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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疫情改變了兩百年大學教育的模式？ 
 

翟本瑞 

一場疫情改變了兩百年大學教育的模式？ 

5/15早上，企業專題成果發表，六組同學有模有樣，豐富精采的早上。擔任

評審的校長臨時被召集開會，因前日新增180例，雙北進入三級，全校應變會議。

是為學校實體群聚授課的最後一節。下午到西屯區公所為社區講授「尋找社區的

DNA」課程。課到結束前，市府宣布停止所有活動，兩天課程劃下休止符，也是

社區課程最後一節。告別了，實體課程，我整天上了最後兩類的實體課程。 

在這同時，通識中心已經啟動了全面線上教學的工作計畫。去年3月新冠疫

情剛開始時，外語中心、通識中心、人社院已經超前部署，能夠100%面對線上

教學；但是通識所屬各單位，專、兼任教師超過350位，課程也有740門，要從原

先只針對境外生的遠距課程，進入到全面線上教學，還真是大工程。整個星期六、

日，通識同仁沒日沒夜，把TEAMS教學手冊修改完成，透過3個Line群組不斷交

換問題所在，務必讓全力協助每門課、每位老師都能到位。第一波針對星期一60

門課處理，到星期天晚上11點還有3門有問題。 

5/17星期一早上同仁7點多就展開備戰準備，8點的課專人協助處理OK，到10

點課也上軌道。到游翰堂瞭解藝術類實作課程，也已規劃好助理的協助，算是放

下心了。中文系和人社院零星兼任老師沒有筆電、不會設定等問題，也都一一克

服。直到星期五下午，所有課都到位，算是放下心中的重擔。在這同時，看到通

識中心同仁的認真付出，每位同仁行事曆上負責的課程密密麻麻，真的很驕傲，

很有榮譽感，有你們真好! 

我們真的超前部署了嗎？其實沒有。劉安之董事去年在會議中指出，面對數

位化時代，誰能不調整自己的教學？他舉哈佛大學為例，校方要求所有老師都要

能線上教學、製作教學影片，否則學校不續聘。結果一年後沒有哪位老師可以不

會線上教學。如果連哈佛大學都可以要求所有大牌老師要會線上教學，還有誰可

說不會、不用線上教學呢？因此，2020年3月10日哈佛大學通知所有學生，所有

課程改為線上教學，所有師生早就準備好了，這才是超前部署。 

UniHub /孵大學的創辦人謝昆霖特別指出：「大學課程線上化，關鍵是教學再

設計(Teaching re-Design)」。把課程放在線上，或是師生在線上上課只是第一步，

「同一時段、同一場域、集體、一位老師對多個學生、講堂式、我講你聽」的線

上教學仍然屬於傳統教學模式，真正的線上教學需重新設計所有教學內容，而這

不會是一個老師的戰鬥，應該是整個團隊的事，快速更新教案、團隊維護社群、

引入學習機器人強化學習經驗，更重要的是，善用數位原住民的學習習慣及能

量，改變互動模式、評量模式、教學評鑑制度。而這一切，台灣高等教育都還沒

準備好。一場疫情，讓全球除了台灣的重要高校，過去一年幾乎所有課程都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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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課，改變了兩百年來大學的教學模式。 

如果幾門課實驗一下，找幾位熱心老師規劃就OK了，但偏偏通識課程(包括

國文、英文、體育、通識選修課程、國際生不分系)許多兼任老師，只為了兼一、

兩門課，真的會支持線上教學嗎？740門都可以嗎？所有老師都可配合嗎？第一

時間，我們下達動員所有力量，支持所有老師，讓老師沒有後顧之憂，可以用最

方便方式進行線上教學。我們訂下幾個標準，只要是通識所屬課程都要依循：1)

所有課程都採用TEAMS教學，課表上的時間，師生都要在線上互動；2)每門課

都要把助理加進去(通識課每門都加入6位協助同仁)；3)課程全程錄影；4)每次上

課下載參與名單。 

這當然會引起許多老師的質疑，為什麼不信任老師的教學？為什麼不讓老師

自行安排課程時間與互動模式？錄影侵犯老師智慧財產權或是有部份教材並未

取得授權。許多操作並不容易，老師們當然會擔心。 

去年我們就完成TEAMS操作手冊，這次我們讓新進同仁一天內學會且協助

修改手冊內容。同時把外語中心針對外籍老師的影片教學建立連結，再加上學校

針對TEAMS教學的諸多資源早已放在iLEARN平台上，在Line群組中任何問題，

馬上就有專人協助處理。我們也安排每天三次實體指導，老師們帶筆電及手機

來，協助安裝教導到會。第一週有問題就到原教室，我們同仁親自帶著操作，教

到會為止。 

用TEAMS理由是因為它方便好用，全校授權所有師生都可使用，因為是

intranet，為了教學，內部使用不會侵犯到著作權。為什麼要錄影？所有考量是從

同學受教權出發，有些同學在偏鄉，網路環境不好，錄影後隨時可以上網補看，

但不能下載，也保障老師的智慧財產權，學校待學期結束後會銷毀錄影，讓它只

是單純教學使用。為何要放助理在名單中？每個時段都有很多門課，助理會隨時

進去看有沒問題，發現問題馬上協助處理。我自己的課播放影片沒有聲音，兩分

鐘後助理就到我辦公室裡協助解決。 

為何要在課表時間列入行事曆，讓師生在TEAMS中互動？因為這可能是所

有人唯一共同時間不致有衝堂的時段。許多老師認為我已指定學生繳交作業，寄

到信箱不就可以了嗎？或是在其他學校都可以，為什麼你們逢甲要求這麼多？

其實十天下來，學生抱怨最多的就是老師沒上課，只要求交作業，本來一星期只

有三份作業，現在可能要交十份作業。這當然是某些系所的情況，通識我們要求

即使老師製作影片，上課時間還是要在TEAMS上與同學互動。就有位兼任老師，

上課15分鐘還沒進TEAMS，學生打電話來抱怨，上了線顯然是在車站的吵雜環

境，課上了10分鐘就離線要學生自修。損及同學權益之事當然是不能接受的，我

們正式警告這位老師，並啟動由秘書來追蹤輔導。為什麼要下載課程名單，因為

針對未到課的同學，才能更有效輔導。學校同步啟動透過iLearn可以線上點名，

以確保學生真的能學到東西。 

結果，許多老師表示同學到課率相當高，出乎他們想像。可能不是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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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反而比較敢發言，許多課程是Teams、Line和行動逢甲同時啟動來互動的。

