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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至 19 日微學分課程 
  

許雅婷撰文 

109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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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場新開課程「商標申請

實務快速上手」、「AR擴增實境應用-IG濾鏡實作教學」、「專利撰寫快速入門班」

等課程的實際操作，發覺同學們即便在一次四小時的線上課程中若真有興趣也

能很專心投入與老師互動並產出作業，因此在6月中下旬再加開「After Effect基

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和「Blender 3D 動畫設計與製作(二)」等課程。而由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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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也於6月19日於線上舉辦小型成果發表會，展示同學們透過系列課程學習運

用軟體所產出的設計理念。 

本學期的通識微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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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富邦金融所捐課的「富邦理

財競爭力微學分-Z世代理財三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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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94 期)2021/7/1  3 

 

 

微學分 6/8~6/19 課程回顧 
 

許雅婷撰文 

  

  

  
「After Effect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課程。(Teams線上實時授課) 

上課日期110.06.08、110.06.15(本課程共需上6次課程) 

同學們除了在線上上課，利用會議室討論外，也搭配課程開設了群組，讓大家在回

去練習遇到文題時，可以相互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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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nder 3D 動畫設計與製作(二)(1 )」課程。(Teams線上實時授課)(11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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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110.06.19)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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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shman English The Top Reader  

Contest 閱上高峰！ 
盧岱逸撰文 

從106學年開始，大一英文課程推行課外廣泛閱讀 (Extensive Reading) 並且

搭配Mreader線上系統檢核學生的閱讀成果，在全球的學生排名中，逢甲學生的

表現名列前茅，十分亮眼。109學年度開始，考量學生閱讀讀本取得的便利性及

閱讀的廣泛性，大一英文課程調整為課內英文精讀及課外廣泛閱讀兩部份，除教

科書外，課內英文精讀將使用各院教師推薦的專業原文訓練英文閱讀理解力，課

外會使用Xreading線上閱讀平台系統，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選讀上千本英文讀物。 

109學年第二學期搭配大一英文課程持續辦理「The Freshman English The Top 

Reader Contest」，並於寒假期間(1/25)起即開放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在家也能持續

線上閱讀。中心一開學就收到了好消息，得知有同學的閱讀字量已接近百萬；到

了學期末，更是有兩位中級班的學生閱讀字量突破百萬，而且根據統計，工科院

的學生表現十分搶眼。百萬字相對來說已經完成Xreading線上資料庫中百分之五

十且級數較高的讀本，這對於中級班的學生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他們接觸

到比課本中更深的文章，更艱澀、更廣的單字。根據同學分享，往年寒假大多會

出國旅行或是參加活動，但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很多計畫都取消了，所以除了

打工外，在家有時間都會上線讀個一、兩本書消磨時間，這讓整個寒假的生活充

實了不少，過程中也獲得很多，原本閱讀會覺得是一件很嚴肅、很煩躁的事情，

但是現在覺得閱讀的習慣被培養了，也慢慢覺得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了。同學更

分享到，國中跟高中都在為了升學而讀書大學，大學一年級是我近幾年讀最多課

外讀物的一年了。 

110學年外語教學中心將持續使用Xreading線上閱讀系統，為同學提供多元的

讀本及便利的閱讀管道；當然，「The Freshman English The Top Reader Contest」

還是會持續舉辦，讓樂於閱讀及想挑戰自己的同學擁有發揮的舞台。 

 

 

 

 圖一：109-2 「The Freshman English The Top Reader Contest」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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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暑期服務團隊籌備 

