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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好消息，109 上【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接受報名。本學期人文創新社會

實踐論壇著重在人文與科技應用的結合，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日期 教師 主題 

10/19 翟本瑞 院長 機器學習如何在社會學領域的應用 

11/02 
黃俊毓/小鎮智能創辦

人 
區塊鏈在南投竹山地方發展學的應用 

11/16 蔡國鼎助理教授 資料科學在 EduTech 的應用 

11/30 梁辰睿 主任 虛實整合與人機協作的創新應用 

12/14 鄧廣豐助理教授 語音合成應用案例與未來發展 

 

一、時間：周一 12:10-13:00 

二、地點：人言大樓十樓 通識沙龍 

三、備有輕食，敬請填寫報名表。https://forms.gle/yC1ozKPndJFjMDPe6  

四、入場敬請配戴口罩。 

五、聯絡人：陳思穎(分機 2146)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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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通識教育中心 藝文活動 
  

陳麗如撰文 

培養學生人文涵養及開拓視野的通識潛在課程 

為了陶冶本校同學人文藝術及生活品味，本學期通識教育共辦理9場藝文活

動。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108-2藝文活動暫停舉辦，本學期除了國際音樂會取

消之外，國內音樂會將照常舉行。特邀請大提琴家呂超倫、台灣銅管五重奏團、、

台灣竹樂團、米蘭室內樂團等樂團蒞臨演出。 

除了音樂會以外，並辦理5場電影播放暨演講活動。將邀請《最乖巧的殺人

犯》導演莊景燊、《誰站在繩子的那頭》拔河紀錄片、以及本校榮獲科技部補助

製作的《綠金未來》科普影片，以及國片欣賞。本學期藝文活動精彩可期，敬邀

師生一同觀賞! 

109-1藝文活動 節目海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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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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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 (五) 

12:10-13:00 

翁偉銘 

彭怡惠 

羅鈺翔 

陳弘川 

張軍耀 

福爾摩沙，海好嗎？ 

透過不同的視角來傳達聯合國 SDGs 第十四項──
「保育及維護海洋資源」的理念，讓更多人了解海洋
議題及台灣海域保護的重要性。藉由海洋議題課程與 

NGO 研討會之解說，讓大家更深入的了解 台灣的海
域問題與海洋保育的重要性。並透過實際行動，帶領
大家去實踐海洋保育。 

10/16 (五) 

15:10-16:00 

童翔威 

詹梓琳 

吳佳倫 

高毅軒 

板倉芷沙 

憶起，道老  

1.行前規劃與準備。 

2.攜手「一起道老，精彩美好」──弘道基金會。 

3.食一份記憶，由長者的手 勾出我們兒時的回憶──
食憶。 

4.旅途分享：景點、美食、人文照片分享。 

10/20 (二) 

12:10-13:00 

蔡易璋 

陳昶旭 

陳靜 

黃翊婷 

鄭宜婷 

陳資閔 

陳霈蓉  

吳瑞珊 

薛沄喬 

李慧姍 

許芸嘉 

吳宜蓁 

陽「光」來臨˙與你相「育」 

1.不到最後一刻，絕對不放手：出營隊前的風風雨雨。 

2.綻放開的笑容：一位弟弟從毫無興趣，到最後捨不 

得我們離開。 

3.懵懂無知的我們踏上不歸路：課程一直改，改到後來
主題直接換！ 

4.從陌生到熟悉：與小學員的相處過程。 

5.撥雲見日：害怕失敗最後圓滿完成，充滿回憶。 

6.困難重重：當初的堅持成就了美好回憶。 

7.大開眼界！闖入桃花源：你所不知道的偏鄉學童。 

8.活力無限：充滿熱情的青春。 

9.誤入荊棘堆──團隊摩擦編織成獨特經驗。 

10.回憶打著大大的糖果結──哥哥姊姊你們不可以
忘記我的名字唷！ 

11.撕下刻板標籤：偏鄉不弱，我們在偏鄉孩子身上學
習到的！ 

12.給予即是收穫：在我們給予學童我們所擁有的觀點
的同時，他們也在改變我們。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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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三) 

12:10-13:30 
Henry 

聖文森──航向國際志工的偉大航道 

1.國際志工發展趨勢。 

2.加勒比海聖文森國概況。 

3.海外服務經驗分享。 

4.海外志願服務管道與政府補助介紹。 

10/22 (四) 

12:10-13:00 

施冠彰 

丁泓哲 

楊孟軒 

郭庭語 

宗淳一朗 

哥哥姊姊，你們會再回來嗎？  

跟我們一起到台東部落偏鄉教學。 

1.怎麼開始？怎麼準備？ 

2.偏鄉教育歷程與心得分享。 

3.南迴部落教學及活動。 

10/22 (四) 

15:10-17:00 
顏璽軒 

《愛是一種超能力》從流行音樂人到百萬粉絲機構創
辦人 

顏璽軒老師是音樂人、行銷人。他曾協助打造杜德偉、
動力火車、SHE 等明星，幫助他們發光發熱。2013 年
創辦了「禱告時光」新媒體事工，每天與 100 萬訂閱
戶分享耶穌與信仰。他將與我們分享信仰如何改變他
的生命，並且幫助他有策略的實現夢想、發光發熱！ 

10/26 (一) 

13:10-15:00 
狄思文 

10 THINGS YOU DON’T KNOW ABOUT ITALY. 

Come and discover all the secrets about Italy and the 

Italians! A lesson to discover more about the culture and 

the most beautiful Italian cities. Many curiositie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to visit in Italy, 

and the best travel tips to visit without being unprepared. 

Also find out how to start talking in Italian, how to make 

friends quickly and the gestures most used by Italians. 

10/27 (二) 

12:10-13:00 

田子芸 

金法比 

侯育丞 

張若琳 

梁凱雯 

還有一位老船長 

1.行前準備與規劃。 

2.第一次搭船──如何不暈船？ 

3.澎湖必吃特色小吃──吃完ㄅㄧㄥˋㄅㄧㄤˋ 叫？ 

4.日出初體驗──太陽從海面升起？ 

5.在澎湖當飆仔的日子──美食、風景、人文照片分享。 

6.一年一度的盛事──澎湖海上花火節。 

7.用愛做公益──家扶跳蚤計畫。 

10/28 (三) 

12:10-13:30 
洪珮綺 

命運好好玩──從天生五行探討您的職業屬相 

1.認識五行：我是什麼行的人？ 

2.了解自己與期望職業方向。 

3.探討天生性格與適合的職業趨向。 

4.從天生五行看職業屬相，為您的職場加分！ 



逢甲通識通訊(第 77 期)2020/10/16  7 

 

 

10/28 (三) 

15:10-17:00 
林桂如 

後疫情時代的創業與創新 

1.創業經驗分享。 

2.世界潮流脈動。 

3.資源系統整合。 

10/29 (四) 

15:10-16:30 
張志昇 

不懂 AI 將被判出局，快來湊一腳學習 

1.玩些 AI 小玩意。 

2.跑跑看二種 AI 小實驗。 

3.使用兩種不同作法來實作下棋 AI。 

10/30 (五) 

10:10-12:00 
杜承謀 

「南海風雲」──中美較勁對我之影響 

1.南海現況。  

2.中、美較勁。             

3.對我之影響。 

4.如何維護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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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9/18 - 10/7 活動回顧 

  
10/7光影日常─手機攝影技巧與美感 10/7 脫穎而出的面試攻略 

  
9/18前進最挺台灣的歐洲之心─捷克 9/23照見幸福─婚禮攝影師工作分享 

  
9/25 如何文明？誰是野獸？ 9/25 “越”過重洋˙愛”永”無止盡 

  
9/30 友雞情 10/5 失落崩世代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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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微學分11月份課程現正報名中 
  

許雅婷撰文 

109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11月份課程熱烈報名中，陸陸續續都還會

有許多課程新增，以及相關聯的專題演講及展覽。課程安排有職涯系列課程、創

業相關系列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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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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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ool智慧應用微學分系列課程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6l2KVM 

 

※10/16~10/30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0/16(五) 

13:10-17:00 

mc0001 
0.2 學分職場能力大補帖~新鮮人職場簡報力(莊閔越) 

※建議選課同學可自備筆電 
人 B117A 

ma0029 
0.2 學分生活美學-陶偶創作(1) (謝欣錦) 

*10/16 及10/23 課程為連貫課程需一起上才能完成，並取得共0.4 學分 

創客 

手作區 

mc0135 0.2 學分減少不平等~社區裡的角落小夥伴-家庭福利服務中心(陳曉茵)  創客教室 

10/16(五) 

14:10-18:00 
mt0169 0.2 學分用 Python 爬出您想要的資料(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10/17(六) 

10:00-17:00 
mt0176 

0.6 學分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設計與實作篇(1)(黃昭雄)  

※需10/17、10/18 二日共12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0.6 學分 

創客社區 

手作區 

10/17(六) 

13:10-17:00 
mc0124 

0.2 學分透過探索發展中國家，了解 SDGs 1+2 議題: 終結貧窮+終

結饑荒(洪嘉柔)  
創客教室 

10/18(日) 

10:00-17:00 
mt0176 

0.6 學分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設計與實作篇(2)(黃昭雄)  

※需10/17、10/18 二日共12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0.6 學分 

創客社區 

手作區 

10/19(一) 

13:10-16:00 
mt0162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二)(周振權) ※需 10/19、10/26、11/2、

11/16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紀 111 

10/19(一) 

13:10-17:00 

mt0175 0.2 學分創業技能養成—眉型設計與臉型應用(林幸宜) 人 B117A 

mc0092 
0.2 學分兩性關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橙汁！（為何總

遇不到對的人）(鍾亮君) 
紀 110 

mc0005 0.2 學分創業系列-實踐你的夢想計畫-從眾募資開始(郭培聖) 創客教室 

10/19(一) mc0142 0.8 學分台中舊城田野調查與社會設計實務(3)(邱嘉緣) 校外教學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https://reurl.cc/6l2K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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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4:00-18:00 ※需10/5、10/12、10/19、10/26 四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得共0.8 學分 好伴設計 

10/20(二) 

18:10-21:00 
mt0173 

共 0.9 學分現代舞蹈(6) (何姿瑩) 

※現代舞蹈系列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10/22(四) 

13:10-16:00 
mt0162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二)(周振權) ※需 10/22、10/29、11/05、

11/19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10/23(五) 

13:10-15:00 
mc0148 0.1 學分贏得好人緣-成功的溝通高手 (簡琨宸) 學 104 

10/23(五) 