許多兼任老師感謝中心協助，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本來認為相當麻煩、不會也

不知如何處理，沒想到兩星期過後原來那麼容易，有問題馬上有人協助解決，感

激之情溢於言表。 

極少數實作課程真的不容易線上教學，但我也看到一些資深教師認真程度超

出想像。外文系特聘教授何文敬，去年TEAMS培訓課程第一個報名，比年輕老

師還認真；人社院講座教授程代勒，曾擔任師大美術系系主任，第1週課程由助

理協助安裝系統指導操作，第2週課程就在家裡用錄製影片，並透過TEAMS和學

生互動。許多老師的熱情真是年輕人的表率。遇到有老師擔心、質疑、認為不受

尊重，我們只能更主動協助、更努力說服，讓老師接受。由於期末將至，學校要

求每門課都要線上進行教學評量，這本是例行工作，過去會有工讀生到教室施

測，這學期則全面線上施測，但請老師告知同學，並要求要達到一定施測人數。

因為，教學評量可以讓老師做為未來改進教學參考，填答率如果未達一定數量無

法反應出真實意見，同時也可能是學生並未真的在上課，因此，特別要提醒老師

要求學生上網填寫。 

這本是舉手之勞，提醒動作，但也有老師表示在其他學校上課，並未要求，

為何逢甲要這麼嚴格？感到不受尊重。其實，全球重要高校都做教學評量，也沒

有那個學校說不應該，只是台灣不重視教學評量，認為教學評量無法反應真實教

學情況，也不甚尊重老師。我承認台灣在教學評量的問卷設計的不好，的確無法

反應真實教學的認真情況。但應該做的是改善問卷內容，而不是取消教學評量。 

看看學生在D-Card上的意見，很少是因為老師太認真而批評的，大多是認為

老師太混、不認真、不公平而發。接到校長信箱轉來申訴課程信函，我們就要處

理，有學生抱怨老師LINE已讀不回，老師回覆太多同學留言在大群組中，無法

一一回覆，但如果私訊、小組意見，或是在iLearn上詢問都會回答，並非已讀不

回。有同學抱怨老師課程播放影片而非自己製作影片，老師回覆，通知改線上教

學隔天星期一課程，舞蹈課無法馬上錄製好影片，因此先用線上既有影片教學，

但同步講解所有細節，第二天後所有課程都有自製影片。有同學抱怨老師不會用

學校的課堂點名/打卡系統，老師回覆怕學生打卡但實際根本不在課上，所以才

在TEAMS線上唱名，除了確認學生真的出席，同時也增進師生互動。學生的各

種意見都是求好心切，但老師也沒有要混的意思。 

度過難忘的第一星期，確認問題大致都已解決，第二星期，通識中心每天留

1/3同仁，其餘在家工作，線上解決所有問題。可以預期的是，兩星期後，應該

所有事務都上軌道了，比較容易取得平衡點。想像疫情，萬一到年底都還是要線

上教學，我們通識中心應該是穩得住腳。我們不針對幾門課，而是740門100%都

要能到位，這是為了學生的權益。 

嚴格說來，我們只能算穩住陣腳，卻離課程線上化、教學再設計還有很大的

距離。過去一年的安逸，讓台灣活在與歐美不同的平行世界，卻白白浪費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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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機會。我的學習歷程是在經典、實體課程、討論會中成長的，深知這些深

刻的互動是無法被線上課程所取代。但是，當沒有選擇時，唯一方法不是緬懷過

去，而是在既有模式中找到較佳選擇及方法。我們落後歐美線上教學太多，完全

沒有危機意識，卻不知道大學及教師這個行業，已經面臨崩解的階段。 

2007年蘋果推出iPhone手機，當時的Nokia是全球霸主，已連續蟬連14年手機

銷售冠軍。溫水煮青蛙，Nokia被困在成功的模式中，4年後大崩壞，年輕人恐怕

都不知道有個Nokia品牌。我擔心台灣的大學教育，正如像2010年時的Nokia，已

經看到問題，卻仍然吃著老本，想像那美好古典世界，卻不知2012年的命運。 

到那一天，我也退休了，美好的日子將隨著我的記憶而消逝。但是，今天我

是通識中心主任，就有責任為年輕同仁的未來而盡一份心力。雖然無法全面到

位，但能100%達到最基本要求，第一章已經結束，讓我們翻開第二章吧!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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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微學分課程也有線上課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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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6月份的新開課程也開放

報名中，以及相關的專題演講及工作坊等活動歡迎大家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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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為了同學們即將面臨的各種面試所開設的面試與職涯系列課程。 

還有由企業提供專業師資的碁峰資訊及 AUTODESK 公司提供的

「AUTODESK競爭力微學分系列」由富邦提供的「富邦理財系列」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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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5月中下旬新冠疫情漸嚴峻，學校宣布全校課程皆轉至線上實時授課，微

學分課程因原先規劃設計的課程皆需到現場實作，因此許多課程必需停課。但同

時通識中心也立即與老師討論，規畫可以符合微學分實際操作的課程內容，推出

新的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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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1~05/29線上課程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5/21(五) 

13:10-17:00 
mt0243 0.2 學分商標申請實務快速上手(陳淑慧) Teams 線上 

05/24(一) 

13:10-17:00 

mt0249 0.2 學分 AR 擴增實境應用-IG 濾鏡實作教學(程堡程式教育) Teams 線上 

mt0248 0.2 學分專利撰寫快速入門班(陳淑慧) Teams 線上 

05/28(五) 

13:10-17:00 
mt0249 0.2 學分 AR 擴增實境應用-IG 濾鏡實作教學(程堡程式教育) Teams 線上 

0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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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Teams 線上 

*以上課程皆需於課後再繳交作業才算完成。 

  

回首頁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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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5/10~5/24 課程回顧 

  

  
「永恆的釉下彩藝術_瓷盤彩繪DIY」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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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理財競爭力微學分-Z世代理財三部曲~老鼠賽跑」課程。 

  

  
「邁向永生~甲蟲標本製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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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1)-冰系咖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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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課程。 

  

  
「玩積木學敏捷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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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申請實務快速上手」課程。(Teams線上實時授課) 

  
「專利撰寫快速入門班」課程。(Teams線上實時授課) 

  
「AR擴增實境應用-IG濾鏡實作教學」課程。(Teams線上實時授課)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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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電影藝術專題講座 課程演講 

【男人與他的海—拍攝紀實】 
  

林冠吟、陳麗如撰文 

本學期電影藝術專題講座課程於04月20日，邀請黃嘉俊導演蒞臨本校演講。

「黑糖導演」，從事台灣影視幕後工作已有十年以上的資歷，也拍攝過多部紀錄

片，作品風格溫暖清新，卻有深刻沁人的厚度力量，創作喜尋無人接觸的的新題

材。多次入選國內外相關影展，以及獲得在國外影展播放紀錄片的殊榮。2013的

作品《一首搖滾上月球》花了6年拍出六位照顧罕病子女的爸爸們靈魂中最真切

的部份，之後也陸續拍攝了歡迎來我家、飄島，紀錄片對黃導演來說是一種有機

的摸索，沒有預先寫好的劇本，展現記錄者和被記錄者還在發展中彼此互動的心

路歷程。黃嘉俊導演的每部紀錄片都出自當時的人生經歷。  

導演播放《男人與他的海》的片段，並分享拍攝緣由及概要故事以及拍攝中

的幕後小趣事，最後在進行互動提問時，同學們也非常踴躍，導演更是滔滔不絕。

黃嘉俊導演希望這部片能感動所有同學「愛上大海」；讓觀眾跟著主角們一同

出海、一同體會一幕幕美麗的天然海景，希望觀眾們能夠藉此愛上並理解大

海。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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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淺談環境公害之舉證責任 
  