《國小英文教學營》 
  

王鈺琪老師指導‧黃冠霖同學撰文 

初露鋒芒-志工隊暑期服務隊計畫 

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以下簡稱志工隊)在今年四月初時迎接睽違已

久的國小營隊任務。我們鼓勵志工隊隊員都能一起參與此項計畫，在暑假舉辦國

小英文教學營；雖然志工隊對於國小營隊這塊尚未熟悉，但對於得知有此項活動

的隊員們都有極高的意願參與此活動。在確認參與人數後，所有參與此活動的隊

員透過面試，說出各自想法與專長後，並適當分配各個隊員的組別及職位。此次

服務團隊的主要宗旨為，能夠透過輕鬆有趣的方式，結合英文繪本、演戲、唱跳，

培養出小朋友對於英文的興趣及想像力。而在初次開會時，因為大多數隊員對於

教案規劃較不熟悉，所以由督導教師王鈺琪老師帶領，和隊員們分享教導不同年

齡層學童的應對技巧，以及活動教案撰寫的實際範例。在老師與隊員的討論後，

一同激發出更多的創意的想法，讓這次服務團隊初露鋒芒。 

 

漸入佳境-密集開會凝聚你我 

此次服務團隊主要分成成主持組、隊輔組以及課程組，透過各小組幾個月以

來的討論後，我們明確的訂出主題，順利寫出各項課程的教案、投影片及設計好

劇本。在每週四晚上，所有隊員都會聚集在外語中心EZ空間，除了回報各組進

度，同時會請各組分別上台進行試教，老師及其他隊員則會分享自身建議及想

法，讓各個教案的負責人了解自身的優缺點及改善方式。經過這樣密集的籌備

會，隊員們對於教案撰寫已經漸入佳境，對彼此的凝聚力也更加緊密。無奈，因

為COVID-19疫情的升溫，學校配合政策和安全考量實施線上教學，隊員們集思

廣益，相約固定時間透過線上來開會，雖然彼此知道暑假順利出隊的機率不高，

服務團隊可能會順延到下學期，但是所有隊員更加團結，將教案修正的更加完

整。因為代表著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我們每一個人，都想展現出自己

最好的一面，也想看見小朋友那最純真的笑靨。 

 

FB 粉絲團: FCU FLCV 逢甲大學外語中心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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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志工隊隊員進行劇本試演 圖二：暑期服務隊的會議討論 

  
圖三：課程組進行課程試教 圖四：教案劇本順稿 

  
圖五：隊員以英文繪本發想教學活動 圖六：各組上台發表教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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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人來相挺！第二屆國際生華語說&唱比賽 

國際生用中文說/唱出對台灣的感動 
轉自逢甲快訊 

通識教育中心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簡稱PMP)辦理2021第二屆逢甲

大學國際生華語說&唱比賽，本比賽由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人

月刊、逢甲大學校友總會、廖英鳴文教基金會、高雄市歡喜人協會及逢甲人社群

平台主辦，本次區分為演說組和歌唱組，共吸引全校11國23系79位母語非華語之

國際生報名參加，110年5月7日辦理初賽，選出各10組國際生晉級決賽，站上高

手如雲的舞台，最終共6國13系24位國際生進入決賽角逐。 

本次演說組的主題是：我去過台灣最好的地方。國際生可以從人、事、景、

物連結發生的地方，分享更多在台灣的美好經驗。歌唱組主要呈現出唱歌學華語

的成果導向，讓國際生用歌聲、肢體動作，傳達心中的感受，不管悲傷或喜悅，

都是真實且珍貴的紀錄。 

雖然疫情持續緊張，最終決賽改採影片錄影方式進行決選，但也澆不熄國際

生得到最高榮譽的熱情，皆完成比賽影片的錄製，經過5位評審線上決選會議後，

終於在110年6月18日公布並頒發了12個獎項，共24位同學獲獎。演說組及歌唱組

首獎，分別來自印尼企業管理學系的張郁瑄及企業管理學系日本的山本敦也獲

得，評審們一致肯定本校國際生的勇敢追夢、熱愛台灣。葉淑蕙校友(逢甲EMBA)

