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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日月明珠專案課程 
 

尹馨慧撰文 

本學期s.School跨界跨院合作，與d.School以及日月明珠股份有限公司一同合

作，本次課程直接讓同學以逢甲大學團隊名義於日月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南

投基地實際參與規劃設計，由逢甲教授帶隊實地探勘，並藉由業界專家各階段指

導，讓你的設計規劃不只是紙上談兵，專案課程不限任何領域專長學生，歡迎大

家一起來見證CSR+USR的美好實現。給自己一個機會，改變你對大學的想像，

歡迎參加我們的專案課程說明會。 

時間：9/15（二）12：00-13：00 

地點：應諾創客演講區（人社館B1）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x096a4 

  

  
圖1-課程宣傳說明會海報 圖2-課程宣傳海報 

回首頁 

https://reurl.cc/x096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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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9/16-9/30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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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三) 

12:10-13:00 

黃子桐 

陳科成 

王柏瀚 

歌舞情緣─ 歌舞劇創作及演出 

1. 什麼是自組課程？ 

2. 開設自組課程的準備。 

3. 一齣歌舞劇需要的團隊分工。 

4. 經典時刻分享。 

9/18 (五) 

12:10-13:30 
蔡惠媖 

前進最挺台灣的歐洲之心──捷克 

展開不花錢還可以賺錢的瘋狂交換生活。 

1. 逢甲國際處出國研修計畫(交換學生)資源介紹及準

備。(本學期申請至9/21) 

2. 為什麼要出去交換？ 

3. 申請捷克奧斯特拉發技術大學VSB-Technical 

University of Ostrava交換準備。 

4. 捷克生活：校園、住宿、交通及飲食等介紹。 

5. 捷克課程及活動。 

6. 歐洲旅遊小攻略。 

9/23 (三) 

12:10-13:30 
蕭濬暉 

照見幸福──婚禮攝影師工作分享 

1. 婚禮攝影的存在意義。 

2. 婚禮攝影師在做些什麼。 

3. 台灣婚禮的樣態與拍攝技巧。 

9/24 (四) 

12:20-14:00 
林士傑 

可以不喝孟婆湯嗎？ 

1. 記得前生事之各種案例。 

2. 出生後到何時還保持其前生的記憶？ 

3. 記得前生事，是沒喝孟婆湯嗎？ 

4. 為何再生為人趣外卻能聽懂人類的語言？ 

5. 出生後到何時還保持此讀心術？知幾趣心？ 

9/25 (五) 

12:10-13:00 
洪辰均 

【在台國際體驗計畫成果發表】 

「越」過重洋˙愛「永」無止盡 

1. 行前準備與規劃。 

2. 帶你認識民間力量-至善基金會。 

3. 旅途大小事-美食、風景、人文照片分享。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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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三) 

12:10-13:00 

曾筱婷 

陳琮軒 
淺野由梨奈 

【在台國際體驗計畫成果發表】 

友雞情 

以前，人們養雞只是為了三餐溫飽；現在，在達觀部落

有一群養雞人家，他們養雞的目的不再只是為了吃，更

多的是「陪伴」，他們把雞當成寵物看待，悉心呵護著。

此計畫與串門子公司合作，了解他們推動友善養雞農

法主要目的是為了「長照」，並透過田野調查了解族人

們養雞的目的與養雞前後的改變。想知道更多關於部

落養雞小故事嗎？想知道友雞生活是什麼嗎？想知道

我們在達觀遇見那些新鮮有趣的人事物嗎？就讓我們

一一來告訴大家吧！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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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上學期微學分課程陸續開課中 

 ※09/15~09/28課程，更多課程陸續增加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9/15(二) 

18:10-21:00 
mt0173 

共 0.9 學分現代舞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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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四) 

13:10-16:00 
mt0161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需 9/17、9/24、

10/08、10/15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09/18(五) 

13:10-17:00 

mc0062 0.2 學分 94 讀書法，加快閱讀能力，讀懂書本內容(張志昇) 紀 104 

ma0030 0.2 學分生活美學-植物拓印創意陶盤 (謝欣錦) 創客教室 

09/19(六) 

09:00-18:00 
mi0041 0.4 學分 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生活處處有文化(尹崇儒) 商 205 

09/20(日) 

9:00-17:00 
mt0165 

0.3 學分【AUTODESK 競爭力微學分系列】Fusion 360 國際認證

輔導班**課程時間 9:00-16:00(9:00 前報到)，測驗時間 16:00-

17:00 

*建議需有 Fusion 360 相關軟體操作經驗佳 

工-319 

電腦教室 

09/21(一) 

13:10-16:00 
mt0161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需 9/21、9/28、

10/05、10/12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706 

09/21(一) 

13:10-17:00 

mt0097 0.2 學分手機攝影_實拍實戰構圖技巧(謝欣錦) 資電 B15 

mc0090 0.2 學分就決定是你了！（履歷吸睛破解版）(鍾亮君) 紀 110 

mi0038 0.2 學分創業系列-讓你點子源源不絕的設計思考術(張祐禎) 人 B117A 

mc0134 0.2 學分國際參與系列主題:「NGO 實習面面觀」(丁元亨) 創客教室 

09/22(二) 

18:10-21:00 
mt0173 

共 0.9 學分現代舞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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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4(四) 

13:10-16:00 
mt0161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需 9/17、9/24、

10/08、10/15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09/25(五) 

13:10-17:00 

mc0130 0.2 學分溝通技巧~人見人愛，車見車載的說話課(鍾亮君) 人 B117A 

mc0072 0.2 學分玩黏土學敏捷管理(張志昇) 紀 104 

mt0129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A)-跑馬燈(陳金風) 資電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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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B119A 

