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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中心展覽訊息 
  

陳國福撰文 

 展覽日期：110/3/2~110/4/15 

 展覽名稱：欣逢墨緣-墨海社書藝展 

 展出地點：圖書館一樓游翰堂 

 

2021辛丑牛年，墨海社因緣際會受邀至逢甲大學「游翰堂-漢字文化中心」舉

辦「欣逢墨緣—墨海社書藝展」，主題「欣逢墨緣」乃「逢」甲大學與「墨」海

社辛丑結緣之始。 

「墨海社」成員中，蔡明讚、趙建霖、黃緯中、陳國福、楊旭堂五位為前後

任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理事長，以及電信界資深工程師劉神扶，去年另邀三位

女新秀：林亮吟、李金枝、周秋芬，九人因師承不同，書風多元，樸、秀、奇、

新無所不有。 

書如其人，書法是以表現書家的思想，尤其是形式美意識為主的創造活動，

藉由形象化的符號反映人的精神世界，為中國人數千年來的智慧結晶，書以載

文，文以載道。《論語·述而》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我們

雖身處3C科技時代，如果能涵養藝術，使身心獲得均衡發展，更能培養完整的人

格與和諧的人生。 

本次展出作品包含篆、隸、草、行、楷各體，有大字榜書、長卷、四聯屏、

中堂、條幅，琳琅滿目，歡迎各界踴躍參觀指正！ 

  
「展場布置一 展場布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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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代勒講座教授致詞 黃緯中教授講座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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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活動報導 

【指尖下的故事】爵士音樂會 
  

孫培翎、陳麗如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於03月17日邀請到絲竹空樂團蒞臨本校演出，由彭郁雯爵士

鋼琴三重奏X楊曉恩/薩克斯風X蘇郁涵/鐵琴，三位榮獲金曲獎、金音獎的創作

型演奏家彭郁雯、楊曉恩與紐約當代爵士的閃耀新星-蘇郁涵，在逢甲大學首次

交會！指尖下充滿故事的她們，用最精湛的技藝、最動人的作品帶給全場參與

音樂會的師生最難忘的爵士饗宴！。 

本場音樂會為本校師生帶來10首音樂家自創的曲子，演出者透過自創歌

曲，描述自身故事以及多元的感受，演奏不同的情緒傳達給聽眾，像對家人的

鼓勵、生活追求、對地方或事件的感受，不論是輕鬆的、不安的、酸澀的，都

由爵士音樂讓我們感受作曲當下的心境。 

音樂會接近尾聲，在觀眾熱情呼聲下進行了最後的安可曲，樂團準備了輕

快節奏的經典爵士音樂， 讓人再次感受到爵士樂的輕鬆隨性，為今晚演出劃

下完美的句點。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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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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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人言大樓十樓)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4/1 (四) 

15:10-17:00 
鄭錫懋 

基督徒魯蛇的人生逆襲 

1.魯到入味的逢甲學長。 

2.基督信仰的人生視角。 

3.人生很長，別自己扛。 

4.作為一個基督徒知識份子。 

4/7 (三) 

10:10-12:00 
邵耀華 

跨領域醫療器材創新設計 

我國醫療器材產業多屬於中小企業，並以代工製造為

主，其研發項目往往欠缺臨床研發互動，在自主的創

新研發能力上較弱；同時也因業主對創新產品測試驗

證經驗不足，因此在產品走向國際市場時時常受到限

制。 

本次講座將介紹如何評估技術的：市場潛力、快速商

品化可行性、技術創新性、以及技術成熟度，進而將技

術順利推展至量產階段外；同時，也包括如何從臨床

互動中找到最具有市場價值的臨床需求，並在眾多需

求裡發掘自己的核心技術，判斷整合其技術的可行性，

進行自我產品的定義，透過安全規範測試，臨床驗證、

智權規劃、產品試製等流程，以加速推動我國醫療器

材產業發展，強化國內產、學、研、醫界跨域產品開發

合作能力，以提高創新醫材附加價值，落實並開拓醫

療器材市場新契機。 

4/9 (五) 

08:10-10:00 
何家雯 

認識關係中的自己 

運用簡易心理測驗DISC、周哈里窗、Sarir生存姿態等

活動(視學生狀況使用)，認識在人際關係中的自己，增

加自我認識。從起床到入睡，無論喜不喜歡、擅不擅

長，你我都脫離不開與他人互動。不同的關係有不同

的角色，每個角色有各自獨特的展演方式，讓我們一

起認是關係中的自己，欣賞自己在人際關係中獨特的

演出。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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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五) 

10:10-12:00 
何家雯 

only yes means yes！──破解性騷擾 

從身體界線、身體自主權角度認識性騷擾，以及性騷

擾對個體身心、人際關係帶來的影響，身處於環境中

的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不喜歡他碰到我？可是，我可以說嗎?說出來會不會

影響到他？可是我心裡很不舒服啊？ 

從#Me too到翁桑輸雞雞排妹的事件，除了八卦，我們

一起發聲練習，破解性騷擾的迷思。 

4/9 (五) 

18:30-20:15 
蕭麗華 

文字放光：蘇軾詠茶詩的智慧 

本次演講首先觀察唐代茶禪詩歌的發展，從而對照出

蘇軾詠茶詩中所具有的傳承與新變。以詩歌風格來說，

唐代詠茶詩與宋代詠茶詩明顯有別，此與宋詩以俗為

雅、以賦為詩有關。以茶禪內涵來說，從唐代開始，茶

具有滌憂解煩特性，茶湯甘美具養生功能，成為文人

訪道參禪之資，加上僧人種茶、品茶、供茶，藉茶參禪

修道，促成茶禪合一，成為宋代茶禪之前導；相較之

下，蘇軾的詠茶詩歌中的禪味，從天台禪轉為生活禪、

文字禪，更貼近日常生活，同時蘊含豐富的人生觀與

維摩法門。以茶文化來說，北宋有賡續唐代的寺院茶

風，促進茶禪文化更進一步的發展，唐煎宋點的「點茶

三昧」也出自於蘇軾之口。唐人經常舉辦茶會、茶宴，

而且都辦在清宵夜集，或在山寺禪院，或在高官家宅，

也有在茶山的茶亭或清雅的郊野。本次演講想借蘇軾

詠茶詩的智慧達到唐宋文人茶宴中烹茗、發論、傳花

飲、看詩卷，共賞高會風流的意義。 

4/12 (一) 

15:10-17:00 
顧鈞豪 

當代音樂演奏家的死胡同？ 

以職業音樂演奏家角色出發，觀察分析從90年代至今

的音樂表演藝術變遷與轉變。透過本身學經歷看當今

台灣及國際音樂藝術環境與市場。音樂家的未來如何

透過與其他表演藝術結合而走向更為完整的面向。 

4/15 (四) 

18:30-20:15 

 

商學 308 教室 

蕭心妍 

我在西門町開一間飲料店 

老派金魚飲料店位於西門町，是由兩個83年次人設草

莓族，努力走出屬於自己的存在價值和意義。 

地點選在觀光人數最多的地方，第一次創業就成功

嗎！？白手起家很困難嗎！？或者只是把每一件小事

給做好，成功的契機時間就會慢慢給予你反饋。接下

來的兩個小時，我將告訴各位同學們，創業三年最真

實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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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3/11-3/23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3/11 從七張圖了解企業管理七大浪費  3/12 台中療癒美食攻略分享 

  
3/12 手機製片進階 3/16 犬貓健康，你來守護 

  
3/17 青年行動，有「禮」走天下  3/18 提高錄取率的面試要訣 

  
3/19 想飛 3/19 衣藝美學與科技時尚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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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陶樂思美學創業心路歷程分享 3/22 關於義大利你不知道的十件事 

 

 

3/22 從建國市場看先民智慧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八十八期）2021/4/1  10 

 

 

AUTODESK 競爭力微學分系列開放報名中 
  

許雅婷撰文 

109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熱烈報名中，5月份的課程也即將於3月20

日開放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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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已將登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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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DESK競爭力微學分系列」課程「Fusion 360無人機設計與創意應用」

現正開放報名中。本次課程邀請遠東科技大學游淑斐老師及Autodesk 校園推廣

顧問講師詹國禎老師授課，為「Autodesk逢甲盃設計挑戰賽」前導課程，課程涵

蓋基礎操作、實體建模、曲面建模、衍生式設計、渲染等完整功能教學，透過循

序漸進的案例練習以及往後能參加相關主題式競賽，協助培養將設計構想呈現

於三維的能力，體現學生卓越設計力之實踐，以下分為三階段: 

    Fusion 360無人機設計與創意應用(初階) 3D建模概要與實體建模應用。 

    Fusion 360無人機設計與創意應用(中階)曲面建模與造型設計。 

  Fusion 360無人機設計與創意應用(進階)衍生式設計、實作案例與渲染。

期待學生在面對校內外各式競賽主題時，能夠展現更廣範的創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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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DESK競爭力微學分系列~Fusion 360無人機設計與創意應用」系列課程 

課程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CZkFUuPCiEHu1Pc57 

課程簡介：https://reurl.cc/Agp7r3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4/17(六) 

13:00-16:00 
mt0237 

0.4 學分[初階]3D 建模概要與實體建模應用(1) 

※4/17 及 4/24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才可獲得共 0.4 學分 
工 319 

04/24(六) 

9:00-16:00 
mt0237 

0.4 學分[初階]3D 建模概要與實體建模應用(2) 

※4/17 及 4/24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才可獲得共 0.4 學分 
工 319 

05/08(六) 

9:00-16:00 
mt0238 

0.6 學分[中階]曲面建模與造型設計(1)  

**須參加過初階才可報名中階 
工 319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https://forms.gle/CZkFUuPCiEHu1Pc57
https://reurl.cc/Agp7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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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5/08 及 5/15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05/15(六) 

9:00-16:00 
mt0238 

0.6 學分[中階]曲面建模與造型設計(2)  

**須參加過初階才可報名中階 

※5/08 及 5/15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工 319 

06/05(六) 

9:00-16:00 
mt0239 

0.5 學分[進階]衍生式設計、實作案例與渲染(1) 

*須參加過中階才可報名進階 

※6/05 及 6/06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工 319 

06/06(日) 