說到：看到國際生這麼精采的表現，也從中獲得了啟發，真的令人感動。除此之

外，國際生大一不分系的一年級學生更有7位也擠進決賽並獲得好成績，跟各系

所學長姐們一起競爭，毫不遜色！評審呂紹良校友(逢甲紡織系)提到：校友會能

支持這麼有意義的活動，非常榮幸。 

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提到：「王惠鈴主任領導的團

隊，在疫情狀況下克服困難，今年順利完成比賽，讓國際生們有競賽的機會」，

而王惠鈴主任也特別感謝默默在背後當強大後盾的各位校友們，看到國際生們

的表現感到驕傲。相信在本校校友的支持與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校將在世界文

化交流的舞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圖1-110年5月7日 國際生華語說唱比賽-初

賽參賽者合影 

圖2-入選決賽之共6國13系24位參賽者初賽

表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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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逢甲人來相挺，第二屆國際生華語說&唱比賽， 

國際生用中文說/唱出對台灣的感動 
  

許芳瑜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簡稱PMP)辦理2021第二屆逢甲

大學國際生華語說&唱比賽，本比賽由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人

月刊、逢甲大學校友總會、廖英鳴文教基金會、高雄市歡喜人協會及逢甲人社群

平台主辦，本次區分為演說組和歌唱組，共吸引全校11國23系79位母語非華語之

國際生報名參加，110年5月7日辦理初賽，選出各10組國際生晉級決賽，站上高

手如雲的舞台，最終共6國13系24位國際生進入決賽角逐。 

 

本次演說組的主題是：我去過台灣最好的地方。國際生可以從人、事、景、

物連結發生的地方，分享更多在台灣的美好經驗。歌唱組主要呈現出唱歌學華語

的成果導向，讓國際生用歌聲、肢體動作，傳達心中的感受，不管悲傷或喜悅，

都是真實且珍貴的紀錄。雖然疫情持續緊張，最終決賽改採影片錄影方式進行決

選，但也澆不熄國際生得到最高榮譽的熱情，皆完成比賽影片的錄製，經過5位

評審線上決選會議後，終於在110年6月18日公布並頒發了12個獎項，共24位同學

獲獎。演說組及歌唱組首獎，分別來自印尼企業管理學系的張郁瑄及企業管理學

系日本的山本敦也獲得，評審們一致肯定本校國際生的勇敢追夢、熱愛台灣。葉

淑蕙校友(逢甲EMBA)說到：看到國際生這麼精采的表現，也從中獲得了啟發，

真的令人感動。除此之外，國際生大一不分系的一年級學生更有7位也擠進決賽

並獲得好成績，跟各系所學長姐們一起競爭，毫不遜色！評審呂紹良校友(逢甲

紡織系)提到：校友會能支持這麼有意義的活動，非常榮幸。 

 

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提到：「王惠鈴主任領導的團

隊，在疫情狀況下克服困難，今年順利完成比賽，讓國際生們有競賽的機會」，

而王惠鈴主任也特別感謝默默在背後當強大後盾的各位校友們，看到國際生們

的表現感到驕傲。相信在本校校友的支持與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校將在世界文

化交流的舞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歡迎大家一同欣賞國際生精彩的表現吧! 

演說組：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rxTeVj6FDH1R4az5rTxOrzZMGtGSvVJ 

歌唱組：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rxTeVj6FDHoRhdrTy-CJAgj7K69eV1n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rxTeVj6FDH1R4az5rTxOrzZMGtGSvVJ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rxTeVj6FDHoRhdrTy-CJAgj7K69eV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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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110年5月7日 國際生華語說唱比賽-初賽參賽者合影 

 
圖說 入選決賽之共6國13系24位參賽者初賽表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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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4 線上結業典禮，祝福學生順利分流至各系 
  

許芳瑜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於110年6月16日舉辦了第四屆的線上結業典

禮，恭喜所有國際生們都完成了大一的學業，大二分流到自己所選的專業科系，

當天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主任、PMP王惠鈴主任及所有授課教師與TA都來到線

上一同參與及給予學生祝福。 

 