(暫) 

09/25(五) 

14:10-18:00 
mt0121 

0.2 學分教您看懂網頁的 HTML 語法(陳伯維)※修過 HTML-網路

排版語言請勿報名參加，兩班相同僅計算一次學分 

圖 213(圖

書館2樓) 

09/26(六) 

09:00-16:00 
mt0139 

0.3 學分生活品味-葡萄酒品飲與禮儀(彭瑞芝) 

※修過通識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課程同學請勿報名參加。 
通識沙龍 

09/26(六) 

09:00-18:00 
mi0042 

0.4 學分 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人文+科技蹦出新實力(尹崇

儒)̀  
商 205 

09/28(一) 

13:10-16:00 
mt0161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需 9/21、9/28、

10/05、10/12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706 

09/28(一) 

13:10-17:00 

mc0006 0.2 學分職場能力大補帖~新鮮人職場溝通力(莊閔越) 人 B117A 

mt0136 0.2 學分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1)-手沖咖啡(李育惠) 通識沙龍 

mi0039 
0.2 學分創業系列-新手創業從 0 到 1-把你的點子變成價值連城的

生意(張祐禎) 
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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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陸續開課了(並且持續新增課程中)，為了讓

同學們在進入企業實習時能盡快接軌並展現符合企業期待之基本態度，安排有

職涯系列課程，且提供創業相關系列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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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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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有｢CDIO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

｢多益中高級綜合班｣、｢物聯網程式設計~學Python玩創客系列｣、｢Fusion 360國

際認證課程｣、｢生活品味系列課程｣、｢創業系列｣、｢教您看懂網頁的HTML語法

｣、｢職場能力大補帖｣、｢生活美學系列課程｣、｢i-tool智慧應用系列課程｣、｢兩性

關係｣、｢競爭力微學分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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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婷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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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DESK競爭力微學分系列』Fusion 360國際認證輔導班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bnGjrx5DkyD9XYZg9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https://reurl.cc/6l2KVM
https://forms.gle/bnGjrx5DkyD9XYZ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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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社會創新學院課程 
 

尹馨慧撰文 

社會創新學院最新開課資訊，每學期針對不同議題做課程規劃，且廣受好評，

該學期分別對人文科技、新南向人才培育、高齡照護、SDGs等議題加以開課，

屆時歡迎各位的參加與幫忙宣傳，課程詳細介紹會公告於s.School社會創新學院

粉絲專頁（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內。 

 109-1社會創新學院微學分課程 

課程 學分 講師 時間 地點 

【CDIO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 

人文科技與研究方法 

0.4 尹崇儒 9/03(四) 09:00-18:00 資電107 

【CDIO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 

生活處處有文化 

0.4 尹崇儒 9/19(六) 09:00-18:00 商205 

【CDIO新南向人才培育工作坊】 

國際參與系列「NGO實習面面觀」 

0.2 丁元亨 9/21(一) 13:10-17:00 人言602 

【CDIO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 

人文+科技蹦出新實力 

0.4 尹崇儒 9/26(六) 09:00-18:00 商205 

SDGs 11 台中舊城田野調查與社會設計實務(一) 0.2 邱嘉緣 10/5(一) 14:00-18:00 好伴社計1樓 

SDGs 11 台中舊城田野調查與社會設計實務(二) 0.2 邱嘉緣 10/12(一) 14:00-18:00 好伴社計1樓 

SDGs 3+11長者的健康與福祉： 

高齡社會必須思考的議題 

0.2 羅彥傑 10/14(三)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4+10 Islamic Culture   

不可思議伊斯蘭 

0.2 Rachid 

(全英) 

10/15(四)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0【減少不平等】 

社區裡的角落小夥伴-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2 陳曉茵 10/16(五)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2【透過探索發展中國家】 

了解SDGs 1+2 議題: 終結貧窮+終結饑荒 

0.2 洪嘉柔 10/17(六)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1 台中舊城田野調查與社會設計實務(三) 0.2 邱嘉緣 10/19(一) 14:00-18:00 好伴社計1樓 

【CDIO新南向人才培育工作坊】 

台灣青年之南向發展  

0.2 侯禮仁 10/23(五)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1 台中舊城田野調查與社會設計實務(四) 0.2 邱嘉緣 10/26(一) 14:00-18:00 好伴社計1樓 

SDGs12+15 木匠養成記-寶之林環境教育園區 0.2 沈明煌 10/27(二) 13:00-17:00 寶之林環境

教育園區 

SDGs 1+16 Black Gold vs. Justice 

咖「非」正義，公平貿易？ 

0.2 Cindy 

(全英) 

10/30(五)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6+15 溪遊記-搶救綠川大作戰 0.2 劉曜寬 11/17(二) 13:00-17:00 綠川 

SDGs 4+8 African History and Challenges 

非洲的歴史與挑戰 

0.2 Rachid 

(全英) 

11/19(四)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2 【剩食利用的100種樣貌】 

臺中食物銀行 

0.2 黃舒那 11/20(五)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11+12 會呼吸的城市綠建築-樹合苑 0.2 楊雪華 11/24(二) 13:00-17:00 樹合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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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8+16【從外籍配偶到新住民】 

新台灣之子?為什麼我不是台灣人 

0.2 劉小菁 11/27(五)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3+4【透過探索發展中國家】 

了解SDGs 3+4 議題: 優質教育+性別平權 

0.2 洪嘉柔 11/28(六)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2+4 Extreme Poverty Eradication 