9:00-15:00 
mt0239 

0.5 學分[進階]衍生式設計、實作案例與渲染(2) 

*須參加過中階才可報名進階 

※6/05 及 6/06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工 319 

 

※04/01~04/11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4/01(四) 

13:10-17:00 
mc0138 0.2 學分不可思議伊斯蘭 以印尼、布吉納法索為例(韋正)※全英授課 人 402 

04/09(五) 

13:10-17:00 

mc0129 0.2 學分氣候故事工作坊(余宸緯) 人 402 

mt0221 0.2 學分從遊戲中學習敏捷專案管理招式(張志昇) 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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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五) 

14:00-16:00 
mt0230 

0.1 學分創新簡報製作與圖表活用技巧(江樵)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ygKn7l  教育訓練>109-2 學生成就課程 

圖 書 館

211 

04/12(一) 

13:10-17:00 

mc0121 0.2 學分來一場～訂製的小旅行(洪珮綺) 紀 110 

mt0218 0.2 學分陶土與玻璃的奇妙相遇(謝欣錦) 創客小教室 

04/16(五)  

ma0013 0.2 學分生活美學-指尖上的粉彩(吳宇珞) 紀 110 

mt0222 0.2 學分完整使用 Office 全功能-以自我履歷撰寫為範例(張志昇) 行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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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0231 
0.2 學分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陳玉婷) 

※相同課程僅能計算 1 次學分 

圖書館一

樓游翰堂 

04/19(一) 

13:10-17:00 

mt0008 0.2 學分生活時尚~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紀 110 

mt0204 0.2 學分用 Python 學物聯網~智慧家電手機 APP 遙控(陳金風) 資電 B14 

mc0091 0.2 學分我跟老闆一樣大！（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鍾亮君) 紀 104 

04/21(三)   ※統籌科目考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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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3/9~22 課程回顧 

  

  
「太陽下的新鮮事_ Illustrator玩轉設計入門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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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時代-教您如何掌握環境溫濕度變化」課程。 

  

  
「手機輕鬆上手拍出網美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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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運程管理--陰陽學判屋吉凶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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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拍攝剪輯」課程。 

  

  
「生活時尚-深層清潔與專業保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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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商品美拍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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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美學設計_ Photoshop+Illustrator進階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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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課程。 

  

  
「物聯網時代-教您設定悠遊卡權限控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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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表與面試工作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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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ython 學物聯網~雲端平台用網頁遙控家電」課程。 

  
「風水大富翁」專題演講。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八十八期）2021/4/1  21 

 

 

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大學角色協力海岸漁村創生發展之經驗與實踐 
  

陳淑慧撰文 

 3月15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二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由高雄

科大也是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宋威穎老師分享「大學角色協力海岸

漁村創生發展之經驗與實踐」。他主要從「大學教育發展趨勢」、「大學社會責任

緣起與趨勢」、「鄰家好漁計畫推動與實踐分享」、「USR在大學教育扮演角色與功

能」等四方個面向探討，透過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所引發的教學創新模式。 

 鄰家好漁計畫的推動以屏東林邊及佳冬地區為主，希望改善當地產銷失衡、

產業脆弱與不健全，還有青年人口外移環境資源不當利用而地層下陷等問題。高

雄科大結合水產食品科學系、水產養殖系、商務資訊應用系、工業設計系、觀光

管理系、文化創意產業系、及基礎教育中心等共計8個系所共同執行，輔導養殖

業者導入智慧管理及養殖，也協助當地魚塭一起推動「鄰家好漁」品牌及平台，

帶動屏東漁村地方創生及促進在地經濟發展，透過實際的案例分享，了解高雄科

大務實的在地創生策略。 

 產業方面也結合校內特色課程及服務實習，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希望學生

成為極具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新秀，銜接產業傳承斷層。過程中也引導學生創

業，學校也積極投入資金與行政資源協助，是值得學習的典範。在技術上翻轉傳

統養殖經營模式，利用效能益生菌與水底質改良劑應用技術提升友善養殖管理

與生產效能，獲得當地漁民的肯定。同時更進一步結合課程利用場域之農漁產品

研發創新商品，或利用農漁產品廢棄物進行加工研發，以增加產品附加價值，並

協助創新產品商品化及量化，打造在地特色伴手禮。學生也非常優秀成立愛莉兒

食品生技有限公司，並獲得109年U-START創新創業計畫第一階段補助。 

 宋老師也分享「食漁教育與體驗觀光」的做法，不只是課程與技術的延伸，

還播放學生調查訪問的影片，並由學生一起彩繪建置漁鄉文化，結合社區人力及

地景文化資源，設計漁鄉文化遊程。此種利用跨域教學及以場域為教室之方式，

讓大學生與在地小漁共構共創特色遊程，不僅促進在地特色營造，也培養學生社

會設計與創新的能力，是令人值得學習的專案學習模式。 

最後他以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為題，認為這是全球發展共同目標，大學應接軌

國際永續發展趨勢。也期勉大學作為知識創新推動者，應培育具備社會實踐能力

之人才。不僅如此，大學應與地方建立連結，從在地需求出發，協助解決區域地

方發展問題。這次以高科大的大學角色如何協助屏東海岸漁村的地方創生發展

案例，真的令人非常驚艷，相信在座的師長與同學定是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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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基礎級 SFLPT 校園考 
  

黃綺明撰文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基礎級SFLPT測驗係

配合教育部第二外語政策並因應國內日、德、西、法語學習成果檢定之需求，特

別研發的檢定測驗。內容設計參考教育部課程綱要及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

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以符合國內教學現況並與國際接軌。 

外語教學中心積極鼓勵本校學生於修習日、德、西、法文(一)課程之後，即

可以低廉費用報考SFLPT測驗，簡單快速取得檢定成績，以了解自身學習成效;

各語種任課老師則能依據學生測驗結果檢視自身教學教法，所以外語教學中心

自107年起與LTTC簽約合作，規劃每學年下學期舉辦一次SFLPT校園考，不僅逢

甲學生能夠就近在校內參加測驗，同時可以享用團體9折優惠價(原價600元，團

體價540元)。 

109-2學期SFLPT訂於109年5月30日假本校資訊電機館舉辦，報名期間自3月

16日至4月15日，報名連結網址請至外語教學中心網頁最新消息查詢。為提高學

生報名意願，本中心提供兩種好康優惠: ①由第二外語任課老師推薦學生報名參

加，受推薦學生可以取得團體價再打8折的報名優惠，即報名費540元，中心補助

108元，學生自費432元。②兩人同行報名費5折，只要在報名期間兩位學生一起

到資電館一樓外語教學中心櫃台填報，即可取得每人報名費270元的優惠。在

LTTC官網報名時，學生須先繳交全額540元報名費，中心補助將於試後直接匯入

學生帳戶。 

除了外語教學中心加碼補助報名費之外，考過SFLPT各語種PreA1測驗的學

生，還可以報名參加通識教育中心辦理的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增進國際視野與強

化全球移動力，申請補助到非華語地區，以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公益旅

行、壯遊體驗等方式停留14天以上，學生如能到國外進行壯遊，不但可以豐富學

生求學經驗，且能增加國外生活體驗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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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SFLPT校園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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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 

林依瑩撰文 

 
※ 詳情請看競賽官網：

http://www.genedu.fcu.edu.tw/index.php/tw/component/sppagebuilder/113-2021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與通識教育中心 依瑩姊(分機2142)詢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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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國際體驗 3 月培訓課程-開拍啦!!】 
  

林依瑩撰文 

串聯通識沙龍活動&微學分的培訓計畫 

逢甲通識中心本身就是有各式各樣培訓的活動、講座、工作坊的一個教學單

位，此次國際體驗更從中挑選出適合國際體驗計畫同學做的行前培訓課程!!相信

都有上到課的同學一定可以收穫滿滿的。 

 

[通識沙龍] 手機製片進階 

有著八年接案經驗的牟宗浩老師，透過簡單的方式概念引導未來在拍片前，可以

先想想自己的主軸腳本，在拍攝起來就可以快速、剪輯時更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在現在的世代，人人都可以用隨手可用的手機紀錄影片，也可以簡單做出轉場。 

有興趣的同學也可以上學校的影音平台，登陸NID帳號觀看喔!!! 

連結1：https://video.fcu.edu.tw/watch/18519 

連結2：https://video.fcu.edu.tw/watch/18520 

 

[微學分]手機拍攝實務班 

徐培峯老師分享許多透過手機拍攝小技巧，就能輕鬆帶出過廠特效，並且將

同學們倆倆分組，實際嘗試拍攝，更與各小組一對一直接指導，讓同學更可以發

現如何做可以拍攝出更好的畫面，超棒的! 

  
講者：牟宗浩 

講座日期：2021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13:10 至 15:00 | 15:10 至 17:00 

演講地點：通識沙龍 (人言大樓十樓) 

https://video.fcu.edu.tw/watch/18519
https://video.fcu.edu.tw/watch/1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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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非洲的歷史與挑戰(全英) 

讓同學很緊張的全英課程來搂!!!授課老師是來自我們布吉納法索的韋正，去

年暑假時更與我們B+在台國際體驗的同學，挑戰在校園學思樓頂樓敲敲打打，

研究魚菜共生議題，雖然是全英課程，不過老師透過有趣的KAHOOT互動遊戲，

簡單的英文引導同學了解非洲，讓同學透過手機查詢選定非洲的城鎮，分組上台

用英文介紹，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方式喔!! 

