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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獎屬於全體 PMP 師生同仁 

PMP 王惠鈴老師榮獲 108 學年度優良導師 
  

王惠鈴、許芳瑜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王惠鈴老師榮獲108學年度全校優良導

師，王老師說這個獎屬於全體PMP師生同仁，如果不是PMP辦公室建立起密切的

輔導網絡，這是很難達標的。 

 

從了解開始，建立學生資料筆記 

107學年有43位外籍生，108學年也有43位外籍生，每一年要重新熟記學生的

各種基本資料都是大工程，例如記住每一位外籍生中英文姓名、長相、國籍(含

城市)、朋友圈……等。開學前一週PMP已經進行宿舍服務及迎新等活動，讓導

師與學生能緊密聯繫與認識，並記錄與時常複習學生長相，第二週開始，便可以

準確叫出大部分學生的名字了。再加上上課時慢慢頻繁接觸學生後，做一些筆

記，見面時就可以找到更多晤談的切入點，一切就從了解開始。 

 

調整習慣最關鍵，重視每週開班會的時光 

PMP的外籍生由於文化差異的關係，來到逢甲後，才開始學習台灣的文化，

並努力調整過去的習慣，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107-108學年兩屆PMP學生都以

東南亞學生居多，剛開始學生沒有準時上課的觀念，也不知道要看醫生和請假，

上課時間理所當然去上廁所…等，在台灣我們覺得本來就是這樣的小事，對外籍

生而言全部都是全新的挑戰。來PMP雖然學中文是首要任務，但是沒有好的習慣

和學習態度，恐怕也撐不久，於是我們堅持每週開班會，從不間斷，並且班會課

也進行隨機點名，每週一小時班會課的時間永遠不夠用，除了安排特定主題活動

外，更重要的是每週洗腦，養成習慣，讓學生感受到，讓自己一次比一次做得更

好，不是為了要跟誰比較。 

 

鼓勵和陪伴，用Line就可以找到老師 

PMP外籍生帶著不安的心情來到逢甲，中文又這麼難學，每天都有很多挑戰，

常常有沮喪想要放棄的時候，任何一句不經意的話，就有可能打擊信心或鼓舞士

氣。學生來到異國，常常因為想家或壓力太大而睡不好，表現失常，加上PMP的

課表每天都是滿堂，雖然我是一門必修課的授課老師，在辦公室、研究室、班會

課、必修課一定會見到我，但夜深人靜總有脆弱的時候，於是我讓學生直接用line

跟我聯繫，但外籍生大都不好意思麻煩老師，如果有開口問，通常都是來跟我道

歉，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表現得還不夠好，所以常常都是我主動發訊息問學生，軟

硬兼施，該嚴肅就嚴肅，該鼓勵就鼓勵，讓學生清楚知道，表現得不夠好沒關係，

慢慢來，我們會陪著你一起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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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理心看待文化差異，建立導師的存在感 

107-108學年在諮詢輔導時有時遇到瓶頸，發現對學生耳提面命效果仍有限，

例如:鼓勵泰國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總是三催四請，越南學生打工後便疏忽課業，

本末倒置，印尼學生對於考試或課堂必須遵守的規範屢勸不聽，日本學生總是不

好意思開口求助，自己硬撐，聖露西亞、巴拉圭、蒙古等國家少數族群，總是獨

來獨往……等，雖然知道是各國文化差異的關係，但是因為要朝夕相處一整年，

必須知道更多細節，才能產生更多有效對話的可能。於是輔導團隊針對PMP第1-

3屆學生進行學習與生活認知大普查，瞭解各國學生更細微的認知差異，讓諮詢

輔導工作更有效推動。 

 

透過TA培力和課程紀錄表，了解學生整體課程的學習狀況 

在PMP每一堂課只要老師提出申請，通過審核就有跟課TA，所以在PMP我也

負責訓練這批TA，讓他們可以在課堂上幫助老師也幫助同學，透過TA每次跟課

的紀錄表和定期的培力會議討論，可以完整掌握學生每週在不同的課堂的表現

狀況，進而馬上晤談需要關懷的學生，或者在班會課請學長姐來分享做報告和考

筆試的方法，加開國際生家教班進行補救教學，再發動我在華語教師學分學程實

習課的台灣生，加入一對一課輔的行列，並且也把觀察到的狀況提出來教師教學

協力會議分享，讓所有授課老師同心協力，往更有效率的方向調整教學，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 

 

王老師表示，有效的、有溫度的輔導經驗希望不只是PMP的特色，也希望是

逢甲大學各院系各班級所有導師的輔導特色，讓PMP國際生一年後分流到各系，

不只是把PMP當成台灣的家，也把各系當成台灣的歸宿。 

  
108.11.28 班會課邀請就業輔導及職能發展

中心專業講師說明UCAN，提供同學選系

專業參考 

107學年運動會大隊接力熱情擁抱跑最後一

棒的日本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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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 班會課宣導防疫觀念，並指導學

生如何使口罩貼合臉部 
109.4.16 個別一對一輔導學生選系志願 

 
PMP1畢業了! 帶著滿滿的祝福，你們將展趐高飛!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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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逢甲 60 共善系列活動 

共善緣-2020 逢甲大學公益路跑 
  

吳得政撰文 

一、宗旨： 

本校為推動全民運動，促進師生身心健康、聯繫校友暨社區聯誼，並善盡大

學之社會責任，適逢緊臨本校的中央公園落成啟用，特舉辦本活動讓所有社會大

眾認識台中市政府在都會區有這一片完善的綠地提供給市民從事休閒運動，並

透過扶助弱勢，讓弱勢者也可以走出戶外，體驗公共設施。 

 

二、活動主題：共善緣-2020逢甲大學公益路跑活動。 

    最近即將正式啟用，緊臨本校的中央公園規劃有12項感官新體驗園區，

本校為推廣全民運動，規劃在中央公園內安全的步道路跑，並邀請瑪利亞社會福

利基金會扶助之弱勢學生共同參與。 

三、主辦單位：台中市政府社會局、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四、承辦單位：逢甲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報名連結 60周年校慶系列活動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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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活動預告 

【電影音樂狂響曲】音樂會 
  

陳麗如撰文 

顏尼歐•莫尼克奈的電影音樂綺響世界，將由本校駐校指導女高音Miranda 

Jan (詹美慧)、小提琴家Daniel Tomàs Karl、小提琴家張瓊紋、中提琴家張博銘、

大提琴家陳怡靜、鋼琴家凌仁澤為本校師生獻上各類電影音樂。將演出新天堂樂

園(Cinema Paradiso)、四海兄弟(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狂沙十萬里(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綜合小美人魚、風中奇緣、小飛象、獅子王、納尼亞

傳奇等，在冬季的夜晚帶領大家進入電影音樂的浪漫奇幻世界。 

活動日期：2020 年 12 月 07 日（星期一） 

開演時間：下午 19 點 00 分 

入場時間：下午 18 點 20 分 

演出地點：啟垣廳 

請務必全程佩戴口罩，注重咳嗽禮節等衛生習慣。 

活動海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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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2/1-14 節目單 
  

陳思穎撰文 

歡迎至人言十樓通識教育中心或通識沙龍索取節目單，亦可追蹤臉書「逢甲

大學通識沙龍粉絲專頁」，將可不定期收到最新場次消息。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12/1 (二) 

10:10-12:00 
林松槿 

以戴奧辛汙染事件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 

以新北市八里地區之戴奧辛羊肉事件為例，說明追溯

污染源遭遇問題，如何抽絲剝繭，逐步找出污染源，過

程中同時面臨居民質疑八里焚化廠為污染來源，如何

透過科學方法來解除居民疑慮，處理過程遭遇問題及

困境如何反映到後續食品安全監控機制。 

12/2 (三) 

12:10-13:00 

王  妡 
王雪怡 

山口和香奈 

楊春婷 

不一樣˙都一樣──在多元化又開放的台北一起探討

性別議題！ 

這一次在台國際體驗的學習旅程我們的題目是性別平

權，去關注國際女性地位以及同志議題。本組特別針

對女性權益做探討及暸解，並前往台北拜訪相關國際

組織——「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我們會分享整個

行程中的事前準備工作，和團體合作中所遇到的困難

與如何解決；以及在這整個學習旅程中我們有否重新

認識自己、更加認識世界、同時敘述自己的心得。 

12/2 (三) 

18:10-20:00 
蘇庭鋒 

犬肢體行為 

犬隻肢體語言介紹。 

12/3 (四) 

12:10-13:00 

梁國放 
余玉琳 

建築物中的「諾亞方舟」 

此次我們將集中在討論「永續發展目標」中的第6項：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水資

源為人類文明帶來巨大貢獻與影響，不論是生存、衛

生、清潔、交通、自然、淨化，灌溉，防洪、棲息地和

生物多樣性都需要水。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口數量的

增加。大家對資源的需求只會呈現以倍速增長的趨勢，

如何做到永續發展結合生活成為現在世界各地不同國

家的一大挑戰之一。  

12/3 (四) 

15:10-17:00 
林鈺偉 

逢甲創業青年──環遊世界車輪餅  

旅行＋車輪餅＝∞ 

熱愛旅行的背包客老闆和闆娘，透過旅行認識更廣闊

的世界。秉著對旅行與美食的渴望，將異國料理與台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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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復古小吃「車輪餅」結合，打破既定的生活美味，創

造出全新的飲食文化。 

將車輪餅事業推向國際，成為最具代表台灣美食的會

展熱點，不斷創造車輪餅的無限可能，國際展場、會議

中心、婚禮、國宴遍佈開花。 

1.創業動機，這是無限的坑啊！ 

2.經營甘苦談，當老闆不能只會數鈔票。 

3.網路紅店？排隊美食？人氣不等於買氣！ 

4.創造新話題，改變飲食文化，永續經營。 

12/7 (一) 

13:10-15:00 
劉士堉 

古典吉他的音樂世界 

1.現場演奏示範。 

2.介紹吉他名曲。 

3.表演藝術的價值。 

12/7 (一) 

15:10-17:00 
劉士堉 

表演藝術生涯 

1.學習藝術的心路歷程。 

2.職業生涯的生命體驗。 

12/14 (一) 

13:10-15:00 
陳  浪 

哪裡，是我的流浪？ 

本次活動講師陳浪是新銳旅遊作家、外景節目主持人、

亦是知名熱門講師，這次主題「哪裡，是我的流浪」也

是他第三本背包客生涯著作之書名，書中敘述了陳浪

八趟旅程，足跡橫跨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及越南等

地，邀請您一同參加且透過陳浪分享他在書中提到的

旅程經驗，並了解他多年背包客旅程是如何一路前行

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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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1/10-19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11/10 小資打工族的世界大局  11/11 後疫情時代的投資與理財規劃 

  
11/11 上山下海過一夜 11/13 職涯轉換與海上休閒產業介紹 

  
11/13 美是未來的競爭力 11/16 Italian Food and Its Secrets. 