陳思穎撰文 

 5月6日下午三點於通識沙龍舉辦班級通識沙龍，由選修課「環境與公害」

之林俊德老師，邀請台北「環宇法律事務所」主持合夥律師黃豐玢律師蒞臨演講

「淺談環境公害之舉證責任」。黃律師首先介紹「環境法律人協會EJA」的設立

宗旨，這是由一群關心環境的法律人組成，希望藉由組織凝聚力量避免不當開

發，並就環境公益相關事項進行研討及採取法律行動……等。 

 黃律師接著針對RCA案(美國無線電公司)的觀察，介紹該案背景事實與目

前判決結果。並說明侵權行為概念，當環境污染之侵權行為對於「公害」的定義，

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的成立要件。接著說明舉證責任的概念，包含分配之原

則與分配之例外，並列舉二個案例讓學生們現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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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夜市雙語導覽設計英文導覽工作與經驗分享 
  

陳秋華老師撰文 

由外語教學中心施惠家老師與陳秋華老師共同開授之「逢甲夜市雙語導覽設

計2」課程，讓逢甲學生自信及自在的用中英文進行雙語導覽。同學在課堂中先

熟悉雙語導覽的設計架構，並且練習英文導覽所需的先備概念，為了讓同學更了

解英文導覽，特別邀請有30多年經驗的資深英文導遊：李新猷老師於5/18(二)暢

談人生及工作經驗分享。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將原先預定的實體講座

變成線上Teams分享。上課前22位修課同學對於李老師的講座內容相當的期待，

總計兩小時的經驗分享讓大家覺得意猶未盡。 

李新猷老師曾在1994年獲頒觀光局頒發的優良導遊，也擔任外語領隊，帶團

拜訪過超過100個國家，另外李老師也曾在2003年獲得Toastmasters全國英語即席

演講冠軍。李老師學問淵博，引經據典，並且擅長將沉悶的歷史故事用口訣、順

口溜的方式呈現，他的一番高見，讓大家心悅誠服。 

演講中，李老師分享帶團導覽工作的事前準備是終生準備，除了收集相關資

料外更需要觀察觀眾及暸解觀眾。例如帶領觀光客去博物館欣賞名畫前，學習說

一個生動的故事讓一幅畫在觀眾面前活起來。此外，完整的導覽需要具備四個要

素：知識 knowledge、熱情的態度attitude、技巧skills、及保持良好的習慣habit。

演講過程中，修課同學很好奇李老師如何延續導覽工作的熱情。李老師回應：「每

一次的導覽工作都是特別的經驗」。積極熱情的態度決定了每一次獨特的導覽體

驗。李老師也用ASK這三個字母闡述導遊工作：Ask, skills and knowledge. 並鼓

勵大家時時刻刻要記住ASK的重要性。 

另外修課同學也對「如何與觀眾互動」感到非常有興趣，李老師說可以用簡

單的問答方式增加與觀眾的互動，或是跟觀眾說：「有清楚聽到我的聲音的人，

拍一下手」。也可以準備小禮物，例如與導覽主題相關的書籤或是明信片提升觀

眾的動機。也可以準備有趣的笑話或是控制聲音大小聲增加吸引力。李老師說

「導覽的技巧在於語言能力加上知識等於優勢」。李老師分享自己學習英文的過

程包含學習空中英語雜誌、在教會中讀英文聖經故事、多開口跟外國人說英文、

參加英語演講比賽、多聽TED Talk的演講，模仿優秀演講者的說話技巧進而突破

困難並將說話內容內化呈現在觀眾面前。李老師用這句話勉勵大家「世界上最大

的空間就是進步的空間」，鼓勵大家把握學習的每一個時刻、強大自己的優勢。 

短短兩小時的分享過程，同學們一致認為李老師是個經驗豐富的導遊，說話

方式非常風趣，另外對於用Teams 線上分享演講覺得很不錯，有些不敢面對面問

的問題，可以透過線上訊息或是開麥克風問問題。期望同學們能將英語導覽技巧

應用在期末的導覽成果，自信且開心的用英文介紹導覽景點及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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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李新猷老師分享經驗 圖二：修課同學在Teams線上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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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職能實習協作】課程說明會 
  

陳淑慧、黃珮怡撰文 

今天由淑慧老師針對【跨域職能實習協作】進行課程說明會，希望同學帶著

認真的態度進入企業實習，藉由鏈結外部產業，透過實際的問題與需求，引導學

生擁有專業的知識技能與態度，提供合作產業的場域進行職能實習協作，有效培

養學生實務創作能力，解決勞動力職能落差之問題。 

透過與企業合作，希望藉由這個課程提供學生一個實作場域，將所學嘗試運

用於解決實際問題，讓學生更加了解企業所需的人需具備之專才，並對於大學四

年該如何規劃學習方向或考照進度，有更加明確的目標。 

 

【跨域職能實習協作】 專題製作類課程招生相關資訊 

 

課程內容：提供求職及面試的準備、職場的基本的態度與能力、團隊合作與

專案管理問題解決與危機處理、計劃書撰寫與執行力、產業趨勢及公司介紹、職

能實作任務直接到企業實作。 

學生可獲得1.通識統合類2學分;2.企業提供實習證明；錄取後如無正當理由

遲到、曠課缺席、不配合企業輔導，將以成績不通過登錄於ilearn;3.成績登錄於

110年度上學期。 

合作單位：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范特喜微創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社

團法人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格條件： 

鼓勵大一至大三之在學學生；應屆畢業生請勿報名。 

科系不限無經驗可，以職能實作為主，鼓勵學生進入職場短期學習。 

此為課程執行任務，無實習津貼。 

報名方式： 

請填寫下列表單，提出實習的動機與想法，至少500字。 

    5/13(四)課程說明會，12:10-13:00在人言大樓10樓通識沙龍。(現場詢問) 

    5/21(五)截止報名。https://forms.gle/FQhJ3SNmPfVavLUJ7 

若符合資格者將安排同學至各企業面談，時間另議。 

    協助同仁：許雅婷分機2138  王姿淇5528   

    負責老師：陳淑慧 a22172@gmail.com 分機5526   

  

https://forms.gle/FQhJ3SNmPfVavLU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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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Z世代-1995以後出生的孩子，即現在26歲以下的投資人 