讓貧窮消失吧 

0.2 Rachid 

(全英) 

12/03(四)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1+16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y  

永續城市與社區 

0.2 Rachid 

(全英) 

12/10(四)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3氣候故事工作坊 0.2 余宸緯 12/11(五)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SDGs1+2 「食」來運轉安得烈 0.2 簡雪芬 12/15(二) 13:00-17:00 安得烈食物

銀行 

SDGs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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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洪嘉柔 12/16(三) 13:00-17:00 創客小教室 

黃色:CDIO課程；綠色:全英課程；藍色:校外課程； 

粉紅色:需四堂課修畢才能獲得0.8學分，僅選一次皆無法獲得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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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社會創新學院 SDG 交流會 
 
為了讓同學熟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能與國際青年交流，社會創

新學院特別在星期三(全英)、星期四(中文)辦理 SDG 交流會，針對不同議題，邀

請同學參加，以增加對 SDGs 的理解，並能擴大國際交流活動。 

 109-1社會創新學院SDG交流會 

課程 講師 時間 地點 

什麼是SDGs? Belle 9/24(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Introduction to SDGs Viviana 9/30(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Climate Action Now Viviana 10/07(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2 血汗咖啡 Belle 10/08(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Why Life below Water Matters 

Viviana 10/14(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4從柬埔寨到日本的驚奇教育之旅 Cindy 10/15(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Impact of SDGs in Latin America 

Viviana 10/21(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3 極樂世界-社會福利大不同 Belle 10/22(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End of Hunger  Rachid 10/28(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5 沙漠之花-傳統性別的枷鎖 Belle 10/29(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Equitable Access to Safe 

and Affordable Drinking Water for All 

Rachid 11/18(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0+16難民何處去 Cindy 11/19(四)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Rachid 11/25(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6+7+9+11 我們與永續發展的距離 Belle 11/26(四)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Peace and Justice in the World   

Rachid 12/02(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8+12永續旅行-無煙囪產業 Belle 12/03(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Poverty in the World Today 

Indira 12/09(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3 氣象戰 Belle 12/10(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All Lives Matter Indira 12/16(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4+15從宮崎駿視角看海陸生態保育 Belle 12/17(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All SDGs Come down to 

Education 

Indira 12/23(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 17 We are Family-全球目標 Belle 12/24(四)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SDGs全英工作坊- Generation Equality Indira 12/30(三) 12:00-13:00 創客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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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 
 

尹馨慧撰文 

本學期CDIO將針對人文、科技做探討。人文科技看似各自分別於不同領域

獨佔鰲頭，然而科技的本意是造福人類，因此以科技為始，以人文、文化為終，

要使社會、思維更完善，人文與科技勢必要並行。而CDIO屬工程教育模式，主

要以C構思（Conceive）、D設計（Design）、I實踐（Implement）、O實作（Operate），

當這看似陽剛且新穎的工程教育模式套用到人文科技時，會有什麼樣的創新發

展呢？本系列課程帶你速成了解人文、文化、科技的應用與創新。 

 

 

圖1-課程宣傳海報 圖2-宣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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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 

磨課師課程 

「APPs 進階實作暨物理實驗專題應用」順利殺青 
 

洪耀正撰文 

歷經半年的籌畫，兩個月密集的影片錄製與剪輯後製，本校磨課師課程

「APPs進階實作暨物理實驗專題應用」在9/4(四)終於完成最後一部影片「課程

簡介」的拍攝，順利在開學前殺青。 

「APPs進階實作暨物理實驗專題應用」是由通識中心洪耀正老師、光電系李

英德老師、羅道正老師，以及微積分教學中心張其棟老師規劃設計，同時帶領通

識中心程堡兒童程式教育成員進行拍攝。該課程為教育部磨課師系列課程「物理

實驗暨APP製作應用手作坊」的第四門課，重點在促使學生瞭解自動化物理量測

App的設計概念，同時針對不同物理實驗主題，學習如何開發對應的APPs程式。 

洪耀正老師表示，108課綱的核心精神是探究與實作，有別於傳統物理實驗

只是照著制式的實驗步驟，單調而呆版地操作廠商販售的標準儀器進行實驗。而

這門磨課師課程完全契合108課綱的精神：學生必需自行撰寫APPs作為量測儀器

與軟體，同時利用雷射切割機自行設計實驗組件，最後針對特定問題設計實驗步

驟，完成分析與討論。也因具有高度創新與教學上的價值，課程內容同時獲得科

技部計畫的獎助。 

課程團隊目前正在設計線上測驗與課程活動，預計於今年9/28完成，並在教

育部openedu平台正式上線，免費提供同學修課。完成並通過測驗者並可獲得課

程證書，非常適合作為高中學生的學習履歷。歡迎各界鼓勵相關學生加入。 

 

  

  
洪耀正老師錄製「課程簡介」的現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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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協助 Google 開設線上機器學習中階課程 
 

洪耀正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洪耀正老師，偕同助教李冠杰(城堡兒童程式教育青創團隊)，

於8/19(三)與台灣Google合作，針對Google舉辦的DSC Summer Camp(主要對象為

全台各大學資電相關的學生) 開設線上機器學習中階課程。課後並獲得參與學生

熱烈的回響。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一直都是相當專業的技術。Google公司相信每個人都應