  
11/19我用Coop課程在加拿大當起白領了  11/19我認真起來連我自己都害怕！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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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微學分 12 月新開課程開放報名中 
  

許雅婷撰文 

109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熱烈報名中，陸陸續續都還會有許多課程

新增，以及相關的專題演講等活動。課程安排有職涯系列課程、創業相關系列課

程、影片製作、美學系列課程、兩性關係系列課程、物聯網程式設計系列課程、

溝通表達相關課程、SDGs相關系列、各種領域的技能課程，以及由碁峰資訊及

AUTODESK公司提供的「AUTODESK競爭力微學分系列」課程，並依據同學們

給予的問卷回饋開設相關課程……等各式課程，鼓勵同學自主跨域學習，讓同學

不再受限於傳統的學分配置，也不再侷限於學習的主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興趣任意搭配、跨領域學習。 

12月加開Maker必備技能系列課程「3D列印機使用及維護」、「雷射切割基礎

班」等課程現正開放報名中。期望透過課程，讓同學具備使用雷射雕刻及3D列

印，除了可以讓自己的創意實體化，也可以透過這次的教學學習機台的保養及簡

易維修，在碰到任何狀況時可以自己先行排除一些簡單的問題。 

 

報名網址【NID登入】>【課程準備】>【活動報名】>【通識微學分課程】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課程報名操作方式(請參考)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11/28~12/21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1/28(六) 

9:00-17:00 
mt0184 

0.3 學分服務活動執行能力工作坊(需整日完整參加才可取得 0.3

學分) 

(一)單眼攝影大補帖(初階) (陳政宇)09:00-12:00 

(二)活動設計與實踐(1)-玩出數學力(王佩芬)14:00-16:00 

(三)活動設計與實踐(2)-不插電程式教學設計與授課技巧(王瀅

瑄)16:00-17:00 

通識沙龍 

11/28(六) 

09:00-16:00 
mt0179 

0.4 學分青年永續扎根計畫－SDGs 培力工作坊(張瑋珊) 

*需於 12 月 13 日前完成企業實習 2 小時，並繳交相關報告，並

通過才可獲得共 0.4 學分 

創客交流 

演講區 

11/28(六) 

10:00-19:20 
mt0186 

0.4 學分風尚書香《時尚衣藝美學》「打造質感型男靚女」(陳宏

美)*本課程需收取材料費 100 元(於課程上繳交)**需準備 1.各項

正式服裝（裙裝、洋裝、西服或想搭配服飾）、1-2 雙鞋款，作為

主要搭配內容。2.服飾配件（例墨鏡、項鍊、帽子等可搭配的圍

巾等服飾及帶包）。3.花藝、茶藝材料費用約 100 元。 

10:00-17:00

圖書館游翰

堂 

17:00-19:00 

忠勤 201 

11/28(六) 

13:10-17:00 
mc0126 

0.2 學分透過探索發展中國家，了解 SDGs 3+4 議題: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洪嘉柔)  

創客 

小教室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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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1/30(一) 

13:10-16:00 
mt0163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三)(周振權) ※需 11/23、11/30、12/7、

12/14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紀 111 

11/30(一) 

13:10-17:00 
mt0183 0.2 學分從古鑑今桌遊金融戰略王(鐘啟二) 紀 110 

12/03(四) 

13:10-16:00 
mt0163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三)(周振權) ※需 11/26、12/03、

12/10、12/17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12/03(四) 

13:10-17:00 
mc0140 

0.2 學分讓貧窮消失吧 Extreme Poverty Eradication (韋正)     

※中英授課 
創客小教室 

12/04(五) 

13:10-17:00 

mc0052 
0.2 學分是人才，更要有好履歷！(劉漢民) 

※”必須”準備一份紙本履歷表 
紀 104 

mt0188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3D 列印機使用及維護(李冠杰) 創客實作區 

12/07(一) 

13:10-16:00 
mt0163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三)(周振權) ※需 11/23、11/30、12/7、

12/14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706 

12/10(四) 

13:10-16:00 
mt0163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三)(周振權) ※需 11/26、12/03、

12/10、12/17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12/10(四) 

13:10-17:00 
mc0141 

0.2 學分永續城市與社區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y (韋正)     

※中英授課 
創客小教室 

12/11(五) 

13:10-17:00 
mc0129 0.2 學分氣候故事工作坊(綠色和平公眾動員暨發展主任余宸緯)  創客小教室 

12/14(一) 

13:10-16:00 
mt0163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三)(周振權) ※需 11/23、11/30、12/7、

12/14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706 

12/15(二) 

13:10-17:00 
mc0145 

0.2 學分「食」來運轉安得烈 (陳志源) 

※請準時於校外授課場地集合: 安得烈食物銀行 

校外教學安得

烈食物銀行 

12/16(三) 

13:10-17:00 
mc0127 

0.2 學分農業循環經濟-透過從垃圾變黃金：了解農糧廢棄物創造

奇蹟(洪嘉柔)  
創客小教室 

12/26(三) 

14:10-16:00 
mc0155 0.1 學分面試技巧與魅力表達(蘇琮瑜) 學思 104 

12/17(四) 

13:10-16:00 
mt0163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三)(周振權) ※需 11/26、12/03、

12/10、12/17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12/18(五) 

13:10-17:00 
mt0187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雷射切割基礎班(李冠杰) 創客小教室 

12/21(一) 

13:10-17:00 
mc0134 0.2 學分打造旅力-前進海外非政府組織(丁元亨) 創客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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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微學分11/15-20課程回顧 

  

  
「活動方案創意設計課程」(由成就學生中心特別安排設計之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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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寫好一份履歷」系列課程。 

  

  
「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二)」有周一及周四兩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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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關係~情關卡關密室逃脫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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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設計與創意思考-初階」課程。 

  

  
「物聯網程式設計~學Python玩創客D-氣象預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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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穿搭培養~這就是我的態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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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MATLAB幫您做資料分析」課程。 

  

  
「生活時尚~職場彩妝-面試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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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核心必修課程說明會 
  

通識教育中心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於11月26日舉行通識核心必修課程説明會，並圓滿成功！ 

由衷感謝各位師長及同仁的支持，還提供了寶貴的意見與回饋！ 

 

今天在翟主任的報告中，清楚的說明了通識課程的規劃重點，通識教育中心

鼓勵並期許同學們能夠勇敢跨出舒適圈，與他人跨領域團隊合作，並學習創意思

考技巧做為應用於其他課程學習的基礎。 

通識教育中心更期許能培養並提升同學們的公民參與意識，且連結全球永續

目標(SDGs），走出教室進行社會實踐！為了鼓勵學生自主學習，通識教育中心

特別開設了人工智慧與數位行銷的線上數位課程，讓同學們能輕易掌握校內外

的線上資源！ 

最值得一提的是，逢甲的同學們總是充滿爆發力，優秀且超出期待！不僅於

於108上下學期更進階取得1學分，更取得了「google數位行銷證照」！ 

 

非常感謝逢甲大學各系師長及各單位同仁們平時協助不遺餘力，也請各界往

後不吝指導哦！ 

  
圖1-通識中心翟主任於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說明會演講-1 

圖2-通識中心翟主任於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說明會演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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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通識中心翟主任於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說明會演講-3 

圖4-通識中心翟主任於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說明會演講-4 

  
圖1-通識中心洪秘書於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說明會演講 

圖1-通識中心陳老師於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說明會演講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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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資料科學在 EduTech 的應用 
  

林佳佑撰文 

 11月16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三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由通

識教育中心蔡國鼎助理教授分享「資料科學在EduTech的應用」。資料科學是利

用資料整合學習知識的學科，老師用教育模式來說明資料科學的重要性，面對不

同年齡、不同程度的學生，我們該以什麼程度的教材來教導他們呢？即使都是同

一般，程度自然也有差，這時要如何配合同學的程度，將教材正確的套用在是和

他的程度上，就是資料科學在研究的事情！ 

 現今的教育亦開始結合到網路，有問題的學生可以將不會的問題丟在

Snapask上。Snapask是2015年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很快的服務市場就擴展到台灣、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目前已有上百萬名學

生曾經接受來自35萬名合格導師的支援！ 

 資料科學家平時透過數據工程、數據分析、數據科學等方式將資料轉變成

能讓我們利用的資料，擴展領域包括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聲音辨識、機器人學、

機器學習……等，如何將一串數字分類、辨識，進而預測；或是將圖片轉化為電

腦看得懂的文字並做分類等等，這都是自料科學家平時在做的工作。 

 例如家教推薦，在網路上面對千千萬萬個家教老師，要如何選擇對你最合

適的老師呢？平時我們來選都只會依照熱門度、價錢、地區等標準來做選擇，但

每個老師都有不同的專長，即使同樣是數學老師，有些可能對統計機率比較熟，

有些可能在三角函數的教導上較有經驗，這些都很難只靠地區、熱門等排行就塞

選出來；因此資料科學就能透過學生的評分機制數據來推薦適合他的老師。 

 除此之外，每個同學能力都不盡相同，如果考卷都一樣對某些學生來說太

簡單，訓練不到效果，相反的，對某些學生來說可能太困難以至於沒有動力學習。

如果能將學生在校成績、資料庫數據等作分析比較，找到能幫助學生成長的題

目，使的學生刻意練習，就能在寫題目的過程中也成長，考試不再只是測驗的工

具，同時也能讓學生吸收到新知。 

 目前資料科學的團隊試著設計一套考試題目，電腦能自動判別題目對錯，

且考試後的成績能自動匯入在校成績系統內，減少老師的操作流程與時間，但目

前的考試題目主要以選擇題為主，主要原因為詳答內容的電腦判斷正確率即使

有90％以上，但只要不能做到100％，就必須要有人力來做二次檢查，因此目前

還無法做到詳答的考卷內容。 

透過資料分析也能找出消費歷程，主要目標是找出使用者停在哪幾部的使用

體驗，透過數據可以改進產品內容等等。 

雖然科學資料看似完美方便，但背後需要付出的努力是單靠自己無法完成

的，包括網頁的建立，使用者的體驗等等，因此團隊是資料分析中最重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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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找到好的團隊，發揮想像力，才可能發揮意想不到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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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生產與性別：田野考察工作坊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課程『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探索』，課程由陳介英老師授課，課程主

要是經由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的各種吃的內容與方式，來認識吃和性別以及社

會乃至環境所存在的各種密切關係，並藉由業師的指導與田野的參訪，及實際操

作（種植或烹煮），來深入瞭解我們現存的飲食問題，為了讓同學能夠更了解從

產地到餐桌的過程，於11月01日(日)安排一場校外教學。 

當天走訪銘雄堂有機農場新社田區，由農場主人廖祥志老師帶領同學實地走

訪農場引導大家了解有機農法與農場經營。再到蜻蜓谷的生態農場，透過蜻蜓谷

生態農場主人劉興建老師，講授B.D.農法永續經濟，了解如何創造永續循環、草

木共生的生態池，品嘗農場內田野蔬食，比較市面加工食品的差異，找回來自大

地原始的味覺記憶。最後到振東柑園，由振東柑園負責人趙子維老師，帶領同學

們了解友善農法栽植的過程能產出甚麼樣的蔬果，追尋食物的原味，了解從產地

到餐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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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造型解析：歌舞劇妝容實作 
  

許雅婷撰文 

【歌舞劇劇場創作與演出】課程，於11月12日(四)19:30-21:30於通識沙龍，

邀請專業彩妝師林家琦老師，講授『舞台造型講解工作坊~歌舞劇妝容實作』，課

程中老師延續著上次課程的教學，這次正式來驗收同學們的舞台妝實作。並且為

每位演員角色做正式的試妝及定妝，避免學員們未來在舞台上帶錯妝髮，在老師

的示範與教學後，接著便讓同學從範例中進行實作練習實作，老師並依序指導，

讓同學們的操作可以更加順手。 

 

中文四 黃子桐撰文 

繼上次的舞台裝觀念教學之後，我們課程這次又請到了化妝老師，不過這次

是讓我們實際練習進行化妝的操作，以及對於舞台劇演員的正式試妝，上次在台

下看老師示範的時候，老師的動作看起來十分輕鬆，但到了讓我們實際操作時，

我們才發現畫舞台妝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稍微的選色錯誤，就會讓演員在舞台

上失去光彩。經過老師的一番指導，我們的技術也才算漸入佳境，最後終於畫出

讓老師認可的妝容，經過這次老師的教學以及實際的體驗之後，我們對於舞台妝

容的了解深入許多，有了這次的經驗，我們對於期末歌舞劇公演的妝容部分，也

多了許多信心，真是一次非常棒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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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愛齊步走：流浪動物減量與醫療福祉 
  

許雅婷撰文 

學生自主課程『聲音報導者，教養不棄養』，除了安排到狗狗山進行學習、以

及到草悟道擺攤宣導流浪動物的相關資訊(包含領養、流浪動物結紮)，等相關的

服務及校外學習。同時也邀請了幾場演講，109年11月17日(二)18:00於通識沙龍

邀請中興大學USR浪浪醫療室專任獸醫師許凱婷老師演講『浪愛齊步走-流浪動

物減量與醫療福祉』，位同學詳細介紹關於流浪動物減量的方法與困難，並介紹

何謂TNVR與如何執行。此外將於12月02日(三)18:00邀請台灣導盲犬協會訓練師

蘇庭鋒老師演講『犬隻肢體語言介紹』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參加。 

 