15:10-17:00 
mc0149 0.1 學分自我激勵與潛能開發 (簡琨宸) 學 104 

10/23(五) 

13:10-17:00 

mc0125 0.2 學分台灣青年之南向發展(侯禮仁)  創客教室 

mt0137 
0.2 學分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2)-拉花雕花與花式咖

啡(李育惠) 
通識沙龍 

ma0029 
0.2 學分生活美學-陶偶創作 (2)(謝欣錦) 

*10/16 及10/23 課程為連貫課程需一起上才能完成，並取得共0.4 學分 

創客 

手作區 

10/23(五) 

14:10-18:00 
mt0170 0.2 學分讓您的 Google 試算表動起來(以 POWER BI 實作)(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10/24(六) 

10:00-17:00 
mt0177 

0.6 學分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控制與試飛篇(1)(房兆麟)  

※需修過飛機設計與實作篇才可報名參加 

※需10/24、10/25 二日共12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0.6 學分 

創客社區 

手作區 

10/25(日) 

10:00-17:00 
mt0177 

0.6 學分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控制與試飛篇(2)(房兆麟)  

※需修過飛機設計與實作篇才可報名參加 

※需10/24、10/25 二日共12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0.6 學分 

創客社區 

手作區 

10/26(一) 

13:10-16:00 
mt0162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二)(周振權) ※需 10/19、10/26、11/2、

11/16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紀 111 

10/26(一) 

13:10-17:00 

mi0040 

0.2 學分創業系列-商業企畫書撰寫實戰班-3 年 42 場競賽獲獎的超

強企劃術(1)(張祐禎) *10/26 及 11/02 課程為連貫課程需一起上才能

完成，並取得共 0.4 學分 

紀 110 

mc0004 
0.2 學分職場能力大補帖~新鮮人職場企劃力(莊閔越) 

※建議選課同學可自備筆電 
人 B117A 

mt0128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C)-條燈控制(陳金風) 資電 B15 

10/26(一) 

14:00-18:00 
mc0142 

0.8 學分台中舊城田野調查與社會設計實務(4)(邱嘉緣) 

※需10/5、10/12、10/19、10/26 四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得共0.8 學分 

校外教學 

好伴設計 

10/27(二) 

13:00-17:00 
mt0178 

0.2 學分創意新世界暨木匠養成記 (沈明煌) 

※課程於校外教學，請準時於校外授課場地集合:寶之林環境教育園區 
校外教學 

10/29(四) 

13:10-16:00 
mt0162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二)(周振權) ※需 10/22、10/29、11/05、

11/19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10/30(五) 

13:10-17:00 

mt0138 0.2 學分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3)-咖啡烘焙(李育惠) 通識沙龍 

mi0037 0.2 學分客戶不是上帝（品牌市場定位）(鍾亮君) 人 B117A 

mc0128 0.2 學分咖「非」正義，公平貿易?(薛珍華、吳欣蓓)  人 204 

10/30(五) 

14:10-18:00 
mt0171 0.2 學分聰明用Ｒ軟體，做出老闆覺得專業的圖表(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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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 9/24-10/06 回顧 

  

  
「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有周一及周四兩個班。同學上課很認真外，還積極的希望

能夠觀看課程錄影作為課後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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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您看懂網頁的HTML語法」課程。 

  

  
「物聯網程式設計~學Python玩創客(A)-跑馬燈」課程。課程除了能學習Python軟

體，老師還實際教同學動手製作跑馬燈，並用撰寫的軟體程式來控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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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才，更要有好履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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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技巧~人見人愛，車見車載的說話課」課程。 

  

  
「生活品味-葡萄酒品飲與禮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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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系列-新手創業從0到1-把你的點子變成價值連城的生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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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老闆一樣大！（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課程。 

  

  
「ketchup室內設計繪圖工作坊成果展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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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1)-手沖咖啡」 

授課老師:李育惠老師(SCA Roasting國際咖啡烘焙師、英國C&G國際咖啡師) 

課程中老師帶同學從咖啡豆的基本認識(種類,產地,處理法)開始、了解手沖咖啡必備

器具之特點與功能、以及手沖咖啡萃取流程與要點。並進一步認識各種用具的特殊

設計以及選用、運用方式，搭配不同品種的咖啡豆沖製出一杯精品咖啡! 

並安排分組實作，以杯測盲測方式，品鑑各種口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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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學期 國際生怎麼教? 教師工作坊 
  

許芳瑜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109-1學期共5國39位國際生，國際生們

自8/21(五)至10/3(六)陸續抵台，本班於10/19(一)起就全員到齊，順利結束為期五

週的TEAMS online安心就學課程。自第一週實體人數7位；線上人數32位至第四

週實體人數18位；線上人數21位，一直都是線上上課人數較實體上課人數多，為

讓本學期安心就學的學生皆能熟悉用TEAMS上課，順利學習且具有學習成效，

自7月開始辦理國際生華語線上課程，讓學生熟悉用TEAMS上課，也在9/7(一)-

9/11(五)辦理全線上新生營活動，實際模擬所有課程活動與設計的學習效果，將

成果分享給老師們參考。 

 

在老師端，因應109-1學期安心就學方案，為讓所有授課老師們皆熟悉

TEAMS操作及教學模式，PMP持續與老師們開會激盪創新教學方法，強化實體

與線上同學的互動、師生互動、提升學習專注度、學習成果及評量等，經過這段

時間的實戰經驗，累積了許多實時線上的創新教學法及引導學生互動的方式。 

 

108-2學期因應疫情政策，PMP嘗試用TEAMS進行實時線上教學工作坊，教

師們的回饋非常熱烈，也吸引許多跨院系的教師持續參與。本學期「國際生怎麼

教?」教師成長工作坊，改為「實體現場參與+TEAMS實時同步觀看」，讓無法現

場參與的老師們，亦可透過TEAMS參與，相互討論激盪創新教學法。本次的主

題是以創新教學法與國際生輔導為主，更特別邀請校外與跨單位的老師們來分

享教學與輔導的經驗，歡迎全校各系教師踴躍參與。  

  

主題：國際生怎麼教? 教師成長工作坊 

時間：2020/10/16(五)自2020/12/4(五) 每週五中午12:10-13:00 (至現場參與者，敬備輕食) 

地點：外語教學中心 EZ (資電大樓1樓) 

報名路徑：請至MyFCU→人事服務→研討會活動報名→教育訓練→【國際生怎

麼教?】 

*若無法現場參與者，可加入Microsoft Teams會議同步觀看 (報名後匯入教師

o365 Teams行事曆) 

聯絡人：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許小姐(分機5542) 

*活動後完整填寫回饋問卷作為教師參與依據，可協助登錄教師整體成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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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學期 國際生怎麼教? 教師工作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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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轉在台執行 - B+系列分享講座時間》 
  

林依瑩撰文 

想參加109學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更要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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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友雞情】： 

突破自我的達觀之旅 
合經系 曾筱婷撰文 

感謝社會創新學院媒合串門子公司 

這次的旅行，是與串門子公司合作，到達觀部落採訪六戶養雞戶並把他們的

養雞小故事用文字與圖片的方式記錄下來。串門子公司的核心理念是「長照」希

望透過養友善的養雞農法讓長輩的生活有重心，來減緩甚至是避免失智的發生! 

 印象很深刻，這群長輩們飼養的蛋雞跟平常人家的雞不一樣，雞舍不僅沒

有濃厚的雞屎味，這群雞還很親人! 自己平常沒有太多機會可以跟雞接觸，這算

是我第一次跟牠們如此親近，有點興奮也有點害怕，但心中很清楚這是個難得的

體驗機會，終於鼓起勇氣蹲下來摸牠們，訝異的是，牠們不但沒有逃跑還配合地

蹲了下來，讓我感到非常安心與感動，也給了膽小的自己一個突破! 部落的人都

非常熱情，不僅開車帶我們到景點參觀、拿食物招待我們，也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小故事，雖然自己的個性稍微內向了點，但因為他們的熱情讓我也沉醉在其中! 

也很感謝串門子公司，願意帶我們到部落參觀、學習，在跟他們交談的過程中收

穫很多，也擴大了我的視野，同時多了一份佩服，四個人的公司可以做這麼多事: 

長期照護、時間銀行、婦女照顧等等，而且在賺錢之餘還能幫助他人，也希望自

己未來能朝這方面發展，不僅能賺錢養活自己還能回饋給社會! 

在這趟旅行前有許多的前置作業，當時幾乎所有事情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

不論企業、學校、住宿……各方面也都有很多的不確定，加上當時接近期末有許

多的考試與報告在等著我，讓我幾乎崩潰，也很容易掉線! 雖然我知道組員們很

忙，但我也有很多事要做，其實心裡蠻不開心的，一直不知道該怎麼調適自己! 

不過也因為這樣，讓我知道原來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除了團隊的向心力不夠

之外，自己的能力也不夠! 現在執行任務回來了，還是有非常多的後續的作業要

處理，還好其中一位組員願意幫忙剪影片，讓我稍微輕鬆了一點，非常感謝她! 

現在就希望自己能把心態和能力都提升上來，把事情扛好、做好，不要再一直掉

線，順利地把後續的事情完成，加油加油，我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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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友雞情】： 

一件可以負擔的工作，找到高齡後的新目標 
建築系 陳琮軒撰文 

 

在經過學校媒合，與串門子社會企業合作的達觀部落參觀與訪談，對於健康

老人的出階段對於長期照顧的計畫的初步計畫。最一開始聽到養雞還不解怎麼

串連養雞和長期照顧的關係，在參訪後解釋後，才比較清楚知道了解這個系統別

於一半傳統放養的飼養的過程有許多有機的保護環境生態的飼養方式，透過食

二糧的有機飼養方式，從飼料加入蚵殼粉讓雞蛋殼變厚，把一般廚餘加入特製水

桶長出黑水蜢讓雞可以營養均衡食用，並鋪上軟稻草還有特定的休息場所，用精

緻型細心的養雞模式讓雞健康人道的飼養。 

這次總共採訪了六戶養雞戶，雖然一開始是是鎖定高齡長者，但目前推廣期

所以目前飼養戶包含獨居老人、退休警察、返鄉青年.....等等，但也因此產生出

不同的故事，在計畫過程中主要負責後續繪圖，把每一個故事都撰寫成故事文

稿，加上個人圖像化速寫，把這些的故事呈現的更完善、明瞭。 

因為當地傳統都到山上務農， 透過像這樣相較勞動沒那麼消耗體力的方式，

讓高齡者可以在協會協助下更安心的維持基本的經濟能力又可以聚焦生活中

心。真得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樣的計畫，增廣眼界，希望能發揮自己的繪圖所長，

透過繪圖及繪本在網頁宣傳，也讓更多人知道養雞的過程可以循環成一個生態、

引響整個部落長照經濟，幫忙宣傳這個計畫的，幫助解決問方面，更重要的是找

到解決在地長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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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友雞情】： 