第四屆的國際生，起初因為疫情的關係在去年9月入學時，也維持了一個月

的線上上課，而現在學年結束時，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在線上結業，也是因為有

這樣的經驗，讓學生們更珍惜在實體課堂上課的時光，在課堂中特別積極努力在

學習。日本學生提到：一開始來到台灣很緊張，怕有語言和生活適應的問題，但

謝謝PMP的帶領，讓我們現在都不再害怕。經過一年的時間，學生的華語突飛猛

進，來自日本與泰國的同學，更特別改編中文歌曲，自己寫詞，製作了「PMP4

畢業歌」，敘述著這一年在逢甲大學的美好經驗。另外，全班更拍攝了一部感恩

的影片，分享當初為什麼選擇PMP、學習的經驗分享和感謝PMP與所有老師們這

一年的教導，非常令人感動。 

 

而110年9月國際生們將分流到全校12個學系，王惠鈴主任也提到：大家的挑

戰正要開始，但不要害怕，因為在各系也會有關心國際生們的主任、導師和系助

教，自己要想辦法認識與融入系上，讓老師知道你們困難，也歡迎大家回來PMP

分享自己的優秀的表現! 最後也邀請大家一起欣賞國際生們製作的影片! 

 

 PMP4畢業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hzqc0U9tr0&ab_channel=sa 

 PMP4回顧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L0JT4KgaE 

 PMP4全班感謝畢業影片：https://youtu.be/tVpQdZCdb6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hzqc0U9tr0&ab_channel=s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L0JT4KgaE
https://youtu.be/tVpQdZCd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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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線上結業典禮 

  
圖說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線上結業典禮大合照 

  
圖說 國際生自編PMP4畢業歌 圖說 國際生自製的感恩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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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360 無人機設計與創意應用課程 

成果發表會 
  

許雅婷撰文 

由廠商捐贈課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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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因疫情的關係原定6月26日舉辦的AUTODESK2021逢

甲盃設計挑戰賽實體賽被迫延期。但為了鼓勵同學們的學習成果特別於110年6

月19日(六)13:00於Teams線上舉辦小型成果發表會，展示同學們仿生無人機的設

計圖與設計理念，同時並邀請了AUTODESK教育經理張凱雲經理一同來參加線

上成果發表會，勉勵同學們的學習成效。 

本次共有10個組別完成課程挑戰(共有34位同學取得培訓課程的證書)，同時

為了鼓勵同學們的認真，AUTODESK碁峯資訊特別讓學生互相投票選出三組獲

得獎勵。AUTODESK課程完成後，原廠還會加發一張原廠培訓課程證書，讓同

學們除了學到技能，也能獲得一張培訓書為將來職場加分，同時之後能再進一步

參加實體競賽以及參加證照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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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疫情升溫應變政策 
 

陳淑慧 撰文 

各位親愛的同學，因為疫情關係打亂我們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的步調！但也請

同學要多學習英文，了解各國文化!準備好....逢甲還是有很多交換與出國機會

喔！ 

 

以下是因應疫情作法，有錄取者請選擇適當方案，未錄取者想取得學分要繳交的

期末作業! 

1.已錄取者(表1)，調查同學ABC方案， 

     請填寫表單：https://forms.gle/8E5aT25H1ysqrozb9  ( 調查至7/31截止 ) 

2.未錄取者(表2)，只要有提國際體驗計畫書/參加沙龍五場活動/心得報告就

可獲得統合類2學分。(需於9/22 (三) 24:00之前繳交心得報告，學分登錄於110學

年度上學期)。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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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3D 設計夢想號學生大使專題專題課程】 

邀請施怡君老師線上分享 

衍生式設計與軟體系統介紹 
 

建築二甲 曾睿禾 撰文 

 