  

  
講者：徐培峯 

日期：202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13:10 至 17:00 

授課地點：資電B14 /校園中 

  

  
講者：韋正 

日期：2021年3月25日（星期五）13:10至17:00 

授課地點：人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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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USR 跨校聯盟分享暨討論會 
薛珍華撰文 

「中部地區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跨校聯盟」是由中部地區八所大學（逢甲大學、

東海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南開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及靜宜大學，）於2019年9月16日共同成立的。成立此聯盟支

初衷為八校均位於中部地區、學術各有亮點與專長，且均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

任（USR）計畫。藉由跨校聯盟成立，將可更有效整合八校資源，促進彼此人員

之合作及資訊共享，強化大學社會責任執行能量及人才培育以促進在地發展，攜

手開創在大台中地區更全面性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此聯盟由各校輪流於每年舉

辦交流活動。今年由弘光大學於3/11(四) 舉辦110年「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中區跨

校聯盟」交流活動。會中除了各校分享成果之外，分享之後也開會商議未來合作

之際。這次開會確定了：（1）日後3、4月辦分享會；（2）11、12辦成果展；（3）

各校輪流主辦一年。下次由南開大學自願承辦，其他工作分配會在群組討論。以

上。從各校的分享顯示出各校均能充分運用資源、發揮專長，並與在地充分連結。

就本校來說，跨領域的整合、海外專案、全員（含師生、畢業校友、國際學生）

參與，都是計畫執行亮點。 

  
聯盟八校均派成員參與。 弘光大學老師也積極參與。 

  
各校發揮專長投入計畫。 分享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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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計畫 
  

林旻頡撰文 

社會創新學院於近日舉行「109學年度下學期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徵件

活動，此一活動之緣起為聯合國所提出之17項永續發展目標(Goals)以及169項細

項目標(Targets)，其目的為希望全球的人種、政府、機構、大學等組織得以共同

解決社會所面臨之問題，並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該計畫之申請資格、條件為本

校微型社會參與相關課程活動計畫之教職員生皆可申請，請校內師生踴躍參與。

通過審查者，將於4月初舉辦說明會，講解有關結案報告之書寫及核銷單據須注

意事項，申請人先請空下時間。此外，配合學校會計年度結算，請申請人於

5/24(一)以前繳交結案報告及核銷憑證及單據，以利後續行政人員作業。 

 
 

USR HUB微型社會參與計畫投影片 109學年度下學期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

計畫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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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華語線上教學小型成果發表 
  

尹馨慧撰文 

泰國華語線上教學小型成果發表於110年3月22日舉行，此次是為驗收泰國

YCF學生學習華語情形做一個小型測驗，而我們泰國華語教學志工的同學對於

每次教學都是卯足全力的進行，泰國的孩童也是熱情的回應與學習。 

從小型成果發表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志工團隊學生與泰國YCF學生的感情一

直在升溫，以及彼此的用心，YCF的孩子們在華語學習最困難的發音，也是發音

的很標準，可見我們的用心教學是有成效的。此次的小型成果發表後，泰國華語

線上教學會短暫結束，因應泰國孩童的暑假時間，之後便在6月繼續教學，而在

此段時間，我們的華語教學仍不會停止，我們將持續為泰國華語線上教學準備教

材與資源，以便日後的教學更完善。 

  

  
泰國華語線上教學志工 泰國華語線上教學進行中 

  
大合照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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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SDG 6&13 森呼吸-搶救地球的肺 
  

尹馨慧、巫嘉莉撰文 

森林植被正不停被人類砍伐，地球汙染問題日益嚴重。環境保育問題刻不容

緩，為使同學更迫切的了解環境汙染的問題，本課程藉由蒙古空氣汙染問題，帶

領學生分析森林與植被對人類的重要性，透過影片，我們會看到砍伐森林所帶來

的問題與困境，進而演變出極端氣候、冰川溶解等不可逆的變化，最後嚴重影響

我們居住的環境。雖然這都只是影片中的演變，但這是我們再不重視此議題將要

面臨的問題。 

在此課程中，學生無不對於蒙古所面臨的問題感到惶恐，並深刻體悟到環境

保護議題是如此嚴肅且急迫，為了下一代我們應更深刻的反思與行動如何保育

環境。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課程進行 成果製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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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時尚微學分-H&M 代工@柬埔寨 
  

尹馨慧撰文 

快時尚（Fast Fashion）！？到底什麼是快時尚呢？除了快速出現的商業模式

以及低廉的價格以外，在這其中還包含了什麼？我們在光鮮亮麗的快時尚外表

中，鮮少注意到這裡面充斥著大量的被剝削勞工，而這些勞工多半位在一些開發

中國家或是堪稱落後國家（柬埔寨、孟加拉、緬甸…等），在這些被剝削者當中，

他們所付出的代價不僅是勞力、時間，甚至是金錢與許多延伸的困境與隱憂。 

因此，社會創新學院藉由本次微學分課程帶同學了解已崩壞的快時尚，林雅

文老師先是運用影片讓同學知道成衣代工的過程與情形，再帶著大家反思解決

之道或是己身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在此次課程，老師也特別要求同學要帶上舊衣

服，讓同學發揮創意賦予舊衣服新生，使快時尚下的產物能有二手時尚與更深層

的意義。 

  
小組分工製作屬於自己的時尚 小組討論 

  
時尚改造 課程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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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福祉與潔淨水資源 
  

尹馨慧、巫嘉莉撰文 

台灣的水資源已不知不覺亮起了紅燈，許多水庫儲水量已不足五成，雖有天

氣變化的颱風形成，但是皆以未登台告終，以致局「缺水迫切」的問題已是迫在

眉睫，而此問題並不只發生於台灣，甚至是其他國家也存在用水受限問題。 

本課程是為讓同學更清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及健康生活福祉

與潔淨水資源等議題，特別邀請洪嘉柔老師到校授課，洪老師為此課程設計一系

列活動，並讓同學構思企劃，如何解決並完成SDGs，相信這課程能讓同學體悟

並減少浪費資源，一起為資源匱乏的問題盡一份改善心力。 

  

  
課程進行 課程成果發表 

  
小組討論 課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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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 Theater-你我都不能缺席的 SDGs！ 
  

尹馨慧、蕭曼鵑撰文 

本學期社會創新學院的SSS Theater已敲響開課鐘，繼全球跟隨著聯合國

SDGs目標的腳步，期望創造永續發展以及一切的不平等！ 

藉由電影欣賞，讓同學了解全球趨勢，並循序漸進的認識SDGs的重要性，學

生也在課堂中進行討論並發表想法，藉此訓練創意構思。本次課程還加入SDGs

桌遊，運用輕鬆簡易的遊戲帶領同學快速沉浸於SDGs的世界中，於遊戲過程中，

同學也紛紛感受到SDGs之於我們是無所不在，而許多種種行為都屬於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的議題。希望各位同學換個角度認識世界並體悟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並想想我們能怎麼做 

  

  
課程進行 課程進行 

  
活動進行 小組討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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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 Theater-傳統女性與摩登女性的差異 
  

尹馨慧撰文 

今日SSS Theater課程，介紹傳統女性與摩登女性的差異，藉由傳統與現代女

性的比較，從中帶領學生了解古今差異以及性別平等的重要，並思考如何賦予婦

女平權。課程中老師提及女性平權新知-CEDAW公約，讓同學知道現在SDG 5（性

別平等）的窘境與突破。最後，課程讓同學分組討論相關性別平等議題，一起討

論最適解決方法與自己可以做什麼改變，從討論過程中有同學拿之前課程提到

的議題再次討論，也有同學拿時事議題討論，但在這些討論過程中，學生也紛紛

意識到性平的重要，以及自己可以做到的改善。 

 

  

  
分組討論發表 小組討論 

  
小組發表 課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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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的歷史發展看西屯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課程『逢甲夜市雙語導覽設計(2)』，是由施惠家與陳秋華兩位老師

授課，課程中會帶學生團隊實際進入逢甲夜市踏查，利用田野調查、深度訪談、

觀察法等調查學校周遭環境與人物的認識，逐步建立學生對於週邊社區的認同

感，以達到雙語導覽方式介紹逢甲夜市及鄰近社區。為了加強同學對於學校所在

的西屯區有更深入的了解，於03月16日(二)10:00-12:00特別邀請了彰化縣文化資

產學會理事長、墩點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林宗德老師，帶來「大台中的歷史發展看

西屯」為主題的精彩的講演。 

林老師曾任臺灣民俗文物館執行長、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對於台中、彰

化等地有深入的研究與調查，也出版過多本相關地方研究的著作，蒐集地方傳奇

與故事。在演講中老師從大台中的歷史發展開始說起，接著講述東大墩與省城、

西大墩的歷史發展。從中讓同學了解學校周遭的歷史發展及文化變遷，從而加強

認同感以及關懷周遭社區，並且讓同學能更能了解各種質性調查方法，並於之後

的資料採集中可運用。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八十八期）2021/4/1  37 

 

 

侍酒師專業養成暨葡萄酒品飲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課程『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授課老師彭瑞芝老師，為了加強同

學在「葡萄酒品飲與禮儀」的專業，於03月13日(六)09:00-11:00特別邀請了曾在

法國及台灣擔任酒品品評委員，且擁有豐富侍酒師經驗、現任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侍酒師林東瑩老師，帶來「侍酒師專業養成暨葡萄酒品飲」為主題的精彩的講演。 

演講內容包含1. 侍酒師應具備哪些專業、2. 侍酒師未來的發展、3.葡萄酒品

飲禮儀、4. 葡萄酒風土體驗。演講老師帶大家了解侍酒師的文化源起，這個新

興熱門行業的專業需求以及次行業的未來發展，並講授葡萄酒文化。老師演講中

講述酒水在歐洲的餐桌上非常的普遍，不同的人文、地理、水文交織成各式各樣

的酒，現在的餐酒文化就如同曾經只能在咖啡店喝到咖啡，在未來，或許也可以

成為台灣餐桌上必備的一樣禮儀，課堂中老師從酒品介紹推薦酒水到開瓶劃刀，

軟木塞聞香，倒酒的技巧方式，餐桌上的標準等，老師也從他的過往經驗中提醒

我們溝通並要了解真正要表達的意思。侍酒師是一個需要有關酒水的知識且能

自信的與陌生人聊天的職業，每一個人的表達能力與標準都有差異，而聽跟聽懂

顯然是不同的兩回事，但聽懂對這個職業來說卻是必備的條件，在服務時就像是

一個表演，專注嚴謹的心態，表現出輕鬆優雅的姿態 

同時老師也透過這場演講讓同學們了解葡萄酒在生活中、職場中、社交中的

相關禮儀以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學習運用葡萄酒的社交語言當作溝通的引言，

並且在過程中帶著同學實際模擬操演，讓同學可以學習到專業的餐桌禮儀以及

餐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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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藝美學與科技時尚—黃原霞設計應用講座 
 