讓我覺得溫暖的達觀部落 
行銷系 淺野由梨奈撰文 

我在日本學中文的時候，台灣老師跟我們說台灣有很多種原住民。因為在日

本幾乎都沒有原住民，所以我聽到老師的話後，就開始期待來台灣留學可以感受

原住民的文化等等。其實我一開始以為來台灣就可以了解原住民的事，但結果卻

跟我想的有落差，生活上並不太會接觸到原住民的東西或文化等等。透過學姊的

介紹認識了這次的組員和他們要去山上採訪原住民的文化，終於可以體驗台灣

原住民生活了。 

對我來說這次的體驗有很大的意義，透過這次的體驗，我對養雞跟部落的印

象有很大的改變，其實我幾乎每天都會吃雞蛋，但從來沒想過蛋雞跟養雞的人們

的事，這次聽養雞的人的話又有去看他們養的雞，有很多讓我驚訝的事情! 首先，

養雞的他們把雞認為家人，他們養雞的最大目的並不是賺錢，而是陪伴，牠們的

存在給養雞的人充實感。 

跟養雞的人一起去雞舍參觀時，雞聽到主人的聲音就跑過去主人那邊，很像

一直等爸媽回來家的孩子們，看得出來主人也很開心看到雞有精神的樣子，看他

們的樣子我也很開心，有一次機會我給雞餵食，其實我很怕動物所以那時候我有

一點緊張了，但看到牠們乖乖地吃飯的樣子就覺得很可愛。 

透過這次的活動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了，這次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養雞戶跟

自己的蛋雞相處的時候的笑容，我們跟養雞戶一起去看他們養的雞時，蛋雞看到

主人就跑過去主人附近，主人也看得出來很開心看到蛋雞們，每個養雞戶都有說

蛋雞是像自己的小孩很重要，也有跟我們分享很多他們跟蛋雞的故事。 

尤其最近因為天氣熱的關係，蛋雞容易長雞痘，必須幫他們除雞痘、擦藥，

在幫這些雞清雞痘清到第十幾隻的時候，牠們竟然自己排起隊來讓我擦藥，似乎

在說好不舒服，快點幫我們治療樣子，我覺得這樣子太可愛了，除了這個故事之

外也有很多讓我覺得很溫暖的故事。 

達觀部落的人都很熱情，白天去探訪的人聽到我們晚上沒事就帶我們去吃

飯，然後載我們帶去景點等等。我喜歡上了達觀部落，希望有機會再去達觀部落。 

我負責的工作是把在部落體驗的東西宣傳到日本的朋友們。我用FB跟日本

的朋友們分享了我在部落體驗的東西。好幾個朋友給我留言了。他們說很開心看

到我在台灣體驗很難得的生活。很特別的是住跟我們同一間民宿的一個男生發

現我是日本人之後，他問我了為什麼來台灣讀大學之類的問題，沒想到他和我在

日本學中文的時候的中文老師是好朋友。我真的被嚇到了。沒想到在達觀部落遇

到中文老師的朋友。然後我跟他一起拍照了。我把我們的合照傳給中文老師了。

然後中文老師也有被嚇到，老師還有說很開心我在台灣過的很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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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通識通訊(第 77 期)2020/10/1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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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國際學生將所做之事傳播到日本

https://www.facebook.com/100010174234636/posts/1236731126676017/?extid=Bf688a4p

5EPgoDuY&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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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MonsTerra】：從零到現在 
財稅系 陳彥汝撰文 

 

一直以來，腦中都有很多想法，但是總是不敢跨出去執行；一直以來，想要

去做很「酷」的事情，但都會害怕失誤而不敢付諸行動；一直以來，希望可以參

與更多平常不會接觸到的事，但是會不想離開舒適圈。 

這次的在台國際體驗對於我來說是一 次 很好鍛鍊自己的機會，第一次以一

個隊長的角色帶領大家， 在這過程中我會去衡量規劃的可行性、注意隊員們的

感受、隊員之間的磨合、大家的想法等等，有好多的體會是我之前身為隊員體會

不到的。 

從六月開始尋找隊員，討論計劃書主軸、組織洽詢、事前演練到執行計劃一

步步從零開始，大家一起學習，也不斷磨合。在種樹活動中學習到了很多，組織

也做很多準備，不只有種樹，也設計了一些關卡去介紹相關的知識，一棵樹也是

從零開始，種子發芽、育苗到成長為 一棵大樹。在台北的原生植物花園中，將

社區植栽全面改造台灣原生植物，也是從零開始，營造合適的環境，定期的去照

顧植物們。實地走訪過才知道原來在我們的土地上，有著這麼大的一群人努力地

將台灣的環境變得更好，也致力於保護台灣原生種，從零開始，到現在，需要不

斷的堅持和努力，將自己所想發揚光大，並且回饋給社會。 

而，我想，我一定不會忘記出發前那晚和當天早晨我心裡的感受及煎熬，很

感謝我的朋友在天早晨跟我說激勵我的話，其中說到：「你可以的好不好！你看

你從零到現在都爆表了，證明你很優秀相信自己…」，永遠忘不了我自己當時看

到這段話的感受，有時候我對自己很沒自信，總會不斷的去想自己哪裡做得不

好，自己不可能做到什麼事，但是凡事都是從零開始的啊，一點點慢慢的累積，

最終也是會達到那個想要的目標，不要再不敢行動，不要再想太多，當你一直想，

就只會是想而已，那就永遠沒有改變的機會，期望自己會做出很「酷」的事，變

成更好的自己。 

  
種樹活動 爬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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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MonsTerra】： 

破除既定印象 
財稅系 蘇佳宜撰文 

 

之前我比較少有接觸東南亞人的機會，只有認識以前照顧曾祖母的外籍移

工，她是一位印尼人，我對她的印象就是喜歡用手吃飯，還不太會講中文，在家

鄉有家庭了，因為需要資金所以來台工作，非常辛苦，喜歡到印尼的零食店去買

一些懷念的零食，覺得挺心疼她的。 

我對於外籍移工或配偶沒有什麼反感的感受，但是我的長輩們對於這些東南

亞人有許多片面、負面的刻板印象，嚴重到排斥他們，社會上許多人認為外籍配

偶是「買」來的，覺得這些東南亞人知識、文化水平較低等等以偏概全的觀念，

當然也是有不好的外籍移工、配偶造成一些問題，但我認為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

人，因為台灣本身也有些文化素質較低的人，我認為先不要有既定印象跟對方良

好的溝通，「真正」了解過後，我相信彼此的關係會有所改善，為什麼說到「真

正」了解呢？大部分台灣人是通過「報章雜誌」以及「電視新聞」去認識這些外

籍配偶、移工，因此容易造成較強烈的負面刻板印象，以至於認為外籍配偶、移

工會擾亂台灣社會的既定印象，加深大眾對外籍配偶、移工的排斥感，使外國人

在生活適應、融入社會以及求職方面都遭受更大阻礙，現今這些外國人來台已經

使台灣社會的發展進入多元文化社會的階段，雖然文化的不同會造成一些衝擊，

但敞開心胸去做交流，會有不同的收穫的，促進文化社會的發展。 

我想分享這次交流的經驗，這次計畫我交到一個印尼朋友，她談吐很風趣，

也因此開啟了我幽默、搞笑的模式，我們碰撞出一些火花，也促進文化知識的交

流，她教會我一些基本印尼的問候語，而我也回饋給她，只要她有任何問題我都

很樂意的解答，還教了一些台語，沒想到台語跟印尼語也有相關，有一次在路上

行走時，地上有一隻蟑螂，蟑螂的台語叫做「嘎抓」，意想不到的是印尼話也是

這樣發音講蟑螂，雖然是不同的文化，但良好的溝通與交流也是可以交心的，很

高興這趟旅程有姍姍的陪伴，在執行計畫時增添不同的風味。 

  
我們在衛武營中聊天 第一天啟程，還有點尷尬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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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MonsTerra】： 

種一棵希望之樹 
會計系 蔡卉茗撰文 

 

一大清早，出發前往種樹地點（佳冬運動公園），到了活動現場，看到參與植

樹的人數眾多，內心感到非常的欣慰，知道仍然有一群人和我們一樣關心著地

球，活動開始前的致詞有提到一項非常重要的概念，「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前

人砍樹，後人曬太陽」，正好當天的天氣非常的炎熱，而且活動的場地一眼望去

能夠遮蔭的地方少之又少，所以對這句話的感觸特別深刻，有趣的事是，當下我

的腦海卻一閃而過馬路上民眾騎機車等紅綠燈的情形，如果入旁能夠種植些行

道樹一定是最好的享受。種樹活動的體驗，我學到了種樹的流程，每當種下一棵

樹，心中的喜悅與成就感就一點一滴的累積，心中默默盼望著他們能夠成長茁

壯。 

參訪台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翻轉了多年來我對種樹的迷思，原來我們栽種

的植物並不是所有種類都對生態環境有幫助，而是要栽種原生植物，陳老師為我

們舉了很多案例，其中一個是有關行道樹的例子，大部分的人是視覺動物，所以

栽種的行道樹多是外來種，像是木棉、櫻花，這些外來種植物容易會有水土不服

情況，且根系較淺，較易倒塌。 

如果要愛護這個環境，種植原生植物的意識就要有，種植原生植物才會讓生

態恢復，讓未來充滿希望與曙光，我們要的是一棵能夠乘涼的大樹，而非一棵哪

時會倒塌都不知道的不定時炸彈，開始行動，為未來種下一棵希望之樹吧！ 

 

  

  
闖關活動獲得竹柏一棵 陳老師帶領我們認識原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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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MonsTerra】： 

原生植物需要從小扎根 
會計系 方玟心撰文 

 

