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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院訊 

 本院 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建築系謝明燁老師、室設系謝淳鈺老師、

商設系黃儀婷老師及景觀系朱百鏡老師，其中商設系黃儀婷老師、景觀系朱

百鏡老師獲本院教學傑出教師代表，推薦校級教學特優教師遴選。 

 本院 109學年度「優良導師」：商設系陳靜宜老師、景觀系周融駿老師。 

 校級 109年度「產學合作卓越貢獻獎」：室設系吳燦中老師。 

 校級 109年度「產學合作優良獎」：建築系林曉薇老師。 

 校級 109年度「建教合作績優教師」獲獎：建築系曾光宗老師。 

 校級 109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景觀系朱百鏡老師。 

 109學年度本院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勵：景觀學系四年級林曼娟同

學。 

 本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優良教學 TA：建築系史巧慧同學、商設系林暐娟

同學。 

 本院張光民講座教授榮膺 2020金點設計獎「最佳設計成就獎」。 

 109學年度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UFO)獲教育部補助…… 

 本院 110年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通過教育部第二期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USR)國際連結類萌芽型計畫，獲補助:8,910,000元 

 109年度中原大學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研究獎勵「第三組-人文司」：景

觀系周融駿老師 

 人事異動(退休、新進人員、升等……) 

 室設系張謙允老師於 110/8/1屆退。 

 室設系朱禹潔老師、洪逸安老師於 109/8/1，朱啓銘老師於 110/2/1 到職。 

 學術活動或成果(研討會、講座、演講……) 

 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將於 110/7/1(四)舉辦「2021『未來 X設計』國際學術

研討會」。 

 設計學院於 110/01/09-23舉辦《活的歷史．消逝的地景》新竹六燃場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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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跨校系聯展 

 在疫情嚴峻三級警戒時期，室設系仍不忘延攬國際菁英演講。就在全校視訊

上課第一天，2021 年 5 月 17日，荷蘭著名設計團隊 MVRDV的資深設計師與

台灣區主任廖慧昕，受倪晶瑋老師邀請，透過視訊在「室內設計史」課程中，

為大二學生帶來第一手、深度且最新的 MVRDV設計解析。從概念、策略、設

計發展、設計定案至光環境、材質、色彩選用等，為大二學生開啟一扇世界

之窗。廖慧昕主任是中原建築優秀校友，因著校友身分，中原室設學生才有

機會，聽到深層的 insider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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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3-4室內設計學系 109-2獲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朱禹潔老師結

合本校推廣教育處的平台，於 110/ 7 舉辦傳統竹編工藝教育體驗營，針對

偏鄉遠地國中小學生進行文化資產教育，因疫情因素改為線上教學，事先寄

送或發放傳統竹編工藝教材包，以傳統竹編工藝技術保存者與知名工藝師為

講師，進行遠距授課，同時，配合資深國中小教師以此撰寫教案，預計於

110年 9月於本校藝術中心辦舉辦技術保存者與學員的師生成果展，藉此期

待將文化資產的價值與概念傳遞，並且能夠將傳統竹編工藝深入偏鄉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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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6-07室內設計學系 109-2「敘事設計」及「數位人文創意思解」課程，

由陳歷渝老師策劃，洪逸安老師與朱啓銘老師展出執行，舉辦學生創作成果

線上展覽。 

https://issuu.com/yianhung/docs/_052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XTr4DSYWk 

 

          

 

 110/06/01 室內設計學系 109-2「室內永續環境」課程，獲得「優勢領

域產業多元課程」補助，舉辦校園室內外空間實測及線上講座暨工作坊，

由朱禹潔老師帶領同學藉由課程中的環境實測、數值模擬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等技術，了解如何運用科技分

析室內外環境，包括：風、熱、光等，以此將模擬可視化結果協助反應

與解決校園環境問題，發現校園的常年風向及設計改善重點。課程中因

疫情因素，於學期末改成線上教學，但仍然邀請成功大學建築系環控組

蔡耀賢副教授，進行「線上講座暨工作坊」，分享數值模擬協助張清華

建築師打造「防疫方舟」負壓病房，在設計階段以模擬方式協助設計改

善，並確認設計效益的近期研究成果。 

 

https://issuu.com/yianhung/docs/_052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XTr4DSY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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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系於 110/01/13舉辦〈變態˙建築〉仿生作品展 

 建築系舉辦「藝術與文化的社會性參與」系列講座： 

110/03/10 講題：從展望到展演—漫長十九世紀中的建築，講者：蘇孟

宗老師 

110/03/24 講題：負空間的複數，講者：藝術家 郭奕臣 

110/03/31 講題：’Dust’(2019)，講者：波蘭藝術家 Karolina Breguła 

110/04/28 講題：臨摹與描繪 / Profile-接著青林書屋出發，講者：

楊紹凱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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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系於 110/4/16舉辦眷村參訪活動，邀請在桃園龜山憲光二村駐地

工作站的鄭秀瑛協助導覽與演講 

 景觀系演講/講座活動 

日  期 講  員 所屬單位 講   題 

109年 9月 17 日 李子燿 境界策劃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重建“景觀”的解釋－閱讀

《看見美的故事》 

109年 9月 20 日 吳承憙 桃托邦藝文聯盟 桃園舊城區的前世今生 

109年 9月 20 日 林岳德 桃托邦藝文聯盟 城市變形、桃園轉型 

109年 9月 24 日 李子燿 境界策劃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感官轉向”（sensorial 

turn）－具身認知與具地體現 

109年 9月 26 日 蕭瑜 望見書間 望見書間 

109年 9月 30 日 侯志仁 美國華盛頓大學

景觀建築系 

（後）疫情城市的地景部署 

109年 10月 8 日 李子燿 境界策劃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棲居”視野的具身地景設

計－涉身處地、安頓其中、各

安其位 

109年 10月 22 日 謝維展 城市說話數位工

作室 

理解參數化設計（The 

Parametric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Urban Design） 

109年 10月 24 日 荊樹人 嘉南大學 都市⽔環境的治理與永續發

展 

109年 10月 29 日 謝維展 城市說話數位工

作室 

地理設計思維與生態演算

（一） 

109年 11月 2 日 周書賢 預景設計 景觀都市主義 

109年 11月 5 日 謝維展 城市說話數位工

作室 

地理設計思維與生態演算

（二） 

109年 11月 19 日 廖桂賢 台北大學都市計

劃研究所 

恢復都市河川生命力-為台灣

開啟一個都市河川復育運動 

109年 11月 26 日 蘇孟宗 景觀學系 從坎井到埤塘-地景與都市之

間的水文漫談 

109年 11月 26 日 李彥頤 樹德科大建築所 談建築的 「綠。風。水」 -

氣候分析與⽣態微氣候理論 

109年 12月 2 日 Philip 

Tsekov 

境向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 

應用 Grasshopper 於生態景

觀及建築的設計方法 

109年 12月 7 日 王耀邦 格子設計 地景策展：桃園文創博覽會

「走桃花」 

109年 12月 31 日 李彥頤 樹德科大建築所 環境分析軟體的操作與學

習：氣候分析、數值解析模擬 

109年 12月 10 日 林會承 台北藝術大學 聚落保存 

109年 12月 10 日 李彥頤 樹德科大建築所 生態城市與微氣候建築學：

音、光、熱、氣物理環境因子

分析及其與景觀建築、能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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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講  員 所屬單位 講   題 