陳宏美撰文 

「衣藝美學與創新時尚」課程，邀請專家學者分享經驗與交流活動是促進多

元學習視野，做中學、玩中學，學問是力量與經驗是能源，實際的行動與產業發

展趨勢研討活動結合，增添學生的創意空間設計理念與實踐自我的夢想拉在一

起，俾利真正的達成目標創新設計與製作技術，讓作品完美演繹呈現在眼前！ 

 

此次的主講人是黃原霞資深講師，演講內容為：面料、襯布兩者關係密不可

分，完美的成衣需要優良的副料來輔助，巧妙的搭配運用，藉此能提升服飾的附

加價值。 

當成衣廠商面臨龐大的競爭壓力下，再加上最近疫情影響，無不竭盡所能地

搶單，甚至開發更精美、配合服飾時尚美學、科技環保概念或者舒適功能性的款

式供買家挑選。依目前時裝流行的趨勢，面料的花色、成份、組織結構多變，難

免在製作過程中發生布面外觀起泡、變色、襯布脫落、尺寸變化過大等等問題。

這些皆與襯布有著相當大的關連性。不同公司針對各大廠商不同的需求性質, 會

定期舉辦技術研討會、燙襯指導、技術諮詢等等服務，給予廠家適當的解決方案

與協助。並且積極參與產學合作，期望培訓多元學習人才，進而促進循環經濟發

展，更加懂得珍惜環保與產業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參與演講同學及老師合影 黃原霞老師講解不織布應用的範例 

  
頒發感謝狀給黃原霞老師 與同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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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眉溪蝶兒翩翩飛】 
  

中文系 謝孟伶撰文 

我們團隊中有4位成員都有層參與志工服務的活動，而這個計畫相較於先前

的計畫，需要負責更多更細項的籌備，在更具挑戰性的籌備過程中學習企劃技

能，自主投身了解服務社區的結構，懷抱謙虛的心態請教當地居民，細微觀察社

區「真正的需求」，以企劃最切中需求的企畫書，以達到團隊服務的最大效益，

而團員在往後有企劃機會時，能更懂得觀察服務對象之需求與設計出更切中正

題的企畫或商品，在此次自主志工服務後，團隊中不但能學習與練習企劃能力，

更能累積志工服務的經驗，也藉此達成計畫的目的。 

美勞課是第一堂課，除了大家先互相認識之外，也順便的測試了孩子們的定

性，有些孩子坐得住，有些則是從頭到尾在搗亂。有幾個孩子對於帆布畫特別有

興趣，自己的做完之後還去幫助進度落後的人。桌遊是花費我最多力氣的項目，

因為原版桌遊是德文，所以我花了三天時間將桌遊漢化。在漢化桌遊的過程中不

僅學了一點德文，也更加瞭解這套桌遊的遊戲方式。在課堂中不只讓孩子們玩得

不亦樂乎，也讓他們學到了各種植物的特質，甚至有孩子玩了幾遍後便有了策

略，在桌遊的對抗賽中頻頻勝利，讓我不禁對於他們的學習能力感到驚訝。 

在科技教育我的教案分成了理論、實踐以及成果三個部分。理論方面，我準

備了相機的基本知識（光圈、快門、ISO）、構圖、掌鏡、轉場、劇組基本認識等

等，在教學的過程中，因為是理論，難免乏味，但在實際拍攝操作中，孩子們也

發揮了他們的天分，拍出了許多好照片，讓人期待最後的攝影成果。我帶著孩子

們去實作，而他們一聽到出教室拍攝就興奮得不得了，讓我不知道如何讓他們冷

靜下來聽我講話。在所有拍攝結束後，將孩子們聚集到電腦教室，並教他們如何

使用威力導演做剪輯。在教學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像是投影設備不清楚，

孩子們很難看清楚；還有設備及軟體較為老舊，在剪輯上不那麼順利，不過最後

使用隊輔的電腦有剪輯成功。在剪輯過程中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哪個孩子對剪

輯較有興趣，甚至還有說將來想當剪輯師的孩子，聽了實在是非常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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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系 趙婕伃撰文 

 

在眉溪部落擔任志工的時間，我們將參與活動的小孩分成兩隊。我觀察到其

實無論是哪一隊的孩子，都特別在意且時刻注意著老師的神情，如果老師以他們

為驕傲，他們會天真地笑著，相信老師的誇獎，進而相信自己是很棒的。 

臨走前，我告訴所有孩子，你們真的都非常棒！非常聰明、非常靈活、非常

有創意，還有非常頑皮！所以你們有無限的潛力創造無限的未來，要努力積極地

學習，要勇敢跨出舒適圈去嘗試，要相信自己。 

營隊結束後，我們為孩子們留下什麼？ 

學習之後，孩子們學會開始「行動」了：看見新聞時，開始思考全球關注的

議題與部落的連結；了解食與農的關係，開始注意身旁種植的蔬果的種植資訊和

與人類的連結；能夠自組劇組，開始拍攝自己喜歡的題材放到社群平台上。 

然而孩子們的學習能力與自信培養卻是我們力猶未逮的，我們無法時刻保護

著孩子，當面對都會的競爭與壓力時，孩子們是否會退縮不前⋯⋯，我們該如何

幫助孩子們？ 

 

PMP 楊春婷撰文 

 

我決定了參加這個計劃「眉溪蝶兒翩翩飛」。其實那天被邀請的我 完全不明

白這個計劃的內容，只知道要去南投教小朋友，第一天開會的時候才了解這計劃

的內容。嗯，我要負責...美勞課，是要做帆布畫，我有點擔心自己的中文不夠好。 

帆布畫也是我第一次做的...也有點怕自己做的不好看....，但自己決定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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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我自己的全力！ 

第一天當美勞課老師的我真的很不容易。 

小朋友漸漸得進來了教室。我聽到一個小朋友他偷偷地講「齁，我好懶」。 

上課的時候，有人非常認真也有人不認真，認真的人是對美勞或藝術有感興

趣～ 

每個人不一樣的興趣。休息時間也還有兩三個人還繼續做自己的美勞，我真

的感動。第一個做完成的人，卻是進來教室講我好懶的人。 

最吃力的部分，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姍姍）要做三幅帆布畫給綠生農場。要

想怎麽畫，怎麽縫才好看。超級累的！但非常挑戰自己！結果我沒想到我們做的

這麽好看！ 

 

 

PMP 楊姍姍撰文 

 

This 9 days I have a lot experiences. First 4 days we go to play outside. We go to 

someplace in Nantou. And last 5 days we must to teach children in one school name 

Nan Feng Elementary School. We go with one purpose it's to do Sustainable.因緣

Development Goals number 4 that talk about Quality Education. We go 5 people that 

3 is Taiwanese , 1 from Thailand , and me from Indonesia. 5 of us teach different course 

everyday. Have art class , English class , SDGs class , how to take a photo or video , 

and how to cut video. Everyday we not only study , we also play some games and 

practice dance , also make short movie. 

First I think it will be so lazy and complicated. But, when I do it, yeah it's hard and 

so busy. We must to prepare for next day to teach kids , also practice the presentation , 

we make some art in few days and I really proud it for the result. I think it's okay , what 

I learn in from this project is how to teach kids , how to be more patient. Because teach 

kids with different mother language it's so hard. But they still can welcome to me ! This 

make me so happy ! Also I can learn a lot of things from kids. Example like their habit , 

what they think about , their character , have so many things. I just know that every 

kids have different potential. I hope when they grow up , they can be a good chil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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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proud of this. Also hope can meet them again in the future ! 

Also I can make good relationship and memories with my friends. We don't know 

each at first , but this 9 days we can more close. We go to some place that I never go 

before. We go to Qing Jing Farm , go to see night view and eat dinner , go to see 

chocolate castle name Cona Factory. Also I drive motorcycle that I never drive in 

Taiwan. And last day we go to eat Hot Pot and play at waterfall. I really enjoyed that 

time. I hope I can extend my days in there. But I still must to go home. Honestly Taiwan 

is a beautiful country. This 9 day I live on the mountain. I can feel the good air , good 

views , good sky also.  I think this 9 days it’s my wonderful memories in this holiday 

and I want to join again if have more project like this. Hope we always have good 

relationship after this project.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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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 

【陽「光」來臨，與你「育」】 
  

風保系 蔡易璋 撰文 

 

這次計畫我是擔任總召的身份，總召的工作是去負責夏令營 活動之企劃撰

寫、執行，監督各組進度及決議所有、負責安排工 作人員事項及召開各項會議、

負責整場活動之監控，最讓我印象 深刻的是團隊裡的每一位成員，剛開始召集

這個團隊的時候，大 家都是來自不同的系所，只有少數人是朋友或是志工隊的

關係才認識，但也沒有到特別熟，所以剛開始的團隊氛圍比較尷尬，比較不容易

熱絡起來，又加上我的成員們多數都是學妹，我的身份 多了一個學長的身份，

也多了一份隔閡，在團隊裡只有少數人的 志工服務經驗較為豐富，剛開始蠻害

怕大家去到當地服務會緊張，會放不開，但是現在活動結束了，證明了我當初的

擔心都是 多餘的，團隊裡的成員都在這份計畫中展現每個人自身的價值， 整個

團隊就像一家人一樣，沒有任何隔閡，大家為了同一個目標 共同努力，讓這份

計畫有一個很完美的結局。 

在這次的活動中，我收穫太多東西了，在之前的志工服務經 驗裡，都是以

輔助的角色為主，團隊的總召分派下來的任務去把 它完成就好，這次不一樣的

是我身份轉變了，自己成為了發號司 令的角色，要學著如何去領導一個團隊，

去顧及每一個人的狀態，將每個人的價值發揮在對的地方，才能讓他們發光發

熱，除 了在領導能力能夠學習到很多事情以外，在這個身份上也要懂得 如何去

決策很多事情，坦白說我是一個很有選擇障礙的人，很多 事情都會猶豫不決，

但經過這次的磨練，做事情會更乾脆去決定，當然不會是沒思考就去決議，而是

會更迅速的將對團隊最好 的方式決定出來，在這次計畫中，我不僅僅在身份上

成長了很多，也在服務的學童中學童學到了很多，很多人都認為小朋友就 是很

天真或很調皮之類的，但這次活動真的讓我顛覆了這個想法，在服務的過程中，

試著去傾聽小朋友的故事，才發現每個人 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也才發現自己

原來真的很幸福，最讓我印 象深刻的是好幾個小朋友已經對自己的未來有很大

的規劃，並不 是像我們以前的夢想那麼的誇張，而是很腳踏實地的夢想，他們 

真的比我們想像中成熟很多，甚至比我們大人都還會想。 

這次計畫坦白說一路上走來跌跌撞撞的，剛開始找不到要去服務的方向和目

標，後來團隊召集後又遇到疫情攪局，無法面對 面討論計畫，僅能透過線上開

會討論，這樣不僅不能讓團隊裡成 員熟悉彼此，更不能提出每個人想法，好不

容易計畫書完成了，也到了要出隊的時間點附近了，但因經費問題導致招生狀況

不好，差點沒辦法出隊，還好後來有找到其他服務單位，但因為很 臨時，所以

很多事項都沒辦法很即時的出來，像是學童人數、學 童年級以及活動安排時間，

但這些我們都一一解決了，這證明了 不管遇到多少難關，多少的挫折，只要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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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去，是沒有任何事 情阻擋的了我們，雖然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會開始思考