大約在期末考前，我和同學們一起報名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的SDGs 計

畫，我們選擇SDGs的第15 項──陸域生態作為這次的學習目標。 

計畫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邀請到原生植物保育協會的前理事長──陳世揚老

師，協助我們進行採訪，剛開始在網路上查詢原生植物保育協會的相關資訊時，

我們發現近年來協會推動校園「諾亞方舟計畫」，主要內容為在校園種植原生植

物的活動，為什麼要特別種植原生植物在校園呢？我們並沒有很了解，便決定採

訪時特別詢問老師。 

採訪當天，我們抵達世揚老師公寓的花園，原植會的社群網站小編也前來協

助，一樓的庭院充滿著蟲鳴鳥叫，不時還有蝴蝶從身旁經過，世揚老師和我們分

享了很多關於生態保育的事，他和我們說，原生植物其實對台灣非常重要，如果

沒有保護好原生植物，可能很多原生動物都會減少，影響整個生態系，疫苗的研

發，需要從許多動植物上尋找，我們應該要保持生物的多樣性。 

接下來，我們詢問世揚老師為何要推動校園的諾亞方舟計畫，他說現在的教

學方式都只是給小朋友看書本上的植物，甚至學校老師自己也沒有看過植物真

正的樣子，但是帶學生去校外觀賞又會有安全顧慮，所以，在校園裡種植原生植

物是一個好方案，不僅能讓小朋友從小深刻記憶，如果能推廣到台灣全部的校

園，還能連接起來作為全台灣的生態廊道。 

「諾亞方舟計畫」的推行時間是2009 年，差不多是在我國小的時候，但是

當時我並沒有這樣的觀念，當時，校園裡火紅的鳳凰木是大家最記得的植物，尤

其是畢業季盛開的十分美麗，但沒想到它居然是外來種，而現在流行的落羽松、

阿勃勒也是外來的植物。如果的原生生態保育沒有穩固，將會造成原生的動植物

瀕臨滅絕，復育又是一大筆費用，原生植物的觀念真的要從小扎根才行。我們這

組有一位來自印尼的朋友，希望做完這個計畫，能透過他的社群網站分享，將這

個觀念傳達到更遠的地方，讓大家一起守護原生的植物。 



逢甲通識通訊(第 77 期)2020/10/16  30 

 

 

 

  

 
我們到陳世揚老師的花園採訪及參觀，裡面種植很多台灣的原生植物，老師都在這

裡育苗，再分送到各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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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MonsTerra】： 

印尼朋友闖台灣 
PMP 楊姍姍撰文 

 

首先，由於我的朋友，我認識了這個項目。她有一個來自組織的朋友。她的

朋友找一個人加入小組，因為必須有1名國際學生，因為她知道我對可持續發展

目標感興趣。我在這個項目中的責任不是太多，因為有很多事情要做中文。因此，

他們已經幫助我做到了。但是，我對我們的項目做了一些繪圖。像我們在這裡所

做的一樣，解釋什麼是可持續發展目標。我為小組做海報。還有另一件事。在這

個項目中，我認識4位台灣人。每個人都對我很棒。我之前已經知道和了解可持

續發展目標，因為我上過有關環境的課程，而我的老師也教給我們了這一點。我

對生物學非常感興趣。之後，我專業的老師告訴我這個項目。但是，那個時候我

不太了解那是什麼樣的項目。所以，我只是加入並提出一些我不太了解的問題。 

我想加入，因為將來我的專業將與此項目匹配。因此，我認為這個項目將來

對我非常有用。我認為這個項目會讓我如此努力。另外，我不知道我將在這個項

目中做什麼。我擔心台灣人會因為我的中文不好而使他變得難過或不喜歡我。我

也很害怕，因為我不認識另一個，只在電話會議上見面。第一次見面，我真的很

緊張。那個時候我只是希望我能幫助他們，不想成為一個無用的人。 

我認識的第一個人是玟玟，她問我要不要加入這個項目。因此，如果她沒有

問我，也許我現在不知道我的朋友們也無法獲得美好的回憶。然後，我認識了蔡

卉茗，我認識了她，因為下一個假期她將前往印度尼西亞。我們在這裡進行一些

對話，因為她也想學習英語。玟玟和蔡卉茗是我在高雄的室友。也有蘇佳宜，她

真的很有趣，所以很鎮定。她是我在台北的室友。我想我真的很喜歡她。組長艾

米（Amy）是我們小組中最出色的人。她看起來像個脾氣急躁的人，但實際上卻

不是。她真的很好，很好的領導者。 

有一天，另一天已經累了，但是艾米和蘇佳宜陪我去了一個我從未去過的地

方。然後我問，“為什麼他們要回家？”。然後艾米說：“他們很累。”然後我

再次問：“你們為什麼還走？”然後她說：“因為你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但是

那時我真的很感動，直到現在我仍然記得。 

從這個項目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首先，我知道有很多人仍然在乎我們的

地球。我學習如何在一個團隊中合作。了解地球上有很多植物。而且我認為，也

許印度尼西亞必須將台灣視為榜樣，因為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但不能

讓印度尼西亞保持美麗。完成這個項目後，我想讓我的國家更加美麗。也想讓印

尼人熱愛自己的國家。也許我可以做的第一步和小步驟就是成為其他人的榜樣。

因此，他們可以看到並跟隨我。我們變得更加親密，彼此越來越了解。現在，我

對他們真的很滿意。他們喜歡我在台灣的好朋友。我也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友好。

我很高興有這個小組加入這個項目。無論您擔心什麼，都不會像您想的那樣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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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以，隨它去，去感受它。你會喜歡它。並始終擁有美好的未來！ 

 

  

  
離開愛種樹協會時，與親切的江大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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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新生茶會 
  

環境二乙 林佳佑撰文 

 當上幹部後第一次舉辦這種大型活動，行前的不安從開會的氣氛就能略知

一二，當社團博覽會結束後大家就一直在籌備新生茶會的內容，不斷開會、發想

企劃、確定流程，就怕辜負學長學姊之前的努力，也怕沒能將我們的熱情傳遞給

新生。 

 慶幸的是活動當天來的新生比預期的多，也很感謝各位學長學姊的幫助，

要不是有學長學姊幫忙hold場面，帶領新生們進行活動，我們人手一定會忙不過

來，行程也不會這麼順利，就像隊長說的:「通識志工隊就是一個大家庭，只要

有困難，大家都會出手相助。」 

 活動開始後大家就議論紛紛的討論要吃夜市的哪些美食，看著大家異常積

極的討論彷彿就像三天沒吃過東西一樣!我們的活動是在紙上畫格子並填上想吃

的美食，最後在逢甲夜市內尋找，看誰成功吃到並連成最多條線的就獲勝。因為

金費有限，到最後就會看到同學後悔填太貴的東西，或是怎麼找都找不到的美

食，最好笑的是西瓜汁雖然便宜，但份量大到喝完一杯就飽了，之後隊員們就輪

流喝幾口，想辦法解決掉那杯飲料，「最大的失策就是買了那杯不正常份量的西

瓜汁」大家異口同聲的說，模樣真的超好笑! 

 看著一群原本都不相識也搭不上話的同學漸漸有說有笑，雖然過程中每個

人都手忙腳亂，但却都樂在其中。看著自己一個月來的努力成果，看著新生們滿

意的笑容，看著身旁的夥伴稱讚活動的順利，這一切都讓人開心到忘記辛

苦……。 

 最後也謝謝所有來參與的同學，各位是不是遺憾還有幾條線沒連線成功呢?

還是各位都飽到快撐不住了?不管如何，未來我們都會有更多時間一起相處，不

論是逛夜市、吃美食、玩遊戲、辦活動……。就像翟主任對我們說的:「要記得

在這裡你有伙伴，你也有通識中心的所有資源，更重要的是通識中心所有的重要

活動你都會更早知道，更能利用這些資源，讓你的大學更多采多姿」，期望未來

的時間我們都能一起努力，創造精彩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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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辛苦的幹部們，讓這次的活動行程可

以順利進行。 

同學們積極的討論等會要吃的美食，大家

好像都餓壞了 

  
謝謝翟主任對同學們的介紹與勉勵，讓同

學們更清楚通識志工隊的工作與優勢 

第二組成員戰鬥力很高喔，已經快連成

一線了! 

  
第三組優雅的拍著照，看來信心十足呢 最後由第一組奪得滿貫喝采，大家興高采

烈的拍照，新生茶會活動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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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tchup 室內設計繪圖工作坊成果展暨發表會 
  

許雅婷撰文 

暑假一開始邀請采尹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設計師沈欣儀老師來講授微學

分【Sketchup室內設計繪圖工作坊】，透過這次三天的密集課程，同學從0開始學

會使用軟體來繪製室內設計圖。這次的課程一開始就已經設定要在完成後將大

家的作品集結成一場海報展，也希望能藉此激勵同學能盡力發揮。 

同學經過第一天的課程後就能創作出基礎的模型，第二天所畫製的室內設計

圖讓采尹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顏誌鴻董事長看到後覺得同學學習成效不錯，

為鼓勵同學們，特別在第三天的課程來班上宣布，海報展覽將提供數名獎金鼓勵

設計優秀作品的同學。 

當大家完成作品後，更是令采尹設計顏董事長及指導老師驚豔，因此最後評

審加碼給出前3名及4名佳作，以鼓勵同學們。因此在109年10月06日(二)舉辦成

果發表，讓每位同學上台分享創作時，評審老師也仔細地為大家解說、分析優點

與特色，並且指出每位同學對於作品的用心。 

課程學生的作品也同步於109年10月05日(一)至10月14日(三)，於人言B1風之

廊舉辦海報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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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表現傑出得獎的同學們，同時感謝授課指導的采尹設計沈欣儀老師 

 

  
展覽時間：109年10月06日~10月14日(風之廊~人言B1) 

發表會時間：109年10月06日(二)12:00~13:00(通識沙龍~人言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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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的敲門磚「葡萄酒品飲與禮儀」課程 
  

許雅婷撰文 

品酒禮儀是社交中的一把鑰匙，透過恰如其分的禮儀與知識的展現開啟對

談。由通識教育中心彭瑞芝老師講授的「葡萄酒品飲與禮儀」便是要將同學們帶

入專業的葡萄酒世界。課程中老師從專業侍酒師開始介紹起，接著講述葡萄酒基

礎禮儀在生活中的運用，以及葡萄酒的基本知識包含1.重要的葡萄酒相關名詞、

2.葡萄酒周邊器具介紹、3.紅白葡萄品種、4.葡萄酒的歷史與文化、5.侍酒的禮儀，

並且安排同學實際操作體驗，運用“酒鼻子”訓練嗅覺以及感受不同品種與香

氣，最後讓同學過葡萄酒的演譯式品飲法來淺嚐品飲。 

這門課程帶大家學習葡萄酒文化，以及葡萄酒在生活中、職場中、社交中的

相關禮儀與可扮演的角色，學習運用葡萄酒的社交語言當作溝通的引言，帶領學

生對葡萄酒基礎知識的入門，讓葡萄酒世界不再高不可攀。課程於109年9月26日

(六)於通識沙龍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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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寬柔中學線上宣講會 
  