環境二乙 林佳佑撰文 

這次課程邀請到許凱婷老師來演講，許凱婷老師為中興獸醫系老師，同時也

是中興大學USR社會實踐計劃：“浪浪樂活-流浪動物減量與福祉實踐”的負責

老師，中興大學提供低價醫療給動物收容所、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等機構中的

流浪動物，同時每個月都會到偏鄉幫毛小孩做結紮手術，免費為當地居民寵物結

紮，避免牠們在外繁衍下一代，希望由源頭減少台灣流浪動物數量。 

目前台灣的獸醫資源非常有限，老師說平均一年下來出來的獸醫師就只有

300多人，其中會從事流浪犬服務的更是少之又少，面對台灣的浪犬問題，最嚴

重的還是在人力上的不足。加上每次到偏鄉幫忙絕育，很常會碰到為了免費絕育

而特地跑到偏鄉的都市人，遇到這種情況獸醫師常常哭笑不得，這種資源浪費的

情況目前在台灣還蠻普遍的。 

除了到偏鄉絕育外，中興大學常常幫助台中地區的狗場做醫療服務，因為狗

狗沒有健保，因此只要狗狗生病就必須付出龐大的醫療費用，為了減少收容所的

金費開銷，中興大學也提供低價的醫療來幫助生病的狗狗們。除了幫助動物之

外，醫療室同時給予獸醫系學生磨練機會。老師說：「大學獸醫系讀完五年後，

理論可能很充足，但是實作方面非常缺乏。」，藉此機會不但可以幫助到浪浪們，

同時也能訓練學生，是個一舉兩得的好辦法。 

老師也跟我們分享當獸醫的經驗，在中興醫療室中是很少看到健康的狗狗，

常常送過來的狗狗要不有終身不可逆的傷害，不然就是被虐待過，老師也說想當

獸醫師，心地不能太好，不然會很快就垮掉。除此之外，當獸醫必須面對不同層

面的壓力，在社會上，獸醫常常會被當成義工，有些人動不動就把動物丟到獸醫

院，到最後也不認領回去，彷彿照顧流浪動物就是獸醫該做的工作，不只沒有尊

重獸醫專業，也自私的把壓力丟給他人。 

即使如此，對老師來說最令人開心的就是看到那些被受虐的狗狗在經過治療

後，成功找到領養的家人並獲得關愛。浪浪樂活計畫致力於減少台灣流浪動物的

數量，從源頭開始做起，期望能靠著大學的力量，改變台灣浪浪們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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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許老師分享這麼多自己的經歷，並帶來少數在中興獸醫院裡健康狗狗-小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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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共學 以粄會友 
  

許雅婷撰文 

本學期由經濟三乙的黃珮怡同學發起的自主課程『遊走東勢 玩轉在地』。珮

怡在暑期的時間到東勢當地參與實習計畫，在過程中深入認識了當地的文化及

特色，因此希望能更進一步地推廣當地特色產品。並結合當地長者共學、共同製

作出產品，期待像是日本百年草非營利組織的方式，能做到一個長者可自營的商

業模式。同學們在11月22日到大茅埔與當地居民一同向當地經驗豐富的婆婆媽

媽學習製作文化特色的美食-“粄”，並加入特殊文化意象製作出新的產品，之

後在實際到街頭上販售與推廣。本課程將於12月18日(五)12:00-13:00借通識沙

龍舉辦成果發表會，分享課程的過程與心得。 

 

經濟三乙 黃珮怡撰文 

藉由自主課程，實際讓課程同學與當地居民共同向大茅埔的婆婆媽媽學習製

粄，並由巫滿秀、劉玉鳳兩位做粄師傅指導同學學習客家媽媽的味道，也在劉志

永老師的帶領下與長者共同發想創新產品，與當地長者及孩童共同體驗製作五

行粄。 

蒸好的粄，如同上了一層鮮豔的模，外表如此鮮豔的粄使用的是全天然的食

材，也有各自所象徵的神獸顏色，像是青龍(菠菜)、白虎(芋頭)、紅朱雀(洛神花)、

黑玄武(黑糖)、黃麒麟(南瓜)，內餡則是用蝦米、菜脯、豬肉、香菇等，經過師

傅的巧手以及大家的加工，色香味俱全的五行粄出爐。 

下午振明哥帶著我們沿街販售，原本打算若賣不完，直接分送居民；殊不知

亮麗外表以及實在的餡料吸引客人目光及味蕾，有吃過後回頭再買更多，有吃過

後幫忙介紹客人，有個伯伯更問可否用手上的香蕉以物易物(體驗課程當然樂

意)！ 

剛開始大家都很小聲地叫賣，當越多人跟我們購買及鼓勵時，大家越挫越勇，

漸漸有了此起彼落的叫賣聲，有人喊著粄的口味，有人招呼人過來看看，有人觀

察人群伺機下手，過程中雖然有挫折感，但獲得更多的是快樂及可貴的經驗。 

五行粄賣到接近尾聲，才猛然想起要贈送課程同學所自製的手繪+電繪明信

片，只好送給後續的有緣人，並藉由明信片與他人分享我們的設計理念還有課程

及活動的過程及意義。 

非常感謝當地婆婆媽媽的幫忙及參與者、課程同學的大力支持，讓這次的課

程活動更加順利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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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芋頭與糯米粉揉在一起 五色粄外皮(白-芋頭 粉-洛神花 褐-黑糖 

橘-南瓜 綠-菠菜) 

  
滿秀婆婆在教我們如何包粄餡 老中青一起做粄 

  
老中青一起做粄 試著翻炒粄的餡料 

  
沿路販售 粄與香蕉的以物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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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很好吃折返全買的大哥 沿路叫賣 

  
正在蒸的五行粄 包裝好的五行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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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外語教學中心活動 

競爭激烈的英文活動主持人甄選 
  

羅雪惠撰文 

引爆校園學生對英文重視度: 電梯英文比賽 

精彩的 2020電梯英文比賽 Elevator pitch contest即將於 12月 16日週三

18:00~20:00舉行，本次比賽主旨為考驗參賽者在一分鐘內以全英文來介紹逢甲

夜市特色商品、服務或店家。當參賽者可能緊張無法以全英文呈現與主題相關內

容之際，活動主持人要如何扭轉僵局讓競賽順利進行，更是考驗主持人的即興智

慧。 

熱烈的主持人甄選活動於11月17日週二中午於資電館B09室舉行。由中心闕

帝丰主任主持，活動召集人陳秋華老師，以及林明洵老師和王鈺琪老師協助甄

選。共有3組合計6名同學報名參加，另有2名同學因病不得不放棄機會。甄選老

師們考量出席的應試者有否過往的主持經驗、台風穩定度、能否持續以英文演說

串場的能力等面向，最後選拔出3名主持人，分別為商學創新學位學程二年級林

芷筠Kitty、國貿一乙河咲希Sohee、會計一甲王承昱Michael等3位同學。 

 

歡迎大家用外語來抬槓: 世界咖啡館之FCUFLC姐妹會 

甄選另一主軸為「FCUFLC姊妹會」之外籍生與本地生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該活動也即將於12月10日週四18:00~20:00舉行，因此主持人的確定也是非常重

要。考慮姊妹會活動主旨為中外文化交流，需要有第二外語專長或外國籍背景的

同學，所以自3組出席名單中評選出具有馬來西亞籍且能中英文即時文化分享的

國貿全英四年級蔡淑淇同學及其夥伴廖于萱同學為主持人團隊。 

外語教學中心12月的精彩活動即將接續到來、精采的中西文化交流互動火

花、介紹逢甲夜市商品、週邊服務、店家訊息的即席英文演說，都等您前來細細

評鑑。 

 

敬請隨時留意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FB訊息，最新公告與花絮都在裡面喔! 

外語教學中心網站: www.fcuflc.fcu.edu.tw 

 

http://www.fcuflc.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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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參加2020 Elevator pitch contest主持

人活動的同學與評選教師們互動。 

圖二：外籍教師Richard關注甄選主持人活

動，特前來觀看甄選活動進行。 

 
圖三：電梯英文比賽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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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電梯英文比賽宣傳影片截圖 

完整影片: https://reurl.cc/n0Mm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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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 

《將不同文化帶進逢甲夜市》 
  

施惠家老師指導•魏琪同學撰文 

「將不同文化帶進逢甲夜市」拉近PMP學生與逢甲夜市的距離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在10月26日晚間舉行逢甲夜市團體導覽，帶領著國際生

大一不分系（PMP）的學生前進逢甲夜市，規劃夜市團導行進的路線，為他們介

紹逢甲夜市的美食及歷史，在分組活動中隊員與國際生進行交流，認識雙方文化

的差異或相似處，拉近彼此的距離。來自印尼的同學也和我們分享：「印尼也有

這個（地瓜球）！」。透過此次的團體導覽，國際生能更加的了解逢甲夜市，也

能與志工隊的學生進行良好的雙語溝通，促進雙方的感情。志工隊將不同文化帶

入逢甲夜市，帶領國際生體驗夜市小吃，增進學生國際視野，也為逢甲夜市打造

了一個無國界的地球村。 

 

志工隊萬聖節變裝大遊行，「將不同文化帶進逢甲夜市」 

10月30日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舉辦「2020年夜市諮詢台萬聖節回饋活動」，

由總召會計二乙劉子睿等10位同學用心策劃一系列的遊戲，並帶領志工隊的同

學們前往逢甲夜市進行萬聖節大遊行，每個參與的同學都為了這次的變裝活動

精心打扮，在街上大放異彩，帶著糖果餅乾與夜市的觀光客們互動，更有小朋友

興奮地想與隊員們合照。志工隊學生將西洋傳統節慶帶進夜市裡，讓大人小孩認

識到不同的文化，也讓同學們發揮創意，融入西洋節日的氛圍裡，替逢甲夜市創

造異國色彩。 

 

FB 粉絲團: FCU FLCV 逢甲大學外語中心志工隊 

  

  
圖一：志工隊學生在夜市團體導覽前與 

國際生介紹逢甲夜市地圖 

圖二：志工隊夜市團體導覽帶領國際生品

嘗夜市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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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夜市團體導覽小組自由活動，個別

體驗夜市美食 

圖四：志工隊萬聖節變裝遊行逢甲夜市 

  
圖五：志工隊變裝遊行A隊伍與夜市觀光

客互動交流 

圖六：志工隊夜市諮詢台萬聖節回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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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初賽、複賽 
  

國語文教學中心 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11月6日與11月13日，分別舉辦「第三屆『各言爾志』新

生盃辯論賽」初賽、複賽，總計共45隊次、255人次參加比賽。本屆初、複賽題

目為：「網際網路使人更親近還是更疏離」，主要探討網路盛行的現代社會，人際

間的互動因此而增加，還是趨於冷漠？參賽選手對於這個與他們切身相關的問

題，提出了許多有趣或發人省思的問答，透過辯論比賽，使學生可以深入了解和

關心每天發生在周遭，但被忽略的議題；另一方面，藉由辯論活動，使學生得以

學習組織能力、磨練表達能力、培養臨場應變力、團隊合作、傾聽與理解的能力。 

本次活動主辦與贊助為：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大學校友總

會、廖英鳴文教基金會、EMBA學術發展基金會、EMBA北區聯誼會、高雄市逢

甲歡喜人協會、逢甲人月刊、逢甲人社群平台；由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校友

聯絡處指導；並委由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執行。贊助與指導單位希望藉由這

樣的活動，讓大一新生能有實際磨練自己語文表達能力的場域，並期許新生能透

過活動更加了解自身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在被訊息與資料淹沒的洪流中，能夠培

養出品學兼優以及為企業所用的人才。 

 

  
主任與評審賽前討論 比賽現場：雙方辯士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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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踴躍參加 辯士立論陳詞 

  
黃慧華老師頒發晉級隊伍資格獎牌 蔡金昌老師與晉級隊伍合照 

  
曾愛玲老師頒發最佳辯士 蔡惠君老師與雙方辯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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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心怡老師頒發晉級隊伍資格獎牌 楊明明老師講評 

  
主任(右)致贈劉典倡老師(左)感謝狀 複賽講評 

  
複賽結辯 換場時間，辯士賽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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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國際體驗計畫【計劃書撰寫】 
 

通識中心 林依瑩 

指導老師：陳淑慧老師 

時    間：11月18日(三)中午12:00-13:00 

地    點：人言大樓10樓通識沙龍 

 

想必大家都很好奇，如何製作國際體驗的計畫書及規劃了??感覺大家都相當

頭痛，不過不用太擔心，聽過淑慧老師的分享後，有沒有比較清楚哩壓? 