自己為什 麼要把自己弄得那麼累，但是事情最後都有好好解決，那份成就 感，

是我平常不會收穫到的，果然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人生沒 有問題，才是最大

的問題，這次學到了很多解決問題的方式，也 比以前更懂得去解決問題，也更

能冷靜去面對問題發生，大家一 起集思廣益去解決問題，讓這次活動變得更完

美更精采，這反而 才是這次活動的宗旨，我自己也因為這次活動成長了不少。 

這次活動收穫了不少，自己也成熟不少，去年這個時候我還只是一個營隊裡

的成員，聽著總召發布司令，今年的這個時 候，我已經變成了總召這個身份，

當總召要去適應太多東西，身 份轉變後，也發現自己的能力還是很明顯的不足，

這讓我會更想 要充實自己，讓自己更能夠獨當一面，成為一個滿分的領導人， 

雖然這次活動一路上走來風風雨雨，到最後一刻也都還不知道這 次到底能不能

出隊，但結局告訴了我，我還是要更相信自己一點，還是要更堅強一點，遇到問

題要好好的去解決，不要害怕失 敗，反而失敗能夠讓自己成長，這次活動學到

了很多，也交到了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跟我一起完成這次的活動，果然還

是很 喜歡一群人為了同一件事共同體力的氛圍，我會記取這次活動的 一點一

滴，好的就在未來繼續保持，並且成長；不好的就改進，讓自己成為更好的自己。 

 

精密系 陳靜 撰文 

 

我這次在營隊部分擔任活動組組長，負責規劃獎懲機制以及所有課 程的連

貫性，但當然我們這個團隊是一體的，因此每個人都會了解 到其他組負責的任

務，而在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利用以前的 經驗法則，為我們這次的獎勵

機制訂定標準，也以以往孩子的反應 去做規畫這些，也慶幸的是效果如預期的

那樣，孩子對於我們的活動，給予正面的回饋，而這些回饋也讓我印象深刻。接

著是我們從原預定的合作方-光復國小，因為歷經波折學童數報名不足的窘境，

還好在整個團隊積極聯繫下最後聯繫到光復童工場-孩子的秘密基地，那是一個

很特別也很溫暖像個家的住宅，利用住宅的部分 空間，同樣是為了讓孩子有個

地方學習而成立。也讓當初迷茫的我 們，終於放下了心中的石頭，這也多虧了

光復童工場的支援以及連 繫，使我們夏令營如期辦理，以為最困難的事解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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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能夠 順利進行籌備，卻在場勘時也遇上許多挫折，場地維修、天氣過

熱、可動空間有限等等..但我們依然順利克服了這些困難，非常的 慶幸所有夥伴

的機智以及隨機應變。而在課程上，雖然難免會有少 數的小朋友無法更上或是

不想參與的情況，不過因為團隊的組成都 是女生隊輔居多，而總召以及副總召

也是非常喜歡孩子，因此我們 也比其他團隊更多了點耐心以及責任感，去一一

了解每位孩子的狀 況，籌備兩天除了場勘也順便探訪當地美食以及觀光，營期

的這三 天我們不只豐富了孩子的腦袋，也充實了自己的心靈，孩子的笑容 也撫

慰我疲倦的精神。很感謝有這個企劃讓我能認識團隊的成員， 還有來到花蓮光

復服務。在這三天的營期也更讓我感受到努力許久 的東西被孩子認可的成就

感，那份心情我想我會保留很久很久。00 正所謂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相信

我們團隊會那麼成功也是因為大家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充足的實力才有今日

的成果。 

 

精密系 鄭宜婷撰文 

 

在籌備的時候，我是負責辦理相關保險、國內疫情防護規劃，還有兩個課程，

課名叫做｢我有話想說｣、｢小小美術家｣，以及整個團隊的美宣工作。在籌備的時

候，要多家的保險公司比較，那些是符合們需求的保險，也引為金費的問題，這

也是列入考慮之一， 像是這個企劃室在國內舉行，所以我們要保的保險是旅遊

平安險。接著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所以對防護措施必須嚴格加強，行前必須準

備額溫槍、酒精、口罩等。再來為什麼會有這兩個課程，因為我們希望帶給當地

小孩不同的知識在相較於缺乏資源的狀況下而發想出來的課程內容。最後，需要

製作這個營隊的海報， 我們美宣組討論與改進和發想，設計出學員、隊輔的名

牌，以及活動的流程海報。在這籌備很感謝同學的阿姨，幫助我如何保保險，還

有社團的主任，為了我們在她休假的時候特地來學校幫助我們，讓我們在保險這

方面能在時間內完成。 

在這個企畫籌備中，第一次負責處理保險，因為是第一次處理， 很多事情

都不懂，在這段時間像很多人請求協助，學習到保保險這方面有很多選擇，也需

要注意被保人的年齡，未滿 20 歲需要有家長簽名，或是有個滿 20 歲的人代表

簽名。在籌備課程時一直更改，因為希望呈現給學員是最好的，也能收獲到東西，

也希望能與當地結合。在相較偏鄉地區，我們希望以資訊的課程作為教學， 而

  



逢甲通識通訊(第八十八期）2021/4/1  47 

 

 

我們所教學的小孩是屬於國小中低年級的小孩，所以對於課程的教學難度不能

太難，也需要活潑性的課程，讓他們能夠在快樂學習的方式，更快吸收，也能給

他們不同的收穫。在當地教學小孩與他們互動，讓我很有感觸的就是，我們在前

面教學的時候對學員發問，底下的學員是非常熱情和踴躍的舉手回答，還有很大

方地向其他同學分享自己的心得或是事情。而我們比他們年齡大許多，就連這方

面都沒辦法完全做到發問、自動自發地回答問題， 這讓我有所反思。 

在這個活動中，有個學員非常害羞，不敢發問、參與活動，就連團體合照都

不願意參與，但是我化解害羞的他，帶給他溫暖的方式，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

事，原來我有這個能力帶給身邊溫暖。 每個小學員的互動方式帶給我很多很多

的溫暖，像是會給我擁抱、撒嬌，而且當地的老師、民宿阿姨都非常熱情，給了

我很多 的感觸，所以我希望我能像他們一樣帶給身邊的人溫暖、開心。 而且看

到他們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現在都非常知足我所擁有的東西，在那邊的小孩的

家長，有些是阿公來接他們回家，而他們是種菜忙到一段落結束來接小孩，還有

小孩的爸爸到外地工作， 久久才回家一次，每次聽到的時候都覺得長輩他們都

好偉大，所以我決定要好好地回去感謝爸媽對我的養育之恩。 

在這次的國內體驗學習計畫從零到有的過程，團隊所有人都未曾抱怨，而是

很願意幫忙與付出協助，感受到整個團隊非常團結和 努力，才會有我們這次這

麼成功的企劃。學習到很多未曾碰過的 事，解決了很多棘手的事。在教學的時

候，增加應變整個活動的 能力。也因為體驗過這次的活動，對於去偏鄉當志工，

是個全新 體驗，在那邊感受到無紛擾的環境、開的店家也不多，但卻感受 到當

地的熱情。如果還有機會的話，我也會再次參加這志工的活 動，帶給其他人溫

暖，不管是偏鄉的人，我們要幫助他們，在此之中我們也能學習到很多不同的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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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經系 薛沄喬撰文 
 

在此計劃中我擔任生輔組組長一職，主要負責大家的飲食，訂餐、取餐，和

決定晚餐都是由我負責的。在出發到花蓮當地前，我非常擔心是否要先把光復鄉

的餐廳先熟悉一輪，才算負責，但因忙於自身所負責的課程，所以竟然把此事忘

得一乾二淨，到用餐前才又查了一次，也非常愧對夥伴們，但我也發現另一個解

決方法，詢問當地居民是最快的方式，他們熟悉家鄉的美食，相較於網路上，我

更相信當地人的推薦，讓我在這幾天不再盲目，無所適從的感覺了。而在活動中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隊員和小朋友之間的互動，在籌會期間都只看到大家對於課

