
　　藝術與設計學系王弘志老師所指導的大學部 6 位同學，於 12/20 至 12/31 參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及私立元智大學三所大學美術相關學系聯合展

覽，主題為「千萬不要說對不起」，作品在臺灣藝術大學二校區大工坊二樓展出。

　　主題「千萬不要說對不起」就如展訊官網所示：＂請看主視覺，沒甚麼好說，很

白話—台藝北藝元智三校大三生的殘酷廝殺＂，也因此，一場充滿藝術氣息的交流展

示，在不用對彼此說「對不起」的狀況下，於前身為台北紙廠的寬闊展覽空間中，以

各式的平面藝術作品呈現。

　　由 2020 年開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美術系，結合一群熱

愛繪畫和創作的師生們透過討論，開啟了聯校展出的機會；而今年元智大學藝術與設

計學系，很榮幸被邀請加入，雖然參與人數雖然不多，但都是學生自發性創作參展，

將對藝術創作的熱情充份展現無遺。

　　由 2020 年開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美術系，結合一群熱

愛繪畫和創作的師生們透過討論，開啟了聯校展出的機會；而今年元智大學藝術與設

計學系，很榮幸被邀請加入，雖然參與人數雖然不多，但都是學生自發性創作參展，

將對藝術創作的熱情充份展現無遺。

（資訊來源 :「藝設系王弘志老師臉書展訊頁面」：https://facebook.com/events/s/%

E5%8D%83%E8%90%AC%E4%B8%8D%E8%A6%81%E8%AA%AA%E5%B0%8D%E4%

B8%8D%E8%B5%B7/2593572870796926/

「台藝大文創產學園區官網如下」：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8F%B0

%E8%97%9D%E5%A4%A7%E6%96%87%E5%89%B5%E7%94%A2%E5%AD%B8%E5

%9C%92%E5%8D%80/430676430312844）

https://facebook.com/events/s/%E5%8D%83%E8%90%AC%E4%B8%8D%E8%A6%81%E8%AA%AA%E5%B0%8D%E4%B8%8D%E8%B5%
https://facebook.com/events/s/%E5%8D%83%E8%90%AC%E4%B8%8D%E8%A6%81%E8%AA%AA%E5%B0%8D%E4%B8%8D%E8%B5%
https://facebook.com/events/s/%E5%8D%83%E8%90%AC%E4%B8%8D%E8%A6%81%E8%AA%AA%E5%B0%8D%E4%B8%8D%E8%B5%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8F%B0%E8%97%9D%E5%A4%A7%E6%96%87%E5%89%B5%E7%94%A2%E5%AD%B8%E5%9C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8F%B0%E8%97%9D%E5%A4%A7%E6%96%87%E5%89%B5%E7%94%A2%E5%AD%B8%E5%9C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8F%B0%E8%97%9D%E5%A4%A7%E6%96%87%E5%89%B5%E7%94%A2%E5%AD%B8%E5%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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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與策略溝通」

「文化創意產業英文」

講座報導

　　社政系陳勁甫老師開設於英文學士班

的「公共關係與策略溝通」課程，11/16

邀 請 政 治 大 學 公 共 行 政 系 陳 敦 源 老 師，

以「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公共關係與策略溝通）為主題，進行專題課程講座。

　　陳敦源老師針對未來趨勢及政府數位轉型多所分析解說，其中亦大數據分析、比

特幣和區塊鏈的重要性等，本身亦為「數位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的陳老師，用日常

生活經驗結合實例為作主題解說，簡單且容易理解的方式，引起同學於課堂上踴躍與

講者互動並討論問題，對於講座內容引起同學極高的回應，於課後問卷對此次演講滿

意度極高。

　　人社院英語學士班楊明憲老師，於「文化創

意產業英文」課程期中辦理講座及期末成果展。

　　11/30 請到的講者為親子天下產品暨童書中

心陳毓書副主編，講座內容以「童書產業也是文

創產業」為主題，介紹許多與童書的資訊及相關工作介紹。除了介紹企劃編輯、美術

設計編輯，同時分享了親子天下與安哲合作的企劃「小紅花」，講者不只透過介紹這

些書籍，也透過小活動讓學生觀察童書裡的內容，並嘗試用創意推銷童書。

　　講者帶領學生從業者的視角來觀察，從童書策劃開始，即要設定並考慮銷售的年

齡層、畫風等，是非常費時，除此之外，也讓學生了解，生活中處處可能都與文創相

關的產業。

　　楊明憲老師於「文化創意產業英文」課程期末，辦理學生的文創設計成果展，並

邀請人社院英語學士班中澤一亮主任一同參與評審。（資訊來源 : 人社院英語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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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到保生國小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逐漸成為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大學生及保生國小學生們