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來找依瑩姊分機2142或淑慧老師分機5526 

以下這是當日簡報內容及優秀的學長姐不吝嗇大放送分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BIMO7zzMNK0BmhvZLBhdVaHMZG

AMtSv?fbclid=IwAR19KflpUPAlGj70xyqItWuxaMtikKOduGKd1SUce2z09tfDDlV

5H1t2s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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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 

建築物中的「諾亞方舟」：融入城市的污水處理廠 
  

財稅二甲 余玉琳 撰文 

很慶幸因為這次的壯遊計畫能有機會到戶外參觀走走，藉由實地的參訪觀

察，了解如何讓水永續利用以及水資源對我們的重要性！隨著人類文明的高度

發展，人類對水資源的需求與日俱增，不論是日常的家庭生活廢水、工廠排放的

污水等大量廢汙水都嚴重汙染了河川海洋水體，導致大自然具有的自淨作用也

將無法維護我們的環境，要解決這個日益嚴重的環境課題，我們所參訪的「污水

處理處理廠」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前我對「污水處理廠」這一個地方都只是一個教科書上的概念，對其本身

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一直以為污水處理廠是個又臭又髒的地方，有幸透過這次活

動到了台北的迪化污水處理廠做參訪。結果令我驚訝的是這裡的環境其實十分

的乾淨又漂亮，地下的空間其實十分之乾淨整潔，還有著各種美化以及有教育意

義的壁畫與藝術裝置。如果不是工作人員介紹，我實在難以想像在這樣的環境中

我的腳下是充滿惡臭的污水。 

經過當地專員的講解，讓我了解污水處理我不僅僅對污水處理的過程有了一

個清楚的了解，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污水處理之後的殘餘物竟然可以回收再利

用做成那麼可愛的陶瓷熊。污水經過處理後可以排入河流與當作再生水重複使

用。甚至是最後留下的污泥居然也可以充分利用。再製造成不同的產品。現在上

圖的陶瓷小熊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令我更加意外的是污水處理廠的上方是一個大公園，有跑步步道，壘球

場，甚至是游泳池等等的設施給市民使用。甚至連步道都是用污泥做的。誰又想

的到這樣一個綠色公園的下方是一個充滿惡臭的污水處理廠呢。它完美的融入

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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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 

建築物中的「諾亞方舟」：尿出新花樣 
 

會計二甲 梁國放 撰文 

隨著人們的教育水平提升以及科技的進步。人們開始不是只是追求三餐溫飽

的普通要求。人們開始追求更高物質或者精神的享受。但是由於前期人類不顧及

後果的大力發展。不少水環境被污染，動物家園被破壞；甚至因為人類自私的慾

望面臨滅絕。現在人們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所作所為，開始倡導「永續環境」發展。

將以前的「環境資源幫助發展」演變到現在的「與環境共生」的想法。可是什麼

是「永續發展」呢？我們如何做到「永續發展」呢？ 

因為這次的壯遊計畫的活動我開始關注「永續發展」的議題，有幸藉由位於新

北市的「永續環境教育中心」的實地的參訪觀察，了解如何讓水永續利用以及

水資源對我們的重要性！觀察中心薄層式與盆栽式兩種不同型式的綠屋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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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了解綠屋頂可降溫之原理；另外還有垂直綠化、雨水回收、外遮陽、通風設

計、科技小便斗、省電與監控系統等，這些的「永續發展」必不可少的未來科

技其實都在這一小小的建築物中。 

在這眼花撩亂的各種新穎技術中其實最令我難忘的還是要屬於這個「無水

小便斗」。看起來毫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用品，其實對「水」的需求可謂是恐

怖。想想我們平均每天去多少次廁所，每次廁所沖掉的水加上我們的人口基數

那是怎樣的一個使用量。一個月下來光沖小便斗的水就可以上百噸。這樣的浪

費，我們如何做到永續發展呢。「無水小便斗」就可以為我們剩下這一巨大消

耗。而且不僅如此，不管是香港還是台灣想必大家去公共廁所的時候難免都會

有一股難以忍受的臭味吧。可是這間廁所的設計大大改善了這一大問題。不僅

「無水小便斗」減少用水同時也減少異味的產生。廁所也運用了自然風來改善

通風透氣；使用雨水來沖洗廁所；導入自然光減少點燈的使用。 

這樣的「綠建築」正正就是我們組別想要向大家介紹的「建築物中的諾亞方

舟」。這也是未來的趨勢，只有將不同的綠建築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這樣我們

才有可能做的真正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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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 

【水資源循環的魚菜共生，終結糧食危機】 
土水博班 韋正撰文 

My passion for agriculture is a long-time story. From hydraulic engineering 

background I have opportunities to work in big water resources company or even the 

government and have a high salary. When I decided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my destiny, 

my parent was on board with, but when they realize I wanted to focus on agriculture they 

didn’t see any potentiality in it. In the beginning, my mother even told me once “we didn’t 

spend this huge amount money on your study to become a farmer.” And I just say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So, they just let me follow my dream even if they weren’t on board 

with me. My motivation and dedication to do agriculture starting after constant visit to 

my grand family in the village every summer vacation. Their main activity is agriculture 

but due to lack water, climate change, lack of knowledge, lack finance, their activities are 

very bad and they are even not producing enough for their own consummation. This touch 

me deep to see people working very hard, but cannot be self-sufficient in food. I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them. From my perspective, water is the key resource for 

agriculture, so I started focus my project on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for agriculture purpose. After my bachelor, I run my first business company 

with three other friends, it was to design drip irrigation system for farmer. After one year 

in this business, the result was promising a good future for our company and my parents 

started to trust my vision and see the big potentiality in agriculture, therefore, they started 

to support me. Then time comes to take a big decision between continue what we have 

start to make it bigger or go back to school to study more. I decided to learn mor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come to Taiwan for my master degree,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aiwan is 

very good in the filed of water resources. After my master degree, I have to make decision 

again between go to USA or Canada for my PhD or stay in Taiwan, I decided to stay in 

Taiwan, specifically, in Feng Chia University, who have supporting in order to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I had the chance to own a garden in the roof floor of architecture 

building in FCU, to experiment my drip irrigation system. This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because I was help by students who are from the course, which I opened for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We build up and maintain the system together by ourselves. 

Later on, I heard about a plan for travelling, I saw it a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something 

more significant than travel. Thus, we create a team of five people, to use the traveling 

financial resources to build and aquaponic system. This was a challenging experience, 

because I am not an expert in the field, but with extra study and hard work, we could 

make it happen. All of this is keeping the initial plan in my mind, which is learn and build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my country,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life style. 

In the end of my PhD, I except to have my agriculture system design and have some 

potential investor to invest in my project in Burkina F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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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做之事分享到布吉納法索 

https://www.facebook.com/abdoulrachid.ouedraogo.357/posts/358020118869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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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 

【水資源循環的魚菜共生，終結糧食危機】： 

JUST DO IT 
 

材料二甲 張詩㚬撰文 

 

上面的照片是魚菜共生系統的最終完成品，別小看這個看似簡單的裝置，拆

解一個電腦很容易，但要重新組裝回原本的樣貌，需要很大的耐心以及精明的頭

腦，更何況全部都要自行設計，最後做出實品出來，如此艱難的任務再這次國內

體驗中終於成功結束啦~這個體驗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其實背後所付出的時間

和勞力才是這次經驗的最佳主角。 

剛參與魚菜共生系統建構的那個時候，我壓根沒有想到程序居然是如此複

雜，要考慮做改進的點也蠻多的，而且那時因沒有住宿，所以就這樣從家裡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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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逢甲，每次都要半小時，家人們非常擔心我的安危，希望我能夠早早做完並過

個像樣的暑假。而我所做的事卻恰恰與他們所想的差之千里，幾乎每個禮拜都去

學校，不管開會或開工，大概都要三到五個小時，導致常常晚回家。即使如此，

還是要完成這項挑戰，畢竟已經開始了，就不要停下腳步，一次就到位。當然過

程常常遇到很多困境，這是很正常的，因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正反面，但如果你

不開始執行就不知道它全部的樣貌。而我一開始也很害怕，覺得自己無法勝任，

不僅沒有能力，連自信與勇氣都躲起來找不到人影，深怕失敗的我依附在團員身

上，因為認為隊友都很強，所以一定能成功。這樣子的依賴造成我每天做事情腦

袋都會有愧疚的想法，罪惡感已經產生無法抹去，我想要脫離這樣的痛苦，去做

彌補，於是我努力每次都用盡全力去做，做著做著發現大家都很認真的模樣，使

我產生一種莫名的幸福感，和隊友們一起攜手努力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是多麼的

難得與寶貴，我深深感謝。 

其實魚菜共生是一個循環經濟的小種子，不僅能節約用水還能解決沒有足夠

土壤來種植的問題，它裡面有許多小巧思和專業的部分，真的是需要研究透徹才

能執行，反之則徒勞無功。我們從設計外面鐵櫃的長寬高到魚缸，也做了種植植

物，打洞連接各層水管，接上馬達來抽取下層的水至上兩層給植物做使用並過

濾，當然最大的亮點就是太陽能板，我們使用它來做為光源的來源，非常永續的

作法。 

要說我有什麼故事可以跟你們分享，不如你們親自體驗獲得感想來的好，我

對待生活的方式並沒有什麼特定標準，有時認真嚴謹，有時自我放縱，隨遇而安，

但卻總是被現實奴役，因社會的標準與眼光太過苛刻，導致我時常憂鬱，困在擔

心受怕的黑洞中無法自拔，而這也是現代人們的通病。最近不知怎麼地有許多領

悟，不管你覺得人生有多糟就多糟，或是活得多驕傲有自信，這就是一段旅程，

沒有對錯，只在於當下的感受，酸甜苦辣都是它自己的特色，一定會遇見自己想

要做的事，好好活在當下，感受生命的流動，盡情的展現自我，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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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 

【水資源循環的魚菜共生，終結糧食危機】： 

不同科的學生與外籍生如何克服障礙團結合作 
 

合經系 王巍仁撰文 

當初我們會製作以魚菜共生為概念的裝置，是因為組內有一位博士生，他擁

有相關的知識背景，因此順理成章組成一對，但在執行的過程中才發現，因為博

士生他來自布吉納法索，我們能共通的語言只有英文，但很多因為製作上需要很

多講解的部分，中間會摻雜很多專業的術語，因此常常語言不通的狀況下導致組

內不知如何進行，而第二個狀況是我們來自不同科系，各自擅長的地方都不一

樣，有些人可能適合組裝道具、組織建構模型，而有些人較擅長用文書軟體寫企

劃書，但因為不熟時沒有說清楚，導致工作並沒有分配到最適合的人身上，而使

計畫執行有些延宕。 

而遇到困難的我們當然會想辦法解決，首先關於語言的問題，因為其實組員

們都有基礎的英文實力，所以請博士生以較簡單的詞彙並附上圖示的說明，可以

減少口說而多用肢體及圖示教導，如果中間用到專業術語不懂的就馬上翻譯，因

此漸漸培養了彼此的默契，解決了溝通不順的問題，再來因為共事一陣子之後，

可以觀察每個組員比較擅長或有興趣的地方，這樣把工作放在適合的人身上，因

此計畫執行事半功倍，比初期的我們進步很多，希望這些經驗有助於各位計畫的

執行。還有負責錄影在部落我們的事，然後剪影片。我們訪談了六戶養雞戶，兩

個組員負責問養雞戶他們的故事，我在旁邊錄影組員跟養雞戶聊天的樣子，這次

我第一次挑戰剪影片了！我請很會剪影片的朋友教我剪影片的方法。我以為用

app就可以輕鬆地剪，結果細節要調整的地方很多，但如果沒有這種機會的話我

應該一直都不會挑戰剪影片了。雖然我第一次剪影片了所以不能說剪的很好，但

是對我來說這次剪影片中學到的東西蠻多的。當然剪影片中途有很多覺得很麻

煩的事，可是剪完就由滿滿的達成感。我想慢慢學剪影片，希望以後我可以剪很

多人喜歡的影片。 

我想感謝學校給予給我們這麼珍惜的機會，如果沒有辦這次的活動的話，這

次暑假可能就平淡的在待台灣等待疫情風波平緩，就不能體驗這次這麼豐富的

東西了，透過這次的活動我認識了兩個很棒的組員! 因為我們去參觀之前只有見

過兩三次而已，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尷尬，但去參觀的時候跟他們越來越熟悉，我

很多事幫不上忙了，因此我很對不起他們，也很感謝他們的照顧! 