根據金管會統計，去年二十歲到三十歲（Z世代）的新開戶數為四十九萬戶，

是所有年齢層占比最高的（33%）；相比2016年這個數字為十五萬戶，亦即四年

的時間成本長逾兩倍以上⋯⋯這是商業周刊報導的統計資料，你是這個世代的幸

運兒，但卻不會、不懂、不了解如何學習理財？ 

台灣大學高等教育是「通才」教育，所以讓很多年輕人學了很多，但又不知

為何而學？以至最後學到如何翹課去打工、約會，學到沒有遠大目標而沈醉在各

種「小確幸」中⋯但年輕的歲月就這樣很快的荒廢浪費掉了⋯⋯ 

為了讓年輕的朋友們有一個可以學習「理財」「溝通」了解自己的「價值觀」

以及未來該如何定位自己，如何將自己的優勢轉化為價值的機會，我們富邦人壽

特別規劃一個「暑假實習體驗營」的課程，透過來參加課程的七、八十位各校大

學生互動交流、體驗活動、腦力激盪在愉快的學習過程中不斷的增加自己的各種

知識，讓自己在二個星期中就完成了「蛻變」成為一個「知識工作者」的過程⋯ 

富邦中捷營業處，長期以來和逢甲大學的產學合作經驗（十年）加上我們在

2020年的一月及七月及2021年1月，幫250幾位中部地區的大學生，舉辦了三期的

「金融市場實習體驗營」，一次為期兩個星期，讓這些「未來進社會的主人翁」

可以趁著寒暑假期間到企業，真正體驗金融市場的一切，同時更讓這些年輕人，

透過我們營隊的平台，有機會認識更多其他學校不同科系、年級的同儕好朋友

們，彼此鼓勵、共同學習⋯這是我們重新定位的「價值」與「付出」！所以這再

度和逢甲大學進行更深度的互動課程相信會是大家共創三贏的機會⋯⋯大家加

油！ 

公司名稱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邦中捷營業處 

工作內容 1. 參加金融市場實習體驗營；輔導同學考取 2 張金融證照； 

2. 協助拜訪客戶； 

3. 協助相關行政庶務。 

提供名額 30 位（需經 6/5 統一面試後決定錄取） 

執行期間 7 月 10 日-8 月 10 日 

執行地點 407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86 號 29 樓 

限制條件 細心負責、主動積極、正面。  

具獨立自主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其他 1. 同學若有重要因素需中斷，需要於一週前提出終止程序。  

2. 同學表現不如預期，本公司保留實習終止的權利。  

3. 凡中途終止實習者均不發給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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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特喜微創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范特喜微創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過去以租賃、進行老屋整修改造，再招商

的方式，活化傳統老舊住宅。目前經營方式非常活潑進駐了飾品、手工藝、老商

店、小型餐飲等等新店家，也透過與藝術家交換的方式，提供不同時間的駐村計

畫。近年來由於地方創生概念的興起，范特喜微創文化也擅長用聚落型經營手

法，重新定位空間價值，並連結與融合地人參與，從空間改造到內容經營，再從

商業營運到社會影響力。執行的策略以各式活動、講座、展覽等來擾動不同的社

區，期望以地方創生的方式來建立不同型態的生活圈品牌。 

本次提供的名額，鼓勵在地青年可以返鄉進行在地連結，推動不同活動策展

與文化交流，結合不同場域進行不同的任務規劃，培養學生社會設計與活動規劃

執行之能力。歡迎進入范特喜經營的社群瞭解特色場域。 

屏東 原百貨(1位) 

https://www.facebook.com/pingtungharvest 

雲林 斗六雲中街生活聚落(2位) 

https://www.facebook.com/YunzhongStreet 

台中 范特喜(2位) 

https://www.facebook.com/tw.fantasystory 

 

 

公司名稱 范特喜微創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內容 1.在地產業與人物調查，社會網絡建立。 

2.推動不同的活動策展與文化交流。 

3.結合不同場域進行不同的任務規劃執行。(如:原百貨 原民品

牌的行銷推廣企劃/雲中街生活聚落景觀設計與活動企劃)。 

4.相關行政庶務與場域支援。 

提供名額 5 位 

執行期間 2021/07/5~2021/08/15 

執行地點 1 位屏東原百貨；2 位斗六雲中街生活聚落；2 位台中范特喜 

限制條件 1.以在地青年為優先，如:屏東以來自屏東的逢甲同學。 

2.雲林斗六雲中街生活聚落，歡迎對景觀設計有興趣者。 

3.主動積極且對地方創生議題有興趣者。 

其他 1. 同學若有重要因素需中斷，需要於一週前提出終止程序。  

2. 同學表現不如預期，本公司保留實習終止的權利。  

3. 凡中途終止實習者均不發給實習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ingtung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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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 

一、經營理念： 

永續生態，免費生活圈塑造、翻轉債務貨幣系統 

二、主要商品 / 服務項目： 

客製化遊程、觀光休閒農場、APP、廣告設計、活動規劃執行 

三、福利制度： 

包吃住供三餐，早餐部分僅提供食材，需自行烹煮，住宿為六人/四人同住 

四、介紹影片： 

https://news.cts.com.tw/cts/life/202004/202004271998517.html 
 

公司名稱 社團法人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 

工作職缺 1. 影像拍攝剪輯&協助相關行政庶務 

2. 視覺設計&協助相關行政庶務 

3. 空間、活動策展&協助相關行政庶務 

4. 木工助手&協助相關行政庶務 

以上職務皆須協助免費商店、共食廚房及場域環境事務支援 

提供名額 5 位（需經協會二次面試通過後錄取） 

執行期間 7 月 10 日-8 月 31 日(須至少待滿 30~45 天，固定周休二三) 

執行地點 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富興村 

加分條件 細心負責、主動積極、具獨立自主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對於地方創生事務有熱忱 

對廚藝有興趣 

其他 1. 同學若有重要因素需中斷，需要於一週前提出終止程序。  

2. 同學表現不如預期，本公司保留實習終止的權利。  

3. 凡中途終止實習者均不發給實習證書。  

  

https://news.cts.com.tw/cts/life/202004/202004271998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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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見科技成立於2015年10月是一間專業的無人載具及其系統整合服務的專

業公司。深諳無人載具發展及其系統整合技術。航見科技擁有自主研發產品的能

力並取得多項專利，為全世界的客戶提供頂級的無人載具及其系統服務，並且將

無人載具應用領域延伸至教育、農業、物流、環境監控、保全安防以及藝術人文

應用。我們的合作夥伴不只侷限在台灣，遍及泰國、新加坡、上海、香港、馬來

西亞、日本等世界各地。 

航見科技旗下有三個主要品牌分別為Topology, Arklab跟方方找到田。其中，

Arklab飛行學院是台灣首家無人載具S.T.E.A.M.教育學院，已創客思維作為核心

文化理念，希望每一個學員擁有不受限的思維碰撞、超越性創意與專注於動手實

作。 

「我在乎能把簡單的事情做徹底，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得精彩」-Arklab飛行學

院，希望有興趣加入航見科技實習計畫的每一個你，都可以在這趟旅程中找到自

己喜歡的事，找到自己想要的夢，實踐畫出自己未來的藍圖。 

 