程負責人的排練，並無和小朋友互動的表現，所以很擔心到活動當天會對小朋友

手無足措，但令我驚訝的是，大家和小朋友們都相處得非常融洽，一起學習，一

起用餐，一起打打鬧鬧，而大家的用字遣詞像極了經驗豐沛的老師，這也讓整個

活動進行得非常順利。 

這次參加活動的小朋友年齡範圍很廣，從一到六年級都有，而中低年級的學

童佔大部分，所以我們把每個課程教案都標上注音，深怕小朋友無法清楚明白。

在活動課程中，我看見很多位小朋友只有一年級，但他們還是努力讀出簡報上的

文字，並沒有因為自己看不懂而放棄學習，反而是更認真對待每一堂課程，看著

他們遇到字不會唸表現緊張神情時，大家都偷偷地提示和耐心的等他們完成，沒

有因為速度慢而被其他小朋友嘲笑或是唸錯被數落，大家都互相幫忙著。看著他

們努力展現自我，讓我覺得非常感動，也激起我對此活動更多且更大的熱忱了。

看著他們學習的模樣，我也學到不管遇到的事情有多麼困難，未來的路多麼艱

辛，也要有一顆不畏風雨的學習態度，小朋友們都做得到，那我也沒有懈怠的理

由了。 

在執行課程教案時，我們有模擬一些突發狀況，一次一次的排練著，但在活

動中也卻發生了更多不一樣的狀況。例如：小朋友們互相打架、在課程中大哭、

拒絕上台拍照和分享、不想參與課程、鬧脾氣、在課堂打斷老師說話…等。在這

裡我學習到，要先了解小朋友的個性，慢慢捉摸他們的性格，進而才能親近、靠

近他們，也要保持著中立的角色。傾聽為重要的、最重要的一點為站在小朋友的

角度思考，他們不喜歡做的事情，會有很多種原因，可能因為身體不舒服，他們

不敢說，或是因為心裡有受傷過，不敢去面對這一項事情而導致不想參與此課

程，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去觀察的。「觀察」在此活動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觀

察才能知道自己小隊員發生了什麼情況。他們的喜怒哀樂也會牽著我們隊輔的

喜怒哀樂，所以一雙銳利的眼睛在活動中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 

「偏鄉服務」，很多人都說是徒勞無功或是說：「你去當地服務，你能帶給當

地的小朋友什麼幫助？陪他們玩？讓他們記住你？你這樣感覺就像去玩的一

樣。」類似這種話，但我卻不相信，我到當地服務，當志工不能帶給當地小朋友

知識嗎。這次我設計一個課程，名字為「家鄉知多少」，內容為光復鄉的特產或

是在附近景點，有大農大富森林園區，七彩釣竿橋，特產有紅糯米，箭竹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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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是，為了讓小朋友們更加了解自己所居住的地方，過程中有些地方是小

朋友所熟悉的，有些卻不是，而他們也認真的聽此課程讓我覺得非常感動，他們

也跟我分享他所居住在哪裡，這些舉動讓我覺得我有帶給他們一些知識讓他們

能夠認識家鄉，藉由此機會讓他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透過「陪伴」，讓當地

小朋友能有更多的回憶。 

 

合經系 陳霈蓉撰文 

   

在本次計畫裡，我擔任活動組的一員，負責規畫整個活動的獎勵機制及整體

規範，使整個活動更有效率且有原則的進行，並歸納每個課程所需要的教材、道

具等等。活動過程中，需要與很多小朋友接觸，在休息時間更需要全心的陪伴每

一位小孩子，聽著小朋友的童言童語並跟這些單純的小孩子玩成一片，是一件非

常開心的事情，此外，在課堂中，小朋友能學習到自己帶給他們的一些新知識，

讓我覺得非常有成就感，這也就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原來自己是個有能力帶給

別人不一樣體驗的人；同時也非常感謝總召及副召，計畫的背後必須由他們一肩

擔起最重的責任，也是因為有他們在背後才能讓我這麼放心的加入這個計畫，即

便籌備的過程一路跌跌撞撞，還好我們可以一起面對克服，才能完成這個非常辛

苦的計畫。 

自己從前是個不喜歡小孩子的人，但看著這些單純天真的小朋友會讓我不自

覺地想融入他們並且陪伴他們做每一件事，在陪伴小孩的過程中，聽他們分享著

自己的生活或是家庭狀況都讓我感觸很多，有位小朋友在課堂中總會出手打其

他小朋友，剛開始還覺得這位小朋友怎麼能這麼沒禮貌，原來他的父母不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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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因此這位小朋友是由奶奶帶大的，我想這位小朋友是想假裝自己很堅強來掩

飾自己本身內心的寂寞，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的家庭，也有不同的背景，反過來想

想自己，已經身在一個非常健全的家庭中卻還總是不滿足，然而這些小朋友即便

自己的家庭不完美，卻還是非常的開朗樂觀，我在這些小朋友身上看到很多自己

的缺點，比起他們，我已經很幸運成長在一個相對發達的城市，也有個健全的家

庭，所以我應該滿足了而不是一直抱怨。 

比起這些小朋友，自己真的很幸福，也有讓我驚訝到原來偏鄉地區的小朋友

非常缺乏陪伴，因此我的心境有了很大的改變，我慢慢的開始嘗試著聽聽每位小

朋友的狀況，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來改變小朋友們對每件事情的看法，也因為小

朋友們的天真開朗，讓我更為了自己的不知足而感到愧疚，其實每一個小朋友的

本質都並不壞，只是需要一個人能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讓小朋友感受到有個人

非常在乎他，只要願意而且有耐心的陪著小朋友，小朋友都是會樂於跟我分享他

的想法的，當小朋友願意跟我聊天時，再慢慢地從過程中稱讚他，或是給小朋友

一點鼓勵，讓小朋友知道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最棒的，從小地方開始建立小孩子的

自信心，會讓小朋友更願意分享跟行動，對小朋友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著自己的故事，也有不同的個性，自己帶的這組小朋友個

性都比較內向，課堂中也比較不敢舉手發言，動手做作品時也都不敢表達自己的

想法，在帶他們的過程中我其實很難過也蠻挫折的，不知道該怎麼讓小朋友們願

意跟我分享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該怎麼讓小朋友們融入整個課堂，相對於其他

組別的小朋友都吵吵鬧鬧的還會為了由誰來發言而吵架，自己這組的小朋友好

像真的很不積極，剛開始都很羨慕其他組的隊輔能被小孩子追著跑，或是被小朋

友們抓去陪他們玩，不過經過一天的時間，我發現我們這組的小朋友需要的是慢

慢引導他們，可以適時的給小朋友一些建議參考，他們就會利用這個小小的建議

來完成大大的作品，只要我們這組的小朋友願意分享或是完成作品都能讓我慢

慢地找回一點成就感，回歸最原始的話題，小朋友們都很需要「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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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經系 李慧姍撰文 

 

我了解我能夠能付出的永遠有限，短短的三天與孩子們的相處，能給予他們

的除了一些上課的內容剩下的就是簡單的陪伴。儘管帶活動需要花好大的力氣

令人疲憊，一次要面對幾十個小朋友，擔心他們會不會覺得自己被忽略的同時又

要掌控好時間流程，但是我卻從他們身上接受到他們最真心的回饋，真的很值

得。不論是放聲的大笑或是調皮的哭鬧，一切都不需要偽裝，因為每分每秒都是

最真實直接的情感衝擊。最後，我們與孩子告別也告別時間，回家的路上我翻閱

著一張張的照片，才深深了解到「剎那成永恆」，不是沒有道理的。世界之大，

能知道身旁有人是一起朝著同一個目標前進的感覺格外的踏實，有一起付出、一

起收穫的感動，我很感謝也很珍惜，這些羈絆將會永遠存留在我的心中。 

 

合經系 許芸嘉撰文 

 

其實在這個國內計畫開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我一度認為辦不成，我們是

第一屆，沒有先前的經驗也沒有長年配合的合作夥伴，招生也是出了很大的問

題，又加上參與人員不太足，大家被分配到的工作都很重，一個個都身兼多職，

我負責的工作是美宣，需要設計海報及名牌和場地布置，還有兩堂課的課程負責

人與隊輔。「偏鄉小孩」在還沒經歷三天營隊的我來說，一直有種既定印象，他

們通常是原住民、隔代教養、弱勢，因為偏鄉資源不足的關係導致所獲得的資訊、

擁有的資源比起都市小孩來說相對稀少，在行前準備時，我們得知他們的年齡分

布大多是低年級，因此很擔心我們的課程教案會讓他們無法理解，做了一次又一

次的修正，也絞盡腦汁該怎麼把我們所講的話用更加口語化的方式表達，希望能

讓他們更容易理解並學習到我們想傳授給他們的知識。 

但到了當地後，這些對於他們的既定印象跟擔憂都被打破了，我在他們身上

發現了很多很棒、在都市小孩身上看不到的特質。他們就跟我們小時候一樣，有

夢想，有對未來的期盼，對任何事物保有好奇心，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是，

  
與孩子相見的第一天，被光復鄉孩子們的

活潑還有點無法適應。 

最後一天的大合照，充滿許多的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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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孩子非常勇於表達，富有有好奇心，十分活潑熱情不怕生，很有想法也很聰

明，這些都是還沒出發前的我想像不到的。讓我們擔心很久且一再修改的教案問

題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問題，他們都能理解並舉一反三，種種原因下讓我對於

「偏鄉小孩」的既定印象完全改觀，甚至感到有些慚愧一開始在他們身上貼下

「資源不足」、「弱勢」等標籤。我們會先預想他們先天的弱勢，想辦法要如何補

足外卻忘記考慮到他們本身具備的優勢有哪些，而我們該如何在他們的本身的

優勢下帶給她們其他有更深連結的課程。 

我想用自己這三天下來的感受告訴大家，偏鄉孩子其實並不弱勢，並沒有我

們想像中的那樣，他們沒有因為交通較不便、物資較稀少就缺少了什麼，他們身

上擁有許多很棒很棒的特質，是在我們都市孩子身上看不到的，他們是一群很可

愛的孩子。在這些經驗中，我學到的是不要對特定種族或是某些人士輕易的就貼

上標籤，或是戴著有色眼鏡去衡量他們，不要用先入為主的觀念或抱持著既定想

法輕易的評斷一個人，因為他們會輕易的顛覆你的想像。我覺得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親自去一趟所謂的「偏鄉」，接觸我們想像中的「偏鄉小孩」看看，甚至是