因為現在日本疫情還嚴重所以沒辦法家人跟朋友們來台灣找我疫情結束後

他們來台灣的時候，我想帶他們去部落。想讓他們知道台灣除了城市之外也有很

多很美很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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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 

【水資源循環的魚菜共生，終結糧食危機】：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 
 

合經一 陳欣儀撰文 

進入逢甲大學後，就期待著要參加國際體驗計畫，而我所參加的組別為任務

體驗，體驗什麼呢？那就是「魚菜共生研究計畫」！為什麼我要參加這個計畫？

其中一個原因是，家中事業便是園藝相關產業，也許在任務體驗過後，能夠為家

裡帶來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及建議，而另一個原因是想要嘗試瞭解我從來沒有接

觸過的領域，也許在計畫後，我能夠有更多不一樣的成長，願自己能擁有各種不

同方面的想法，還有最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聽過我們的國際生的故

事後，所得到的啟發，簡單來說就是希望能夠利用魚菜共生計畫，幫助到自己的

國家，使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能夠提高，相信在我們的研究計畫過後，都能夠在

不同領域運用到此次任務體驗中的所學，讓我們的生活水準提高、讓世界能夠變

得更好。 

印象深刻的是在計畫一開始，我便遇到了一個瓶頸，那就是我不會說英文，

只能聽懂一些非專有名詞的部分，而且要進行的是我完全未接觸過的領域，我完

全不知道應該做什麼，非常苦惱⋯或者我們的計畫該如何繼續下去也是一個問

題。幸好我們的國際生會說中文，以及我們組員英文也說的不錯，大家拼拼湊湊，

總會得出一個答案，且在遇到雙方不懂的地方，也幸虧科技的進步所帶來的成

就，那就是我們人手一支的手機啊！只要下載APP就能使用翻譯機，這讓我們的

計畫進度不那麼落後，而且能夠順利進行。 

為期兩個月的研究計畫就在7月的第一天開始了，從研究計畫的目的、主題、

方案規劃、執行方式、預期效益⋯等開始，一步步將我們所想的研究內容製作計

畫書，當然，真實的情況總是不如預期，在製作魚菜共生的期間，總是會遇到不

同的困難，像是材料的購買、材料型號符不符合、該如何挖洞⋯等等，雖然遇到

不少難題，但最後再經過討論後，才慢慢解決，我認為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無

論在做任何事情時，總會有障礙阻擋著我們，我們該做的不應是逃避現實、放任

不管，而是要正視問題並解決問題，這樣才能讓我們變得更進步，所謂「山不轉

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心不轉念轉，轉心轉念也」，我們要試著學習

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又或者與其他人共同討論、提出各自的意見，才

能循序漸進找出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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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在台國際體驗執行分享會 

【魚跟菜如何共生，甚至終結糧食危機呢？！】 
  

林依瑩撰文 

講  者：王巍仁、陳欣儀、張詩妘、韋正 

很多的碰巧造就了特別的組合!一個想解決家鄉(布吉納法索)問題，一個暑假

想做點事，兩個想要和外國人多交流，雖然外國人會講中文，台灣學生會講英文，

但遇到專業術語時，免不了比手畫腳、感謝GOOGLE翻譯好朋友，在台國際體驗

雖然只是在逢甲大學學思樓頂樓敲敲打打，彼此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外跨出一

大步，挑戰了自己，總算在2020的暑假開創了另一片天空，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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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在台國際體驗執行分享會 

【眉溪蝶兒翩翩飛-與賽德克後裔們的相識相惜】  
林依瑩撰文 

分  享  者：趙婕伃 

共同參與者：謝孟伶、黃柏儒、楊春婷、楊姍姍 

 

分享的同學是透過老師及積極申請學校提供的計畫案串聯，並且邀請兩位

PMP的國際生一起有機會進入到眉溪部落中，採訪到部落長老(瓦歷斯•貝林)，

沒想到部落也在變化，透過部落會議內部協調透過部落裡的廣播系統，讓大家知

道當季的農產品定價，避免被中間的剝削，更加捍衛保護自己的領地，營隊期間

更將SDGs永續發展目標透過有趣的互動分組遊戲，讓部落的小孩也發現原來這

全球關注的議題是什麼?有趣的事，更帶著部落小孩自編自導自剪影片，學習新

的一項技能在未來有機會可以行銷自己。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CNNX7MKAYU8 (這都是小朋友自己想的喔!) 

影片幕後花絮1：HTTPS://YOUTU.BE/GSVDTKUE3HM 

影片幕後花絮2：HTTPS://YOUTU.BE/BKZ0RRYLC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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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談社會住宅 
 

劉騏甄撰文 

社會住宅，除了住，還能不能做更多? 

台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總工程司陳靖怡偕同同仁，希望借助社會的各界

力量，共同打造更有凝聚力、更有社會價值的社會住宅。 

翟本瑞院長也提出三年就會更換鄰居的社會住宅，應該有策略的建立班底、

制度，讓熱心且積極參與社區的人有機會被留下來，持續協助經營社區，而非透

過市政府不斷擴增人力經營。109年台中的社會住宅將完工891戶，在安居的議題

上市政府不遺餘力，住宅發展工程處也應邀，109-2將開設相關微學分、競賽，

希望透過多創意，可以讓社會住宅與周邊社區形成一個大家庭。 

  

  
圖一、合照。 圖二、台中市政府住宅發展處與本院交

流。 

  
圖三、總工程司陳靖怡說明社會住宅現況

與挑戰。 

圖三、產合處郭培聖助理應邀共同瞭解社

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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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明珠專案第 1 期期末發表 
薛珍華撰文 

經過了兩次場勘、五位師長共同教導、七週的課程、無數討論，「日月明珠專

案」的第一期課程「環境與區域規劃」終於到了期末發表的日子。記得數周前學

生還在擠著水洩不通的伊達邵老街做場勘、也嘗美食、品紅茶、看邵族朋友的音

樂表演，很快就到的展現成果的時候。這一天，學生穿戴正式，有備而來，因為

這不僅是單單一個課程的口頭發表，這是與企業董事長、執行董事長、副總以及

數位企業代表面對面的報告、答辯，需要的是實力、表達力、應變能力。學生的

表現可圈可點，證明了一個跨領域、擴產學界的專案課程可以激發學生的潛力與

創意。在這過程中，學生能夠深刻見識到企業的要求與願景，這其中的落差、發

問，正代表了學生的成長與收獲。學生在共事中是有衝突的，畢竟這是個學生共

33位、卻來自15個不同科系的班級，但是這正是真實社會的模樣。也因為這樣的

多元組合，學生的專長更加鮮明:有人研究餐飲、有人熟都市規劃；有人重視人

口的影響，也有人深刻討論GDP；有人偏愛自然資源，有人鍾情品牌行銷。現在，

期待第二期的課程「建築與景觀設計」會擦出更精彩的火花。特別感謝日月明珠

企業，給每個人準備了美麗的紀念品， 

  

  
日月明珠企業廖董致詞。 表現優異的學生。 

  
所有老師、學生都有紀念品。 企業代表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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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五初始計畫工作會議 
 

劉騏甄撰文 

USR HUB 除了微型的社會參與計劃，也包含中型的五個試驗計劃：震殤與

重生：九份二山防災創生計劃、循環經濟解決方案、台灣技術國際援助計劃、無

毒農產直銷平台、逢甲夜市多語導覽計劃，此五項中型的計劃每月進行交流及互

相搭配，逐漸有自己的模式，以學生為主的引導個個團隊在不同場域發酵。 

  

  
圖一、吳政庭老師簡報。 圖二、學生韋正報告。 

  
圖三、五子計畫辛苦參與的老師們。 圖四、余風老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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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二手電腦募集會議 
 

劉騏甄撰文 

平均八台壞掉的電腦，可組裝成新的一台。我們注意到，許多人家裡都有不

需要的筆電、平板，為了鼓勵本校師生將家中汰舊電腦捐出來，故推出「你捐汰

舊電腦，我捐希望課輔」，由通識沙龍志工隊主辦，通識中心、社會創新學院指

導，讓電腦不只能夠再利用，更搭配遠距課輔協助寒假參與偏鄉教育營隊的小朋

友，持續進行課輔。本次會議學生也提出了宣傳方式、服務流程，活動也將有抽

超商百元禮卷、iPad等好禮，並於12/7、8於育樂館旁擺攤。本次會議通識沙龍督

導許雅婷聆聽指導、王姿淇助理根據自己的美編專長給予學生意見指導、洪耀正

秘書也對於宣傳給予許多建議，相信同學獲益良多。 

  

 
圖一、「你捐汰舊電腦，我捐希望課輔」執行概念圖。 

  
圖二、學生陳婷怡說明進度。 圖三、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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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捐汰舊電腦，我捐希望課輔 
 

劉騏甄撰文 

你捐汰舊電腦，我捐希望課輔 

讓家中不要的電子廢棄物再生利用，搭配通識沙龍志工隊的遠距課輔，讓電

腦在軟體和硬體上都能更有效利用! 

家裡是否有一台壞掉、用不到的筆電？以為還用得到卻堆在那裡長灰塵?!它

還有更好的用途—給需要的人!你捐汰舊電腦，我捐希望課輔，我們將會搜集你

所不需要的筆電或平板(不管好壞都可捐！)透過華碩電腦再生計畫進行維修、整

理，送給偏鄉的孩童使用並搭配志工遠距課輔! 

除了有機會得到100元超商禮卷，還可以抽ipad!(本活動準備的抽獎獎品-大

獎：iPad*1台；小獎：超商百元禮卷*100張)捐電腦不僅做愛心，還可以抽獎，根

本一舉多得! 

 募集時間：12/07(一)、12/08(二)   11:00~16:00   

 地點：育樂館前 

 品項：電腦、平板(壞掉可) 

我有興趣捐贈!!!請留下聯絡資料：https://forms.gle/amNXdYe5hiEfbD4X6 

 

參加活動的三大好處 

1. 減少家裡的電子廢棄物。 

2. 給更需要的人，讓他們可以接受課後輔導。 

3. 可以抽獎! 