洪耀正撰文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在國際上持續延燒，逢甲大學對境外學生的吸引力未受影

響。9月28日本校招生事務處應馬來西亞寬柔中學的邀請，特地舉辦了一場線上

宣講會，吸引了諸多寬柔中學與其他感興趣的馬來西亞同學參與。 

該宣講會由通識教育中心暨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副教授兼本校招生處教育行

銷組組長王柏婷老師、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秘書洪耀正老師、來

自馬來西亞的電子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梁詩婷老師，以及2位目前在本校就讀的馬

來西亞學生代表—魏嘉城與唐靜儀同學進行線上直播。除了介紹本校引以為傲

的創新教學與生活環境外，更詳細解說了今年度開始實行的創新學制，A進B出：

亦即學生可以從A學系進入逢甲，但是藉由修課、無需轉系即可從相近領域的B

學系畢業。除此之外，輔系與輔學程的新制，也讓有心發展第二專長的同學受到

鼓舞。 

2位學生代表也分享了這幾年在台灣精彩的大學生活，包括社團、住宿、飲

食、打工、交通等各方面有趣的經驗。唐靜儀同學進一步向馬來西亞學弟妹介紹

如何申請清寒補助、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等學校獎補助措施，鼓勵學弟妹藉由獎

學金的申請，一圓到逢甲大學就讀的夢想。進入Q&A時間時，師長們也收到寬

柔中學師生相當踴躍的提問，並針對不同問題給予詳盡回應。 

王柏婷老師與洪耀正老師也誠摯地邀請寬柔中學的同學到逢甲就讀，兩人並

允諾屆時將各自請客，分別請同學享用台灣美食，通關密語則是寬柔中學。最後

宣講會便在輕鬆歡樂的氣氛下，順利結束。 

  

  
馬來西亞寬柔中學線上宣講會活動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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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與富邦人壽合作公益教育課程 
  

秘書處撰文 

十二年國教的推行與新課綱的實施，臺灣的教育方針較以往更注重學生們的

學習歷程，也因此推廣各種因資訊發展所衍生出的科學相關課程，並且將程式設

計列為國高中必修課程。然而各鄉鎮市仍存在資源落差，為協助台灣中部弱勢國

中小學學生，在課後之餘也能學習程式與科技相關知識的應用，逢甲大學與富邦

人壽共同舉辦之「程式綠能科普公益教育計畫」，大學社會責任( USR) +CSR(企

業社會責任)強強聯手，透過在地服務，深耕校園及企業經營社區關係，9月19日

在惠來國小舉行第一場的公益課程。 

鑑於程式語言將是未來需求最大的語言，資訊教育之重要性不可言喻，為培

養學生具備未來科技世界所需的關鍵能力，本校積極投入推廣程式教育，此次計

畫案便由通識教育中心陳淑慧老師、洪耀正老師、賴奇厚老師、呂晃志老師，帶

領今年甫獲全球華人教育遊戲設計大賽的「程堡兒童程式教育」學生新創團隊與

本校綠能發展中心，籌組學生志工團隊共同執行。 

惠來國小校長特協同家長會正副會長、學務主任出席開場致詞，校長表示：

「綠色能源、環境永續是現今人人都應該關注的議題，非常感謝逢甲大學與富邦

人壽帶來如此富有意義的課程，豐富了孩子們的視野」。此次活動包含火山熔岩、

生物氣體火箭兩項實驗活動，在動手做實驗的過程中，學習能量與動力之間的轉

換以及化學反應的過程，課程開始前孩子們興奮地說到：「我最喜歡做實驗了！

今天要做的火山熔岩會燙嗎？火箭會不會飛很遠？我可以帶火山回家嗎？」相

信每位滿懷著期待來到課堂的孩子們，都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家。 

除了綠色能源相關的課程外，未來也會將程式、理財等課程，帶至更多的國

中小推動科學及資訊教育，透過產學合作擴大學校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協

同企業之能量，落實對在地社區、社會有貢獻和責任之精神。 

  
圖說：逢甲大學與富邦人壽共同執行公益教育計畫-與惠來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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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領導能力課堂演講 

「何培鈞：有一種生活風格叫小鎮」 
  

王姿淇撰文 

卓越領導能力的課程希望培養同學們的多元知識，帶領同學走進寬廣的世

界。 

今日的演講中，藉由何培鈞老師的自身經驗分享，探討了文化結合創生系統，

並以個人經驗「經營民宿的經驗如何能結合文化重建？」為主題。何培鈞老師指

出，台灣的漢人傳統文化與建築，因為全世界的工業化、現代化以及西方文化的

興盛而顯得老舊、衰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何培鈞老師在大學時期在意識到這

個危機後，開始充實自己對於行銷與企業管理的知識。為了能在畢業後跳脫傳統

的行銷理論，從根本來重建三合院這個即將消失的文化特色，何培鈞老師大量的

進行跨領域學習，甚至走進不同的學校進行跨校上課。 

何培鈞老師也帶領同學們從「工作或升學？」、「工作或創業？」兩大問題中

思考「什麼為自己最想做的事？」，以及如何制定圓夢計畫來完成這件事。何老

師與翟主任更在最後帶領同學們反思，在充滿碩、博士畢業生的求職競爭中，同

學們應該如何不盲從於社會的升學主流，並透過獨立的思考來尋找自己的人生

興趣。希望藉由次演講，幫助同學們在茫茫人海中思考如何嶄露個人特色與專

長，成為那個「最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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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全新夜導培訓課程 

《成為導覽員，探索台中趣》 
  

施惠家老師指導‧陳姿樺同學撰文 

由學生主導的全新夜市導覽培訓課程-「成為導覽員，探索台中趣」 

這學期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的夜市導覽負責人們與逢甲夜市管理委員會吳

浚銘總幹事例行期初會議在9月18日舉行，除了每個學期都會討論的服務內容與

工作方向外，也說明這學期將隊內培訓課程包裝成學校自主學習課程的規劃。

「成為導覽員，探索台中趣 BE A TOUR GUIDE & DISCOVER TAICHUNG」是

由外語教學中心施惠家老師統籌，並由夜市諮詢臺總召航太二乙李品昀、團體導

覽總召航太二乙陳冠良等四位志工隊同學共同主導的一門能讓逢甲學生訓練溝

通能力並使之具備中英文導覽能力的課程。 

 

「成為導覽員，探索台中趣」結合逢甲大學USR計畫 

該課程的說明會也於本月的18日舉行，夜市諮詢臺總召、團體導覽總召負責

向同學們講解課程的規劃、詳細內容及上課的注意事項。此課程主要以實地踏查

與英文導向學習為主，帶領學生前往逢甲夜市與台中市舊城區實地踏查，尋找當

地歷史及可向遊客分享的趣事，並透過提供實際的導覽、設計傳單、製作影片，

來驗收學生課程的學習成果。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已於逢甲夜市耕耘兩年，這次在學校的支持與推動下，

參加學校統籌的「臺中市文化城中城USR計畫」，期望能將服務場域與影響力拓

展至臺中市舊城區。 

FB粉絲團: FCU FLCV 逢甲大學外語中心志工隊 

  

  
圖一：志工隊夜市導覽負責人們與逢甲夜

市管理委員會總幹事討論這學期服務方向 

圖二：志工隊夜市導覽負責人們向總幹事

說明培訓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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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志工隊學生李品昀講解課程內容 圖四：志工隊學生陳冠良替課程說明會開

場 

  
圖五：「成為導覽員，探索台中趣 BE A 

TOUR GUIDE & DISCOVER 

TAICHUNG」課程海報 

圖六：9月18日課程說明會PPT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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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教師有才有能量學生好幸福! 
  

蘇紋儀撰文 

顧名思義，外語教學中心以「教學」為重。中心老師們的人數眾多和語言多

樣性反映在全校的複雜性課程上，雖然都是以語言為主，但是面對不同年級的學

生、不同語言的需要，老師們在繁重的教學時數與課程設計中，要去發現學生學

習語言的動機、如何改進學習技巧，以及怎麼面對未來的表現，這樣的語言引導

角色，在同學的大學四年生涯中，應該一直是不可磨滅的印象。基於此，不僅學

生學習要精進，中心教師們的教學也在精益求精中，從每年的學術論文研究申

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到跨領域將語言應用在多元社會中的責任議題上，

都可看到外語教學中心老師們的用心。 

另一方面，老師的教學成果，就是來自學生們的肯定，也是外語教學中心永

遠不變的初衷與努力的方向。中心課程的特色，即是單一課程巧思精緻、統籌課

程淬鍊結晶。而老師們在面對全校學生就是我的學生下，發揮超乎想像的記憶力

與行動力，記住了學生的名字、個性，又或者是與同學相約補課輔導、叮嚀學習

狀況，儘管每天都是”行程滿檔”，然而，除了每學期期末的授課意見調查外，老

師們也是自備課程意見回覆，看著學生寫出或說出心裡話，還是教師節收到學生

的卡片，相信老師們也是收穫滿滿。 

感謝老師們對教學的熱誠與傾囊相授的大心! 

 

外語教學中心FB粉絲團: 請搜尋”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有不定時老師教

學花絮喔~ 

 
圖一： 109論文著作獎勵中心教師榜上有名 



逢甲通識通訊(第 77 期)2020/10/16  46 

 

 

 
圖二： 109年教學實踐計畫申請中心教師也不落人後 

 
圖三：中心施惠家老師參與USR計畫獲得通過，圖片來源出自逢甲快訊: 

http://web.pr.fcu.edu.tw/~pr/fest/2020/20200907/20200907_0.html 

http://web.pr.fcu.edu.tw/~pr/fest/2020/20200907/20200907_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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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中心教師的教學功力展現在學生的

肯定與回饋 

圖五：甜蜜的負荷讓吳佩娟老師以微笑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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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教學午餐分享會 

「拆解與組合—心智圖與便利貼」  
 

國語文教學中心 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分別於9月25日與9月30日舉辦《大學國文好好用》教材第

一單元的教師教學午餐分享會，9月25日由曾愛玲老師分享「心智圖」教學法，

9月30日由王惠鈴老師分享「便利貼思考法」教學。透過這兩場的教師教學午餐

分享會，使得與會的教師，對於國文教學的方法上，增加了新的方法和認識。 

 