公司名稱 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內容 工程部 

1. 輔導同學考取 1 張無人機基礎操作證照； 

2. 協助空拍飛行任務； 

3. 協助無人機組裝、測試 

4. 協助相關行政庶務。 

教育部 

1. 學習無人機操作基礎知識 

2. 協助無人機課程執行 

3. 協助品牌運營庶務 

提供名額 2 位工程部 2 位教育部（需經 6/5 統一面試錄取） 

執行期間 2021/07/5~2021/08/06 

執行地點 桃園為主，有時候有配合空拍任務出差 

限制條件 細心負責、主動積極、正面。  

對無人機或電腦編程有興趣 

具獨立自主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其他 1. 同學若有重要因素需中斷，需要於一週前提出終止程

序。  

2. 同學表現不如預期，本公司保留實習終止的權利。  

3. 凡中途終止實習者均不發給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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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慧老師對於課程進行說明 淑慧老師闡述於企業實習態度的重要性 

  
逢甲畢業學長姐任職於航見科技公司回校

對學弟妹進行實習說明 

同學們專注聆聽【跨域職能實習協作】課

程說明會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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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日語朗讀競賽 逢甲登場 
  

張又華/羅雪惠撰文 

為提升逢甲校園日語學習的風氣及提供展現日語學習成果的舞台，外語教學

中心特別於5月5日(三)晚間舉行日語朗讀競賽。參與競賽的同學來自各個科系，

都是在本學期才修習完學校開設的基礎日語課程而已噢。此次競賽由外文系一

年級的陳文馨同學奪冠，財金系吳佳靜同學獲得第二名、中文系洪于婕同學獲得

第三名、資訊系何宜修同學及中文系劉郁秀同學分獲佳作。 

本中心闕主任表示，逢甲大學為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

力，鼓勵學生赴海外姊妹校遊學或短期交換留學。現行的翱翔萬里計畫，提供有

意願赴日留學、在校日語學習表現優秀的學生赴日遊學或短期留學獎學金。參與

日語的競賽，有助增加學生練習的機會並了解現階段的日語程度。雖然現在正值

疫情期間，可是危機即是轉機，相信同學們只要準備好，等到時機來臨，必能展

翅高飛。 

日籍評審教師跡部千繪美老師也表達，參加競賽的同學真的很努力，雖然主

修並非日語，但是充分展現平時在校學習日語的實力，值得鼓勵。本中心主辦教

師張又華老師說明，非日語主修的同學在日語學習的時間上遠不及專業系所，但

藉由比賽既能達到增加練習目語的同時，也能達到同儕互相觀摩的目的。除了朗

讀比賽之外，中心未來也預定規劃針對各程度學習者，提供類型多樣的學習競

賽，鼓勵學生在校時持續修習日語。 

  

 

 
圖一：外語教學中心闕主任、3位評審教師

及參賽同學們拿著出席證明/獲獎獎狀圓滿

大合照。 

圖二：日語朗讀比賽召集人張老師頒獎予

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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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線上課輔課程 

《逢甲大學、復興國小合作無間》 
  

王鈺琪老師指導‧許惠筑同學撰文 

逢甲大學對外線上課輔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於三月份開始與通識沙龍志工隊合作，負責輔導復興國

小線上課輔，這是逢甲大學首次和台中地方國小進行的線上課輔，即使學生只有

僅僅四位，每位志工隊的學生也都十分珍惜與小學生上課的時光。在課輔過程

中，我們透過電腦、平板和鏡頭，與復興國小的孩子遠距視訊教學，每一位小朋

友有三位老師輪流負責教學，每個禮拜一、四下午五點上課，一堂三十五分鐘，

老師會先幫孩子檢查功課，再依據課程計畫書進行實質教學。雖然一開始線上課

輔的學生比較不多，但相信藉由志工隊經驗的傳承，還有師資及設備的進步，未

來願意來參加我們線上課輔的孩子一定會慢慢變多。這學期線上課輔課程已經

快到尾聲了，希望經過這幾個月的教學和陪伴，孩子可以學得開心、家長也可以

看到孩子線上課輔的成效。 

 

線上課輔零距離  

每位線上課輔的老師都要取一個食物的名稱當自己的代號，有牛奶糖老師、

章魚燒老師……等，我們用這些日常的小吃是希望可以跟孩子們拉近距離，不會

因為是遠距教學而產生距離感。志工隊學生對於此次活動都十分積極，即使還不

熟悉這種新穎的教學方式，但在教學過後和我們分享：「第一次面對小朋友的時

候很緊張，教材也沒有準備的完整，但小朋友很積極會跟我說她想學英文、學自

然，所以第二次上課的時候，大家準備了英文的閱讀測驗，帶她朗讀、學習單字，

第三次上課我們準備雪豹媽媽的懷孕、生產的影片，讓孩子用影片的方式去了解

野生動物。」、「剛開始跟小朋友線上課輔的時候非常緊張，不知道該如何與小朋

友開啟話題。後來在跟小朋友比較熟識後，課程進行得比較順利。不過，有些社

會科的題目對已經離開小學許久的大學生是個巨大的挑戰！」經過兩位志工隊

學生的分享，其實每位志工隊學生剛開始遇到小朋友真的都是又期待又緊張的，

但後來都越來越順利、上手，這也代表跟小朋友的互動都已經愈來愈活絡。希望

在未來的教學中能吸取過去的養分，把教學做得更有系統，讓復興國校的孩子學

得好，也學得開心。 

 

FB 粉絲團: FCU FLCV 逢甲大學外語中心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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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志工隊同學準備線上課輔資料 圖二：志工隊同學與小朋友進行線上課輔

情形 (小朋友已馬賽克處理) 

  
圖三：老師與每位線上課輔老師開月會檢

討問題 

圖四：第二次月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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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自主課程 

《在導覽培訓課中滿載而歸》 
  

王鈺琪老師指導‧魏琪同學撰文 

志工隊新生首次的夜市導覽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在 3 月 18 日進行了這學期首次的夜市導覽培訓課，

由總召會計一乙魏沂宣、副召航太一甲蔡宗緯精心規劃此次課程，讓新生更加

了解諮詢台的服務項目和導覽中應注意的事項。在活動中介紹了督導老師，及

逢甲夜市管理委員會的吳浚銘大哥，也邀請了舊生在培訓中分享自己以往的經

驗及收穫，告訴新生自己最難忘的服務經驗，在面對外語人士時應如何替他們

解決問題。還有課程中最重要的環節，舊生帶領新生實際踏查，以分組方式親

自走一趟夜市導覽路線，學習如何使用外國語言介紹台灣飲食文化，培養新生

的解決問題及表達能力。新生在走訪夜市後，上台與志工隊的學生們分享心

得，紀錄自己在培訓課程中的種種收穫。 

 