源循環利用之整合策略 

109年 12月 10 日 宋鎮邁 一口規劃設計顧

問有限公司 

談台北(未來)線形公園及自

由形體的意義 

109年 12月 17 日 李彥頤 樹德科大建築所 地域環境風險評估與對應系

統策略及技術 –水循環、綠

生態、省能源、保健康 

109年 12月 21 日 陳麗安 雅比斯國際創意

策略股份有限公

司 

說故事的地方策展人 

109年 12月 23 日 洪立涵 立恆燈光設計公

司 

景觀照明與建築專題 

110年 3月 4 日 高立新 惇陽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法 

110年 3月 5 日 高百慶 尺度設計 認識 IFLA&TILA 國內外景觀

相關研究所介紹 

110年 3月 12 日 劉仁傑 桃園市政府 景觀類別高考科目說明及公

部門業務分析 

110年 3月 31 日 徐佳鴻 貮本規劃設計顧

問公司 

都市更新政策與案例 

 

110年 3月 31 日 陳永興 水牛建築師事務

所 

發現的方法 

110年 4月 1 日 林旺根 林旺根地政士事

務所 

土地使用計畫、土地取得方法 

110年 4月 7 日 呂宏文 台東知本卡大地

布部落 

知本光電經驗分享 

110年 4月 7 日 謝孟羽 法律扶助基金會 知本溼地-「光電籌設許可」

行政訴訟 

110年 4月 9 日 林煥堂 新綠股份有限公

司 
河岸景觀及生態植栽設計 

 

110年 4月 14 日 王派鋒 福爾摩沙昆蟲館 如何做一個有生態意義的生

態池 

110年 4月 14 日 蔡絲婷 韋能能源有限公

司 

台東知本設置太陽能發電設

備及生態文化專區 

110年 4月 28 日 劉可強 

傅玲靜 

林秀芃 

國立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法

學院 

樂生事件座談 

110年 4月 29 日 許宏達 交通部法規會 環境保育相關法規總論 

110年 4月 30 日 吳靜宜 上境設計 文史都市景觀主義-都市水環

境的未來想像與實踐 

110年 5月 6 日 林春元 中原大學財法系 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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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講  員 所屬單位 講   題 

110年 5月 7 日 林煥堂 新綠股份有限公

司 

案例參訪-大漢溪山豬湖生態

親水園區及大嵙崁親水園區

景觀計畫 

110年 5月 12 日 許震唐 台西村公民電力

公司 

六輕電影分享會 

110年 5月 13 日 許宏達 交通部法規會 山坡地開發與水土保持 

110年 5月 19 日 許甘霖

林彥廷 

東海大學社會系

財團法人環境權

保障基金會 

六輕遷校議題座談 

110年 5月 21 日 李維欣 林同棪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景觀設計 

110年 5月 27 日 羅文貞 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公司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實

務與案例 

110年 6月 2 日 曾光宗

郭鴻儀

黃如璟 

中原大學建築系 

台灣蠻野心足生

態協會 

美國喬治城大學 

社子島爭議 

110年 6月 4 日 吳婷婷 經典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景觀公司介紹 

 

 與吉隆坡 UCSI 大學環境與建築設計系合作，推出線上專題演講 

  

 109.12.02 透過 USR計畫辦理 SIG 跨校共學工作坊 

以探討 USR 計畫結合 SDGs發展目標永續城鄉發展為主軸，同步發展優質

教育與國際鏈結，邀請包含國內外講者進行相關議題的分享，本次工作

坊除院內師生及四所大專院校教師參與約 40幾人參與外、同時線上直播

亦有全國 30 幾人 USR計畫團隊師長和在地夥伴們參與，進行執行經驗的

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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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有榮焉(師生各項榮譽事蹟)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運動會，建築系楊曜嶺、謝明勳、林上傑、林正涵、顏

佳榮、陳書宇、遲安廷、張慧茹、崔元耀、翁宣涵、吳冠輝、黃宇維，榮獲

游泳混合賽混合組 50公尺蛙式第二名；林正涵、遲安廷、張慧茹、翁宣涵

榮獲游泳混合賽女子組 100公尺蛙式第三名，林上傑榮獲游泳個人賽 50/100

公尺蛙式第一名，謝明勳榮獲游泳個人賽 100公尺蛙式第三名。 

 建築所謝定宏同學曾獲得 2019 美國建築大師獎，於 110年獲頒教育部 109

年度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計畫第二等入選獎。 

 建築系曾光宗老師的「台湾における社会住宅の発展過程と課題」日文論文，

刊登於日本都市住宅学会「都市住宅学」期刊，2020 年 10 月，第 111 期，

第 90-95 頁。該論文被日本 NDL ONLINE、J-GLOBAL、CiNii 等資料庫收錄。 

 建築系曾光宗老師帶領四、五年級學生，參與由忠泰美術館及德國建築博物

館所主辦的「SOS 拯救混凝土之獸！粗獷主義建築展」（2020 年 7 月 4 日

至 11 月 1 日），於展覽中建築系負責製作日本建築師渡邊洋治（Watanabe 

Youji）設計的「龍之砦」（1968）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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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運動會，團體組由商設系唐德容、洪祁榕、陳閔萍、羅

燊悅，榮獲《女子徑賽 100公尺接力》第一名、以及榮獲《女子組徑賽總錦

標》亞軍、《女子組田徑總錦標》季軍、《4000公尺大隊接力》季軍；個人

組由商設系唐德容榮獲《標槍》第一名、張紓綺榮獲《女子徑賽 100 公尺》

第一名。 

 2020金門花帔設計大賽，商設系產設組伍柍玫、吳宣、王靖茹，榮獲《佳

作》。指導老師/郭介誠。 

 2020A+文資創意季，商設系林葉亭，以作品「不知女子歹」進入《數媒類決

選》。指導老師/陳靜宜。 

 第十屆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商設三盧彥蓉，榮獲《銅獎及空間活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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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中華青年救國團，商設系李慧穎當選《大專優秀青年》、並榮獲第三

屆桃園時代青年行動家徵選《獲選 社會關懷行動家》、及中原大學 109學年

《全人標竿獎》最高殊榮，獲得獎學金十萬元。 

 

 

 

 

 

 

 

