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函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13號
聯絡人：王璟

電子信箱：wangjing@mail.chihlee.edu.tw
聯絡電話：02-22576167#2316
傳真電話：02-22580418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致通識字第1070000424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決審名冊附件2決審議程附件3本校交通校園平面圖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主旨：本校謹訂於民國107年5月25日（星期五）下午2時整，於
本校綜合教學大樓8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七屆青衿文學
獎」決審會議，敬請公告並鼓勵所屬師生踴躍參加。

說明：
一、第七屆青衿文學獎進入決審作品，經外界評審委員評選

完成，各組決審名冊，如附件1。
二、決審會議採公開評審方式，邀請進入決審同學參與，敬

請各校惠予參加決審會議同學公假，活動議程如附件2。
三、本校交通路線圖、校園平面圖，如附件3。
四、活動聯絡人：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王璟老師，聯絡電話：

(02)22580418。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電 子 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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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簡簽
 

承辦人：鄭思琪
電話：05-2717066
電子信箱：szuchi@mail.ncyu.edu.tw

 

擬辦：
一、致理科技大學謹訂於民國107年5月25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於本校綜合教學大樓8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七屆
青衿文學獎」決審會議。

二、擬上網公告週知並副知民雄學務組、中國文學系，電子海
報公告社團臉書。

三、文陳閱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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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青衿文學獎　

散文組決審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 科系 作品名稱

3. 林品彣 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扼殺

4 詹雅婷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怪咖，妳好！ 

10 林良芩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心中的小月亮

11 廖顯耿 台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常市

13 劉弈德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男，還

21 張嘉芮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永別

29 張宜臻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不需時間丈量的友情

30 楊澤霖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一個下午，一杯咖啡



33 李維銓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濃稠的可可亞

34 陳世元 致理科技大學 應英系 我討厭在遇見你之前

38 田安淇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高中那三年

39 魏瑄庭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生存

40 楊依璇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貓

47 許碧纖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青春紀事之光頭女孩

與女僕男孩

48 陳俊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失眠

50

劉亦菱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我們都在井底仰望著

天空

59 張藝馨 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後來的我，我們

63 楊家宜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藍色棉褸



68 朱思蓉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微醉醺風

70 李柏穎 台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等待月光

第七屆青衿文學獎

新詩組決審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 科系 作品名稱

2 張哲寧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成長

6 林詠竣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當赤裸的人性遇上了科技

10 陳韻安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教科書



13

常雅婷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請你閱讀這首詩，我會一

直看著你喔!

18 吳亞璇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把你的明天借我好嗎

20 康雅婷 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象限

26 楊志恒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藍鯨送葬

30 鄧星銳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圓仔花

32 邱垂庭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解脫

39 李惟豪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家

43 藍琬婷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上樓

46 林儀綸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文系 那一滴淚

50 柯姿瑋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飛鳥



56 劉亦菱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你

58 蔡雅萍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夜裡的光影嬉戲

64 呂宏修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空氣

66

汪玉如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

系

是寂寞驅使我

73 盧子琪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時鐘

75 羅元駿 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龍舌蘭日出

78 翁欣妤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精神潔癖患者

79 黃詩傑 南臺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島嶼，妳是否在哭泣

81 徐維澤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我是我

83 馬振德 台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母親



84 陳冠綸 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療癒系童話

88 王姿云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燈





本校交通路線圖

來校方式：

1



 地址：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電話：（02）2257-6167-8（代表號） 

 到校路線說明：

一、捷運

搭乘捷運板南線者，請至新埔站下車，往１號出口，沿文化路一段直走至第一銀行

後前行約 60 公尺右轉，即可到達（步行約 5 分鐘）。

       二、公車

搭乘公車者，有

88、99、245、264、310、656、657、701、702、703、802、805、806、813

、910、918、920、1070、1073、橘 5、藍 17、藍 18 藍 33、藍 35...等，或至大

眾運輸轉乘查詢網站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或 http://e-

bus.tpc.gov.tw/)查詢。

三、火車

搭乘火車（高鐵）者，請至板橋站下車，由前站北 2 門出口右轉步行文化路 1 段，

即可到達（步行約 10 分鐘）。

       四、自行開車

1.經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往板橋方向出口，接 64 號快速

道路（西向），往萬板路出口方向下橋，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

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2.經高速公路國道一號（北一高）五股交流道下靠左直行，接 64 號快速道路（東

向），至板橋交流道（民生路）出口方向下橋，直行至文化路，右轉文化路直行，

即可到達。

          3.由台北市方向到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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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經台北市華江橋，直走文化路 2 段、1 段至漢生東西路口，右轉漢生西

路，前行約 150 公尺紅綠燈口，再右轉漢生西路，前行約 250 公尺，即

可到達本校地下停車場。

b. 經台北市光復橋，直走中山路至民生路口右轉，途經民生大橋直行民生

路至迴轉道，迴轉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至漢生東西路口，右轉

漢生西路，前行約 150 公尺紅綠燈口，再右轉漢生西路，前行約 250 公

尺，即可到達本校地下停車場。

c. 經台北市萬華區華翠大橋，往板橋車站方向直行至終點下橋，前行至民

生路右轉直走，過文化路前行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

直行至漢生東西路口，右轉漢生西路，前行約 150 公尺紅綠燈口，再右

轉漢生西路，前行約 250 公尺，即可到達本校地下停車場。 

d. 經台北市萬華區萬板大橋，下橋直行萬板路至民生路口右轉，直行民生

路過文化路前行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至漢生

東西路口，右轉漢生西路，前行約 150 公尺紅綠燈口，再右轉漢生西路，

前行約 250 公尺，即可到達本校地下停車場。

4.由桃園方向到校者： 

e.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新海大橋，走新海路至漢生西路交接口，即

可到達本校地下停車場。 

f.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大漢橋，直走民生路至文化路口右轉，續行

文化路至漢生東西路口，右轉漢生西路，前行約 150 公尺紅綠燈口，再

右轉漢生西路，前行約 250 公尺，即可到達本校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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