夜市導覽聯合團體導覽培訓  

  團體導覽這次聯合夜市導覽舉辦了培訓課程，4 月 29 日邀請到在逢甲大學

教書多年的比利時籍斐克禮 Kris 老師，每位學生都是有備而來，大家各自準備

了兩分鐘的夜市美食英文介紹，讓每個參加這堂課程的人藉此機會練習口語表

達能力，也向 Kris 老師分享他們覺得台灣最道地的夜市小吃，而老師則針對學

生的表現給予回饋及建議，課程藉由近距離互動，變得更加生動、有趣。在兩

個小時的培訓課當中，學生能向 Kris 老師提出他們好奇的問題，老師透過自身

豐富的教學經驗，給學生最好的回答，也與大家分享他多年的旅遊經驗，以及

他認為導遊應具備的基本能力。這次聯合夜導的課程讓志工隊學生挑戰自我，

培養大家的英語聽力及口說能力，希望每位學生在未來團體導覽時，能將自身

能力及溝通技巧派上用場，並用英文表達得更好，擁有自信的帶領任何團體導

覽。 

 

 

FB 粉絲團: FCU FLCV 逢甲大學外語中心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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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夜市導覽培訓課大合照 圖二：將夜市諮詢台搬進教室，進行教學 

  
圖三：學生實際踏查夜視導覽路線 圖四：團體導覽培訓課大合照 

  
圖五：Kris老師對每位學生的夜市英文介

紹給予回饋 

圖六：Kris老師分享自身旅遊經驗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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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明珠第三期課程-商業休憩與實務成果發表會 
  

吳欣蓓撰文 

藉由日月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特別機會，讓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與

日月明珠所屬南投基地，由同學實際參與規劃設計!歷經了第一期對於企業基地

周遭的觀光市場調查與分析結果、第二期的建築空間探究，包含地勢、採光、活

動空間彼此間的距離…等，最終期的挑戰就是營運方針的擬定與規劃考量，同時

還要顧及全球共同面對的大魔王-covid-19。 

一年來、兩學期、三階段的課程；從一無所知、歷經數次場勘、探訪基地與

魚池和南投各美地，最後在發表會上也特別邀請了魚池鄉劉啟帆劉鄉長、日月明

珠廖董事長、李副總、余營運長及跨領域設計學院佘日新佘院長、和本期主領專

家導師們共同擔任評審。有企業的大力支持、有地方政府(魚池鄉)的寶貴意見、

有觀光業大咖的加持，更有來自各領域、跨校師長專家的付出，最重要的是不同

年級、不同科系的戮力合作，有思想的對撞與分享，產生了衝突與默契。經過了

這些歷程，藉由人物誌與顧客圖像的勾勒、旅遊的規劃，大家交出了漂亮的提

案！ 

  

  
期末大合照 董事長頒發優勝組別 

  
日月明珠企業廖董事長 企業與所有參與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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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餓」滅之橋:食物銀行 
  

尹馨慧、蕭曼鵑撰文 

世界第一家食物銀行在美國以行之有年，歷史也超過半世紀。但是什麼原因

而出現「食物銀行」呢？在過去戰爭頻繁，百姓無法得到安穩的生活，也無法生

產足夠的糧食。經過時間的推移到了現在，雖然許多國家脫離了戰爭的恐懼，但

卻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貧富差距被快速拉大！ 

 今天5月14日的微學分課程由林翠英老師來帶大家知道有關於食物銀行的

各項內容，林老師告訴我們，台灣在2000年代開始，漸漸的發展出類似社區型的

食物銀行，更在近幾年開始準備成立台灣第一家大規模援助的食物銀行。那麼如

果食物銀行是未來必要的發展目標，我們怎麼能不認識一下呢？所以林老師先

以淺顯易懂的簡報告訴同學：食物銀行是什麼？食物銀行如何運作？以及國內

外食物銀行的發展近況。 

接著模擬台灣食物銀行的運作方式，讓各位同學找到制度設計的概念，並找

出是否有什麼隱憂？就有同學提問：如何防範善心遭人濫用？因為外國曾經發

生一位爸爸長期去食物銀行領取食物，卻只是想省錢去買兒子的玩具，而不是真

的急需食物。學生們就針對這些制度漏洞討論，並提出各式各樣的解決辦法。本

課程讓學生扎實了食物銀行方面的資訊，以及進行許多腦力激盪，期望大家在未

來能對SDGs有更多想法！  

  

  
小組發表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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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剩食利用的 100 種樣貌 
  

尹馨慧、蕭曼鵑撰文 

你知道超市、便利商店、餐廳沒吃完的食物去哪裡了嗎？在過去，這些食物

會通通送到垃圾場，而這些遭到浪費的食物就是俗稱的「剩食」。5月14日的微學

分課程就是教導大家珍惜食物的新觀念、新作法！ 

 本課程由社會局的黃舒那老師帶大家了解釋剩食的定義與台灣剩食處理方

式外，更表示根據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規劃，我們應該要在2030年

以前將剩食量減少一半以上。針對「剩食」我們有幾種新做法呢？黃老師以食物

銀行、食農教育、廠商環境保護教育等等切入，藉此引發同學的新想法。就有同

學針對已無法再進到食物銀行的腐壞食物提出意見，認為可以做成有機肥再利

用。學生與老師一來一往的交流討論，在最後各組將想法整合後上台報告。本課

程相當重視學生本位的學習，全程以學生思考與表達為主，讓學生能藉由與他人

討論產生新的火花，老師認為這種方法最能讓學生能將新知深刻的記在心中，接

著影響更多的人文。 

  

  
上課情況 小組發表 

  
上課狀況 小組討論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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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登財傑出校友台北 EMBA 師生喜相逢 
  

黃煇慶撰文 

本校翁登財傑出校友於5月1日專程南下參加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所舉辦再

邀本校日籍留學生，前往EMBA洪添助校友所經營的新社恩地生態露營區採青果

活動時，巧遇本中心、PMP彭瑞芝老師。當時據彭老師提及伊博士指導恩師乃前

本校EMBA講座張火燦教授，故乃邀張教授、彭老師於12日台北見面。並約本中

心黃老師夫婦及崔昇祥、游永全兩傑出校友陪敘。翁傑出校友稱讚張火燦教授不

僅於主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期間，指導碩博班學生論文獲

獎無數，更於本校EMBA碩班授課之際，均按學員個人專長因材施教，啟發追求

自己興趣、適時發揮專長，還教導學生如何培養具備多種能力應變時代潮流。所

以同儕間均能獲得激勵，進而展現無限動能。囿於疫情此次僅能數人餐敘，陪同

校友們企盼能另擇期聆聽張教授的珍貴講義，再為自己的人生履歷加分。 

  

 
圖1-(左起)彭老師、張教授、翁校友、游校友、崔校友、黃老師夫婦 

 
圖2-(左起)彭老師、黃夫人、張教授、黃老師、翁校友、游校友、崔校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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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學生阿部翔汰郎製作新社採果行 YouTube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為激勵所授課的日籍留學生，在疫情中能紓解思鄉之