 2021A+文資創意季，商設系李若荷、徐梓宸、趙叡穎，以作品「咱ㄟ歌」榮

獲《視覺傳達設計類-文資新秀特別獎》。指導老師/楊世哲。 

 

 

 

 

 

 

 2020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競賽及 2020 韓國 WIC世界創新發明大賽，商設系

碩士班陳怡如、蔡念庭、連以瑄，以作品「Cherishpak擁抱緩衝包裝」榮

獲《雙金獎》。指導老師/張道本、黃哲盛。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2020第二屆信義房屋創意爭霸賽-全國總決賽，商設三李

慈瑋、呂溱、張景智、李沂澍、傅品薇，以作品「社會再走，信義要有」榮

獲《季軍》，獎金十萬元；商設三莊子誼、李宜穎、洪文軒、劉綿宸、陳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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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以作品「信夫人生」榮獲《佳作》，獎金一萬元；商設三陳佳琳、葉盈

佳、林思妤、邱照景，以作品「信義，我要進來囉」榮獲《佳作》，獎金一

萬元。指導老師/黃哲盛。 

 

 2020年第 29屆時報金犢獎，商設三謝筱晞、潘珈汶、吳凱䊖、余卓恩、呂

易錦、洪浩綺，以作品「QQ特攻隊」榮獲 旺旺集團廣告設計獎-產品類/非

平面類《金犢獎》；商設三傅品薇、陳佳琳、吳恩潔、李翎榕、凌佳霈，以

作品「擊退 Boring 乏味，給你生活添點味」榮獲 玩味咖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獎/非平面類《銀犢獎》；商設三黃凱淇、呂溱、陳婉怡、盧彥蓉、陳識中、

簡晨安，以作品「QUEENALICE一種生活的態度」榮獲 旺旺集團廣告設計獎

-品牌類/非平面類《第一名》。指導老師/黃儀婷。 

 

 第一屆世界皮革創意設計大賽，商設系商設組徐瑋琳，以作品「顏必型，行

必果」榮獲《服裝類銀獎》；商設系商設組程心怡、石顥澐，以作品「帽施

鬼」榮獲《配飾類佳作》。指導老師/陳靜宜、王之芸。 

 110年普仁崗文藝獎，商設系林宸羽，以散文作品「遇蟲記」榮獲《第二名》、

同時新詩作品「仰光青鳥——祭 2021 緬甸」榮獲《第二名》；商設系陳韞，

以新詩作品「有光─致 2021年太魯閣號列車出軌事故」榮獲《第一名》；商

設所碩專班林以柔，以攝影作品「傳承的痕跡」榮獲《佳作》。110年普仁

崗文藝獎 https://ann.cycu.edu.tw/aa/frontend/AnnItem.jsp?sn=49829 

 2021 WORLD OCEANS DAY 熊寶娛樂碼頭-無塑海洋明信片徵件，商設系張巧

歆，以明信片作品「No plastic, no pollution.」榮獲《優選》。指導老師

/張道本、白乃遠。 

https://ann.cycu.edu.tw/aa/frontend/AnnItem.jsp?sn=4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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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金點新秀設計獎，商設系陳愉安、鄭伊辰、蘇海晴，以作品「養銹曆」

榮獲工藝設計類《金點新秀設計獎》。指導老師/黃儀婷。 

 

 

 經過激烈篩選與評審後，中原室設研究生在由 Panasonic 與中油共同舉辦

的「2020綠色生活創意設計大賽」中，以 1銀 2銅 7佳作榮獲該年度的「最

佳學校」。倪晶瑋老師也以指導學生獲得 1銀 4佳作之績效，贏得「最佳指

導老師」之榮譽。為中原爭取榮耀的學生與老師如下：鍾守軒(銀獎 Go Green-

智慧綠能行動充電站/倪晶瑋指導)；謝真(銅獎 循環新世代/王子亦指導)；

吳佳諺(銅獎 除濕小細胞/謝淳鈺指導)；高瑄嬬(佳作 智能水想藥/倪晶瑋

指導)；林泰安(佳作 自由伸縮深紫外線殺菌燈/倪晶瑋指導)；李珮君(佳作 

游移多功能助行器/鄧運鴻/洪逸安/朱啟銘)；卓芸仙(佳作 蚊止全齡防蚊燈 

MOSTQUIZ)；張舜淵(佳作 We provide more than your imagination/謝淳

鈺指導)；陳湘茗(佳作 走出回音室-中油綠能加油站/鄧運鴻指導)；林泰安

(佳作 國境之東-地景共融充電站/倪晶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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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05室內設計學系陳歷渝老師、趙航老師及翁林寶老師獲得 2021 Muse 

Design Award 雙「金獎」。 

 

 110/04/15室內設計學系陳歷渝老師、趙航老師及翁林寶老師獲得 2021 A' 

Design Award「銀獎」及「銅獎」。 

 

 110/04/15室內設計學系陳歷渝老師、洪逸安老師獲得 2021 A' Design Award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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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0室內設計學系陳歷渝老師、趙航老師獲得第十屆華人金創獎專業

組「優選」。 

   

 110/03/15室內設計學系由陳歷渝老師指導，研究生曾明駿、王珮羽及梅丹

妮獲得 2021品牌旅館大廳概念設計學生競圖「金獎」。 

   

 110/01/25 2021 特力家居盃設計大賽，室設系碩士班學生曾明駿、朱子洋

榮獲家具設計類「佳作」(指導老師陳歷渝)、碩士班學生陳怡琳、梅丹妮榮

獲室內設計類「佳作」(指導老師陳歷渝)、大學部學生王郁婷榮獲室內設計

類「佳作」(指導老師洪逸安)、大學部學生林煒鈞、簡文奇獲室內設計類「入

圍」(指導老師朱國棟) 

 109/12/10室內設計學系由陳歷渝老師指導，研究生曾明駿、王珮羽及梅丹

妮獲得第十屆華人金創獎學生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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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室內設計學系陳歷渝老師、洪逸安老師獲得 2021 The 

Architecture Master Prize 住宅類「Best of Best」。 

 109/10/09室內設計學系陳歷渝老師、洪逸安老師獲得 2020 Muse Design 

Award「銀獎」。 

 2021 TSID學生競圖大賽，室設系共入圍 12組；如下表： 

作品名稱 姓名 姓名 指導老師 

場域調度 彭立宇 陳嘉云 吳燦中 

木境重生 張榆暄 陳俊棠 張欽評 

鳴波咖啡 Rippling Café 林品瑄 黃薰萱 何俊宏 

匯劇成盒 林信妤 黃萱宥 張欽評 

尋迴•循緒 陳灝林 陳柄君 侯娉婷 

藝情隅景 李育萱 張景智 蔡竺欣 

連繫 張家芷 林欣童 趙志元 

你只看到一部分的世界 江珮瑤 柯凱育 侯娉婷 

舞逅 吳迎瑄 翁悅庭 張欽評 

失樂園 楊恩琦 林沛妤 蔡錦明 

細解於視 劉忞沅 吳雨珍 王菱檥 

Serene Reminder 沉靜的提醒者 陳沛妤 葉瑄郁 王菱檥 

 