對應到其他族群，我很喜歡的網路創作者台客劇場就有拍攝過一部「街友三天三

夜」的影片，他也在片中講到，街友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可怕，也不要瞧

不起他們，他們也有故事，也有自己的人生，有的原本是經商，但突然生意失敗

成為街友，有的被騙錢導致毫無存款成無街友，而我們任何人也可能明天就變成

街友了。 

很慶幸自己生長在台灣，在全世界都因為受到疫情的重創，染病人數死亡人

數一天天升高，很多國家封城鎖國的狀態下，我們還能夠從台中前往花蓮，完成

這次的國內計畫。很感謝當時的自己有家務這個計畫，不只讓今年暑假留下不一

樣的回憶，也作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最後我想套一句台客劇場在訪問偏鄉教師

影片中教師所說的話，「生命影響生命」，希望我們的出現能在這些孩子們的生命

當中留下一個位子，不管是細小到微不足道的，都希望我們的生命影響了他們的

生命，而他們的生命也間接的影響了我們的生命。 

  

  
帶領的第四小隊上台領獎。 三天的活動告一段落，來張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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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系 黃翊婷撰文 
 

這次我最主要負責的課程是「小小後製員」，就是教他們使用剪輯軟體剪輯

影片，因此我們的東西相比其他課程較偏向技術類，比較複雜以及更專業一點，

所以很怕小朋友因為課程較難，無法專心，也會因此不想參與在課程內。所以在

準備教材之前上網尋找了很多資料，將較艱深的詞語比喻成日常生活中常見的

東西，讓他們更加可以理解，也做了很多能讓課程更加有趣的準備，例如有獎徵

答的遊戲、實作時間、播放影片等等，希望小朋友們可以在這堂課可以真的學習

到。最後上課呈現出來的成果我也是很開心，因為小朋友在上課的時候都有積極

參與，以及想要了解我們在上的東西是甚麼，不懂時也會舉手發問，還有在最後

的回饋單上，給予的評分也都偏高，讓我覺得先前準備這些都是值得的。 

在這次活動中我們雖然是把我們有的知識以及技能教給小孩子們，但同時我

也在他們身上學到許多，當在上課的時候總是積極地舉手回答，不害怕犯錯以及

分享自己的想法。很多事情本來就是在錯誤中學習，看到他們這樣後我也希望我

在未來遇到任何事情，也要像他們一樣不要還怕犯錯，積極的嘗試。我也在團隊

之中學到要如何與小朋友互動跟溝通，尤其是上課的方式，在看到他們用互動問

與答的方式吸住大家的目光及注意力，用給予獎勵的放是鼓勵每位小朋友積極

參與搶答，讓每位小朋友都有機會回答到問題，讓他們每個人都有參與的感覺，

還有因為我們這次活動有獎勵機制，所以如果在上課不守秩序或吵架時也會給

予一點點扣分機制，讓他們知道這是不對的行為，同時也管理上課的品質。 

這次的活動其實我們遇到了許多的困難，首先因為疫情的關係沒辦法聚集在

一起開會，只能運用通訊軟體開先上會議、再來是因為經費的問題導致想要參與

的學童人數不夠、之後雖然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卻又一直無法確定參加營隊學童

的人數，學童年級也是到營隊前一天才拿到資料，到後來到又碰到場地維修無法

使用、場地活動空間有限等等，但這些困難都在我們團隊討論中一一解決，我想

這就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對這個想要好好完成這個活動，所以每個人都會很努

力地幫忙想解決辦法，我想這就是團隊的力量。在未來如果有像這樣要大家一起

共事的機會，就要像現在一樣每個人的目標都是一致的，並且在不同方面發揮每

個人的所長，互相幫助、合作，發揮出團隊最大的效益。 

這次的收穫的東西很多，有些甚至是在反覆思考及回憶的時候，發現自己默

默地得到了許多。但讓我覺得我獲得最大的是我知道了我對於服務這件事情是

充滿了熱誠，雖然在這之中歷經了許多波折跟困難，但是我完全沒有後悔，也很

慶幸當時的我有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嘗試這件事情。在這次服務前團隊裡面有人

說了這句話「服務是為了終止服務」，剛開始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就是覺得說得很

好、很有道理，但是服務完後是更加把這句話聽進心裡，尤其是看到這些小朋友，

真的希望每個地方因為我們這些人得到來變得越來越好，直到有一天儘管沒有

了這些服務，他們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許多資源等，用自己的方式變得更

好。看著他們也覺得他們都是有實力成為一顆鑽石，希望他們未來每個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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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之後再反饋給自己的家鄉，為自己的家鄉加添不一樣的色

彩。 

 
工工系 陳昶旭撰文 

 

在這次計畫中，我擔任的是副總召，負責協助總召來完成計畫，在籌備期間

維持流程的順暢與突發狀況的處理，還有負責管理整個志工隊的金錢流動；擔任

副總召一職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明明不是隊輔也不是總召，不常上台講話露

臉，但卻有非常多小朋友記得我，而且會主動來找我玩。讓我感受到跟其他地區

不同的是，這裡的小朋友單純不怕生，各個都好有活力，其中最有成就感的就是

有一位小朋友他從第一天每一堂都激不起他的興趣，找他聊天永遠只會得到點

頭搖頭或者沒有回應，到第二天他漸漸的多點話，漸漸的會告訴我們自己的想

法，回饋單評價也漸漸的多了一些回饋，而最後一天，他變得開朗起來，會笑會

積極參與每個課程，也更願意分享自己的想法，更會主動找我聊天，回饋單最後

給予我們滿分的評價，那是身為不是隊輔也不是總召的我，最大的成就感！ 

我很喜歡跟小孩聊天，我可以在跟他們聊天的過程中，了解小孩是如何看待

這個世界的，有一位小朋友他跟我分享了他的家庭，他的父母離異，爺爺去世由

奶奶照顧，我知道他的家庭組成後才知道原來自己是多麽的幸福，有著完整的家

庭。另外一位女生小朋友，他也是只跟爺爺住一起，因為他爺爺不會開車騎車，

所以營隊三天我負責載他上下學，他有兩位爸爸，在營隊三天跟她相處下來，她

稍稍的有些憂鬱，喜怒哀樂不太會表達，不過每到快放學的時候可能跟同學玩開

了，他會到處找人玩，而且會開懷大笑，這更讓我體會到團體的力量。她可能沒

有一個完整的家庭，但卻有著一群能夠讓他敞開心胸的同學們。我覺得經過這次

的國內計畫到花蓮光復鄉做志工服務，讓我體會到團隊的力量，每個人對於一件

  
與小朋友見面的第一天，與他們初步的認

識以及介紹自己是未來三天帶他們的隊

輔。 

「小小美術家」輔助他們拓印，創造出屬

於他們自己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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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想法有很多種，如果只有我跟總召，我想我們是絕對不會成功的，所以我要

謝謝每一位願意相信我跟總召的成員，謝謝有他們才會有今天的我們，我們計畫

會如此成功他們佔了相當大的功勞，這也是團體可貴之處。 

 

合經系 吳瑞珊撰文 

 

我在此次的計畫中負責籌備兩個教案，分別是小小程式師與小小運動員。最

讓我有成就感的就是在跳小小運動員的暖身舞時，大家都很認真的跟跳，即使我

只是在前面帶跳，但一回頭看到小朋友們熱烈的參與，使我覺得一切的汗水跟努

力都是值得的。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是在愛要大聲說這堂課中，這堂課要錄一段

感謝的話送給想感謝的人，在我帶的小隊中，有一個小六的男孩，因為爸爸、媽

媽離婚，所以由阿嬤照顧，他所錄的感謝影片就是給阿嬤的，在影片中就能看出

他是個非常懂事的孩子，在影片中他感謝阿嬤一直以來的照顧並且提醒阿嬤要

好好休息、不用這麼辛苦，聽到他講這段話的時候，我不僅欣賞他的體貼還開始

反思自己是否也是這麼貼心，突然間，我發現我不常對親友們說感謝的話，並且

將他們的付出都視為理所當然的，這讓我深深地省思，我認為我應該向小男孩學

習，多多感謝親友們的付出並且貼心的為他們著想。 

在這次的活動中，我學習到最多的就是團隊合作。因為我是後期才加入這個

志工計畫的，所以一開始跟其他隊員是不太熟悉的，在不熟悉的狀況下要一起合

作對我來說是一大挑戰，雖然一開始互不相識，但因為彼此都是為了共同的目標

在努力，有了這個目標，大家的凝聚力因此變得更高，即使在行前討論與準備教

案的過程中可能會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但大家互相的溝通與理解，一切的問題便

就解決了。加深我對團體的認同感是在我們開始在服務單位服務時候，因為只要

團員間有任何一個問題，大家就會一起協力想辦法解決，再加上大家晚上一塊聊

天吃宵夜，使我覺得我們更像一個大團體。 

經由這次的志工服務使我對於志工有更深層的了解，我覺得當志工最重要的

要素就是要有一顆熱忱的心，並且對於自己的服務要不求回報，看到隊員們即使

身體是疲憊的，但笑容依舊高掛在臉上，打從心底的佩服他們，這個精神是我在

這次活動中深刻體會到的，我覺得這個精神可以一直延續下去，將這個熱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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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傳承下去，藉由舉辦演講的方式來完成，把我們這次參加光復鄉的經驗與

別人分享，讓大家也能組隊去偏鄉亦或者需要幫助的地方發揚這份精神。 

有了第一次帶小朋友的經驗，未來可能也會再參加帶小朋友的營隊，因為小

朋友們真的非常的熱情與活潑，看到他們就會充滿元氣，臉上也會不自覺的微

笑，而且他們給的反饋非常的多，只要問他們問題或者玩遊戲都會很熱情的參

與，讓我有滿滿的成就感。結束服務後回頭看，發現還好有加入這個計畫，雖然

當初在找服務單位的時候不是這麼的順遂，我一度以為我們這個計畫要失敗了，

內心非常的焦急，深怕自己所準備的教案都沒派上用場，但還好後來找到了可以

服務的單位，讓我放下心中的大石頭。參加這次的服務計畫對於我來說是全新的

感受，因為沒有甚麼接觸小朋友的機會，深怕自己無法融入他們，但服務完後發

現小朋友們真的很單純也很乖巧，對於隊輔們說的話他們都有在聽，雖然有時可

能有點調皮，但我覺得這就是小朋友們可愛的地方。這三天下來真的最感謝的就

是隊員們的陪伴，大家都很辛苦的籌備計畫，就是想帶給小朋友們最好的回憶，

雖然過程中很辛苦，但看到小朋友們臉上真摯的笑容，就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行銷系 吳宜蓁撰文 