該不受任何限制地學習機器學習，因此提出了Explore Machine Learning (ML)計

畫，旨在為一般大學生提供AI / ML入門級知識和動手經驗。這樣的理念與逢甲

大學通識中心不謀而合，因此在翟主任與進修推廣處的促成下，委由洪耀正老師

籌組教師團隊，參與Google的Explore ML計畫，取得種子授課講師的資格。 

歷經培訓後，洪老師暨逢甲教師團隊提出了完整的授課計畫；並於本學期協

同通識中心陳淑慧老師與蔡國鼎老師，開設全新的實驗性課程「AI人工智慧零基

礎入門」。課程設計受到台灣Google的青睞，因而邀約開設線上課程，並全程錄

製教學過程，以供後續教育推廣的宣傳使用。同時也賦予洪老師等種子教師頒發

Google AI證書給修課學生的相關權利。 

未來Google將持續與逢甲大學一起推動AI與機器學習教育，讓更多學生受

惠。 

  

 
通識教育中心洪耀正老師，偕同助教開設Google機器學習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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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學生自主課程說明會陸續開始 
 

許雅婷撰文 

聲音報導者，教養不棄養 

現今網路世界發達，媒體的生態也更著改變，有許多新興的媒體傳播形式陸

續出現，Podcast即是其中一種新型的媒體形式，而且是屬於個人即可以自由運

用的。環科二年級的林佳佑同學對於這個媒體形式十分感興趣，並且希望能夠運

用在他想要推廣的社會議題、環境議題的推廣上，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同時林同學關懷著流浪犬的相關問題，他發現要解決流犬問題，便需要解決

源頭之一的棄養問題。他希望能夠透過Podcast來對於發掘的問題能推廣相關正

確的知識。因此發起『聲音報導者，教養不棄養』課程，透過1.課程學習製作自

己的Podcast；2.學習採訪及溝通技巧；3.深入了解流浪犬的問題。並期待之後能

夠進一步達到讓人們可以對生活周遭有所關懷。 

課程說明會預計於109年09月15日(二)12:00-13:00在通識沙龍(人言10樓)舉

辦。 

 

成為導覽員，探索台中趣 

航太二年級的李品昀同學與幾位前學年有參與逢甲夜市導覽的同學們，這學

期想更深入發掘台中的特色樣貌、學習導覽技巧，將台中的歷史人文及特色能夠

推廣出去，因此這學期同學發起了『成為導覽員，探索台中趣』的自主課程。 

課程將帶領同學發現台中觀光問題，改變生硬的導覽模式，進而發展出互動

式導覽。主要以舊城區及逢甲夜市導覽為實踐場域，透過課程加強表達能力並更

深入了解舊城區及逢甲夜市的真實風貌。 

課程成說明會預計於109年09月18日(五)13:10-15:00在EZ(資電1F外語教學中

心)舉辦。 

 

歌舞劇劇場創作與演出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學生自主專題課程『歌舞劇劇場創作與演出』，已經

邁向第10屆了。這是一門有著傳承的自主課程，是一群對於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同

學主動發起歌舞劇相關的自主課程，每學期都有舊的同學留下協助以及新的同

學加入，但不變的是每學期同學們都在想新的挑戰，從改編的劇本及歌曲開始，

到全新創作原創劇本及原創歌曲，這次將創作屬於這群熱愛歌舞劇演出的同學

們自己的故事。 

課程分享及說明會將於109年09月16日(三)12:00-13:00在通識沙龍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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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外語教學中心辦理大一英文暑期線上先修班 
 

外語教學中心為配合政府防疫新型冠狀病毒相關政策，積極鼓勵大一準新生

利用暑假期間強化自我英語能力並藉此提升國際移動能力，特別規劃「大一英文

暑期線上先修班」。本課程內容扎實豐富，包含一個月X-reading線上測驗平台閱

讀訓練、兩週以Office 365之Teams為線上教學平台的大一英文課程與TOEIC多益

英語測驗線上密集課程。 

109學年度暑假大一英文線上先修班共有33位準新生報名參加。先修課程特

別採用X-reading線上閱讀平台，同學在上課前即開通系統提早溫書；本課程邀請

本中心陳彥京Richard Davis助理教授擔任授課教師，除兩週密集每天上午3小時

的課程安排外，並逐步帶領參加課程的新生使用X-reading。  

此外，外語教學中心亦邀請周振權Kyle講師，教授TOEIC多益英語測驗兩週

密集課程，其課程安排在每天下午3小時，內容涵蓋人事、娛樂、旅遊、用餐、

技術層面、辦公室、採購、一般商務等八項溝通情境，並提供聽力、閱讀、文法

與發音的練習以及應試技巧說明。期望輔助學生有系統提升英文程度由CEFR B1

提高到B2（約等同於由全民英檢中級提升至中高級程度）。 

參加課程的準新生在課後都給予正面回饋，100%的學生都表示這樣的課程

有助於提升自我英文能力程度，還有學生針對大一英文課程部份表示「雖然這是

我第一次參加全英文的課程，但對我來說是很好的機會來磨練自己」，亦有學生

說明「多益老師的解題技巧很實用，讓我做起題目相當的得心應手。」學生學習

成果將於8月30日經過TOEIC正式測驗進行檢核，外語中心將在9月16日辦理大

一英文線上先修班結業典禮。 

  

 
圖一:109-1大一英文線上先修班宣傳海報  圖二:109-1大一英文先上先修班宣傳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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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人文科技與研究方法 
 