的羈絆，而這活動也成為人社院英語學士班傳統的活動之一。

( 資訊來源 : 人社院英語學士班及臉書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iphss.yzu.9）

　　從 2018 年的聖誕節開始，每年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師生在聖誕節前，自發

性的準備自製的卡片和禮物，並規劃有趣的 DIY、團康活動或是英文學習活動。而

2021/12/11，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師生們，在疫情暫時緩和的狀況下，提前為

保生國小帶來熱鬧有趣的聖誕節活動，也為於桃園偏鄉的保生國小學童們，帶來溫暖

的陪伴。

https://www.facebook.com/iphss.yz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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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心活動回顧
　　本學期藝術中心辦理多項校內藝術表演、影片分享、成果展覽及講座外，更與藝

術與設計學系、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及新富町文化市場合作辦理《山海基隆 ‧ 內

壢桃花》展覽，展覽期間為 110/08/24-11/24，為期三個月期間，除了有多場講座

及分享會外，同時於新富町文化市場半樓仔中，展示和萬華地方生活文化相關的民間

藝術，並以基隆「山海工作營」和桃園內壢「桃花工作營」為主，介紹元智大學藝術

與設計學系自 2010 年開始的地方工作成果。（資訊來源：藝術中心）

　　對藝術活動有興趣的同學，請密切注意校內信箱的活動訊息發送，或是自行至本

院藝術中心網址（https://yzuartcenter.com/），查詢最新的活動預告及日程。

藝術中心 1101 學期活動及展覽如下：

日期 活動類別 活動內容 地點

展覽活動

110/08/24-11/2 計畫成果展 《山海基隆 ‧ 內壢桃花》展覽 台北新富町

110/11/29-12/10 攝影展 中亞文化與攝影－走在絲路的十字路口 圖書館美學之道

展覽教育活動

110/09/25( 六 )
14：00~16：00 山海講座 I 柯濟昇、林書豪│

山海港城的地方工作分享 台北新富町

110/12/01( 三 )
12：10~14：00 中亞文化講座 郭麗敏│

消失的國界—揭開中亞的神秘面紗 六館 60104 室

表演活動

110/11/24( 三 )
19：00~20：30 說唱藝術 《關鍵熱搜 : 大笑時代》笑林豪傑 六館有庠廳

110/12/22( 三 )
19：00~20：30 音樂會 西班牙佛朗明歌風音樂會│

阿爾法洛 ‧ 圖魯荷達樂團 六館有庠廳

講座活動

110/10/21( 四 )
12：10~14：00 藝術講座 王弘志│單車環島 ‧ 藝術壯遊 五館 5103 室

110/11/27( 六 )
14：00~16：00

新富町
共學講座 萬華表演 - 鄭宗龍 ( 雲門舞集總監 ) 新富町文化市場

110/12/11( 六 )
14：00~16：00

新富町
共學講座 萬華電影 - 蔡明亮 ( 導演 ) 新富町文化市場

111/01/08( 六 )
14：00~16：00

新富町
共學講座 萬華設計 - 徐景亭、周育如 新富町文化市場

日期 活動類別 活動內容 地點

工作坊

110/11/04( 四 )
13：00~16：00 琺瑯 琺瑯綴飾工作坊│吳竟銍 五館 5606 室

110/12/07( 二 )
15：00~18：00 木工 木工匠心體驗坊│蔡旻翰 二館 2011 室

110/12/27( 一 )
13：00~16：00 金工 金工鍛敲體驗營│蔡明輝 二館 2004 室

心光電影院

110/10/28( 四 )
12：10~14：00 心靈人生系列 《再見可愛陌生人》影片播放 + 映後講座 六館 60104 室

110/11/11( 四 )
12：10~14：00 藝術大師系列 《在紐約遇見碧娜 ‧ 鮑許》影片播放 五館 5103 室

110/12/16( 四 )
12：10~14：00 異鄉人生系列 《朝聖者》影片播放 + 映後導演講座 六館 60104 室

https://yzuart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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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 VR/AR 教育應用創作競賽