 

  

  
充滿灰塵的電腦(左圖)，可以有更好的命運(右圖為社會創新學院與泰國非營

利組織YCF進行遠距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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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USR-HUB 109 年參與大學社會責任課程

尋找台中舊城區的記憶微光---隱者地圖 
廖崇斐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參與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辦理之USR 

HUB微型社會參與計畫，本次由中國文學系廖崇斐老師規劃，於109年11月20日

帶領PMP自印尼、越南、日本、韓國、泰國共39位國際生至台中舊城區與「城市

隱者」初次相遇。「城市隱者」指的是一群由街友、經濟弱勢的中高齡失業者、

獨居老人組成的導覽員，他們接受訓練，在自己熟悉的城市中成為帶路者。遲暮

之年，依然能靠著自己的力量，重新參與社會人間。飄洋來台的莘莘學子與飽經

滄桑的隱者，透過陌生的語言，如何拉近時空歲月乃至心靈的距離？ 

本課程由「逢甲大學USR-HUB 109年參與大學社會責任課程」計畫支持，與

「看見台中城---隱者地圖」合作，規劃「台中舊城導覽」的移地教學活動。藉由

在地隱者的導覽，讓國際學生以步行來貼近城市，一方面了解城市歷史與生活記

憶，一方面也在現場互動中學習中文。在活動後的課程中，更引導學員製作短片，

以中文及母語發表心得，更讓每一位學員將印有台中老照片的明信片，郵寄回

鄉。一方面促進城市行銷，一方面也在中文的學習中，反省人們如何在城市發展

的文明與幽隱之間，尋找自己的幸福。 

負責我們這次導覽的順福哥與小梅姊，同時也是資深的城市隱者。「梅花落

盡柳如煙」，他們未曾說起自己的故事，對於繁華與寂寞，卻有著自己的定義。

導覽的路線，從嶄新的台中火車站開始，依序走過台中舊城區：在宮原眼科，看

見日據時代的小診所華麗轉身，成了時尚的冰淇淋店；走過新盛橋，不忘地震裂

痕邊隱約的櫻花圖紋；在經過繼光事務所的路邊，一間賣了四十年的紅豆餅，讓

人捨不得離去；最後登上千越大樓，憑著日落餘輝殘垣上的塗鴉，想像夜間的狂

歡。 

一行人在午後艷陽中步行了兩公里，從隱者的導覽中尋找關鍵詞，逐漸拼湊

出印象中的台中城。異國遊子，努力用中文寫出她們的感想： 

「我們看了很舊的房子跟廢墟。我感受到台中的成長，跟台中是一個很重視

歷史的城市。因為是這個活動，我學到了台中最深刻的故事。」---竹田彩音 

「千越大樓的存在可說是見證了台中中區的興衰。建築物的內部很安靜，有

點可怕，但我能夠看時尚的壁畫和從屋頂上看到美麗的風景。我很高興能夠在屋

頂上合影，並留下更多美好的回憶。」---西元愛理 

「因為這次的介紹，我們比以前更認識台中。在大學四年的時候，希望可以

認識更多的台中。」---鈴木鮎実 

藉由這次移地教學，讓最熟悉與最陌生得以相遇。台中城的風華歲月，也在

我們的記憶微光中逐漸鮮明起來。這座城市，當能在國際生心中留下深刻的美好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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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台中市舊城區城市隱者為國際生們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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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參 

跨校永續商業創新黑客松工作坊 
 

張芳凱、劉騏甄撰文 

張芳凱老師舉辦「跨校永續商業創新黑客松工作坊」 

張芳凱老師對於大學社會責任的概念深感認同，故加入了本次的微型社參活

動，「跨校永續商業創新黑客松工作坊」旨在培育當前青年學子銜接未來就業所

需之能力，由逢甲大學商學院與金融學院偕同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及亞

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互助合作舉辦完成，現場熱絡。 

參與者心得 

<C組> 

1.今網際網路上，許多人或組織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政治情感及利益等，

製造與散布了許多有問題的訊息。在大量真假難辨的訊息充斥的數位時代，媒體

識讀能力也越顯重要。應該積極增進自我辨別訊息與批判思考的能力並取回使

用媒體的主權地位，而不只是接收媒體訊息的客體。 

2.我們對創新常常會有很多迷思，但聽完這場演講後，我對｢創新｣有了不同

的看法。第一，是我們一直以來誤認為代多數人抗拒改變現況，才覺得創新者要

有非比尋常的勇氣，以克服抗拒感。第二，我們認為只要新點子夠新穎，就一定

能夠帶來商業上的改變，而忽略了價值創新這個重要概念。 

3. 曾經的時代，訊息主要的傳播途徑是報刊、雜誌以及電視台等等，大部分

資訊掌握在政府或是媒體手中。現代媒體，因網際網路發達以及各種的傳播平台

的興起，使得生活中的各種資訊可以掌握在個人手裡。現代媒體的互動性、即時

性、多媒體整合等特性，與傳統媒體有所不同。進而影響舊的商業模式必須做出

創新與改變，使我對媒體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也讓我認識到媒體在網際網路如

此發達環境中扮演著重要的腳色。 

<J組> 

1.老師在課堂上說了他幫助家中長輩利用科技來記錄看診所需的相關數據，

覺得很厲害，在那個年代，他做得事算是很不可思議的！也思考自己現在所學到

東西，有甚麼可以拿來幫助家人甚至幫助社會。 

2.這門課的講者很受歡迎，甚至都爆滿了，然後還是跟醫學系的同學一起上

課，這樣顯得逢甲學生有點遜掉了，但老師卻因為有同學是坐地板的，而對我們

感到抱歉，還說回去跟我們道歉，給了我們十足的面子，有種被激起士氣的感覺。 

3.台灣的學者們一直在研究把所有個人的看診資料、對甚麼藥物過敏、疾病

史之類的數據統合起來，來方便醫生快速的看診找出問題點，甚至還可以遠端看

診，雖然還在研究階段，但一想到如果成功了，台灣使用AI的技術可以說是擠進

全球前擠了。覺得驕傲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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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組> 

1. 今日經營環境快速變遷，企業面對的風險較過去更為錯綜複雜，需因應的

風險管理方式也更多元化，需掌握總體環境、經濟環境、文化差異，以及科技的

快速變革。 

2. 現在是屬於AI的時代，而這也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接下來會有更多與

人工智慧相關的課程，而政府也在著重規劃從小與人工智慧的接觸。 

3.AI人工智慧的議題一直是這個世代的主要問題之一，人工智慧是否會取代

人類也是常被拿出來討論的話題，影片中有提到受訪者認為未來有兩種行業不

會被取代，一種是創意性產業，一種是關愛服務性工作，情感跟創意方面確實是

AI的弱點，不過我認為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還有兩種AI不能取代的工作，一個是

製造控管AI的高科技業，一個是低階的勞力工作產業。AI科技再怎麼厲害也是

有人創造出來的，所以儘管人工智慧發展到很完整的程度，也需要有人為AI更

新、改善或者是不斷進化這項科技；而勞力階級的工作也無法被取代的原因，是

因為雇用或買進AI機器人的成本高於雇用人類，比如說清潔工這類的工作，因為

成本的考量所以AI也無法取代這種產業。也就是說，如果未來AI技術發展純熟，

社會將呈現極端的M型化分佈，而中間的社會階層都將被AI取代。 

 

  

  
圖一、胡凱焜助理教授分享永續醫療。 圖二、活動爆滿，聽眾互動相當熱烈。 

  
圖三、場地外等候的參與學生。 圖四、胡凱焜助理教授分享永續醫療-2。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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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HUB 臺中市青少年防災體驗營 
 

徐嘉徽、劉騏甄撰文 

「九二一那天你在做什麼？」 

921是許多台灣人記憶猶新的噩夢，因為這場天災，台灣開始重視防震建設

和教育的重要性。臺灣位處於高災害潛勢的區域，地震及颱風等天然災害不斷，

不僅無法避免，而地震災害之發生更是難以預測，巨災常態化的趨勢，已成為未

來我們必須面對之重要課題，所以我們更應該防患於未然，於日常生活中建立防

災意識。 

李瑞陽老師舉辦「臺中市青少年防災體驗營」 

李瑞陽老師於民國109年9月21日，配合國家防災日舉辦「臺中市青少年防災

體驗營」，帶領逢甲學生至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小進行服務。服務對象為國小高

年級學生，撇除過去較制式的防災教育，以互動體驗之模式，落實防災教育，強

化國人對災害防救之觀念與認知，提昇危機意識與減低災害之傷害，對災害的預

防、應變、處理與災後重建才能有積極而正面的效果。課程內容包含：「CPR急

救訓練及AED介紹、煙霧室體驗-火場逃生、如何準備防災包、簡易傷口包紮及

傷患搬運」四大關卡，以分組闖關方式進行。 

藉由在國中、小的學習階段規劃正面積極的防災教育課程，以提升國人的防

災素養，減少人命與財產的損失。除國小學生參與體驗，本場活動的上石國小亦

有家長共同參與，與孩子一同學習，了解防救災知識，將本活動效益擴展更大，

從校園帶入家庭，距離民國88年9月21日已過21年，災難和淚水逐漸化為動力，

給下一代更安全的家園是大學社會責任的一環。 

  
圖一、透過隨手可得且常見的報紙、膠

帶，傷患骨折或需固定四肢，即可利用這

些物品做簡易的固定，減少消防救護人員

來之前的二次傷害。 

圖二、特請消防員教育訓練，使學生了解

進行CPR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並教導如何

正確執行CPR以及使用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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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由李瑞陽老師帶領同學至上石國小

服務，進行青少年災體驗，圖為全體服務

的同學大合照。 

圖四、本活動另請臺中市消防局指派消防

員，教導學生遇到火災發生時的應對方式

及原則。 

  
圖五、由日本引進的煙霧體驗帳，讓學生

體驗火災濃煙時的伸手不見五指的可怕，

藉由煙霧體驗，教導學生遇到濃煙，決不

可心存僥倖貿然闖入，而應該要於相對安

全之空間，關門抵擋濃煙並待救。 

圖六、CPR教學亦請臺中市消防局指派消

防員，在實務操作前，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與國小學生講述CPR的重要性，以及在哪

些狀況時需要使用。 

  
圖七、本校同學於辦理青少年防災體驗營

前受過訓練，因此在帶領小朋友實際操作

圖八、安妮的分組操作，讓所有小朋友都

可以親身體驗，並在操作時配合流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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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以協助消防員指導正確姿勢。 之節奏(節奏符合正確壓胸的速率)，讓學

生更容易記在腦中。 

  
圖九、防災意識的推廣之下，大家都知道

要準備防災包，但要準備什麼卻不清楚。

將防災包應備物品及不須物品同時製作成

小卡，激發小朋友思考並選擇什麼是需要

的。 

圖十、檢討由小朋友思考與討論後，最後

選擇的防災包項目，並說明應該準備的項

目，以及為何準備及使用時機。 

  
圖十一、如遇傷患需要搬運，在沒有擔架

的時候，利用易取得的床單、棉被或布簾

等，即可作為簡易的搬運工具。體驗活動

中以長形娃娃，讓學生實際練習如何搬

運。 

圖十二、三角巾及固定工具並非所有家中

都備有之物品，以易取得的報紙及塑膠

袋，即可用簡易的方法將受傷的肢體固

定，以避免因移動、晃動造成二次傷害。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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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參-人文科技創新專案- 

逢甲生活圈；營造榮耀逢甲里 
 

尹馨慧、劉騏甄撰文 

林峰正老師與社會創新學院合作，打造逢甲里共榮生活圈 

林峰正老師與社會創新學院助理尹馨慧合作，透過科技導入紀錄、凝聚逢甲

周遭人文精神、彰顯多年的在地文化。為整合逢甲周邊之人文資料與消費資訊

（如：捷運路線、交通資訊、餐廳等），師生選定幾個具有歷史意涵的地點，運

用AR科技將故事串連，形成該區域的地方人文特色指南，本次小專案同時實現

了SDG4(教育品質)、SDG11(永續城市)的精神，未來將整合西屯區各式人文資訊

以及消費資訊，使西屯區與逢甲大學特色凸顯，形成新興大學城，發展可期。 

參與學生心得 

1. 歷史已逐漸走進人的記憶深處，對於未經歷過的人而言，它卻已經消失，

我們藉由這個活動，將只在特定的人身上的歷史讓更多人知道，讓那段歷史不會

因為人逝去，而真正消失，以達到歷史永續，讓每個世道的人都能夠知道過往這

個地方所發生的事物。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讓我們在了解我們所

不知道的歷史的同時，也能藉由我們的手讓這段歷史變得更具備趣味性，並且讓

更多人知道。 

在未來，科技日益進步的時代裡，歷史不僅僅存在於書本，更多的歷史與人

文將與時代並進，融入科技裡，不再與時代脫軌。讓人們在接觸科技的同時也能

夠保持一顆不忘本的心，有人說：「因為有前人和歷史，才有現在生活如此便利

的我們。」在發展未來科技的同時，如果也能回頭看看過去，那才是真正的向未

來邁步前進！ 

2. 清靈宮的人文AR呈現以圖、文及語音介紹為主，因為我們技術面不成熟，

故是一項較簡單的互動設計，希望未來有AR方面的技術人才來製作出更完善的

人文互動裝置，能更貼近科技新世代族群的學習、生活方式，以延續人文精神的

傳承。 

3. 因為一起完成這次的專案我了解到很多西屯區的歷史文化，雖然我生活

在這個周遭，但是我從來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在之前是什麼樣子的，透過這次與

隊友們一起去社區調查讓我更了解我現在生活的地方，也希望我們這次的作品

能夠讓大家用便捷的科技，了解西屯區較少人知道的歷史文化與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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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AR成果展示，介紹設計概念，互

