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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緣起 

中原大學秉持「全人教育」及「生命關懷」理念，多年來藉由「服務學習」之實

作教育，結合專業、服務與學習，鼓勵學生參與各種公民活動，透過不同的生命體

驗，發揮專業知識，培養學生具有批判性與建設性的應變能力，深化其文化素養、

增進其道德倫理的認知，以行動具體實踐「全人教育、生命關懷」，希望透過服務學

習專業融滲及服務學習活動推廣，營造具有全校教育、生命關懷、服務學習之校園

氛圍。 

教育部自 106 年起，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鼓勵各大專校院負起在地

社區之大學社會責任。為提升「服務學習」成效，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之目標，希冀

透過融合服務學習之學術研究及各大專校院服務學習之推廣經驗，強化「服務學習」

之深度及廣度。 

二、活動目的 

（一）促進系所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元素，建構學用合一之教學場域。 

（二）促進系所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跨領域合作，強化學生專業知能及合作能力。 

（三）促進各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跨校交流分享，提升服務學習推廣之效益。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四、主辦單位：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社團法人臺灣服務學習學會 

五、活動日期：111 年 11 月 18 日（週五）9:30-17:00 

六、活動地點：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村（北棟）4 樓 國際會議廳 

七、參與對象：對服務學習及永續議題有興趣之大專院校及高中職教職員 

八、報名網址：採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6QBcrCNYp1yTWdvR8  

（報名截止日為 11月 4日） 

九、聯絡人： 范姜緗筠小姐（886）-3-2652157／SL@cycu.edu.tw 

十、其他： 

1. 參與本研討會者，將核發研習證明。 

2. 提供高中職教師教學研習時數。(上午場 2小時；下午場 3小時)。 

3. 為響應環保，與會者請自備環保餐具及環保杯。 

4. 下午課程名額有限，如報名成功者會另行寄發確認通知信件。 

  

https://forms.gle/6QBcrCNYp1yTWdv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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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 

致詞：陳冠宇/中原大學學務長 

10:10-11:05 

主題一：人的原點 

主持人： 

施鈴邦/桃園市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科長 

與談人： 

王雅玢/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老師 

丁姵元/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老師 

11:05-11:20 交流茶敘 

11:20-12:15 

主題二：物的重生 

主持人： 

吳正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際及體驗學習組組長 

與談人： 

黃慶輝/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老師 

許宜珮/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老師 

12:15-13:30 午餐、休息 

13:30-17:00 

主題三：文化共融 

馬祖風燈憶「湳」忘 

講者：巫秀千老師／桃馬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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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研討會講員簡介 

 主題一、人的原點 

 

 王雅玢老師 

 

現職：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老師 

 

學歷： 

中華民國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 博士 

 

經歷： 

中原大學 生物環境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中原大學 生物環境工程學系 副教授 

紐約大學 環境醫學研究所訪問學者 

中原大學 生物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中原大學 生物環境工程學系 系主任 

 

專長及研究領域： 

空氣汙染控制 

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化 

永續環境教育 

 

 

 丁姵元老師 

 

現職：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老師 

 

學歷：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管理教育博士 

 

經歷：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中華工商專科學校 企管科 講師 

 

專長及研究領域： 

組織行為 

人力資源管理 

教育訓練 

行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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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二、物的重生 

 

 黃慶輝老師 

 

現職：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老師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工學博士 

英國倫敦大學建築碩士 

英國雪菲爾德大學建築碩士 

 

經歷：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 助理教授 

3D 虛擬實境研究室 主持人 

 

專長及研究領域： 

室內設計 

建築與都市設計 

數位空間設計及理論 

 

 

 許宜珮老師 

 

現職： 

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老師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老師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景觀建築碩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科學碩士 

台灣大學森林學士 

 

經歷： 

美國 TESKA ASSOCIATES, INC.資深景觀建築師 

美國綠建築協會認證綠建築師 

美國伊利諾州註冊景觀建築師 

台灣綠色養生學會監事 

 

專長及研究領域： 

永續環境設計 

益康空間與植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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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交通資訊 

【中原大學交通指引】 

1.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北上：「中壢交流道」（62K）（往中壢方向）→民族路→(左轉)環西路→

環北路→普義路→中山東路→(左轉)幸福街→(右轉)中北路→中原大學

校門 

中壢交流道交通路線圖 

南下：「內壢交流道」（57K）→中園路→(右轉)中華路→(左轉)普義路→

中山東路→(左轉)幸福街→(右轉)中北路→中原大學校門 

內壢交流道交通路線圖  

 

 國道 3 號（北二高） 

「大溪交流道」（62K）（往中壢方向）→永昌路→ (左轉)「66 號快速道

路」→「平鎮中壢二」出口→(右轉)中豐路→(右轉)環南路→(直行)環中

東路→(左轉)實踐路口→(右轉)中北路口→中原大學正門 

大溪交流道交通路線圖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搭乘高鐵： 

乘車至「高鐵桃園站」轉接駁車至中壢，搭 155、156 路公車於中原大

學全人教育村下車。(高鐵班次查詢) 

 搭乘台鐵： 

乘車至「中壢車站」轉搭 155、156 路公車於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村下

車。(台鐵班次查詢 ) 

3. 搭乘本校安排接駁車往返高鐵站： 

(1) 啟程：8:40 由桃園青埔高鐵站 8 號出口至本校 

(2) 回程：12:30 或 13:40 由本校搭車至桃園青埔高鐵站 

(3) 回程：17:00 由桃馬文化之旅地點搭車至桃園青埔高鐵站（參與小旅行者） 

4. 搭乘本校安排接駁車返回中壢火車站： 

回程：17:00 由桃馬文化之旅地點搭車至中壢火車站（參與小旅行者） 

https://www.cycu.edu.tw/car_2.html
https://www.cycu.edu.tw/car_1.html
https://www.cycu.edu.tw/car_3.html
https://www.thsrc.com.tw/ArticleContent/a3b630bb-1066-4352-a1ef-58c7b4e8ef7c
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1/tip112/gob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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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搭乘公車：（中壢火車站到中原大學路線）  

桃園客運 155/156 路公車 時刻表 

155 路 

中壢桃客總站經中

原大學 

156 路 

中壢桃客總站經中

原大學 

編號 中壢發車 編號 中壢發車 

1 6:10 1 6:55 

2 7:20 2 7:40 

3 8:00 3 9:30 

4 9:00 4 10:45 

5 12:00 5 12:45 

6 14:00 6 14:30 

7 15:00 7 16:00 

8 15:30 8 16:40 

9 17:00 9 17:20 

10 17:40 10 18:00 

11 18:30 11 19:00 

12 20:30 12 20:00 

13 22:00 13 21:30 

此處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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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村(北棟)4樓

國際會議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