本次課程邀請到了施施設計的創辦人施怡君老師來教導學生衍生式設計，介

紹衍生式設計的邏輯以及來由，接著說明通常設計所運用之方法及輕量化設計

的概念，並提到常用到的就是仿生設計，以透過擬仿生物的特色或骨架，釐清及

整理設計資訊後開始進行建制模型的作業，也說明如何設定模型該保留的基本

元件再來透程式設定與AI說明輕量化的目標及結構。 

老師說明如何運用fushion360的軟體，如何設定模型該保留的基本元件再來

透程式設定與AI說明輕量化的目標及結構，決定好之後上傳雲端開始進行分析

與運算，最後就會生成許多不同的結果，可以在自己覺得較符合得結果再進行編

輯。藉由輕量化為前提透過電腦的計算，算出一個獨一無二的造型與結構，而且

與以往不同，透過全新的3D列印技術能直接生成結構體，不只在工業上的使用，

在更大尺度的建築領域也能有優秀驚人的表現。 

最後，感謝陳上元老師安排了這堂課，透過施老師的介紹能更加順利地運用

目前最夯的設計方式並且透過視訊教學，能讓學生們快速地學會如何運用於本

課程的軟體Fushion360上。 

  
圖1-衍生式設計案例 圖2-全新的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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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知名產品-閃電摩托車 圖4-視訊教學過程 

 
 

圖7-衍生式設計建築案例 圖8-視訊教學過程 

  
圖7-衍生式設計建築案例 圖8-視訊教學過程 

衍生設計(1)_衍生式設計與軟體系統介紹 - TEAMs 線上會議連結：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

join/19%3a34a4c22d931243248640f36348d2150d%40thread.tacv2/1621224342552?conte

xt=%7b%22Tid%22%3a%2216ca737d-aabe-4d50-ac56-

16847050712c%22%2c%22Oid%22%3a%225eb91d58-d2ac-4a6e-b32b-

d309356fc6eb%22%7d 

 

衍生設計(2) _衍生式設計的運用- TEAMs 線上會議連結：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

join/19%3a34a4c22d931243248640f36348d2150d%40thread.tacv2/1621224342552?conte

xt=%7b%22Tid%22%3a%2216ca737d-aabe-4d50-ac56-

16847050712c%22%2c%22Oid%22%3a%225eb91d58-d2ac-4a6e-b32b-

d309356fc6eb%2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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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音樂文化專題課程-田野調查】 

110 年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 
 

電機二乙 葉暐均 撰文 

五月七日的清早6點整，戴文嫻老師開車載包含我的五個學生從逢甲大學前

往南投縣仁愛國小從事田野調查活動。我們大約8：00到達仁愛國小停好車。其

實這個活動「110年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也是布農族人的全國傳

統競技運動會，因為很盛大，全族人都會放假。而我們要看的部分是傳統慶典的

展演 (見末頁的展演程序表)。原本預計要留到11：00的我們，不過大會延遲30分

鐘左右才開始，因此我們觀賞的最後一個表演是海端鄉的收穫祭。雖然很可惜沒

聽到國小組布農歌謠的合唱，不過我們總共觀賞了布農族最重要的就是這八個

祭典的表演，這次田調收穫很豐富。 

這是我第一次做田野調查，很高興有戴文嫻老師的指導。老師有十年左右的

田野調查經驗。她指導我們要分工進行田野調查：我是負責做文字紀錄的，其他

的組員幾個使用老師的攝影器材拍照和錄影，一個負責錄音。之後我們會再做出

一個團體的影片紀錄作為期末報告。我負責做文字紀錄，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拍

照，希望能夠記錄下多一些的細節，所以我也用手機拍照和錄音，只是手機的效

果不太好，同時寫字又拍照，所以手忙腳亂。另外，在那瑪夏區社會組表演嬰兒

祭和海端鄉社會組表演收穫祭的布農族人表演完後，老師帶著我去向他們提問。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向表演者做訪問，他們大多都很樂意回答我們的問題，覺