情，於5月1日再帶領前往台中新社、本校洪添助校友所經營的恩地生態露營區

舊地重遊採芭樂活動。由於不巧當時非芭樂季節，乃改採檸檬及李子。隨後在

附近知名客家料理胡明月山房午餐，同時邀請本校王葳教務長、戴瑞坤校史館

長以及本校陳蒼和教授退休後出家法號的悟興法師等多位師長、傑出校友及

EMBA校友蒞臨開示指導與陪敘，好不熱鬧。而選修黃老師通識日本歷史與文

化、國貿系商用日文課程的航太系日籍留學生阿部翔汰郎，繼於元月製作黃老

師在本校首度舉辦日籍生成人式為主題之影片後，再度籌畫本次活動

YouTube，並於5月19日報告黃老師製作完成。內容記錄日籍留學生活動為主，

精彩畫面躍於眼前，歡樂有趣，深值觀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4GlXv3ZBw) 

 
圖1-阿部同學製作的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4GlXv3ZB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4GlXv3Z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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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懷著採芭樂的希望來到了新社恩地 圖3-日籍學生採水果快樂畫面一 

  
圖4-日籍學生採水果快樂畫面之二 圖5-日籍學生採水果快樂畫面三 

  
圖6-胡明月山房客家菜之一(小炒) 圖7-胡明月山房客家菜之二(滷肉好吃) 

  
圖8-午餐後快樂閒聊畫面之一 圖9-午餐後快樂閒聊畫面之二 

  
圖10-離開恩地生態露營區不忘再拍照 圖11-營區主人飼養的狗叫明菜（あきな）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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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Teams 實時線上授課教學 
  

王姿淇撰文 

目 錄 
Teams實時線上授課規則/ 34 太吵？Teams強制關閉學生的麥克風/ 46 

一、軟體準備 王魯夫同學請回答！Teams請學生說話/ 47 

軟體準備：桌機版/ 35 補課也不怕！Teams課程錄影/ 48 

軟體準備：手機版/ 36 蛤？沒聲音？Teams分享銀幕、電腦音訊/ 49 

我是誰？我在哪？我的o365帳號是什麼/ 38 點名囉！Teams下載出席清單、點名搭配方案/ 50 

二、課前準備Teams會議(課程) 我想問問題？Teams會議聊天/ 51 

Teams如何在行事曆新增課程？/ 39 影片在哪裡？Teams下載課程影片檔/ 52 

沒看到學生？Teams「會議(課程)內容」/40  補課囉！Teams錄影影片上傳ilearn 2.0/ 54 

每周重設太麻煩？Teams「週期性」設定/ 41 Teams新增課堂小組頻道、小組成員/ 55 

啊我寫錯了！Teams修改會議(課程)細節/ 42 來賓想參與課程？Teams分享會議室連結/ 56 

怎麼沒聲音？Teams設定喇叭、麥克風/ 43 Teams來賓錄影/ 57 

三、開始上課Teams會議(課程) FAQ 1.：老師已建行事曆，但學生看不到。/ 58 

同學上課了！Teams加入會議(課程)/ 44 FAQ 2.：Teams找不到學生名單？/ 60 

常用連結：MyFCU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pro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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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實時線上授課規則 

經通識中心會議決議，為確保學生受教權益，授課教師必須準時於授課時段

進行Teams實時線上授課，並落實線上點名。線上授課比照一般課程，授課教師

切勿無故缺席早退，致使學生受教權益蒙受損失。 

Teams實時線上授課需於成員中加入通識中心行政同仁，以方便學校與通識

中心後續檢核。 

 

線上授課方式如下 

方法1：授課教師分享電腦螢幕，利用投影片進行授課。 

方法2：授課教師自備小白板撰寫版書，以直播方式進行授課。 

方法3：授課教師預錄或利用課程影片，請學生線上觀看。但仍需於授課

時段準時上線，落實點名並安排適當課堂活動。 

注意事項： 

1. 授課教師請務必在5/17 9:00以前，於所屬之Teams團隊中之「釘選貼

文」下方回覆簽到。 

*若老師尚未被加入Teams群組，請務必盡快聯絡通識中心！ 

2. 授課教師請務必落實課堂點名(可配合 ilearn2.0進行 )！  (請參閱

「Teams進行線上點名」(P18))。 

3. 授課教師若有Teams使用上的困難，可事先在線上發問，或於上班時

間聯繫通識同仁。授課教師亦可到校線上授課。 

4. 本規則若有未盡之處，將隨時滾動修正。 

  

 
簽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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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軟體準備 
 

桌機版 

1. 於瀏覽器中搜尋Teams，並完成下載、安裝、登入。(圖1、圖2) 

帳號為：o365帳號（您的帳號@o365.fcu.edu.tw）。 

密碼為：NID密碼。 

 

2. 請確保軟體維持在最新版。 

更新步驟：點選頭像→檢查更新。(圖3) 

 
(圖1)於瀏覽器中搜尋Teams，並完成下載、安裝。 

軟體更新頻繁，請記得定期更新桌機版軟體！ 

 

← (圖2)登入 

 
(圖3)更新步驟：點選右上角頭像→檢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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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版 

1. 登入MyFCU 或「行動逢甲2 APP」(圖4)→學校資源→Teams時實線上→請

使用o365帳號、NID密碼登入。(圖5、圖6、圖7) 

2. 於手機中確認已允許Teams取得「麥克風」、「相機」、「通知」等權限。(圖

8、圖9) 

  
(圖4)行動逢甲2 APP→MyFCU。 (圖5)左上九宮格→學校資源。 

  
(圖6)雲端服務→Teams實時線上。 (圖7)登入，即可開始。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pro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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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允許Teams取得麥克風、相機權限。 (圖9)允許Teams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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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我在哪？我的o365帳號是什麼？ 

1. 登入MyFCU 或「行動逢甲2 APP」(圖10)→人事服務→人事管理→個人基

本資料維護→個人資料異動→「O365Mail」欄位。(圖11、圖12、圖13) 

  

  
(圖10)行動逢甲2 APP→MyFCU。 (圖11)→人事服務。 

  
(圖12) 人事管理→個人基本資料維護。 (圖13)「O365Mail」欄位。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pro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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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前準備 Teams 會議(課程) 
 

Teams：如何在「行事曆」新增課程？ 

方法1.(圖14紅字部分)：行事曆→確認時間→於時間表中框選授課時段。 

方法2.(圖14綠字部分)：右上角「+新增會議」。 

*請務必將會議(課程)設定為「周期性會議」(圖15-第5步驟)。 

*請務必記得存檔！(圖15-第7步驟)。 

  

 
(圖14)提供兩種新增會議(課程)的方法，以紅色、綠色文字區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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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看到學生？ Teams「會議(課程)內容」設定？ (圖15) 

*請注意：此階段所有步驟必須一步到位建立完成，事後無法更改需全部重來！ 

 

1-1. 請先於畫面中第5欄的「頻道」欄位，選擇自己任課的課程 > 一般。 

(例如：1092 新世界航海術與造船工藝(通識 - 統合(M))[9999] > 一般)。 

 

1-2. 第1欄「標題」欄位中，請按「頻道」所示之課程名稱。 

系統將會自動帶入課程學生名單！ 

 

2. 第2欄「出席」欄位中請手動填入通識中心同仁。 

→ 通識選修出席 請加入6位同仁：洪耀正、呂長禮、吳書萁、許雅婷、 

林依瑩、王姿淇。 

→ 通識必修出席 請加入4位同仁：洪耀正、呂長禮、李律奇、呂蕙芬。 

 