 2021金點新秀設計獎，室設系共入圍 9組；如下表： 

入圍項目 作品名稱 參賽者 指導老師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大埔藝術聚落 劉璨瑜/陳盈慈 鄭仁欽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浮岸之間 李依潔/鄭嘉琪 何頡 

入圍「金點新秀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間的裂縫  金詠新/孟容瑄  田榮瑜 

入圍「金點新秀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雨坵 - Relax in rainy day  黃淑瑜/莊雅淇  沈冠廷 

入圍「金點新秀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神性移植:短期禪修與佛教入世化 林鄭洋/彭奕瑄 禹連泉 

入圍「金點新秀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R.E.S.E.R - 裂縫中的重生 林家緯/王舜柏 沈冠廷 

入圍「金點新秀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大埔藝術聚落 劉璨瑜/陳盈慈 鄭仁欽 

入圍「金點新秀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JI / 紀與祭 王郁婷/嚴知逸 禹連泉 

入圍「金點新秀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至此之後 王亭珺/陳天容 禹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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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IDA 設計大賽，室設系碩專班周彥如同學榮獲銀獎。 

 2020 AYDA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室設系碩士班曾明駿、朱子洋

同學（指導老師陳歷渝老師）榮獲銅獎、大學部嚴知逸、王郁婷（指導

老師胡肖玫老師）榮獲佳作。 

  

 

 2020綠色生活創意大賽，室設系榮獲多項大獎名單如下： 

綠色生活居家通用設計組 

獎項 作者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佳作 高瑄嬬 智能水想藥 倪晶瑋 

佳作 林泰安 
UVC Sterilization Stretch Pole- 自由伸縮深紫

外線殺菌燈 
倪晶瑋 

佳作 李佩君 游移多功能助行器 

鄧運鴻 

洪逸安 

朱啟銘 

佳作 卓芸仙 蚊止全齡防蚊燈 MOSQUIT 倪晶瑋 

綠色生活居家創意商品設計組 

銅獎 吳佳諺 除濕小細胞 謝淳鈺 

綠能加油站創新提案設計組 

銀獎 鍾守軒 GO GREEN! 智慧綠能行動充電站 倪晶瑋 

銅獎 謝真 循環新世代 王子亦 

佳作 張舜淵 We provide more than your imagination 謝淳鈺 

佳作 陳湘茗 走出回音室- 中油綠能加油站 鄧運鴻 

佳作 林泰安 【國境之東】˙ 地景共融充電站 East of Border! 倪晶瑋 

 

 2020華人金創獎，室設系碩士班學生曾明駿榮獲學生組優良獎、大學

部學生陳新敏、莊雅淇榮獲學生組銅獎、歐胤里、劉燦瑜榮獲學生組優

良獎；系主任陳歷渝帶領之中原創意團隊榮獲專業組工作空間優良獎、

工作空間入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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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系學生獲獎： 

補助/競賽

名稱 
系級 

學生 

姓名 

指導 

教授 
計畫/主題名稱 

核定金額/獲獎

獎項 

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109

年青年暑期

社區職場體

驗計畫」分

區成果競賽 

景觀三 陳昭旭 - 

台中一場/彰化

縣二水鄉源泉社

區發展協會/田

調執行助理 

社區產業組第

二名 

109年全國

青年景觀競

賽 

景觀三 
李承憲 

楊舒媛 
許宜珮 圓林 

獎金 2仟元/第

二階段複選入

圍 

2020綠色生

活創意設計

大賽/綠能

加油站創新

提案設計組 

景觀三 陳昭旭 

柴  雋 

游智凱 

許聖浩 

許宜珮 GREAT 佳作 

第十五屆學

生景觀設計

競圖 

景觀三 王聖勛 許宜珮 陳 · 新。NEW & 

OLD 

優選 

景觀三 李承憲 彭文惠 樂曲 - 遺跡地

景再造，現代遊

憩創造-前新竹

日本海軍第六燃

料廠油庫遺址活

化再生規劃設計 

佳作 

景觀三 吳沂宸 李玉婷 變態-新竹六燃

油槽改造設計 

佳作 

金點新秀設

計獎年度最

佳設計獎 

景觀四 吳宗翰 

謝宏斌 

許宜珮 續/序-與都市共

存的墓園 

入圍空間設計

類決審 

2021A+文資

創意季 

景觀系 林楷哲 

許昀臻 

劉為光 療癒(台北機場

活化) 

入圍競圖 

決選 

109學年度

中原大學大

專學生研究

計畫研究創

作獎 

景觀四 林郁娟 周融駿 重新創建邊緣城

市生產地景─以

台中地區為例 

5仟元整 

110年度科 景觀三 柴雋 周融駿 探討未來的動物 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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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大專生

研究計畫 

園教育地景—以

臺北市立動物園

為例 

景觀三 楊舒媛 劉為光 眷村活化做為高

齡日照中心的可

行性探討-以新

竹金城新村為例 

48,000元 

2021第六屆

「全國專業

倫理個案競

賽」 

景觀三 

 

 

應華一 

黃曉琳 

許琳 

楊舒媛

陳思穎 

連振佑 探討知本光電規

劃案中的設計倫

理 

特優第一名 

景觀三 張力慈 

楊凱暄 

許育瑄 

王聖勛 

連振佑 天秤上的樂生療

養院 

優等 

景觀三 賴玉菱 

黃詩涵 

陳文欣 

李思嬋 

連振佑 台南七股農電共

生開發案 

入選 

 景觀系教師獲獎： 

補助/競賽名稱 
教師姓

名 
計畫/主題名稱 

核定金額/ 

獲獎獎項 

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Asia 

Pacific 

彭文惠 

Transforming the University 

into a Locally Embedded 

Community：The CYCU campus 

project 

獲獎者(國際

旅行雜誌免費

刊登兩個月) 

 

 110年度母親節合唱比賽，本院原專班獲第 3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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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或當我們同在一起……) 

 2021中原商設大學部畢業線上展《靠關係做設計》 

 

 

 

 

 

 

 2021中原商設碩士班畢業線上展《WWWW -We Walk We Work》 

 

 

 

 

 

 

 

 

 109/10/17 中原大學 65週年+室設系創系 35週年「原室 35 校友日」邀

請系友回娘家見證歷史，與創系的仲澤還主任、陳榮美老師及歷屆系主

任老師見面敘舊！回校系友破百人，場面相當熱鬧。 

  

 110/03/26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公會全聯會及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

公會的熱血騎士團，環島宣導推動室內設計技師國家考試，桃園站集結

在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以行動支持「室內設計技師國考」。 



21 

 