得很開心。從中也學習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採訪的說話技巧，除了要先自我介紹以

外，可以問對方如何稱呼。那瑪夏區社會組，主要有一個族人在回答我們的問題，

他是朱教練或稱朱大哥。最後，總共有三個族人和老師一起拍照；海端鄉社會組

的族人，我們訪問了兩位，一位著族服持祭器，另外一位著現代服裝戴帽子的是

帶隊的村長。他們向我們介紹這個特殊的祭器，同時我們也讓我們近看和拍照。 

雖然這次田野調查是觀看表演的性質，而且是多個祭典以濃縮的方式在舞台

上展現給觀眾看，並非是去部落裡面看非展演式為期多天的祭典，但我覺得這對

於第一次做田野調查的人很有幫助。在短短三個小時裡面，我們看到了八個部落

的布農族人的不同服飾，而歌曲方面雖然曲目有些是重疊的，但也各有特色。再

者，我們可以在這個機緣下訪問到不同部落的族人，覺得很可貴。 

總結我的心得，做田野調查，首先要有有經驗的人帶領。分工和器材也很重

要，這樣才能有效地做紀錄。再來當然就是要累積經驗和深耕某幾個部落，因為

田野調查是研究者想要從被觀察者身上得到一些寶貴的資料，是人和人之間的

交流，因此，要做好田野調查，如何和對方認識並建立起信任和情誼是非常關鍵

的。最後要再次感謝戴文嫻老師！她不但開車載我們到南投山上做田野調查，還

帶了自己的器材借給們我使用！老師在送我們回到台中高鐵站後，還要趕到埔

里去帶另一組組員，為了這堂課，老師真的非常用心也非常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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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表來源： 110年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 

http://www.bununrenai.com/race-paper.php?i=194) 

  
仁愛鄉社會組–射耳祭 

  
那瑪夏區社會組 – 嬰兒祭 右一為戴文嫻老師，右二為朱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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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端鄉社會組 - 收穫祭 - 兩位受訪者 

  
村長的背影 受訪族人及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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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tool for learning: Spacing repetitions   
  

羅珮瑄撰文 

Results from a reading course on topics from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aiwanese students often read English at very low rates even though they have had 

more than 8 years of English instruction from elementary to senior high school. At 

university, they are often required to read a large amount of English literature, 

especially if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master program. Thus,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y 

increase their reading rates in English. One of the problems for low reading rates is 

students’ low vocabulary knowledge of English.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taught 

7000 vocabulary items at high school, the average actual vocabulary knowledge of our 

students is only about 2000 words, which is due to the overuse of rote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vocabulary learning which is useful for short term learning but not for 

long term memorization as described in the Chinese proverb 記得快忘了快.  

Students in the course ‘English Reading in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were taught 

to use a combination of spacing repetitions for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repeated 

reading to increase their reading rate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After reading a new 

text and immediately looking up unknown words (fixed reading time = 20 minutes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 of the readings), they created vocabulary sets on the app Quizlet 

(https://quizlet.com) and studied the words they did not know over two days. During 

reading for 20 minutes,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except from high proficient 

students, will encounter 20 to 25 new words regarless of the length of the text, an 

amount students can easily handle per week. The sets were copied to the app 

Conjuguemos (https://conjuguemos.com) so that students could test their vocabulary 

knowledge on the next day. As reading rates differed widely in the class, students were 

working individually on the texts, each of them creating their own vocabulary sets. One 

week later, they would repeat reading the same text, annotate the words they had 

forgotten again and check the time needed for reading. They then studied their 

respective vocabulary sets again on two days and tested their vocabulary knowledge 

on the second day. Each week, they also started a new reading. Three weeks after the 

second reading, they read each text for the third time and again studied the vocabulary 

on two days and tested their vocabulary knowledge on the second day. 