《大學國文好好用》教材，至今已經執行第三學期，本學期共執行〈你好carry

──結構式敘寫法〉、〈凝視現象成觀點—─議論文寫作〉、〈長話短說、明說、簡

單說──摘要與懶人包〉、〈吾將上下而求索—─辯論入門〉四個單元。本次的教

師教學午餐分享會，邀請曾愛玲老師與王惠鈴老師，就〈你好carry──結構式敘

寫法〉此單元，進行教學方法分享。曾愛玲老師分享「心智圖」教學法，會中詳

細說明「心智圖」的製作方式與要點，提到心智圖要由粗到細、由中心擴展等重

要概念，以及心智圖如何在理解文章上操作。王惠鈴老師分享「便利貼思考法」

教學，提出讓學生透過便利貼進行「發想→收斂→組裝」的學習活動，透過便利

貼思考法的方式，對文章結構進行思考、拆解與組裝，讓學生透過「分解」的方

式來了解文章結構，進而對文章更加容易理解。 

 

藉由曾愛玲老師與王惠鈴老師的教學經驗分享，使與會教師對於課程中引入

「心智圖」教學、「便利貼思考法」教學有更多的認識，增加了《大學國文好好

用》教材的教學豐富性。 

 

  
9/25曾愛玲老師分享「心智圖」教學法 9/25會後由主任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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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王惠鈴老師分享「便利貼思考法」教

學經驗 

9/30會後由主任致贈感謝狀以及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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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示範賽 
  

國語文教學中心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10月7日下午一點於圖書館 B2演講廳，舉辦第三屆「各言爾

志」新生盃辯論示範賽，邀請去年曾參賽的隊伍示範辯論的技巧與流程，令在場

的大一新生對辯論留下深刻映像，以及了解辯論的進行方式、攻防與準備。透過

臨場的觀摩與體驗，賽程中的激烈對應，使觀摩的學生上了一場震撼教育。示範

結束後，請示範的辯士分享準備的技巧與對戰心得，並請曾愛玲老師擔任指導與

示範賽講評教師。 

 

本次示範賽，由「今晚我想來點」隊擔任正方，由「辯論ㄍㄚˋ的」隊擔任

反方。雙方辯士皆於去年參加過第二屆比賽，賽後仍持續組隊合作，參加校外各

項辯論活動，因此本次辯論示範賽，特別邀請兩隊為學弟妹們示範辯論賽制、流

程、攻防以及賽前準備的心得。賽後由曾獲得「省最佳辯士」的曾愛玲老師，為

大家講評示範選手們的表現，對於得點、失誤、流程，以及辯論賽前、中、後所

需的心理建設、資料準備、題目分析、服裝……等，都有詳細的指導與說明。 

 

本校「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已邁入第三屆。透過辯論賽，培養學生資料

收集、運用，以及邏輯與口語表達的能力。並且透過比賽活動，提升學生的臨場

膽識、隨機應變、理解與組織能力以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讓學生在校園中有練習

與磨練的場域與機會。 

 

  
10/7 辯論示範賽 雙方辯士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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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觀摩 辯士心得分享 

  
辯士經驗分享 曾愛玲老師指導與講評 

  
主任致贈感謝狀 主任頒發辯士感謝狀、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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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板會議：在豆花店討論循環經濟 
 

劉騏甄撰文 

 

USR HUB 撒下機會的種子 

為了讓師生有真實實踐場域，需要主動規劃出許多可執行方案，才能讓學生

在社會參與式的專案學習過程中，動手實作、整合專業學習知能，USR HUB旨

在實驗或整合一些有機會發展的案例，循環經濟便是其中一案。 

循環經濟Brainstorming 

過去已經發展的公益鞋專案，利用品牌鞋廠沒用到的布料，進行小規模再製，

並以買一雙送一雙到偏鄉的模式經營，這次USR HUB不僅要延續這個專案，更

要實驗新的可能性，為此翟本瑞院長、洪耀正秘書、陳淑慧老師、城堡創業團隊

一起在豆花店絞盡腦汁，淑慧老師提到長者輔具、耀正秘書提到兒童舊衣再製等

等，老師們都盡量將自己有的資源與經驗分享出來! 

 

 

 
圖、翟院長分享公益鞋專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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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SSS Theater 
 

尹馨慧撰文 

 

109-1新學期，社會創新學院帶來全新工作坊- SSS Theater，該工作坊是以

SDGs為課程核心，因此三個SSS是取自s.School SDGs，在這工作坊裡，我們將帶

你了解什麼是SDGs並與同學共同討論解決之道。 

9月24日是SSS Theater的第一堂課程，該主題為「什麼是SDGs？」，本次課程

目標是以讓同學對SDGs有所了解，再藉由之後課程細說各項SDGs，課程開始時，

老師先拋出幾個生活周遭的問題讓同學去深究，從生活周遭去了解SDGs原來就

存在與你我生活周遭，只是我們並不清楚原來那就是SDGs，並透過問題討論帶

大家加深對SDGs的了解。 

 

  

  
課程進行中。 問題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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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 Theater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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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人文+科技蹦出新實力 
尹馨慧撰文 

 

9 月 26 日為 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的最後一次課程-人文+科技蹦出新
實力，本次課程特邀復連成劇團團長尹崇儒到校授課，復連成劇團是復興傳統京
劇並融合現代科技的劇團，因此，該課程邀請復連成劇團來說明人文與科技如何
發展新實力，實屬符合。 

人文+科技如何蹦出新實力？兩者極端的主軸要如何融合？課程一開始，老
師提出了『真』與『假』的觀念，我們身處的世界是被定義出來的世界，簡化的
說起來就是『假』的世界，相較於古代對世界的認知是很直觀的理解，如距離使
用腳步計算、高用身高計算，想想確實如此現在敘述距離都是用公尺等被定義出
來的單位，因此老師帶大家到戶外並試著用直觀的方式去描述這個世界，這麼一
來就能清楚我們現在的思維是被定義抑或是直觀。 

如何不被科技這個『假』的人偽東西控制呢？老師給大家的答案是回歸古
人對於世界認知的方式：直觀和五感，以及體會藝術中的真，為自己建構出不同
於體制的思考模式。掌握其中，必能將人文與科技結合並蹦出新實力。 

  
課程進行中。 上課情形。 

  
戶外課程體驗。 戶外體驗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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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計劃通過名單 
 

劉騏甄撰文 

 

為帶動本校跨出校園，鼓勵師生參與社會解決問題，本院辦理「109年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邀請本校全體老師及學生團隊提出申請，深化本校與社

會之連結。 

本次共46案申請，41案通過，經翟本瑞院長及其他3位審查委員討論，認為

應該提高部分有潛力的案件金額，有潛力指具有後續延伸行動且透過延伸行動

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的案件，應盡量協助並予以鼓勵，以下為最終審查結果，

並感謝所有投稿的師生，也歡迎有疑問的師生到社會創新學院進行詢問! 

編號 姓名 審查結果 核定金額 說明 

1 郝○宇 通過 8000 以技術(監測系統)帶入社參較少見，應予以鼓勵。 

2 吳○蓓 通過 8000 以綠建築概念跟外部單位合作，予以鼓勵。 

3 李○陽 通過 8000 與國小合作，進行防災教育，予以鼓勵。 

4 陳○元 通過 14000 期末計畫向台中市都發局，布展、呈獻多元成果，予以鼓勵。 

5 林○均 通過 8000 
雖為參訪活動，但後續有潛力與西區公民里的林京玲里長、水

利局的林科長洽談執行水利局的後巷計畫，予以鼓勵。 

6 陳○笙 通過 8000 參訪寶之林環境教育園區並進行環境志工培訓，予以鼓勵。 

7 闕○丰 通過 5000 課程參訪:疾病繪寫、書寫疾病，具雙語影響力，予以鼓勵。 

8 尹○慧 通過 8000 AR 科技運用於人文領域，予以鼓勵。 

9 謝○峯 通過 24000 
實境實作教學模式應用參與式設計的原則方法與技術，具有真

實場域，予以鼓勵。 

10 呂○志 通過 10000 
循環綠能協助東勢區新成國小建構綠色校園，具實踐與教育意

義，予以鼓勵。 

11 蔡○修 通過 10000 
協助台灣中部弱勢國小學學生，自行開發基礎科學內容，且為

學生團隊，予以鼓勵。 

12 林○崙 通過 10000 
物聯網農業感測系統，可即時判別土壤資訊建造智慧農場系統，

技術帶入社參少見，予以鼓勵。 

13 李○秋 通過 8000 
行銷管理課程，推廣蔬食有助於生態環境，具後續效益予以鼓

勵。 

14 黃○慧 通過 8000 
帶領學生至九份二山水土保持戶外教室、九份二山堰塞湖，具

環境及後續效益，予以鼓勵。 

15 葉○亨 通過 12000 
東勢有機柑橘啤酒創意行銷，後續建立雲端銷售平台及行銷策

略，班級 67 人具社會影響力，予以鼓勵。 

16 劉○旗 通過 8000 
參訪成真咖啡館審計新村店，建立學生社會企業思維，予以鼓

勵。 

17 王○仁 通過 8000 
魚菜共生及水耕栽培概念的裝置，符合循環經濟且有實作，予

以鼓勵。 

18 許○華 通過 6000 
以水利技術(灌渠流速量測，流量校正)引導學生應用科學關懷

社會，予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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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審查結果 核定金額 說明 