109 學年度創新教學獎得主

　　恭喜林楚卿副教授帶領 CKfablab 團隊（陳虹諭、陳宣宇、鍾宜潔三位同學）於

「元智 VRAR 教育應用創作競賽」跨校決賽「舞龍舞獅 AR 教學系統」獲得優等獎。

　　恭喜藝術與設計學系黃琬雯助

理教授，榮獲「109 學年度創新教

學獎特優獎」。

　　恭喜藝術與設計學系林楚卿副

教授，榮獲「109 學年度創新教學

獎優等獎」。

「109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績優計畫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與獎勵
- 傑出獎 -

恭賀藝術與設計學系林楚卿副教授，榮獲「109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績優計畫。

恭喜應用外語系陳育琳助理教授，榮獲「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與獎勵人文類教學傑出

獎」。

恭喜社會暨政策科學系李俊豪教授，榮獲「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與獎勵人文類研究傑

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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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元智盃英語朗讀比賽

　　恭喜人社院英語學士班及應用外語學系多位同學，參加「2021 元智盃英語朗讀

比賽」獲得佳績。

組別 名次 姓名 學號 學系

進階 A 組 第一名 李和璇 1073616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進階 A 組 第二名 謝昕蕍 1093618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進階 A 組 第四名 李婕瑜 1083616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進階 A 組 佳作 高寧妤 1093623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進階 A 組 佳作 張紫捷 1083614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進階 B 組 第一名 劉楚玲 1102911 應用外語學系學士班

進階 B 組 佳作 蘇明明 1103615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進階 B 組 佳作 林浩康 1092953 應用外語學系學士班

元智 110 學年度新生盃女子排球賽

　　恭喜藝術與設計學系大一新生班，參加「元智 110 學年度新生盃女子排球賽」

獲得第三名佳績。

  * 感謝體育室提供照片！

1101 學期
「元智大學英文 QQ 全球通千人大賽」

名次 參賽隊名 參賽組員 1 參賽組員 2 參賽組員 3

第七名 呷霸沒 1093618 謝昕蕍
人社英專

1093620 陳玟臻
人社英專

第八名 Wisely 1083641 趙昕蕾
人社英專

1083623 王臣蔚
人社英專

1083636 倪楷琪
人社英專

第十一名 呷霸了 1093626 游芯慈
人社英專

1093601 呂姿穎
人社英專

第二十名 ㄡ 1083828 吳謹睿
化材

1083602 王奕晴
人社英專

1093828 胡宇安
化材

　　恭喜人社英語學士班（英專班）多位同學組隊參加「元智大學英文 QQ 全球通

千人大賽」入圍前 20 名。

　　（備註 : 本活動總計 178 組報名；於 147 組 338 人參加並完成競賽中，取前 20

獲奬組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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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後生文學獎

「我『濕』故我在濕地」
社會設計競賽

　　恭喜中國語文學系四年級張子柔同

學，參加「第七屆後生文學獎」以作品：

種樹，榮獲《短篇小說佳作》。

　　恭喜藝設系所學生南宇恬、裘宜蓁、程家倩 ( 圖中三位女學生 ) 與中正大學同學，

參加新北市「我『濕』故我在濕地」社會設計競賽，以「濕濕保地膠囊」隊名，主題

「濕地的夜間生態廊道」創意設計，榮獲《第三名》。第 8 屆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

　　恭喜中國語文學系四年級張子柔同

學，參加「第 8 屆青年超新星文學獎」

以作品：「繩」，於全國大專院校園文

學奬小說首奬群中脫穎而出，榮獲首獎

中的《首奬》。

元智 110 學年度新生盃女子籃球賽

　　恭喜藝術與設計學系大一新生班，參加「元智 110 學年度新生盃女子籃球賽」

獲得第四名 ( 殿軍 ) 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