As there are regularly too many problems in the first reading, results are shown for 

week 2 to week 13. Students were able to not only increase their reading rates measured 

in words per minute (wpm) over the repetitions (one week and one month after the first 

reading), but also over the complete semester (Figure 1) with reading rates for the first 

readings increasing from 37 wpm to 48 wpm between week 2 to week 13, 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readings, taking place one week after students had rea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ad studied the relevant vocabulary, reading rates increased from 77 wpm to 108 

wpm between weeks 2 to 13, respectively and in the third reading, when they were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content and the vocabulary, reading rates even increased from 

90 wpm up to 130 wpm between weeks 2 to 13, respectively. 

https://quizlet.com/
https://conjuguem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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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semester, the number of unknown words encountered in each new reading 

(Figure 2) decreased from 6 words per 10 lines to 3 words per 10 lines between weeks 

2 to 13, respectively. Analyses of these unknown words show that in the first few sets, 

many ‘new’ words are in the categories of the first 1000 to 3000 words. This means, 

they are very commonly used English words (high frequency words). Later on, the 

percentage of high frequency words in the vocabulary sets of the students decreased.  

Students not only remembered more than 80 % of the vocabulary items after one 

week, revising vocabulary over 2 days after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text increased this 

percentage to over 90 % in the third reading after one month with less than 10% of 

words forgotten again (Figure 3).  

How well students had studied their vocabulary was tested by the number of 

correct words students could type in 5 minutes on the app Conjuguemos. As one of the 

students commented that she was now also able to type English faster, the average 

number of correct words typed by students for each reading and each repetition was 

also calculated and revealed that students had become more proficient in typing English 

as typing rates increased from 46 words to 71 words and even reaching 80 words in the 

third repetitions. Further increases in typing rate are only possible if students learn 

touch typing, i.e., typing without looking at the keyboard. 

Thus, these results clearly show the benefits of spacing repetitions when learning.  

  

  
「Figure 1: Increases of reading rates in 

words per minute for each repetition」 

「Figure 2: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words per 10 lines in each first reading」 

  
「Figure 3: Decreases in words forgotten 

again in % unknown words after one week 

and one month over the semester」 

「Figure 4: Increases in typing rates over the 

semester measured in correct words per 5 

minutes [wp5m] for each repeated reading」 

30

50

70

90

110

13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R1 R2 R3[wpm]

0

2

4

6

8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R1[wp10lines]

4
6
8

10
12
14
16
1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week month[%uw] 

40

50

60

70

8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wp5m] R1 R2 R3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94 期)2021/7/1  23 

 

 

領航盃無人機創意應用大賽 

Trans For Win 
  

航太二乙 蔡承桓撰文 

出賽初賽 

前陣子參加了學校開的微學分課程「無人載具製造所」認識了綠能的賴奇厚

老師。因緣際會下三個航太系大二生盧建均、郭俊葦、蔡承桓，與一個航太大一

洪稔宗、一個運管大一鄭雅璟組成了團隊，由賴老師帶領參加領航盃無人機創意

應用大賽，之後認識了俯視科技的房兆麟老師與黃昭雄老師，兩位老師提供技術

支援，所有的文書資料則由賴老師指導。在課業之餘不斷努力，一次次的開會統

整資料，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份20頁的企畫書，也成功地挺進48組取20組的決

賽。 

決賽 

決賽須將設計企劃書做成模型以及成果發表，對於我們來說都沒有經驗，也

是老師們一步一步帶我們完成的。報告部分因為需要專業分析，但由於我們學校

課程還未學到，我們也是透過網路或不斷詢問老師及學長，自己學習摸索，不斷

的在探索中犯錯，錯誤中學習。最後我們奪下第六名的佳績。 

模型影片：https://youtu.be/3KLzGtZ6EAY 

心得  

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大型比賽，總共投注了幾百個小時的心力，曾經連續花

6個小時在電腦前畫圖，也曾經半夜兩點多還在分析，研究3D列印研究到半夜，

甚至為了最後的報告與期中考卡在一起忙得焦頭爛額。但很感謝一路上有賴老

師、房老師、黃老師與這群夥伴，在所有決賽團隊中，我們是年紀最小的，很多

甚至是拿畢業專題來比賽，可能只有我們是一步一步從零開始，所以今天能有第

六名的成績，真的十分的感謝老師們，更謝謝賴老師，讓我有這個寶貴的比賽經

驗。 

  
1：5飛機模型 技術指導：俯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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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告前的準備 比賽結束時合影，右1為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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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7th CDI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吳欣蓓撰文 