尹馨慧撰文 

9月3日尚未開學，但是CDIO人文科技

創新工作坊已經起跑授課，本次課程為人

文科與研究方法，為讓學生在往後做研究

或是書寫計畫時，能更清楚且快速上手，課

程特邀復連成劇團團長尹崇儒到校授課。 

課前先請選課同學寫自傳，於上課時帶

來討論，但是寫自傳跟研究方法有什麼關

係？研究方法與寫作方法都需要聚焦於主

軸，從主軸去發想並延伸到目標以及訓練

寫作方法，而目前同學最了解的是自己，因

此藉由同學寫出來的自傳作為引導，將研

究方法的重點，從中讓同學發想與聚焦主

題。 

課程中，老師先帶領同學逐一檢視自己

的自傳，使同學清楚目前自己的寫作與思

維的問題，檢視一輪自傳問題後，老師進入

課程的主軸核心，人文科技是什麼？人文

科技本是一起，且人文是感性思維，科學為

理性思維，但是礙於從小受教育被訓練成以理性思維看待任何事物，但是當感性

的人文與理性的科學互相脫節時，發展到最後，反而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CDIO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系列課程是為讓同學於日後進行人文科技專案所

開設，藉著觀念的引導使同學重新認識事物，希望能給予同學新思路並開啟創意

的基石。 

 

  

   
圖2-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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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國文好好用 

臺中科技大學蒞臨參訪與交流 
 

國語文教學中心 撰文 

 

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許明珠老師於9月7日，帶領中科大多位教師蒞臨

本校參訪，並與本校國語文教學中心主任進行雙方國文教學交流，對於兩校在國

語文教學的精進上有著深入的討論。期間亦帶領中科大教師團隊參觀人言二樓

至B1的研討室、透明教室、開放空間、采銅廳、分鹿演座，以及游翰堂－漢字文

化中心，逢甲的開放教學空間與投注在學生學習的設備，令參訪的來賓留下深刻

的印象與讚賞。 

 

中科大教師團隊蒞臨，首先由本中心主任報告、展示大學國文好好用的教育

理念、核心價值以及逢甲大學在國文教學改革與進化上的成果；接著由許明珠老

師介紹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之國文教學規畫與施行。之後進行空間導覽

參訪行程，逢甲的教學空間與設備引起與會教師團隊的高度興趣與關注。中午舉

行餐會，中科大教師團隊對於逢甲大學國文的教材、執行方式、活動、會議、空

間運用等相關問題，與本中心主任進行Q&A交流。透過這次的交流，讓雙方對

於國語文教學的創新與改革多有助益。 

 

  
圖1.由本中心主任報告、展示大學國文好

好用的教育理念、核心價值以及逢甲大學

在國文教學改革與進化上的成果。 

圖2.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多位教師

蒞臨本校參訪，並進行雙方國文教學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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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許明珠老師介紹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之國文教學規畫與施行。 

圖4.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代表致贈

感謝狀。 

 
圖5.參訪「游翰堂－漢字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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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屏東古樓部落 USR 之旅 
 

薛珍華撰文 

炎熱的8月到達屏東泰武鄉的古樓部落進行3天的USR之旅，那是與南台灣最

親近的一次，也是連結學校與部落的美好開始。從古樓部落的文化、美食、手藝…

開始，到東港的養殖魚塭，到屏東的三紅(紅豆、紅蔾、紅龍果)三黑(咖啡、可可、

黑豆)產業，若有更多時間還可以在大鵬灣搭船到小硫球，國境之南何其大啊！

而古樓的挑戰也與許多社區一樣：產品行銷、人口老化、地方創生…。從他們的

需要看到了我們能著力之處。其實目前已經有成功的案例，那就是泰武咖啡。它

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來自原民部落吾拉魯滋，來自屏東的土地、取自有機咖啡豆、

吸收著南臺灣熱情的陽光、是專業的咖啡品嚐師精心挑選的。但那並非只是一個

浪漫的故事，原民色彩極為豐富的咖啡廳背後是原民朋友嘔心瀝血的投入，更吸

引了數十位原本離鄉背井到外打拼的部落青年回到故鄉，發展一技之長，支持家

庭。這也就是地方創生最美的結果。 

參與了三整天的活動，大家的熱血、熱情、熱歌勁舞、熱烈參與、美妙歌聲、

自然生態與婚禮習俗介紹、品嚐小米酒……使得在艷陽中快融化的我們，心裡上

徹底沈醉了！古樓有說不完的故事！逢甲USR加入後必然有更多精彩故事！ 

  
圖1-宣傳海報 圖2-活動實況 

  
圖3-欲罷不能的晚會 圖4-泰武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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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2020 SDGs 台中趣-模擬法庭 
 

林昭均撰文 

為讓同學更了解SDGs各項指標，社會創新學院在8月18日9:00~12:00，帶領

同學們前往台中地方法院學習SDGs16這個指標。 

「國民法官制度」，是指來自各行各業、擁有不同價值觀與經驗的一般國民

加入審判程序，參與聽訟、問案及最後判決形成的過程。國民加入參與審判不僅

會使司法審判更透明，且由於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出身背景，擁有不同生活經歷

的國民，得以直接在法院形成判決過程中，提供他們寶貴的生活經驗、法律感情，

及不同的價值觀，讓司法專業社群藉由國民的參與，獲得與外界對話與反思之機

會，這樣雙方相互交流、回饋想法的結果，將可期待最終能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

與內涵，進而提昇國民對司法的信賴。 

透過讓同學模擬真實的法庭開庭的過程，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設辯護人、

證人、法警等角色是如何運作的，透過讓大家扮演不同的角色，了解各個角色應

該說話的時間，也透過法院參訪宣導和平與正義，還有讓同學了解法院是如何運

作的，也希望健全的司法正義可以被落實。 

  
圖1-宣傳海報 圖2-活動實況 

  
圖3-活動實況 圖4-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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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2020 SDGs 台中趣-安德烈食物銀行 
 