  

 110/05/07 大學生活與校園介紹暨宿舍巡禮，室內設計學系由洪逸安老

師簡介系上特色及學生學習規劃，並與家長、新生互動問答。 

     

 110/01/06 由洪逸安老師代表室內設計系及研究生陳怡琳為全國學生

代表，參加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辦理第九、

十屆理監事交接典禮及推動室內技師國考聯署活動。 

     

 109/11/07 中原大學系所博覽會，室內設計學系由洪逸安老師、朱禹潔

老師及大三系學會同學們，為高三同學介紹學系特色及互動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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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系校外教學/田野調查 

1. 一年級： 

(1) 110年 04月 02日-04月 05日--整合「景觀設計(一)」、「環境體驗

（一）」、「台灣本土植物」三門課程-分組下鄉體驗課程，彭文惠老師、

張瀞今老師、陳懿欣老師帶領 24位同學至桃園高義部落；戴永禔老師、

林慶怡老師帶領 10位同學至桃園雪霧鬧部落；連振佑老師帶領 10位同

學前往彰化埔鹽社區；陳信甫老師、蘇雅玲老師帶領 19位同學前往雲

林口湖鄉，進行為期四天得下鄉體驗課程活動。 

(2) 110年 04月 09日-04月 12日--整合「景觀設計(一)」、「環境體驗

（一）」、「台灣本土植物」三門課程-分組下鄉體驗課程，彭文惠老師、

張瀞今老師、陳懿欣老師帶領 24位同學至桃園高義部落；戴永禔老師、

林慶怡老師帶領 10位同學至桃園雪霧鬧部落；連振佑老師帶領 10位同

學前往彰化埔鹽社區；陳信甫老師、蘇雅玲老師帶領 19位同學前往雲

林口湖鄉，進行為期四天得下鄉體驗課程活動。 

(3) 110年 04月 17日整合「敷地計畫」與「敷地計畫實習」課程，林

慶怡老師帶領 32位同學至桃園八德、西坡、社子埤塘進行生態埤塘參

訪與實作。 

(4) 110年 04月 17日-04月 18日--整合「敷地計畫」與「敷地計畫實

習」課程，張華蓀老師、林碧雲老師帶領 27位同學至宜蘭粗坑溪進行

溯溪體驗活動。 

(5) 110年 04月 24日整合「敷地計畫」與「敷地計畫實習」課程，彭

文惠老師帶領 27位同學至桃園八德、西坡、社子埤塘進行生態埤塘參

訪與實作。 

(6) 110年 04月 24日-04月 25日--整合「敷地計畫」與「敷地計畫實

習」課程，張華蓀老師、張漢平教官帶領 32位同學至宜蘭粗坑溪進行

溯溪體驗活動。 

2. 二年級： 

(1) 110年 03月 20日--整合「植栽設計」與「植栽設計實習」課程，

許宜珮、方貞文、 蔡靜嫺老師帶領 46位同學至中原大學東區水塔-三

角地進行種植訓練。 

(2) 110年 04月 10日--「創意城市」課程，張煦華老師帶領 30位同

學至台北市總統府及凱道廣場進行案例基地調查規劃設計。 

(3) 110年 05月 08日--整合「植栽設計」與「植栽設計實習」課程，

許宜珮、方貞文、 蔡靜嫺老師帶領 45位同學至台灣大學進行校園生態

池、校園植物參訪。 

(4) 110年 05月 17日-05月 21日--「景觀設計(四)」課程，彭文惠老

師、鄧婉君老師帶領 16位同學至桃園高義卡維蘭部落進行基地調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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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3. 三年級： 

(1) 110年 5月 2日「創意生活文化地景」課程，張煦華老師帶領 38

位同學至台北士林官邸、農禪寺及新北市景美人權紀念園區參訪學習。 

(2) 110年 4月 9日「景觀新視野」課程，王光宇老師帶領 7位同學至

宜蘭壯圍走讀，讓學生親身體驗地景的五個維度，並以團隊合作的方式

將所感知之意象以影片方式來呈現。 

4. 四年級： 

(1) 110年 3月 19日及 5月 7日「景觀學會講座」課程，周融駿老師

帶領 10位同學至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蜆仔港公園及大漢溪山豬湖生態親

水園區參訪學習。 

5. 碩一： 

(1) 110年 4月 9日至 4月 11日「景觀新視野」課程，王光宇老師帶

領 5位同學至宜蘭壯圍走讀，讓學生親身體驗地景的五個維度，並以團

隊合作的方式將所感知之意象以影片方式來呈現。 

 

 109.06.20流動記憶與攤位傳承:新街溪畔「嚐」故事活動 

由陳歷渝主任和應華系彭妮絲老師合作編制新住民記憶食譜，並結合

黃慶輝老師的攤車計畫，從調查體驗、設計歸納到餐車施作，結合 「中

壢家，坤甸味」在新街溪畔舉辦《流動記憶與攤味傳承》進入新興里，

作為學生課程的成果展覽，利用美食和居民建立情誼。並與新興里辦

公室、社區發展協會、區公所、青年事務局、議員共同營造場域的永

續發展願景。 

  

 109.07.03-109.08.05與國際暨兩岸教育處共同舉辦「國際USR 暑期體

驗營」 

透過營隊課程，讓因國際疫情嚴峻造成暑假無法返鄉校內各系境外學

生，一起親近桃園也認識「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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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USR）」，帶領來自印尼、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

祕魯、聖克里斯多福等國的境外生，透過課程與營隊方式認識桃園埤

圳地景及中壢的地景文史，並了解「USR 計畫」為城市/農村的文化永

續帶來的行動成果。 

 

 

 

 

 

 

 

 

 

 

 

 