3. 第3欄「會議時間」，請確認是否正確，並請勿勾選「全天」。 

4. 第4欄「週期性」→選擇「其他」→「結束日期」請選擇「學期結束日」(圖

16、圖17-1、圖17-2)。 

5. 最後一欄「自由填寫」，可填入課程相關資訊。 

6. 請記得「傳送」以存檔。 

  

 
(圖15)建立會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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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重設太麻煩？Teams「週期性」設定 (圖16、圖17-1、圖17-2) 

1. 請於「週期重複」欄位選擇「自訂」。(圖16) 

2. 週期性請選擇「週」(每週重複)。(圖17) 

開始時間為：即日起 

結束時間為：該學期結束時間。 

3. 出現循環的箭頭符號，即為週期設定完成。 

 
(圖16)請選擇自訂 

 
(圖17-1)請選擇「週」。 

開始時間為：即日起。結束時間為：本學期結束時間。 

 
(圖17-2)會議右下角出現「循環符號」，週期設定完成！ 



逢甲通識通訊(第 92 期)2021/6/1  42 

 

 

啊我寫錯了！Teams修改會議(課程)細節 

(圖18)修改會議細節：點選會議→按需求選擇「編輯項目(僅修改本次會議)」

或「更改系列(往後的每一次會議)」。 

  

 
(圖18)修改會議細節： 

請按需求選擇「編輯項目(僅修改本次會議)」或「更改系列(往後的每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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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沒聲音？Teams設定喇叭、麥克風 (圖19-1、圖19-2、圖20) 

1. 「加入」會議，並找到「…」圖示→「裝置設定」。 

2. 確認對應的音訊裝置是否正確，以及喇叭、麥克風是否已開啟。 

  

 
(圖19-1)按一下課程，並「加入」。 

 
(圖19-2) 找到「…」圖示→「裝置設定」。 

 
(圖20) 確認對應的音訊裝置是否正確，以及喇叭、麥克風是否已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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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始上課 Teams 會議(課程)  
 

同學上課了！Teams加入會議(課程) (圖20、圖21、圖22) 

1. 按一下「課程」→按一下「加入」→完成。 

 
(圖20)點選「課程」 

 
(圖21)點選「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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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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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吵？Teams強制關閉學生的麥克風 (圖23、圖24) 

1. 若不進行此設定，學生可以自由開啟自己的麥克風。 

老師可於課程開始前，提醒學生關閉學生自己的麥克風。 

2. 請點選「…」→「會議記錄」→「誰可以簡報」→將「所有人」改為「只

有我」→儲存。 

  

 
(圖23)請點選「…」→「會議選項」 

 
(圖24)「誰可以簡報」→將「所有人」改為「只有我」→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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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魯夫同學請回答！Teams指定學生說話 (圖25) 

1. 請學生自制，當老師指定學生發言時，學生自行開啟或關閉麥克風。 

2. 在「出席者」中，於該位同學名字上按右鍵→「設為主持人」。即可轉換

為學生分享簡報、報告。 

 
(圖25)請在該學生名字上按右鍵→設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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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課也不怕！Teams課程錄影 (圖26、圖27、圖28) 

*請務必錄影！以留下存檔，證明授課過程正常。 

*請務必於課程結束時，點選「結束錄影」並「確認結束」，影片才會完整存檔！ 

1. 請點選「…」→選擇「開始錄影」。(圖26) 

2. 請點選「…」→選擇「結束錄影」→「確認結束」。(圖27、圖28) 

  

 
(圖26)開始錄影。 

 
(圖27)結束錄影。 

 
(圖28)確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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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看這裡！蛤？沒聲音？Teams分享銀幕+學生聽不到聲音 (圖29、圖30) 

*建議以「銀幕分享」為主，畫面比較簡潔。 

方法一、找到「分享內容」→選擇「銀幕」左方的視窗 (圖29、圖30) 

方法二、將滑鼠移至銀幕上方→找到「包括系統音訊」→開啟(標誌沒有斜線)。 

(圖30-2) 

  

 
(圖29)方法一 

 
(圖30-1)方法一 

 
(圖30-2)方法一、成功被分享的銀幕四周會出現紅色細框框。 

 
(圖30-2)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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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名囉！Teams下載出席清單、點名搭配方案 (圖31) 

*點名必須於會議(課程)進行中，方能進行。 

方法一、搭配本校ilearn 2.0讓學生打卡簽到。 

方法二、於會議聊天室中請同學打字答「有」，老師再以列印好的簽到表勾

選，並於課後登錄ilearn系統中。 

方法三、1. 顯示參與者 → 2.點選「…」 → 3.點選「下載出席清單」。 

  

 
(圖31)Teams進行線上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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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問問題？Teams會議聊天 (圖32、圖33) 

  

 
(圖32) Teams學生提問&老師回應-上課中 

 
(圖33) Teams學生提問&老師回應-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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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在哪裡？Teams下載課程影片檔 (圖34、圖35-1、圖35-2、圖35-3) 

1. 開啟會議聊天室。(圖34) 

2. 點選今日會議(課程)影片。(圖34) 

3. 點選「在OneDrive中開啟」。(圖35-1) 

4. 一個新的視窗將被開啟，並請登入自己的o365帳號。(圖35-2) 

5. 點選「下載」即可。(圖35-3) 

 
(圖34) 

 
(圖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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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2) 

 
(圖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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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課囉！Teams錄影影片上傳ilearn 2.0 (圖36) 

 

老師可將課程影片上傳ilearn2.0，以利學生補課。 

  

 
(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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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Teams新增課堂小組頻道、成員 (圖37、圖38) 

  

 
(圖37) 

 
(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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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想參與課程？Teams分享會議室(課程)連結 (圖39) 

方法一、按一下該則會議(課程)→複製會議室連結→發送給特定對象。(圖39-1) 

方法二、編輯會議內容，於「出席者」欄位加入來賓的信箱。(圖39-2) 

  

 
(圖39-1) 

 
(圖39-2)於出席者欄位加入來賓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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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來賓也可以錄影 (圖40) 

1. 將來賓設為參與者 → 點選「…」→「開始錄影」。 

  

 
(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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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 FAQ 1.：老師已建立行事曆，但學生看不到。(圖41、圖42、圖43、圖44) 

 
(圖41)步驟1 

 
(圖42)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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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步驟3、4 

 
(圖44)完成並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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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 FAQ 2.：找不到學生名單？  

1. 「頻道」欄位請務必選擇自己的課程團隊！(圖45)  

2. 找到課程團隊→點選「…」→點選「管理團隊」。(圖46) 

3. 「成員」會出現學生名單(系統將會自動帶入學生)。(圖47) 

不必再於「出席」欄位手動加入學生。 

 
(圖45)「頻道」請選自己的課程。 

 
(圖46)自己的課程團隊「…」→「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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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成員」會由系統自動帶入學生名單。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