19 黎○嵋 通過 8000 霍茲獎訓練會議 3 場，具國際視野並關心社會，予以鼓勵。 

20 林○皇 通過 10000 公益募資專案規劃與執行，具挑戰性，予以鼓勵。 

21 李○秋 通過 12000 
提升學生語言與跨文化溝通能力，並深化接台灣地氣的文學表

達，予以鼓勵。 

22 黃○庭 通過 10000 
為東勢商圈形塑品牌形象創意海報，用數位行銷讓東勢商圈於

國際平台曝光，具社會影響力，予以鼓勵。 

23 鍾○喻 通過 8000 
台中市楓樹腳文化協會製作環保皂及社區導覽，具環境永續精

神，予以鼓勵。 

24 林○長 通過 18000 
以逢甲建築小書屋計畫建構偏鄉社區支持系統，有難度且具社

會影響力，予以鼓勵。 

25 丁○靜 通過 10000 
結合廣告與行銷溝通、創意學、品牌與行銷文案設計四門課程

與四位教師，予以鼓勵。 

26 蔡○秀 通過 8000 
英文書寫地景與藝文之美、城市永續發展的利基與條件，提升

學生對於生活所在地的了解及敘事力。 

27 趙○伃 通過 8000 青年志工偏鄉教育論壇，與 NGO 合作，予以鼓勵。 

28 吳○子 通過 8000 
霍特獎：教育小學生如何重新使用咖啡渣，具循環經濟、優質

教育之目的，予以鼓勵。 

29 林○淳 通過 8000 
霍特獎：走進社區、長者共學，提高減少塑料的意識，塑料再

生活動，予以鼓勵。 

30 郭○津 通過 8000 環境美學、景觀生態教育的社區推廣，予以鼓勵。 

31 林○佑 通過 10000 
透過 podcast 的宣傳，讓更多人注意這些收容所與流浪犬們的

問題，主題特殊，予以鼓勵。 

33 廖○斐 通過 14000 
從外籍生角度，多國語言(日語、印尼、越南等)，拍攝微電影或

撰寫網路文章，行銷台中之美，予以鼓勵。 

34 彭○芝 通過 8000 
國際生們需要拍攝一部 1-2 分鐘古蹟導覽、保存、工法及永續

城市概念的雙語介紹影片，具社會影響力。 

35 黃○怡 通過 8000 
青銀共學的方式，利用當地當季蔬果，與長者共同製作水果加

工品。 

36 陳○華 通過 8000 
「從電影看多元文化」班級學生，至中山 73 影視藝文空間觀賞

「紀動臺中」紀錄片，予以鼓勵。 

37 徐○傑 通過 10000 
社會創業及地方創生之學習方案，將「演講、實地參訪、心得

反饋」設計為動態、循環的學習歷程，予以鼓勵。 

38 白○雯 通過 8000 經由一整天的活動，讓青年人更了解 SDGs 是什麼，予以鼓勵。 

42 黃○誠 通過 8000 
青年洄游農村交流餐會，導入循環農業的概念，推廣新興的農

業模式，予以鼓勵。 

43 陳○軒 通過 8000 認識台灣山林教育紀實攝影展，予以鼓勵。 

44 劉○甄 通過 7000 
與社會局合作，進行新社、和平個案採並將報導內容翻譯成英

語，進行國際宣傳，予以鼓勵。 

45 張○凱 通過 12000 跨校永續商業創新黑客松工作坊，具社會影響力，予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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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特派員-深入最前線課程說明會 
 

林昭均撰文 

 

為了加深本校學生對聯合國17項發展指標（SDGs）的了解，社會創新學院於

109年上學期針對SDGs1、2、6、11、12、15開設四門微學分，透過親身體驗實

地進行觀摩與學習。 

符合SDGs12、15理念的樹合苑，大量使用二手材料賦予廢棄木材新生命，搭

配綠色植栽引導冷熱空氣對流，建置三座生態廁所，透過乾溼分離讓排泄物與稻

穀、木材、微生物進行發酵，並做為肥料，達成友善環境與維護生態的精神。 

符合SDGs6、15理念的綠川漫漫，是一個自發性的組織，因有感於綠川的水

質長期受沿岸居民經濟活動排放汙水的影響，積極地對水路空間多元化改善與

利用，透過實做水質檢測，檢驗水中的含氧量、PH值、濁度等，期望綠川成功

的整治經驗，可以讓大家體認到河川的重要性。 

暑假期間，已經有部分的同學參與SDGs台中趣的活動，並藉此機會讓同學

來現身說法，透過同學們實際參與的經驗來吸引其他學生的參與，讓SDGs的教

育不再只是紙上談兵。 

 

  
通識中心賴奇厚老師蒞臨致詞 林昭均助教課程簡介 

  
張家祥同學心得分享 林常瀚同學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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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納法索農業計畫 實驗第一期 
薛珍華撰文 

9 月 30 日社會創新學院陪同韋正一起拜訪了林先生，這是簽了 MoU 之後
第一次會面。欣喜的是，林先生已經建置好了魚菜共生、培養菌的系統，我們也
看到一些青菜長大了、小魚蝦優游在水中。接下來韋正將嘗試在海棉育苗嘗試種
植幾種適合在布吉納法索生長的蔬果、植物，之後移到林先生的實驗場所。 

在布吉納法索，從事農業的人數占總勞動人口中的 90%，其中農業種類占
最大比例者為土地小於 5 公頃的小規模農業，主要生產作物為高粱、小米、玉米
(產量最高者)及棉花(生產價值最高者)。而傳統穀物，例如高粱與小米，主要為
農村家庭的糧食來源，而市區的家庭則偏好米及玉米。 

但是環境帶來了限制，主要限制農業發展的因素為灌溉用水、技術性知識與
資金的缺乏，因此大部分的農民及農業活動會受限於每年 3-4 的月的降雨季節。
而這些農民生產的作物也幾乎無法達到自給自足的產量，要成為能帶來經濟效
益的商業行為更是困難。這也就是韋正嚐試要解決的問題。期待將來有一天，在
布吉納法索也將看見一樣如眼前欣欣向榮的景象。 

 

  
魚菜共生布袋蓮。 韋正與林先生討論。 

  
養菌。 魚蝦滿池，好不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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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生仲宗根同學說我上中國時報新聞了 
  

黃煇慶撰文 

選修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在國貿系所開設商用日文課程，於暑假期間邀集五

位同學完成環島壯舉的國貿系日籍留學生仲宗根爽同學，於9月22日來向黃老師

請益。說明前週(9/14)缺席原因，係赴北參加由我國教育部體育署和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為響應「920國際大學體育日」，於9月12日起三天，所舉辦的「慶

祝國際大學體育日活動」。並表示，本校及日本國籍女學生僅一人報名參加，期

間包含體驗快艇滑水及參觀中華職棒、福斯傳媒集團等活動；更高興乃事後中國

時報於9月17日，以標題「國際大學體育日 櫻花妹看棒球直呼過癮」刊登連同滑

水相片之報導，還指名她為逢甲大學日本籍學生。當時曾赴日留學兩年的行銷系

陳冠宇同學，航太系吳佳恆同學以及日籍留學生高木、仲嶺、池間同學等學生也

來訪黃老師，大家相談甚為愉快。隨後行銷系林志皇老師與秘書處林暉女士，也

為如何教導日籍留學生以及製作日籍留學生在本校求學生活狀況事宜，來與本

中心黃老師意見交換。隨後簡餐敘，交談氣氛熱烈。 

 
圖1-簡餐敘合影(左起)池間同學、仲嶺同學、仲宗根同學、黃煇慶老師；(右起)吳佳

恆同學、陳冠宇同學、行銷系林志皇老師、秘書處林暉女士(攝於六扇門餐廳) 

 
圖2-於人言大樓一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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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左起)仲宗根同學、高木同學(攝於黃煇慶老師研究室) 

 
圖4-仲宗根同學(後排中)參加大學體育日活動照片之一 

  
圖5-仲宗根參加大學體育日活動接受採訪 圖6-錄自中國時報電子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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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日本研究中心研究生研習營後師長聚會 
 黃煇慶撰文 

內文若有小標題請寫在這裡 

台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9月19日舉行第七屆全國研究生分段視訊式研習營，

約有百名各大學研究生參加。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任職外交部期間即與創立

該中心主任、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教授熟稔，多年來均應邀與會或專題

演講。本次研討會後，乃約徐校長及現任該中心主任林立萍及甘懷真、田世民教

授、林佳辰助理與講者之一中華經濟研究院蘇顯揚博士晚餐。並請中研院近史所

研究員黃自進博士、樺菱國際公司李國都總經理等好友陪同餐敘。大家再就今後

台日文化學術及技術勞動等各項交流互換意見，相談甚歡。席間，徐興慶校長等

師長更對本中心黃老師，長年來義務支援該日研中心運作表示感謝。 

 
圖1-晚餐敘合影之一；(前排左起)蘇顯揚、徐興慶、黃煇慶夫婦、林立萍； 

(後排左起)林佳辰、田世民、甘懷真、黃自進、李國都 

 
圖2-晚餐敘合影之二 

  
圖3-文化大學徐校長興慶頒發研修證書 圖4-台大日研中心林主任立萍閉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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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前台北校友會往訪中研院近史所謝師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文教基金會黃前董事長何文夫婦以及北區EMBA聯誼會前會長

崔昇祥傑出校友夫婦，於9月23日連袂造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拜會協助

中日和約檔案審閱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黃前董事長表示，教師節將屆因渠夫

人吳妍妍女士及崔前會長，係本中心黃老師在台北校友會日文班所指導校友，特

來向黃老師致意。並假中研院活動中心餐廳宴請黃老師，藉示敬師謝師之情誼。

又當日適值本校財金系陸生校友、目前就讀交通大學碩士班的石皓若同學前來

向黃老師請益，也受邀一起陪同餐敘。席間黃何文前董事長提及，近年來日籍學

生來台進母校留學者逐年提升，對母校國際招生業務及黃老師自駐日代表處提

前退休回饋母校任教，予以高度肯定。崔前會長更感謝黃老師於奉獻教導台北校

友會日文班二年餘來，經常利用接待來台的日本訪賓以及母校日籍留學生北上

參訪機會，邀集該日文班校友們聚會，利用餐敘時機，增進雙方交流與日本語會

話能力，真是受益良多。崔前會長並談到渠本身亦曾於服公職期間奉派赴日研

習，故知曉對日工作的重要。展望疫情後的台日文化交流，企盼黃老師繼續協助

母校推展日本經營；同時也鼓勵在座石皓若校友將來能伺機赴日深造，以提高國

際眼界並取得更高學位。石同學允予努力實現，相談甚歡。 

 
圖1-(左起)崔昇祥校友夫婦、黃煇慶老師、黃何文校友夫婦 

 
圖2-石皓若校友、黃煇慶老師(攝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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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左起)黃何文校友、黃煇慶老師、石皓若校友； 

(右起)吳妍妍校友(黃何文校友夫人)、崔昇祥校友夫婦 

 
圖4-(左起)黃何文校友夫婦、崔昇祥校友夫婦、黃煇慶老師(攝於中研院活動中心前) 

  
圖5-於黃老師近史所研究室合影之一 圖6-於黃老師近史所研究室合影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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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郵輪列車猴硐礁溪和平快樂行 
  