 廣福數位構築設計 

中原 USR 計畫結合廣福社區示一口田學堂，透過市集、開設學堂、稻草

工學工作坊，由陳宏銘老師帶領主導，藉設計課課程慢慢深入廣福社區

的各個角落，與社區一同尋找可以代表社區的特色。本課程由建築系大

四設計課的學生，藉由數位設計的構築方式，讓學生跳脫圖紙設計的框

架，以專業的數位技術改變社區空間。對於環境與居民生活多加著墨，

並用構築的建築手法營造出不同以往社區營造的活動空間。帶領學生走

出教室，將設計串連地方及社區，從中學習獲得實務經驗。2020更獲

得 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計畫-深耕校園類 楷模獎，結合企業延續計畫，

改變社會照亮每一個街廓與角落。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B%A3%E7%A6%8F%E7%A4%BE%E5%8D%80%E7%A4%BA%E4%B8%80%E5%8F%A3%E7%94%B0%E5%AD%B8%E5%A0%82?__eep__=6&__cft__%5b0%5d=AZVDBnlZaR33b0hjpjuewIjxKozW5SbPKIjmxl33Z-BgTS7gyl9QGSxxllU7gf53AwRvLDmdLfgxHodV0AA_0trMtZMzjROwBlM4GgmhYMNUPM0YWlDR2EiC1fBVYeCZNDCLdzyPk033E3m2py784SbjGxoGe4OPSx1bRO3LXGGY3snyPFgv4x-Vv7FJ76Y3rCk&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F%A1%E7%BE%A9%E6%88%BF%E5%B1%8B%E5%85%A8%E6%B0%91%E7%A4%BE%E9%80%A0%E8%A8%88%E7%95%AB?__eep__=6&__cft__%5b0%5d=AZVDBnlZaR33b0hjpjuewIjxKozW5SbPKIjmxl33Z-BgTS7gyl9QGSxxllU7gf53AwRvLDmdLfgxHodV0AA_0trMtZMzjROwBlM4GgmhYMNUPM0YWlDR2EiC1fBVYeCZNDCLdzyPk033E3m2py784SbjGxoGe4OPSx1bRO3LXGGY3snyPFgv4x-Vv7FJ76Y3rCk&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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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7 霄裡石母木作工坊 

中原 USR 團隊與大伙房書院的老師以及學生們一起體驗拆除木平台的

作業，並由室設系黃慶輝老師的指導研究生黃柏瑄帶領學生認識設計的

應用，最後還有霄裡在地的吳錦淇大哥讓學生們了解石母娘娘以及浣衣

池的歷史。黃柏瑄同學希望將設計與實作的課程精神，傳遞給社區中大

火房書院的學生們，調整大學生的實作內容成減齡版的參與模式，從拆

除、觀察結構、認識材料、到組裝的構成，助教親自上陣帶著大學生，

輔助小學生部份施作體驗，後續預留收邊的考題，讓大學生們動腦思考

解決，最終再與社區協調後，共同訂下可行方案，期待完工後的成果讓

更多人可以一起共好生活。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5%8E%9Fusr%E5%9C%98%E9%9A%8A?__eep__=6&__cft__%5b0%5d=AZXwlWKXrefU_1m8WaAXeFnFYa7GfTuoc_558pQS3CtGK5FvbHoBnxJ13l8o_xE01z88BgkGQPkcCmQPAfgcXdyYQm5Cp2B6YqBPFh8IVYvPPwPLADt-gdozbtYm9FbQhwCGQqUBeaVHJC_TTolSeId-CELEZtTvaW1-vOO18JYAxjpyAre0mDaV2JxHa8e5DNY&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4%A7%E4%BC%99%E6%88%BF%E6%9B%B8%E9%99%A2?__eep__=6&__cft__%5b0%5d=AZXwlWKXrefU_1m8WaAXeFnFYa7GfTuoc_558pQS3CtGK5FvbHoBnxJ13l8o_xE01z88BgkGQPkcCmQPAfgcXdyYQm5Cp2B6YqBPFh8IVYvPPwPLADt-gdozbtYm9FbQhwCGQqUBeaVHJC_TTolSeId-CELEZtTvaW1-vOO18JYAxjpyAre0mDaV2JxHa8e5DNY&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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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操世第老屋書院改造 

中原 USR 計畫結合大伙房書院與 霄裡盧家清操世第，將清操世第改造

作為大伙房書院的教室，由葉俊麟老師協助指導，獲得更多對老屋活化

的專業知識與決心，在鄭惠齡院長、盧氏宗親盧振賢理事長與計畫端共

同努力，今年度更榮幸獲得文化部「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長期

擔任歷史建築修復工作的廖金源老師也參與協助，老屋改造以舊時工法

並舉辦多場工作坊，讓書院同學與大學生一同學習，並找回宗親與在地

居民一同參與，使老屋持續在地方乘載更多記憶與重量。 

  

 

 110.02.11 《金城送暖慶團圓》 

團聚因疫情停辦 溫暖心意不中斷 

今年是《金城送暖慶團圓》的第十周年，礙於疫情緣暫停辦理團圓飯，

但溫暖不中斷，以新春禮包方式送給金城社區的長者與居民。 

團隊中的馬來西亞學生夥伴受疫情影響無法回國過年，原以為能一同參

與今年的團圓飯，卻也無法順利舉辦，便主動提出製作馬來西亞過年期

間會和家人齊製作的年餅，藉由製作過程一解鄉愁；不是貴重的禮盒卻

蘊含滿滿心意，一同送給金城來逐一拜年。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5%8E%9Fusr%E8%A8%88%E7%95%AB?__eep__=6&__cft__%5b0%5d=AZUNGrpmlRgRvche4ZsIkWEWMWKj8K5LByZCMd5QnPu7uakAwDf4KBgH7nEVCeJHcUTZVz7Mc48bA4SUNLhH4NxApsUyCVT3p3O_Teq9M4clfR2HV3SHM7cchxqJ6ha2F8rpmaTyoiVn9ajOI19TqRs6c1bXCTHrRuv9_MRNU72_N4peXn-_19i8YgmQODtyMpA&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4%A7%E4%BC%99%E6%88%BF%E6%9B%B8%E9%99%A2?__eep__=6&__cft__%5b0%5d=AZUNGrpmlRgRvche4ZsIkWEWMWKj8K5LByZCMd5QnPu7uakAwDf4KBgH7nEVCeJHcUTZVz7Mc48bA4SUNLhH4NxApsUyCVT3p3O_Teq9M4clfR2HV3SHM7cchxqJ6ha2F8rpmaTyoiVn9ajOI19TqRs6c1bXCTHrRuv9_MRNU72_N4peXn-_19i8YgmQODtyMpA&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C%84%E8%A3%A1%E7%9B%A7%E5%AE%B6%E6%B8%85%E6%93%8D%E4%B8%96%E7%AC%AC?__eep__=6&__cft__%5b0%5d=AZUNGrpmlRgRvche4ZsIkWEWMWKj8K5LByZCMd5QnPu7uakAwDf4KBgH7nEVCeJHcUTZVz7Mc48bA4SUNLhH4NxApsUyCVT3p3O_Teq9M4clfR2HV3SHM7cchxqJ6ha2F8rpmaTyoiVn9ajOI19TqRs6c1bXCTHrRuv9_MRNU72_N4peXn-_19i8YgmQODtyMpA&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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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27 玩埤復育生態環境教育 

中原設院 USR團隊與霄裡國小合作，協助執行 DFC(Design For Change)

課程，本次聯合校慶 70周年社區運動會，透過操作展示與竹霄社區分

享，帶動社區聯合國小共同守護濕地生態環境的永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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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28中原USR計畫分享講座-大山大海故事小學堂 

本次講座邀請室設系系友黃瓈葳講師分享關於社會設計的內容與案例，

分享自身從室設專業到參與社會設計的心路歷程。  

 
 

 