 

我負責了兩堂課程的教案—小小攝影師、家鄉知多少，而家鄉知多少為了契

合計畫的服務主軸修改了很多次。小小攝影師以讓小朋友認識構圖概念為出發

點，希望他們可以了 解，儘管是相同的角落，但在每個人的認知和視野中都有

不同的 解讀方式，這就是「攝影」這件事的本質，透過這個過程，對自己的想

法更有信心，也懂得尊重其他人不同的見解。到當地後因為場地和時間關係，沒

有讓小朋友實際到戶外寫生，每個人照著事先準備好的照片畫圖，仍然可以發現

每個人的不同之處，有些人特別著重細節的描繪，有些人懂得禮讓，沒有想用的

顏色也願意拿別的顏色替代等等。在家鄉知多少中介紹了當地的文化、神話故

事、傳奇人物等，意外的得到好多回應和共鳴，小朋友們熱情的向我們介紹他們

去過的經驗，和他們所認識的光復鄉，恨不得可以帶我們親身走訪一趟似的，可

  
這是我們體育課的外出照，大家都有熱列

的參與體育課，讓我很欣慰 

這是體育課我當老師拍到的照片，至於為

什麼我嘴巴張這麼大，我也不清楚，應該

是太激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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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受的到他們對家鄉的愛，以及和這塊土地的連結。我在活動和籌備期間擔任

攝影紀錄，除了上課，我並沒有和小朋友有直接的互動，但透過鏡頭，以不同的 

角度去認識他們，有被稱讚時，細微而不敢被看見的嘴角上揚，有討論互動中的

爭執激動，和最後成果發表，微紅的雙眼和鼻頭。這些情緒在其他人眼裡也許只

有喜怒哀樂的差別，但在這個 職位我好像被賦予了職責，要看見別人沒有看見

的，和小朋友一樣微小而有張力的細節。 

這次的活動在計畫看來是以我們帶給小朋友新知為主，但其實小朋友也在給

予我們從未有過的感受，例如他們對於家人和土地強烈的愛，那是我們極少會有

而且願意說出來的感情，這些抽象、難以界定的情感，還有不害怕失敗的那份熱

情和韌性，也是我們該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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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前會長春節聯誼喜氣洋洋 
  

黃煇慶撰文 

由曾擔任本校台北校友會會長等學長姐所發起，以舉辦聯誼會方式，加強聯

繫，薪火相傳，回饋母校。經校友總會曾永權名譽總會長於上年12月4日首開序

幕，邀請台北校友會以及所轄北區各系友會長及聯誼會之主要幹部出席。由於聯

誼效果甚佳，乃約定今後每三個月舉辦一次，藉期以達到「前人種樹、後人造林」

之薪火相傳，延續回饋母校，讓台北校友會更茁壯成長茂盛的精神。而本中心副

教授黃煇慶因擔任台北校友會日文班講師，爰受邀出席盛會。本次聯誼會宴席輪

由第六屆會長、陽信銀行董事長的陳勝宏學長於3月5日舉辦。席間陳董事長學長

特別感謝校友們年來支持申辦「逢甲人認同卡」，為期更增進回饋母校，呼籲今

年能邁向五千張的目標，獲與會校友一致贊同，允齊力共襄盛舉。 

 
圖1-本次聯誼會宴席主人陳勝宏學長致詞 

 
圖2-擔任大會聯絡及司儀的張政文前會長，掌控會場得宜。 

  
圖3-母校張仲明前董事長致詞 圖4-校友總會施鵬賢總會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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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青年才俊，歌唱更是一流。 

  
圖6-曾永權名譽總會長高歌 圖7-謝振裕名譽總會長獻唱 

 
圖8-會場攝影之一(左三黃煇慶老師、右一周純堂會長) 

 
圖9-餐敘聯誼會後全體合影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八十八期）2021/4/1  60 

 

 

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日文班第二期快樂開課 
  

黃煇慶撰文 

北市柯市長寓所大安區光明里張惠銓里長所推動歌唱學日語班於上年9月開

設，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講授，第一期甫於本(2021)年農曆春節前結業。歷約

5個月研讀，大都銀髮族學員們均抱持高度學習態度，致成效甚為良好，所表現

舉止與禮儀，可謂是社區學習模範。復經張里長夫婦及學員芳鄰們積極籌畫，於

3月5日再進第二期課程，並續聘本中心黃老師主講。3月11日為日本「東日本大

震災」10周年紀念。回憶該震災發生時，本中心黃老師恰任職東京駐日本代表處，

負責當時我國對日賑災救濟物資作業，乃於12日的課程特選事後日本鼓舞受災

戶所改編歌曲「明日があるさ」。再解說日本天皇當日出席追悼式的致詞全文，

並配以黃老師所歷該震災親身體驗，令大家宛如身歷其境，直說難得。 

 
圖1-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日文班課後合影 

 
圖2-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授課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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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授課情形之二 

 
圖4-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授課情形之三 

 
圖5-(左起)史國材先生、張惠銓里長、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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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第一屆東亞學研習營 
  

黃煇慶撰文 

中國文化大學於3月13日舉行以「東亞學的跨域與共生」為主題的第一屆東

亞學全國研究生研習營。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受該大學徐校長興慶聘請擔任

日本研究中心諮詢委員，也應邀與會。本次研習營共有22所大學近約百名的師長

與研究生參加，議程除請後援單位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新任文化部長

村嶋郁代、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顧問高墀益致詞外，共進行「東亞人文社會」、

「東亞思想交流」、「國際政治」、「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經貿」共五場專題演講，

邀請台日專家學者蒞臨現場報告或跨國同步視訊論壇。由於中國文化大學位於

台北市大安區的大夏館教學大樓設備新穎，議題又攸關我國新南向政策經貿政

策，致全日研習互動效果甚佳，頗獲佳評。研討會後，本中心黃老師再受邀陪同

專題報告講師及主辦師長們的晚宴餐敘，而能藉機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村嶋部

長，及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所認識的前總統府資政、現任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

事長，擔任第一場議題為「回顧與勾勒台灣的東南亞研究發展：1994-2020」講

師的蕭新煌教授等學者暢敘，相談甚歡。尤其因適逢日本2011年「311東日本大

震災」十周年，村嶋部長公開感謝本中心黃老師於當年奉派駐日代表處期間，負

責辦理我國對日賑災及救援物資之主要窗口業務，備感溫馨。 

  
圖1-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開幕致詞 圖2-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村嶋郁代部長致詞 

 
圖3-與會合影(2021/3/13攝於中國文化大學城區部大夏館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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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前排左起)徐興慶校長、全國總商會高墀益顧問、黃煇慶老師、東海扶輪社王金爵前會長 

 
圖5-蕭新煌董事長專題報告 

 
圖6-應邀出席晚餐會師長合影之一(2021/3/13攝於台北市濟南路上海鄉村餐廳) 

 
圖7-應邀出席晚餐會師長合影之二(後排左四為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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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專車參加台中樂活登山健行公益活動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為支援台中校友會3月14日於東勢林場所主辦「第二次會員大會

暨樂活登山健行公益活動」，臨時由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與周純堂會長共同召集約

三十名校友專程與會。台北校友會是日專車一早出發，適及時在大會開幕前趕赴

現場。一千餘名校友與眷屬聚集在東勢林場廣場，聲勢浩大，甚是熱鬧。地主台

中校友會以及來自全台各地校友會之老同學們，見面寒暄，顯現昔日同窗友誼，

溫馨場面，令人感動。尤其知悉母校今年即邁入六十年，亦即傳統之「甲子(日

語稱之為還曆かんれき)」，校友們更感興奮。於主辦單位台中校友會長級母校校

長、校友總會長等師長貴賓致詞後，由大會安排年輕美麗與帥氣的新生代校友帶

動暖身操，甚多資深校友於體操同時，憶起昔日在母校求學時代，每逢軍訓體育

課，或校慶集會時，總會在運動場練體操等有趣的往事情況。大會為加強與會校

友或眷屬們對東勢林場登山健行活動的認識，特準備數十位專業導覽領隊。負責

台北校友會編號「3-3」黃小姐，不愧是位退休老師專業導覽，對整個林場的天

文地理及生態環境，知之甚詳。沿途解說，令校友們一路聽來甚是享受。而周會

長所領薩克斯風團隊，也在會中吹奏助興，增添活動樂趣。 

 
圖1-本校李校長致詞 

 
圖2-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應邀致詞 



逢甲通識通訊(第八十八期）2021/4/1  65 

 

 

 
圖3-健行出發前暖身操 

 
圖4-台北校友會健行之一 

 
圖5-台北校友會健行之二 

 
圖6-台北校友會健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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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台北校友會薩克斯風表演助興 

  
圖8-(左起)導覽黃小姐、黃煇慶老師 圖9-黃老師夫婦(左右)喜獲抽獎中獎 

 
圖10-黃老師(左一)與工工系鄭豐聰教授(左二)吳美芳教授(左四)等校友合影 

 
圖11-黃老師(左一)與北區機械系友會涂元卿會長(左二)等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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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監事餐敘策劃文化交流 
  

黃煇慶撰文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新任常務監事林柏俊為增進與日本文化交流，特向前任職

外交部並奉派駐日各地約二十年，目前也擔任該協會理事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

慶請益。黃老師乃於3月12日並如常安排假台北市柯市長寓所樓下咖啡館見面晚

餐會，並約同協會青年委員會主委、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前所長任耀庭教授

陪敘。因黃老師於服務外交部期間，曾多次主辦台日國際學術會議或交流論壇，

故與任教授熟稔。而林常務監事則近年來，因經常邀請黃老師支援辦理台日青年

交流事項，致往來頻繁，友誼關係密切。席間就林常務監事所籌劃將邀日本產經

新聞社新任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前往台中時，請黃老師就近協助接待洽商。黃老

師表示歡迎，且因矢板夫人恰與黃老師同係南投鄉親，盼屆時能同行蒞臨，將邀

南投親友及曾赴日參訪過產經新聞社的師長們陪敘，增進交流。 

 

 
圖1-(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右起)任耀庭教授、林柏俊常務監事 

 
圖2-(左起)任耀庭教授、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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