黃煇慶撰文 

本校台北校友會於9月20日舉辦搭乘鐵路郵輪列車，前往瑞芳猴硐、宜蘭礁

溪、花蓮和平一日遊。本次有280位校友及眷屬參加，分七車廂乘坐。此係該校

友會的第十一屆郵輪列車行，雖已累積豐富經驗，但為配合疫情，日期從春季四

月延至九月底實施。也依照規定，限定總人數且上車前檢查配戴口罩、量體溫；

領隊學長與各車長於車上一再要求注意安全，下車則叮嚀遵守秩序。專車離站

後，大家即分享張政文前會長為此行親自準備的滷菜，香色味俱全，因為大家今

日一早出門，正好權充早點，紛紛爭相享用，感謝張前會長的用心。 

專車首停瑞芳猴硐車站，是台灣少數幾座仍保有質樸鄉土風光的車站，週邊

已廢棄的瑞三礦業廠區，增加猴硐車站歷史感。一行即分乘坐小火車遊覽部分舊

礦區，回憶起幼時搭乘台糖5分車的新奇感。而看到礦坑遺跡，似曾在彭恰恰所

主演「無言的山丘」的挖礦鏡頭裡見過，使遙遠往事記憶再度湧上心頭，充滿了

台灣鄉村傳統的純樸及為生活辛勤奮鬥的感覺。越過車站鐵道，又是一個驚奇的

猴硐貓村，多樣品種的可愛貓咪走動其間，而店鋪擺設，如招財貓、抽籤處，則

充滿日式氣氛，連漢字「商売繫盛」也以日本當用漢字標出，大家紛紛拍照留念，

更希望藉此留下好彩頭，都能招財進寶。第二站停靠宜蘭知名溫泉地礁溪，一行

全車280人魚貫而行至「中冠礁溪飯店」午餐。共席開28桌，校友們難得相見聚

會，紛紛互道寒暄，往來敬酒，熱鬧非常。於享用當地宜蘭鴨賞後，再往近鄰商

店採購名產。也真辛苦了引導指揮交通的校友會工作人員。 

午後四點，專車來到此行最後一站花蓮和平。大家在站前合照，因人數很多，

只得出動空拍機為大家留下紀念照。該和平車站，原為台灣水泥工廠，現新開設

為觀光用「DAKA廣場」。其中「星巴克」據聞係台灣最大門市店，被我們校友

一擁而入後，加上原先抵達遊覽車的遊客，真是人潮滾滾。游永全傑出校友見此

情況，打趣說:整個星巴克和平門市擠滿追逐咖啡的人潮。回程則享用鐵路便當

後，沿途賓果遊戲，得獎者均歡天喜地，更感謝提供獎品學長。 

 
圖1-花蓮和平車站前大合照 



逢甲通識通訊(第 77 期)2020/10/16  66 

 

 

 

  

 
圖2-遊覽猴硐煤礦場之一 

 
圖3-遊覽猴硐煤礦場之二 

 
圖4-遊覽猴硐煤礦場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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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校友會日文班部分校友合照於猴硐煤礦坑舊址前 

  
圖6-合照於猴硐車站前 圖7-黃老師攝於猴硐煤礦博物館 

  
圖8-黃煇慶老師夫婦於猴硐煤礦坑舊址前 圖9-黃煇慶老師夫婦體驗手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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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左起)賴文堂總編、陳韋佐副總編、張立義傑出校友、黃煇慶老師 

 
圖11-(左起)黃煇慶老師、張立義傑出校友 (攝於猴硐貓村) 

 
圖12-黃煇慶老師(攝於猴硐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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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校友會一行進入台泥和平DAKA園區 

 
圖14-(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崔昇祥傑出校友夫婦 

  
圖15-黃煇慶老師夫婦回程賓果得獎 圖16-(左起)黃煇慶、鄭宗陽、陳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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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空拍機下的校友團 

 
圖18-(左起)黃老師、台北校友會周純堂理事長 

 
圖19-領隊、車長隨時叮嚀注意大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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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P 市長寓所光明里民歌唱學日語班開課了 
  

黃煇慶撰文 

台北市長寓所的大安區光明里張惠銓里長，邀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9月18

日周五上午開始授課規劃已久的里民歌唱學日語班。是日一早張里長即偕家眷

忙於準備茶水待客，並配合疫情，凡入教室者皆須配戴口罩、量體溫並以健保卡

實名報到。席間，張里長首先報告本項課程籌備經過，並引薦也是里民的本中心

黃老師簡例。由於是第一節課，又恰逢「九一八事變」的紀念日，黃老師爰特別

選出與後來偽滿州國有關聯的大家均相當熟悉台語「望春風」的日語版「大地は

招く」來教唱。「九一八事變」日本語稱之為「満州事変」，因土地廣大，當時日

本帝國即以「工業台灣、農業滿州」的政策口號，使用改編自望春風的日語歌曲

宣傳招募台灣人移民滿州。後確達成部分效果，台灣人有當上偽滿的外交部長、

御醫等重要職務。因故事新奇、旋律熟悉，大家首課即感驚喜。 

 
圖1-大安區光明里張惠銓里長(前立左二)介紹黃煇慶老師 

 
圖2-參加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歌唱學日語班初次上課情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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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張惠銓里長報告籌備經過 圖4-張里長夫人、兒子準備茶水接待 

 
圖5-黃煇慶老師在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授課情形之一 

 
圖6-黃煇慶老師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授課情形之二 

 
圖7-黃煇慶老師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授課情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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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文班移地教學歡樂 K 歌敬師 
  

黃煇慶撰文 

本校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在班長鄭宗陽與傑出校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翁登財

等校友籌畫下，於教師節前之週五(9月25日)往台北市衡陽路著名日本料理餐廳

移地教學。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周純堂台北校友會長偕二十餘位同儕校友出

席。擔任該班教師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仍本長年派駐日本各地所累積經驗，

再說明日本宴席禮節以及季節問候的說法。謝名譽總會長於表感謝本中心黃老

師多年來的義務教導後，即開唱所學習過的日本演歌。據黃老師統計，該日文班

開課二年餘，迄已學唱130首台日間廣為耳熟能詳的日本演歌。且大都是日本昭

和時期深受大家喜愛，甚至列入排行榜的演歌。同儕校友們一一點唱本身所喜愛

的歌曲，獨唱或是合唱，大家均是唱功一流，且當場即有幾位校友臨時編出「合

音天使」；由於均都知曉日語歌詞內容所展現意味，故和聲後更讓歌聲益顯日本

演歌的溫馨氣氛與魅力，令人興奮而感動。其中擔任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之陳韋

佐學長，也以渠攝影編輯專業，不斷將現場歡喜動態，經加修正美工的照片，傳

至群組供班上校友共賞或紀念保存，獲得大家讚譽。熱鬧氣氛，將本次移地教學

效果帶入高潮。課後則進行「謝師宴」活動，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代表致詞中，

再度對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無私的奉獻表示高度肯定與謝意，並帶領大家一致向

黃老師夫婦說聲﹕教師の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圖1-參與敬師活動校友合影(20200925攝於台北市衡陽路梅村日本料理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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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謝振裕名譽總會長領導開唱 

 
圖3-黃老師(左)陳韋佐校友(右)合唱 

 
圖4-謝振裕總會長夫人(左)與崔昇祥傑出校友夫人合唱 

 
圖5-最佳合音天使組合 

  
圖6-統計系王魏洲校友夫妻檔演唱 圖7-鄭宗陽班長(左)翁登財董事長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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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翁登財董事長(左)領唱「骨まで愛している」 

 
圖10-曾國治校友(右)演唱高難度的名曲「天城越え」 

 
圖11-三位女高音校友歌聲嘹亮悅耳動人 

  
圖12-非常友好マッチ的男聲合唱 圖13-崔昇祥校友夫人說是代夫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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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喜獲安可(アンコール)最多的合唱 

 
圖15-謝師宴大家互相敬酒之一 

 
圖16-謝師宴大家互相敬酒之二 

  
圖17-(左起)鄭宗陽班長、周純堂會長 圖18-周純堂會長(左三)代表致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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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陳韋佐學長美工設計編排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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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也是大學老校友台北聚會籌畫明年活動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係南投高中民國60年畢業生，同窗有多位前後考進

本校日、夜間部商學院相關學系，所以大都既是高中也是大學校友，長年來均保

持密切聯繫。其中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夫婦等10位同學於9月15日邀約假台北市公

務人員人力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聚會。大家今年開春以來因疫情關係，甚少見

面，久別重逢，高興非常。餐敘間，大家又不忘再陶侃本中心黃老師是班上最成

功圓滿的班對，不但當年黃老師擔任班長，目前又是公務人員最高級薪點退休，

復取得日本的博士學位，在母校教學門生普及台灣各地。也受邀於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協助「中日和約」編纂審閱等工作，並於台北校友會等三處所，支援

歌唱學日語的社區教學，真是豐富且繁忙的人生。黃老師仍一本初衷回答，就是

服務精神。從當年高中時代經常志願義務利用星期日協助同儕溫習英文功課起，

再於逢甲母校求學期間，以舉辦高中校友社團活動繼續聯絡同窗校友感情，迄今

目的就是珍惜同學情誼。希望大家能以此長期所建立深厚的革命情感，共同籌畫

祝賀明年高中畢業50年，逢甲母校創立60年的相關活動。 

 
圖1-黃煇慶老師(右一)的高中同窗校友台北會餐合影之一 

 
圖2-黃煇慶老師(右一)的高中同窗校友台北會餐合影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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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日語班舉行敬師活動 
  

黃煇慶撰文 

校傑出校友張立義擔任董事、渠胞兄張立德為董事長之新北市「張方大慈善

事業基金會」，於本年7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管制稍緩和時，續聘本中心副教授黃

煇慶教導該基金會所設立之「歌唱學日語班」第二期。惟為配合防疫措施，本期

採少人數制。連任二期班長的陳鳳黎女士，經常將自家種植絲瓜贈送黃老師，在

同學間譽為美談。9月24日適值教師節前週，陳鳳黎班長及前任職勞動部的事務

長紅連煌先生等同儕商量後，決定當日課後假附近高級牛排館舉辦謝師宴，邀本

中心黃老師夫婦出席，並請該基金會張維庭總監陪敘。陳班長再贈送黃老師二條

大絲瓜，張總監也贈送中秋月餅禮盒，所表現尊師重道精神，令人讚譽。餐後大

家轉往卡拉OK(演歌カラオケ)，把迄已所學過的日本演歌全部復唱外，同學們

也都展露歌唱才華，炒熱氣氛，益顯該班師生情誼的親密深厚。 

 
圖1-課後師生合影(20200924攝於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教室) 

 
圖2-黃煇慶老師上課情況 

  
圖3-張維庭總監(左一)贈送禮物 圖4-陳鳳黎班長(左六)贈送黃老師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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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謝師宴前黃煇慶老師再次講解日本宴會禮儀 

 
圖6-師生宴會場合影 

 
圖7-(左起)黃老師夫婦、陳鳳黎班長、張維庭總監、郭志定校友 

 
圖8-大家最後合唱「星影のワルツ」感謝黃老師，卡拉OK暫時歡喜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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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卡拉OK熱鬧情形之一 

 
圖10-卡拉OK熱鬧情形之二 

 
圖11-卡拉OK熱鬧情形之三 

  
圖12-卡拉OK點心時間 圖13-同學隨歌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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