 110.04.26 壢ㄟ商行 

由參與 USR 計畫的商業設計系與企業管理系的同學聯合中壢街區博物

館，讓中壢老店們再次發光發亮！一連三天（4/26～4/28）在中原大學

鐘塔大草坪旁，可以看到一台由車子改裝的行動攤車壢ㄟ商行，用流行

的攤車元素帶大家認識中壢傳統老店，發掘老店們新的可塑性。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5%8E%9Fusr%E8%A8%88%E7%95%AB%E5%88%86%E4%BA%AB%E8%AC%9B%E5%BA%A7?__eep__=6&__cft__%5b0%5d=AZWmcyWtdCmlk8yA2JvEpCzGfzYu7g9bsdIB2nY6Kn4w2o9xLpFyUEGof2KBGhqX8tcZwzXkxfZgOmUOY138dPAaaLBtp7fPKfnlhH0FcVgsdOQjpSfJR7U3Mfv003Jj6qxJwy0sqBQx3xO4nnoF9SlnEYqqE-iM9jwE0hN2JXTsG2BARBqttM6cptvNXMUF2Hw&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BB%83%E7%93%88%E8%91%B3?__eep__=6&__cft__%5b0%5d=AZWmcyWtdCmlk8yA2JvEpCzGfzYu7g9bsdIB2nY6Kn4w2o9xLpFyUEGof2KBGhqX8tcZwzXkxfZgOmUOY138dPAaaLBtp7fPKfnlhH0FcVgsdOQjpSfJR7U3Mfv003Jj6qxJwy0sqBQx3xO4nnoF9SlnEYqqE-iM9jwE0hN2JXTsG2BARBqttM6cptvNXMUF2Hw&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3%A2%E3%84%9F%E5%95%86%E8%A1%8C?__eep__=6&__cft__%5b0%5d=AZW7uizI7YcAEhlyQ-x2BuV4OMfjTeJAJKmCSlHavbbMsYLr521umJtXclvOZ4B6B9mwyXN6E2gnVVzi_WgQU8PZdz4UT2W7IrMT7Iv8HdpuX9ZD-qgp_hBriLMH-owzH4eB6oErHscFOvOCNMar3QvBzfHe_evZDkgJcS_jDoj9ZvG5BMvfJ3s1v3cLcauDpIM&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3%A2%E3%84%9F%E5%95%86%E8%A1%8C?__eep__=6&__cft__%5b0%5d=AZW7uizI7YcAEhlyQ-x2BuV4OMfjTeJAJKmCSlHavbbMsYLr521umJtXclvOZ4B6B9mwyXN6E2gnVVzi_WgQU8PZdz4UT2W7IrMT7Iv8HdpuX9ZD-qgp_hBriLMH-owzH4eB6oErHscFOvOCNMar3QvBzfHe_evZDkgJcS_jDoj9ZvG5BMvfJ3s1v3cLcauDpIM&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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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Design Together 設計交流展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首次舉辦四系聯合設計交流會，由設計學院趙家麟院

長主辦，建築系謝統勝教授統籌規劃，四系一年級設計教學團隊共 338位學

生參加，40多位的老師共同參與。經由跨系聯合教學課程，強化師生觀摩，

訓練學生的團隊合作之經驗。 

    

  四系大一學生將「自我」、「環境」與「時間」做全面性的彙整與思考，

利用分析圖(My Life Map )、平面影像拼貼(2D Collage)與瓦楞紙版空間模

型(3D Spatial Model)，以”All about ME” (那樣的環境，這樣的我)為

主題，藉由課程與設計交流工作坊的方式呈現，109/10/12於宗倬章紀念廳

展出，並於中正樓舉行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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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歷史．消逝的地景》新竹六燃場域活化跨校系聯展 

 

   
 

《活的歷史．消逝的地景》新竹六燃場域活化跨校系聯展，為「新竹六燃歷

史保存與都市發展」聯合設計營的設計成果展，此次設計營與聯展由中原大學設

計學院主辦，邀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與景觀系所、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銘傳

大學建築系所、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交通大學跨領域設計與創新科技跨域學

程等，共 5所大學 8個系所參與，各校系所指導老師共計 30位，參加同學合計

232位，從不同層面檢視與探討新竹六燃，透過文化資產論述、遊戲導向場域、

空間意象、跨領域式社會提案等，帶領民眾瞭解新竹六燃。 

 

 

 

110/1/9至 23 於新竹市文化局藝文展演場館──風 livehouse 展出，延伸

展覽地點設於新竹六燃保溫基地─大煙囪下的家 1月 9日開幕式當日舉行「保溫

論壇《六燃進行式》」，邀請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文資教授 Professor Brian 

Goodey專題演講，”講題為「衝突與危機的記憶：對於當代文化遺產的思考」；

接著由參與設計營的８個校系師長進行綜合座談，探討新竹六燃各基地的潛力、

困境及發展價值，達成學術與實務的對話與交流，以凝聚眾人對於歷史資產的未

來發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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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X 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整合建築、景觀、室內設計及商業設計的專業，2021年 7

月 1日於線上舉辦「未來 X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透過分享不同文化思維的設

計觀點，激發出人與設計之間的深入融合與互動，一同思考「設計未來」與「未

來設計」。 

 

   

 

  開幕式由設計學院院長趙家麟擔任大會主席，室設系主任陳歷渝擔任主持人，

邀請到美國、日本、馬來西亞和國內等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並設計跨領域教

師、具有研究與實務經驗之學術及產業從業人員等各界人士與博、碩士研究生共

同參與論文發表及討論，強化學術能量並培養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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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環境、社會、技術、生活方式的新變化，設計師對未來設計需要什麼新

思維的思考，如何建構更能安全舒適的空間、更健康、生態的環境，以促進更美

好的生活，藉由對「設計的未來」集思廣益思考，推動「未來的設計」! 

 

 

  「未來 X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強調關心三個層面：「人」、「設計」及「創

新」，將人、設計及創新導入多元設計領域，涵蓋建築、景觀、室內設計、商業

設計、產品設計、文化創意及社會設計，思考友善性、互動性、文化性與設計之

間的價值，為未來國內設計環境，挹注創新、永續與創業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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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 

 變態.建築 仿生作品展 

 

為激發大一學生的創造力、觀察力與實作能力，建築系八位老師聯合授課並

共同命定主題的方式來培養學生用不一樣的眼光看世界。課堂中，學生不僅要為

自己的作品找定義，還要分析許多獨特材料來進行創作。此次課程成果於

110/01/13 更透過戶外快閃展覽，將每一位同學的奇妙巧思在冬日暖陽下呈現，

每一個作品都散發出不一樣的風韻，吸引不少民眾與校內師生駐足觀賞。 

 

     