動方式。 

圖二、AR觸發媒介的重新設計。 

  
圖三、清靈宮廖品娘媽祖的手，阿伯一邊

介紹，一邊開玻璃門讓我們清楚地看見媽

祖神像精細的設計。 

圖四、林峰正老師與學生共同用手機測

試AR的呈現效果，仔細給予學生建議。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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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參-農業合作社與在地創生 
 

黃姿胤、劉騏甄撰文 

苗栗賽夏族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作社&泰安鄉原住民精緻蔬果生產合作社 

針對實務界所面臨的行銷不利及經營不善的問題提出相對有利的行銷策略

方案，希望打開農業合作社的知名度及改善經營措施，預期效益希望可以讓更多

的消費者知道苗栗縣當地的特產及拓展農業合作社的業務發展。 

李桂秋老師與學生參訪加深理論與實務連結 

李桂秋老師利用碩一生及預研生的「研究方法」課程，帶領學生至苗栗縣泰

安鄉二處農業合作社(有限責任苗栗縣泰安鄉原住民精緻蔬果生產合作社及有限

責任苗栗縣賽夏族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作社)實地了解當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

營管理，讓同學接觸到實務界，參與學生覺得對於學習很有幫助，能看到平時難

見的實際狀況，也相當認真地給予許多分析與建議，合作社方面也有意願繼續地

與我們有更進一步的交流。以SDGs第8項(就業與經濟成長)出發，讓學生不只是

學習課堂專業，實地地走訪並運用，針對這兩家合作社給予分析與建議。在就業

與經濟面希望能藉由專業的導入讓合作社變得更好，使其能更穩定發展，合作社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近一步解決部落青年出走問題。未來可能會讓部分學生更深

入的走訪與研究，期望在學術與實務上讓雙方皆有收穫。 

 

  

  
圖一、村長介紹養蜂方法與蜜蜂習性 圖二、村長介紹養蜂方法與蜜蜂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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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主席向大家說明合作社養蜂發展 圖四、介紹森林小站開創原由與傳統故事 

  
圖五、主席示範傳統樂器與打獵時的信號

方式 

圖六、與泰安鄉原住民精緻蔬果生產合作

社社員 

  
圖七、泰雅主席介紹社務狀況與營運方式 圖八、泰雅經理人介紹實務狀況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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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參 

產品開發與數位行銷：東勢商圈田野調查 
 

黃悅庭、劉騏甄撰文 

林忠勳老師、黃悅庭同學於東勢進行田野調查 

由業師范特喜潘冠呈協理介紹東勢商圈並參訪客家文化園區，讓同學自行進

行田野調查，實際了解商圈內的商品由原物料到商品的過程，以及當地食物或手

工藝品特色，以便讓同學由此次活動獲取之經驗自由發揮創意，分組製作品牌形

象及創意海報，期許增進各商家的消費率、曝光度和吸引力，藉由USR HUB，

學生有機會實地走訪，學生加深了學習印象，也更加認真在產品發想上。 

參與者心得 

1.剛得知要去田野調查時，其實當時的心情還是起伏滿大的，一方面是因為

相較於其他通識課程，比較少聽到說會有類似這種實地訪查的戶外活動，感覺起

來實在是非常激動又好奇，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事前實在是不清楚當地的實際

狀況是如何，並且也不太了解課程接下來的走向會是什麼樣子，會不會訪查的過

程中遇上了不是那麼願意與我們配合的店家，而這無疑是將我們推入了一個未

知的挑戰之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林老師的協助和安排之下，從一路上的環

境解說一直到潘協理的地方產業特色講解，我心中沉重的疑惑才豁然大開，真的

是想不到一個小小的觀光地區，可以結合如此多樣性的文化特色，並造就出了客

家文化為主 眾文化為輔的在地產業街道。然而最讓我深受感動的是我們合作的

店家----寶島薰樟，在我們採訪時，店主們非常熱切的歡迎我們的到來，且不辭

辛勞地將他們店內的歷史娓娓道來，好讓我們能有一個更完整的產業歷史架構

在前，除此之外，為了使我們更好且有效地吸收，在產業特色時還特意將店內一

個個物品向我們逐一介紹，並與我們分享之前協助其他學長姐們合作策展的經

驗。總而言之，這次的調查實屬一次完美的參訪體驗，非常期望改日能再有相關

的課程內活動，能讓我充份地開拓視野，讓那些鮮為人知的美麗秘境再次被我們

探索與挖掘。 

2.今日因選修了通識課數位行銷課而有幸參與田野調查，在東勢商圈布景了

解東勢在地的發展歷史，東勢商圈的興起以及特色，以及客家人的精神與文化。

過程中了解到因地震導致客家式的建築倒塌，導致東勢商圈的特色已經不在，但

是這也給予我們機會以行銷的方式將其東勢商圈的特色發展出去，讓東勢商圈

以不同的角度再次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3.這次我們去的地方是位於東勢的客家文化園區（東勢商圈），在去之前，我

們一直以為東勢商圈是個大商圈，雖然傳統但東西多樣，且應該有著濃厚的客家

元素。然而，當我們一下車，耳朵聽到的，遠遠超乎我們想像。遠方傳來的歌，

不是客語，而是閩南語？而路上的攤販，真正在販賣有客家元素物件的，簡直屈

指可數。而當步入商圈，他的規模也著實令人意外，僅僅是一段小小的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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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也許唯一可以稱的上好的只有腳踏車店了吧！這時我們才發現，我們製作

的草案根本不能用，方向根本是錯誤的。還好，還好有去做田調，我們才能看到

真正的東勢商圈，而不是網路上的那些二手訊息。 

4.在做田調之前，我組成員已事先在網路上做行前的資料收集，一方面了解

東勢，一方面打出海報草稿，然而星期六的實地走訪，透過親身走過，再透過協

理簡單介紹關於東勢的在地特色以及東勢商圈周遭的幾間小吃店，讓我對東勢

商圈的特熱及環境和傳統更加了解。在自由時間時，我和小組成員隨意走走逛

逛，發現客家和紅龜粿及餅舖是東勢商圈特色的一小部分，因此我組確定想以此

下去設計當作賣點。走訪過一次後，我組更加確定自己想以什麼樣的特色為東勢

商圈打廣告，並希望藉此讓更多遊客走訪東勢，順利打出一定的知名度。 

5.在得知要做田野調查時，我其實蠻害怕的，一方面害怕去和商家接觸，一

方面也害怕到底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去幫助他們、去改善他們的環境，但是實地

走訪一次東勢商圈後，我還是決定了，即使我還是不曉得自己的能耐，但我還是

希望能幫助他們，在那邊我看到了很多上了年紀的中年人，為了養家餬口在拼

命，明明人數不太多的商圈，各個店家卻充滿熱情和朝氣，一個已經沒落的客家

文化園區，卻還是有那麼多人在努力支撐，讓我很感動，我想要盡全力的幫助他

們。 

  

  
圖一、潘協理為同學們講述商圈歷史 圖二、活動結束的大合照 

  
圖三、小組成員田野調查合照 圖四、商圈內容之一 -寶島薰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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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參-霍特獎訓練課程 
 

吳欣蓓、劉騏甄撰文 

霍特獎(Hult Prize) 

霍特獎在2009年由霍特國際商學院資助並發起，希望通過一個年輕人的創意

競賽，去解決世界上最困難的社會問題。這個概念得到霍特家族以及美國前總統

柯林頓基金會附屬機構柯林頓全球計畫（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的資助，成立

美國霍特獎基金會（Hult Prize Foundation）並發起「全球大學商業提案競賽」，

旨在解決全球最緊迫的問題，鼓勵各國大學生和研究生關注社會，並思考如何以

商業創新模式，解決包含難民、飢荒、能源危機等重大全球發展議題，為全球最

大聚焦於社會福祉的學生競賽。故有「商學界諾貝爾獎」、「學生諾貝爾獎」美稱，

今年(2020年)的主題為「Food for Good」，Hult Prize的逢甲分會由社會創新學院

輔導，並且舉辦相關培訓，期許讓本校更多學生參與國際競賽，共同解決社會問

題。 

 

薛珍華老師、董政玫老師談社會創新 

由於霍特獎需應用英語進行簡報，並且提出具有創新且可行的商業模式，薛

珍華老師引導學生了解永續發展目標存在的意義，與此結合今年競賽的主題，並

透過影片的介紹讓學生們更能熟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必要性；此外，董政玫老師教導的創新社會企業的

基本三大原理，由自我的創新能力，突破框架且具遠觀性的社會企業想法。 

 

鄭宜玫老師-英文簡報技巧 

由鄭宜玫老師透過清晰且有條理式的演說，給予四大英文簡報的技巧，如何

吸引觀眾的眼光、過程中姿勢與手勢的表達更是身為演講者最為重要的一環， 

進而達到前後呼應、抓住主題核心的重要性。其最終的目的便是要讓所有參賽團

體組別能夠有一個良好的出發點，為的是要透過我自身的力量，打造一個良好的

未來給下一代! 

 

Star-up：Food for Good 

SDGs以三重盈餘(Triple Bottom Line)為核心理念發展而出，兼顧「經濟成長」、

「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國際性商業霍特獎競賽，每年從十七項目標SDGs

中提出不同的的主題，讓全世界的青年們能透過自我的創新以及各自的長處，發

展出最具永續經營的社會企業。以今年為例，「Food for Good」追求下列七項目

標:消除貧窮、消除飢餓、健康與福祉、就業與經濟成長、工業與創新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責任消費與生產。糧食產業因科技發達的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對於

環境的永續問題探討，甚至是世界糧食分佈不均的現象等，皆可成為今年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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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討論之。 

參與者感受 

1.學到了很多報告的技巧，發現到之前做報告的時候犯了很多錯誤，也學習

到英文的語言架構。 

2.參加的課都很讚，特別喜歡董政玫老師，概念解釋的很清晰，鄭宜玫老師

也給很多演講技巧，都很棒！ 

3.活動不錯，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培養了自己準備競賽的軟實力。 

  

  
圖一、透過分組進行影片內容對於永續發

展分析，由淺而深的問題點，目標導向今

年的主題內容。 

圖二、將兩題材結合後，便以輕鬆的方式

詢問各個參賽者們對於這七項指標的概

念、內容想法，互相激發靈感，進而找到

最終創業基石的成果。 

  
圖三、藉由董講師有條理地介紹創業者需

的想法與改變，讓參賽者們在創業理念上

達成各自的共識，進而更深入的探討，何

謂企業永續理念。 

圖四、有些非參賽者的同學們因董政玫老

師的課堂，因而有興趣想了解更多比賽的

資訊，達到了雙向流通的成果，並且也使

同學們有機會增進自我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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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鄭宜玫講師透過四個階段的方式，

與學生們探討英文演講的步驟，透過每階

段結束前都有各組的討論區間，讓他們在

有限時間裡，對於簡報的思考能力同時有

巨大的進步。 

圖六、在活動過程將參賽者與報名講座者

分開，透過不同的指定主題，而參賽者們

的主題即為今年比賽的主題，有步驟地找

出報告的邏輯系統，一方面不僅能有效率

的探討出各組報告的理念，同時也能減少

開會討論的議題。 

  
圖七、講師所強調的，當演說結束後，最

為重要的並非”THANKS for Watching”，

而是展示出簡報的開頭。主題即為首頁，

達到前後呼應的理念。 

圖八、在活動的過程將參賽者與報名講座

者分開，透過不同的指定主題，有步驟地

找出報告的邏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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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NGO YCF 華語線上教學 
薛珍華撰文 