林昭均撰文 

為讓同學更了解SDGs各項指標，社會創新學院在8月24日14:30~16:30，帶學

生們前往安德烈食物銀行學習SDGs1跟SDG2這兩項指標。 

5月28日是世界飢餓日，許多低度開發的國家因為平均收入低，而無法購買

每天所需的糧食而飽受飢餓，但也有許多國家發生食物浪費的問題，為了幫助台

灣的社會弱勢和急難家庭孩童的成長，安德烈食物銀行提供了食物箱，透過食物

援助的方式，讓他們度過難關，找回重新出發的力量。 

透過參與安德烈食物銀行的食物箱包裝活動，讓同學們了解食物箱的內容物

以及如何包裝食物箱的步驟與程序，對於需要食物箱的家庭來說，這是一份得來

不易且珍貴的禮物，因此同學們在包裝的過程當中，都抱持著盡自己微薄之力去

付出並且帶給這些家庭一份溫暖的心態去包裝，這趟參訪讓同學們體驗到助人

為善的品格與發揮自己的力量去協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家庭們。 

  

  
圖1-宣傳海報 圖2-活動實況 

  
圖3-活動實況 圖4-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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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2020 SDGs 台中趣-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林昭均撰文 

為讓同學更了解SDGs各項指標，社會創新學院在8月27日9:00~12:00，帶學

生們前往台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學習SDGs9跟SDG12這兩項指標。 

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以「非營利組織、志工、社會企業、青創」為主體，

希望整合臺中市社會企業、青年創業、社區營造及志工資源平台，藉由系統化的

課程規劃、人才培育、組織診斷、資訊交流與共同工作空間互相激盪下，公私協

力跨域合作，發展出社會創新的方式與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嘗試以實驗與孵化

的模式，創造更多的可能。 

精遊趣社會企業以推動教育改革，知識活化為應用方向。希望透過桌遊，讓

大家從中使用社會創新的思維來帶動社會力量參與教育改革，並且透過教育來

改善人們生活和環境生存條件。桌遊式的教育，營造邊玩邊學的歡樂氣氛，讓學

習變簡單，讓知識變行動。 

  
圖1-宣傳海報 圖2-活動實況 

  
圖3-欲罷不能的晚會 圖4-泰武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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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竹山地方創生-科技導入社區發展 
 

劉騏甄撰文 

繼上學期S.School開設「地方創生新絲路-竹山數位鎮民計畫」講座，本次偕

同通識中心蔡國鼎老師、陳淑慧老師、三位學生前往竹山，與何培鈞先生(小鎮

文創創辦人)、黃俊毓先生(小鎮文創共同創辦人)實地了解區塊鏈應用於社會議

題的效益，以及技術、成本等等的問題。 

小鎮文創創辦人何培鈞也提出自己對於大學社會責任(USR)的看法，認為大

學應該回歸教育，以培育未來人才為主軸，串連附近國小、國中、高中師生的交

流，讓接受國民義務教育的下一代對於高等教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及想像，並且

認為人格教育大於專業素養；而專注於技術面的黃俊毓先生則表示，社區應用的

科技可以用CAP定理(一致性、可用性、分區容錯性)衡量，市面上大流行的虛擬

貨幣未必適合小鎮，他們也透過區塊鏈機制掌握地方需要幫助的地方，同時吸引

外界適合的人才協助地方問題，本次師生與小鎮文創交流彼此觀點，獲益良多。 

  

  
圖1何培鈞先生(左一)分享國內外合作經

驗，點出台灣地方創生議題發展與困境 

圖2黃俊毓先生(左一)點出社區進行科技 

導入時容易「誤入歧途」的地方 

 
圖3於台西客運合照，本參參與學生包含綠能所、資工系、企管系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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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牛會好友邀約緬懷李登輝前總統 
  

黃輝慶撰文 

由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林柏俊理事號召熱愛台日交流學者所結合之「台灣水牛

會」，於8月19日於立法院旁康園餐廳，進行餐敘聯誼。邀請淡大任矅廷所長、交

大邱奕宏教授、高雄大楊鈞池教授、真理大陳例甫教授、中經院魏聰哲博士、立

法院研究員魏安國博士、台日文經協會呂昌平秘書長等十餘名留日學者聚會。並

邀日本媒體駐台記者西本秀、杉山祐之及三井物產駐台董事長大橋悟等日籍友

人餐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也擔任台日文經協會理事，而受邀與會陪敘。主

人林柏俊理事首就因何命名「水年會」，乃學習台灣水年堅忍勤勞精神，並效法

不畏工作艱難，努力耕耘之意。而渠父親乃與李登輝前總統係台大農經系前後期

同學，且經常以劍道互為鍛鍊相長，又同為教友。值此緬懷李前總統之時，盼大

家更奉獻台灣與日本精神，致力增進台日交流。林理事言詞肯切，令人感動，獲

與會者大力稱讚。餐敘席間，請擔任台灣教授協會長的真理大學陳俐甫教授，就

當天上午數個本土社團召開記者會，藉機提議共協共力籌建「李登輝總統圖書

館」轉述相關情況。陳教授說明，記者會之目的，乃呼籲能比照美國總統圖書館

模式，由政府籌設「李登輝總統圖書館」，地點或可選在總統府旁之國防部舊址、

中興新村、台大商學院舊址等地，以期喚起民眾學習李前總統公務繁忙之餘，仍

保持好學不倦、吸收新知精神；讓有志後學能緬懷一代哲人學養韜略，甚而追隨

仿效。大家聞之皆稱讚。 

 
與會合影(2020/08/19攝於立法院旁康園餐廳 

  
(左起)黃老師、真理大陳俐甫教授 (左起)黃老師、林柏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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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林柏俊理事致歡迎詞 