本屆建築系一年級學生的期末設計任務名為：「從微觀到巨觀，從有機到幾

何(Structure, Space & Form Inspired by Nature)」，希望透過學生「認真看，

用心想，動手做」之方式，用眼睛、耳朵、手、鼻子、嘴巴，用所有的感官去體

驗、去觀察真實的世界，喚醒自己的五感(視、聽、觸、味、嗅覺)，打開對世界、

對大自然、對萬物的窗口。將浩瀚大自然界的有機體學習並轉化，最後透過仿生

學的操作手法，呈現建築結構體之理性、重複性、幾何性與秩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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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網站˙一棟建築：VR虛擬實境特展 

 

疫情讓世界停下腳步，但我們讓展覽永久保存。即便疫情來得措手不及，卻

也讓建築系同學克服種種困難與挑戰，在疫情的限制下，嘗試不同以往的展覽形

式發表作品。為期兩個月的籌備，中原建築第 57屆畢業設計線上展《Turnaround 

time 轉迴時間》，於 2021年 7月 20日，正式上線，將一座網站，打造成一棟建

築，透過 VR 虛擬實境展覽，帶領觀眾走進系館的許多角落，走訪各展室，一同

觀賞作品。  

   

    在五月中已人去樓空、彷彿緊急逃難後殘存的建築系館大小空間之中，學生

們以系館教室、工作室等空間作為展場，利用現有的桌椅與系館公物，沒有展架、

沒有多餘外來物件，在原本作品產出的空間之中，呈現最終成品，忠實還原設計

者的工作場景，使觀展者有機會一窺究竟，不僅能看到每一位同學的設計「成果」，

還能體驗到製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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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設計學系 

 靠關係做設計 連結人事物的好設計 

 

商業設計學系 109-2學期畢業展

主題訂為「靠關係做設計」，主張世界

由各種關係所構成，唯有透過觀察並

梳理這些關係，才能做出連結人事物

的好設計。作品入圍「2021金點新秀

設計獎」多項肯定！ 

110/05/13-14 於真知教學大樓一

樓中庭，隆重展出。展出期間吸引許

多校內同學們前來參觀。 

 

     

「養銹曆」製作團隊藉由養銹結合年曆，運用常見的 15種溶液，如紅茶、

醬油、可樂，逐月「養」出鐵銹多變樣貌，藉以記錄時間所帶來的變化，搭配特

製陶器、木盒，將養銹昇華為如同日本茶道般典雅細緻的工藝。 

         

「咱ㄟ歌」將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謠製作成立體有聲書，使讀者從中瞭解童謠

背後所傳達的臺灣本土故事；「女字旁」，透過不同女性的視角鼓勵讀者尋求屬於

自己的人生故事 。



36 

 

景觀學系 

 眷村色彩 文化保存 

景觀系、商設系與中華民國眷村資源

中心合作「眷村色彩採集計畫」，走訪

全台灣北、中、南、東部共十處尚未

完成整建的眷村，以多元視角對於自

然環境景觀、人文歷史地理、口訪眷

民色彩記憶、和建築建材眷物等方式

採集，進行眷村色彩田調。同時以「建

築空間、自然環境、人文歷史」三大

主軸呈現眷村的獨特色譜。 

 

    

最後歸納出六種眷村共通色，同時以「建築空間、自然環境、人文歷史」三

大主軸呈現眷村的獨特色譜。這是全台首次嘗試以「色彩」作為觀察記錄與詮釋

媒介進行眷村文化研究，透過視覺設計及美學角度呈現，讓民眾一次認識多個臺

灣眷村與色彩故事。團隊於 110/02/05-28 舉辦「眷戀色彩：十個眷村·十倍色

彩採集」展覽呈現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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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學系 

 敘事設計 人文科技 

    

室內設計學系陳歷渝主任及洪逸安老師，帶領同學參訪中壢街區的歷史建築與店

舖，藉由課程建立探索場域、感受體驗、發展論述、創作產出之能力。結合人文

與科技，運用圖像辨識製作軟體 Unity及 AR套件，以移工、交通、倉庫、美食、

文化為主題，進行手繪稿及照片拼貼創作並於 110/03/17-31公開展覽 

 

 社區服務 實作學習 

   

室內設計學系教授陳歷渝主任與林文祺老師共同於 110/03/27-28 舉辦社區共生

工作坊，帶領學生一起從實作中學習，用設計專業服務社會，為財團法人嘉宜會

福利基金會的案家楊梅老屋協助漏水修繕工程。透過社區服務學習，充分瞭解防

水施工中需要注意的細節，發揮動手實踐學以致用，用設計專業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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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疫情餐飲新思維  

 

為落實學用合一，並面對當前疫情挑戰，中原室設所師生以陽明山美軍宿舍基地

為場域，在學期初完成實地勘察後，即展開品牌與後疫情共構的實質設計。 

     

學生針對咖啡、輕食等餐飲空間，提出因應目前「疫情」困境的解決方法或創新

思維，設計「後疫情餐飲新思維」作品，於 2021.01.04-11在中原大學維澈樓一

樓聯合行政服務中心展區進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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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雙城國際設計工作坊 

 

中原大學和馬來西亞 UCSI大學共同舉辦「2021 雙城國際設計工作坊」，因應疫情政策，跨

越空間上的限制，以線上的方式呈現。其中參與的學生來自台灣、馬來西亞、中國、印尼與

馬爾地夫等地，為期三週的設計工作坊，除線上課程外，也聯合踏查不同基地。 

  

7月 30日開幕式當天，透過 USR計畫主持人陳其澎教授與 UCSI大學張集強老師的分享，讓

學生們了解埤塘之於生態、河川之於都市的發展關聯和重要性，並在保護原有水文環境的前

提下，讓城市發展互利共生，為此國際合作設計做出開端。 

 

設計工作坊以台灣與馬來西亞兩地為場域，進行永續城市計畫的設計，提出對於桃園南崁都

市計畫區與馬來西亞冷岳河流域的未來規畫模式學生，透過各種紀錄方式，採用拼貼、速寫、

繪畫等技法，以感性的方式詮釋理念，表達個人對於場域的感知，使設計規劃不限於冰冷的

圖面，並跨越海峽的距離，於線上白板中進行分享，講述自己所感受的場域。 

 

8月 21日舉行專案發表，並邀請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王旭斌副局長、樸門永續設計學會林雅

容理事長、反迫遷連線執行委員田奇峰、馬來西亞州議員許來賢、雪蘭莪旅遊局旅遊發展經

理蔡依霖等出席，共同為此計畫提供意見與勉勵，也提供當地的問題與解決經驗。 

 

計畫主持人陳其澎教授表示，長長的路我們慢慢地走，工作坊的結束則是在地居民的開始，

所有規劃不只限定在工作坊期間，中原設院 USR計畫團隊後續將與綠捷農地守護聯盟一起，

進行更周全的都市規劃與策略的溝通。 

   

▲設計工作坊線上開幕              ▲miro 平台線上創作分享 

   
▲地景閱讀與感知詮釋              ▲城鄉規劃專案發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