提供泰國非營利組織-Youth Charity of Foundation(簡稱YCF)線上華語教學是

個美麗的意外，或許也是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之下少數的美好。逢甲十幾位學生

在2020年初到了泰國YCF，這是一個位在泰國清邁的非營利組織，收留來自失能

家庭、孤兒或家庭偏遠以致教育資源不足的兒童。該單位經費來源9成來自捐款，

1成透過販賣手工藝品募資。我們的學生在當地與60多位大大小小的朋友相處了

10天，進行了活動、課程、晚會。學生也透過一次次討論提出YCF募資方案，並

透過到當地夜市實際販售、到市場問卷調查了解市場接受度。此外，也進行華語

教學以提升YCF兒童對於華語、華語文化的認識，提升兒童國際視野。回台之後，

學生一心想再過去，但是因為疫情無法出國。可喜的是，華語教學因為有了電腦、

網路而得以延續。逢甲兩組學生每周一、二的晚上與泰國的小朋友分批上課，從

生澀的教學、到各式道具紛紛出籠；從沒有課本、比手畫腳，到小朋友人手一份

教材，逢甲學生的興奮之情恐怕不下於泰國小朋友的快樂。這就是「施比受更有

福」的真諦。未來，除了持續進行的課程，我們還會設法募集到更多電腦，日後

為YCF的小朋友規畫完整的電腦教室。 

  
高年級學生學華語。 中年級學生快樂學習。 

  
台灣、泰國線上美好互動。 學生運用肢體語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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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光電．西大墩窯參訪 
 

尹馨慧撰文 

早在 2003 年開發中科友達廠時，於重劃區開挖基地，竟挖掘到上千年考古
遺址，而友達光電身為科技產業之龍頭，便擔起文化傳承與環境永續的企業社會
責任，將西大墩窯遺址保存並建立友達西大墩窯文化館。 

今日由翟院長帶領著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所長李建緯、中國文學系余風教授、

人文社會學院院祕書謝夏瑩、社會創新學院執行長薛珍華，一齊前往友達西大墩

窯文化館，進入館內，先由友達志工與我們介紹有關於西大墩的文化歷史，再說

起友達光電的願景。最後再進行產學對談以及共同激盪未來發展之可能性，從課

程談起，說到文創商機、環境永續、文化內涵…等。 

藉由今天的產學對談，相信我們在未來發展USR以及結合友達光電的CSR，

必讓逢甲大學、友達光電、西大墩窯有更多元且多樣的面貌。 

  

  
活動結束大合照。 參訪過程，導覽人員認真解說。 

  
參訪同仁認真聽導覽解說。 西大墩窯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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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東亞學會議主持日語文研討會場次 
 

黃煇慶撰文 

曾率團蒞校參訪的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於11月9日起二天，舉辦以「富

裕東亞、躍動東亞-東亞人文・經貿・科技的交流」為主題的「中國文化大學東

亞學會議」。邀請日、韓、越及中國大陸五位著名學者視訊演講外，並進行55篇

論文報告。由於徐校長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在任職外交部派駐日本期間即

已熟稔，乃邀擔任會議內唯一以日語文發表與評論為主的「國際政經新局下東亞

供應鏈枝重整與台商布局」A-5場次主持工作。計有來自育達科大、台中科大、

真理大學共五位學者，分別就「東アジア製造業のグローバ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

の発展と変化(國際供應鏈在東亞製造業的發展與變遷)」、「米中貿易戦争におけ

る台湾企業の拠点配置戦略(美中貿易戰之下台商的布局策略)」、「デジタル時代

におけるコンビニのマーケティング戦略について(數位時代下便利商店之行銷

策略)」及「借鏡日本三重縣產業振興發展策略」提出論文報告與評論。由於主

題合乎目前台灣產業策略需求，吸引甚多聽講者與會；本中心黃老師國際經驗豐

富，適當掌控會場氣氛，頗受佳評；隨後接受王淑音副校長晚宴款待。 

 
圖1-黃煇慶老師(左)主持第A-5場次以日語文為主的研討會(2020/11/10攝於文大) 

  
圖2- 第A-5場次主持與報告、評論人員 圖3-(左起)黃煇慶老師、文大徐興慶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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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黃煇慶老師(左五)與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右四)等與會師長合影 

 
圖5-黃煇慶老師(左四)與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左六)等與會師長合影 

 
圖6-文化大學陳立文圖書館長(右四)接待黃老師夫婦(左一二)等參觀圖書館 

  
圖7-文大王淑音副校長晚宴款待之一 圖8-文大王副校長(前右三)晚宴款待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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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專車參加本校 59 周年校慶 
  

黃煇慶撰文 

本校台北校友會為祝賀母校59周年校慶，並參加該校友會所推薦當選本校第

22屆的二位傑出校友，特組祝賀團。由謝振裕名譽總會長、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

編輯及台北校友會長周純堂領軍，於11月15日校慶當天專車一早出發，一行四十

餘校友浩浩蕩蕩開往台中母校。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居住台北，又擔任該校友

會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夫婦乃隨團參加。途中，擔任車長的周純堂會長除感謝

校友們的支持成行，也簡介台北校友會所推舉張政文、董俊仁兩位傑出校友的成

就背景及貢獻事蹟，獲得滿車喝采。此外，周會長又一一介紹乘車校友及同行眷

屬，也特感謝本中心黃老師多年來擔任該台北校友會日文班的義務授課講師，致

校友們受益良多，成績斐然。大家對周會長掌握校友的熟悉程度與所表現低調謙

遜行事風格，更加佩服。當校慶典禮進行頒發第22屆傑出校友獎時，台北校友會

校友們特別對董俊仁、張政文校友於登台受獎之際，均給予熱烈歡呼祝賀。禮成

後轉往校旁最豪華設備的星享道酒店，接受母校午宴款待。本中心黃老師所分配

之第八桌長，乃擔任本校綠能生技中心主任林秋裕教授，巧亦為留日學長，與本

中心黃老師於1983年首次奉外交部選派東京學員訓練多年重疊，雙方尚能舉出

共同記憶，因而相談甚歡，帶來彼此的意外驚喜。 

 
圖1-李秉乾校長致詞 

 
圖2-高承恕董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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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左起)周會長、董俊仁傑出校友夫婦、張政文傑出校友夫婦、賴總編 

 
圖4-(左起)賴文堂總編、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高志銘傑出校友、黃煇慶老師 

 
圖5-張政文傑出校友(前排座左四)與黃煇慶老師夫婦等台北校友會校友合影 

  
圖6-(左起)黃煇慶老師、林秋裕主任 圖7-黃煇慶老師夫婦(攝於啟垣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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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製作島嶼音樂季紀錄片 
  

黃煇慶撰文 

一群熱愛花東特色的音樂人，結合日本沖繩在地風格音樂團體，於2014年成

立「島嶼音樂季」。藉輪由台灣花東與琉球沖繩辦理方式，展開雙方音樂展演合

作。試以音樂會、工作坊、部落生活體驗及對話論壇進行交流，讓雙方熱愛音樂

朋友，能跨越異國空間感受來自熱帶島國的獨特音樂魅力。本(2020)年輪由台灣

主催，為配合防疫措施，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乃相應規劃以島嶼藝術特展外，並

委請《太陽的孩子》導演樂嘎舒米製作回顧過往六年的島嶼音樂季紀錄片。旋於

11月13日在台北國家電影中心舉行「2020島嶼音樂季『我們在島嶼歌唱』紀錄片

放映晚會」。大會由台日名落語家戴開成擔任主持，台東生活美學館李吉崇館長

則以主辦者身分，歡迎沖繩縣政府台灣事務所仲本正尚所長，在台灣沖繩縣人會

黑島真洋會長、伊禮武志幹事長以及擔任中琉文經協會副理長的本中心副教授

黃煇慶等約30人出席。彼此於觀賞紀錄片後，於座談中分別就加強雙方傳統音樂

合作，促進台沖異國藝術交流等提出具體意見，相談甚歡。 

 
圖1-(左起)仲本正尚所長、勒嘎舒米導演、黑島真洋會長、黃老師、戴開成主持人 

  
圖2-(左起)黃老師、台東美學館李吉崇館長 圖3-(左起)黃老師、伊禮武志幹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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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財金風保系友會大會暨會長交接緬懷師恩 
  

黃煇慶撰文 

本校北區財金暨風保系友會11月14日假台北市玉熹大飯店，舉行會員大會暨

新舊任會長交接典禮。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擔任台北校友會常務理事並在日

文班授課，乃受英參加。本校金融學院劉炳麟副院長偕同多位系主任、師長專程

來北蒞臨指導；本校張立義、鍾智文、謝明傑、游永全、周淑媛等多位傑出校友

亦出席盛會；而新科傑出校友張政文前台北校友會長也適時與會，增添會場熱烈

氣氛。於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之監督下，順利完成新舊任會長交接手續。江松

圳前會長余致詞中，一再感謝台北校友會的學長校友們多年來的支持，方能圓滿

完成多項工作，為母校及金融學院樹立畢業校友的回饋方針。新任邱瑞利會長則

本渠擔任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總經理職務的熱誠，繼續為母校

及台北校友會打拼奉獻。新舊任會長所表現質樸真誠性格，為大會帶來滿堂喝

采。席間傑出校友、台北文教基金會徐正冠前董事長則呼應本校金融學院劉副院

長所提，為感謝並紀念母校故前保險系所主任所長楊肇昌教授師恩，擬藉明年恰

逢百歲冥誕，即刻進行「肇昌講堂籌備委員會」，並拋磚引玉展開募款事項，帶

來會場熱烈氣氛。 

 
圖1-(左起)江松圳前會長、監交人周純堂台北校友會長、邱瑞利新會長 

 
圖2-江松圳前會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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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邱瑞利新會長致詞 圖4-張立義傑出校友致詞 

 
圖5-監交人周純堂台北校友會長致詞 

 
圖6-母校金融學院劉炳麟副院長致詞 

 
圖7-(左起)江松圳前會長、黃煇慶老師、鍾智文傑出校友、邱瑞利新會長 

  
圖8-餐敘間向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左四)致意 圖9-李國賜校友會場吉他演唱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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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與會師長校友大合照(2020/11/14攝於台北玉熹大飯店) 

 
圖11-網路廣傳大合照(游永全傑出校友提供)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80 期)2020/12/1  86 

 

 

傑出校友的新北慈善基金會成立松年大學日語班 
  

黃煇慶撰文 

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家族在新北市樹林區所創設的「財團法人張方大慈善基

金會」，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日文班講師，第二期頃於本年10月結業。經

該基金會積極爭取，終獲正式核定設置「松年大學」課程，即於11月5日再開辦

日語班，並續聘本中心黃老師前往授課。又因該基金會係經營幼兒園，為配合政

府防疫措施，仍暫採小班制方式招生。按新北市在各區成立松年大學，目的乃針

對銀髮族或各機關學校志工等提供輔導課程。而本中心黃老師基於本身前曾長

期奉外交部派駐日本各地之學經歷，擔任本課程認識日本、歌唱學日語等教材大

綱內容，完全符合該等規定與授課需要。 

「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首度開學，也是該基金會日文班的第

三期開講，由該基金會張維庭總監暨該班李宛玲主任共同主持。均表期望能同在

黃煇慶老師指導下，繼續醞釀學習日語的新氣象，締造有氣質有禮節的日本素養

好環境。本中心黃老師也相應針對學員需求，轉注學習日語重點為詳解演歌之歌

詞內容及背景資料，再補充說明歌詞中所提及之簡單文法。當日所教唱演歌即為

學員所點唱「別(わか)れの波止場(はとば)」，亦為文夏翻唱的台語歌曲「離別之

夜」。內容雖充滿海港別離哀愁，然旋律優美，增添學習日語興趣。 

 
圖1-「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李宛玲主任致詞(前立者右) 

 
圖2-「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張維庭總監致詞(前立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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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黃煇慶老師授課情形之一 

 
圖4-黃煇慶老師授課情形之二 

 
圖5-黃煇慶老師與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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