 
(左起)任矅廷所長、大橋悟董事長、呂昌平秘書長、黃煇慶老師 

 
(左起)呂昌平秘書長、黃煇慶老師、杉山祐之讀賣新聞台北支局長 

 
真理大學陳俐甫教授轉述呼籲籌建「李登輝總統圖書館」記者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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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校友出席中琉文經協會理監事會議 
  

黃煇慶撰文 

本校張故前校長希哲於1958年協助籌劃創設中琉文經協會，長年以來，校友

均秉持張前校長精神，致力台琉間交流。本屆理監事會即有本中心副教授與企管

校友邱伯達學長擔任副理事長，劉延村學長、古偉明學長等擔任理事，共同貢獻

力量。現任理事長趙文瑜女士與伊母前國策顧問蔡雪泥女士，多年來為該協會增

進台琉親善友好，貢獻極大。而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因曾奉派

駐琉球辦事處服務，故與該協會為推展台琉交流關係良好，乃受邀參與該協會會

務工作。趙理事長於8月20日召開第13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本中心黃老師及上

揭三位校友學長也應邀會同出席。本中心黃老師於會務報告席間，特別推崇趙文

瑜理事長於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我國駐那霸辦事處捐贈大量之醫療口罩

等衛生器材，適時發揮比鄰愛心行動。也同時表示，琉球沖繩出身、留學本校國

貿系之仲宗根爽同學，發揮女性豪傑精神，頃於近期以12天時間，邀集四位本校

同學完成單車環島壯舉，共騎單車行走805公里，除殊值勉勵外，更創台琉交流

新頁。隨後再推薦現任僑務委員、本屆理事新垣旬子在台親友，亦曾蒞校參訪、

創設林口樺菱國際公司辦理國際人力仲介業務之李國都總經理，新入本協會，以

壯大會員陣容。獲與會理監事之鼓掌贊同。 

 
與會合影(2020/08/19攝於台北邊田庄餐廳) 

   
邱伯達副理事長致詞 趙文瑜理事長致詞 黃煇慶老師(副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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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銀樹理事報告 古偉明理事報告 

 
理監事會後餐敘情形之一(前花襯衫立者為來賓沖繩縣人會幹事長伊禮武志) 

 
擔任副理事長黃煇慶老師(右)引薦新會員林口樺菱國際李國都總經理(左) 

  
來蒞校參訪的司儀陳華黛秘書小姐 前國策顧問蔡雪泥榮譽理事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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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MBA 93 高階校友的美味廚房享受美味 
  

黃煇慶撰文 

本校EMBA 93高階班真是人才輩出，校友各在所經營行業雄霸一方，而各該

校友向心力更顯難得。頃於8月9日該班同儕校友攜眷前往苗栗，接受吳秀麗校友

夫婦的熱情招待，8月22日則由經營外燴「美味廚房」的陳蒼賢校友召集聚餐，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也受邀出席。「美味廚房」在中部遠近馳名，曾多次受

託前來本校辦理邀宴餐席，反映甚佳。而廚房所在之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環境

更是寧靜優美。鄰近稻田，聚會時因近黃昏，夕陽下，聞青蛙叫聲，令人回味幼

時生長鄉間之回憶。是日農曆初四，節氣處暑，雖無月光，然數顆明星閃爍，大

家指說似為金星或北斗星。天空又巧係航道，往台中航空站之民航機，絡繹不絕，

大家又說，諒必是「偽出國」旅遊或貨運機吧?校友眷屬們再度聚會，又首度在

室外，復已過立秋，場地寬闊又夜晚涼爽，真是好時好日好光景。又恰巧台北校

友會文教基金會翁登財董事長校友偕同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吳芳君副總

編輯來會，增添熱鬧氣氛。本中心黃老師讚賞說，「美味廚房」真是實至名歸，

「美味」的日語意義就是好吃，可發音為「びみ」或「おいしい」；我們所熟悉

旅日名歌星歐陽菲菲的妹妹歐陽培培，在東京代官山所經營的中華料理餐廳就

命名「美味」。黃老師前奉派駐日本代表處期間，曾多次在該美味餐廳宴請日賓，

備受好評。本聚會以自助餐方式進行，大家皆能以輕鬆心情各取所好、互話家常，

於星光下，蛙鴨聲中，真正享受了蒼賢校友在「美味廚房」中的所有料理的美味，

太難得了。 

 
與會校友攜眷大合照(20208/8/22攝於西屯福雅路美味廚房) 

  
(前排左起)賴總編、翁董事長 廚師年輕手藝卻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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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石玉校友(左三)因事遲到，林建德校友及鄭豐聰老師說:先罰酒一瓶 

 
大家都感謝陳蒼賢同窗校友(左三)的熱情接待 

 
夜燈下的庭院同窗好友聚會，太棒了。 

  
晚餐會情形之一 鄭豐聰老師(舉手者)高喊讚讚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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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校友文教基金會董事會議 
  

黃煇慶撰文 

財團法人台北市校友文教基金會第十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擇於8月23日假

台北福華大飯店召開，大會由本校傑出校友翁登財董事長主持。本中心副教授黃

煇慶因擔任名譽董事，爰亦受邀出席。翁董事長首先感謝本基金會董事、顧問及

名譽董事等熱心校友之支持，上半年雖囿於新冠肺炎疫情管制，迄無大型活動，

但也支援母校包含舉辦我國學生英日語等外語朗讀演講，以及留學生華語演講

等多項賽事。下年度仍擬依章程，續協助母校進行相關國際文教活動。隨後請母

校校輔處長彭德昭董事，說明協助校友創業等多種業務狀況，獲出席校友們之稱

讚。再由高福源董事校友，就本基金會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函示，相應提出

捐助及組織章程之修正草案。經與會董事校友討論之後，通過該修正案內容。接

著由校友基金會潘秀英秘書報告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函示，補提歷年不動產

折舊後之本基金會上(108)年度之更正財務報表，因係按政府新規定辦理，故即

獲大會無異議追認。惟有關於臨時動議所提，為因應受時代變遷及疫情影響母校

學子就學經費拮据之現象，擬請本基金會結合逢甲人及企業的社會責任，提撥經

費發揮助人德愛精神的議案；則經與會校友熱烈討論之後，鑒於發放學生獎助

金，尚需母校經過嚴密審查之必要手續，經請校輔處長彭德昭董事就母校相關作

法補充報告，咸認仍續與母校教學單位洽商後再議。議案討論熱烈，董事校友們

所表現愛母校精神，殊值敬佩。 

 
台北校友會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翁登財傑出校友開幕詞 

 
母校校輔處長彭德昭董事(左一)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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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鍾智文董事致詞 

 
高福源董事校友(前立右者)報告相關章程修正草案 

 
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就部分修正草案補充說明 

 
盧壯智董事校友(右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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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招明董事校友報告 謝明傑董事校友報告 

 
傑出校友張立義董事(右一)報告 

 
校友文教基金會潘秀英秘書(前立左者)進行財務會計報告 

 
(左起)翁登財、劉招明、謝明傑、謝振裕、黃煇慶、莊育銘 

  
游永全董事報告籌備母校傑出校友共善會事宜 (左起)劉延村校友、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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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旅日僑領台北茶敘歡度七夕情人節 
  

黃煇慶撰文 

通曉日本文化並曾率領日本茶道、和服、花道等日本傳統藝術團體蒞校參訪

並演出的旅日僑領大林千乃女士，於疫情稍緩之8月25日，邀約本中心副教授黃

煇慶夫婦，假台北市中山北路一家聘請日本名設計師參與裝潢之咖啡店茶敘。或

許是日巧逢農曆七夕，即傳統民間俗稱之情人節，致該溫馨整潔的店間座無虛

席。大林僑領提及，因新冠肺炎疫情，仍暫留台灣。昨日特偕在台友人往訪九份、

野柳及十分瀑布等風景區，可能尚為暑假關係，天氣雖熱，遊客又多，但大家旅

遊興致甚高，而歡喜地展示拍攝的風景紀念照片。所表現旅日僑領愛台情懷，令

人敬佩。雙方久未見面，巧於七夕重逢，在該優雅的小館茶敘，真有說不盡人間

美事，宛如演歌所說：「ここに幸あり」。 

  

 
(左起) 大林千乃女士旅日僑領、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夫婦 

 
(左起) 大林千乃女士旅日僑領、黃煇慶老師夫人 

  
服務人員在乾淨的廚房內辛勤工作 大林千乃女士旅日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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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獲梅櫻會學長開釋人生十六箴言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七夕後之8月26日，在台北邀約創設留日聯誼社團「梅

櫻會」的國立空大、私立龍華科大前校長，並曾率團蒞校參訪的黃深勳教授夫婦，

以及留日同學會吳俊達前主席與夫人南雪貞律師再度餐敘。席間，一向熱心提攜

後進的黃深勳前校長仍殷殷垂詢本中心黃老師，莫忘當年提早自令人羨慕的外

交公職退休，返回母校逢甲任教之初衷，勉勵續努力回饋。並舉《無量壽經》所

提人生愛欲中，唯有「獨生獨死，獨去獨來，苦樂自當，無有代者」十六箴言，

方得以追尋世間方向。難得，也驗證「將軍到老終須佛」之古諺。 

 
(左起)黃深勳前校長、黃老師夫婦；(右起)黃前校長夫人、吳俊達前主席夫婦 

 
(左起)吳俊達前主席夫婦、黃前校長夫人；(右起)黃老師夫婦、黃深勳前校長 

  
黃深勳前校長美術加工相片之一 黃深勳前校長美術加工相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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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李勝從學長來訪中研院近史所 
  

黃煇慶撰文 

本校北區機電系友會李勝從前會長，也是本中心副教授每週五在台北校友會

所教導日文研習班的校友，互動甚佳。8月31日本中心黃老師如常每週一次前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協助校閱「中日和約」稿件工作。據該所研究員黃自

進博士提及，本案文稿將於本年底彙整完成，再報經該近史所核備後即可出版。

今後仍請黃老師能繼續協助下階段「中日邦交期間(1952-1972)」的相關史料整理

事項。雙方洽談間，突接李勝從校友驅車來訪中研院近史所。黃老師歡迎帶領李

校友導覽該所環境，並往黃老師研究室小憩座談後，再轉赴中研院活動中心咖啡

廳茶敘。席間，李學長提及久仰中研院美名，此次參訪，更感真不愧是國家一級

研究機構，感謝黃老師熱情用心的招待。 
 

 
(左起)黃煇慶老師、李勝從學長(2020/8/31攝於中研院近史所) 

 
(左起)黃煇慶老師與李勝從學長午茶敘(攝於中研院活動中心) 

 
北區機電系友會李勝從前會長(攝於中研院活動中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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