每年六月舉行的CDIO國際大會，因為疫情的影響，原定於泰國曼谷的實體

大會也轉為線上進行；學生競賽部分也是很可惜的暫停了兩年，但是周惠那老

師、朱正永老師(由博士生Alicia代為發表)及薛珍華老師仍然積極的參與論文發

表的部分。於發表期間，各會員組織學校代表老師皆分享了許多執行CDIO上的

實例與困境，大家互相交流，尤其在嚴峻的疫情下，如何於線上課程仍然保留

CDIO之精神。期待來年的全球疫情舒緩，可以再讓學生親身參與CDIO一年一度

盛事! 

 

  

  
第17屆CDIO大會主視覺  博士生Alicia發表實況 

  
周惠那老師發表實況 薛珍華老師發表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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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跨國課程開跑 
  

薛珍華撰文 

因為疫情，這個暑假看起來要出國仍不容易，不僅學生無法出國實習、學習，

往年寒、暑假就在世界各地參加研討會的老師們只能待在自己的國家，參加線上

會議。幸運的是，因為一個科技部的計畫，綠產中心的朱老師找了約10個國家的

教授在線上開課，讓學生們跟著各國教授認識綠色能源、循環經濟。 

目前這些老師們已經緊鑼密鼓地頻頻開會了，老師們來自泰國、印尼、越南、

菲律賓、緬甸、柬埔寨、義大利、英國、美國，當然還有逢甲大學的教學與行政

團隊，目前的課程名稱暫定SGS（Smart Green Synergy）「綠色智慧協作」，課程

內容含菲律賓的智慧農業、越南的生技食品、印尼的大數據在循環經濟的運用、

5G在綠能的運用、綠色建築、綠色社區、智慧能源、非營利組織的智慧農業、當

然一定少不了逢甲帶綠能方面的努力。每個課程聽起來非智慧就是綠能，請大家

拭目以待，錯過要等好幾年噢! 這樣的課程要搭配各個學校的制度、要配合每個

教授的時間，每次開會就有新的難題，但是也就更接近開課了。學生將配合該國、

該校的制度或是課程獲得學分，若有困難，逢甲大學也會頒發修課或學習證明。

無畏疫情，學習永遠不能中斷。特別感謝科技部的計劃，更感謝各國老師在百忙

中參與。 

  

 

各國老師線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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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遠距參加數位教學線上課程活動點滴 
  

黃煇慶撰文 

日本鑑於新冠肺炎肆虐，已多次對重災區的地方政府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以及「蔓延防止重點措施(まん延防止等重点措置)」，並將緊急的期限延至6月20

日。舉凡區內販賣酒類的餐廳、卡拉OK等全暫停業；而無提供酒類的飲食店以

及百貨公司、大賣場等，除限制人數在規定的50%或5000人以下，也僅能營業至

晚間八點。另通常於3月間舉行畢業典禮的各級學校，均改採視訊。兩年前經本

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推薦報考錄取日本國立千葉大學研究所的本校統計系陳啟昌

校友，順利取得碩士學位，送來線上畢業式後的照片，恭喜。而同於3月3日曾多

次蒞校參訪的日本電子學園多忠貴理事長，在東京舉辦創校70周年慶，乃邀本中

心黃老師與會。黃老師爰特於渠在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室進行視訊會議，效果甚

佳。續於6月10日同在研究室，遠距參與本校所舉辦「Teams數位教學技巧融入教

師教學活動」線上課程，席間見參加者出現在虛擬場景中，甚是驚喜。 

  
圖1-日本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及「蔓延防止重點措施」(20210528日本經濟新聞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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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參加人員出現在Teams 虛擬場景功能之畫面，令人驚奇，太贊了。 

   
圖3-黃老師3月3日視訊自拍 圖4-統計系陳啟昌校友 圖5-黃老師6月10日視訊自拍 

 
圖6-黃老師在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室(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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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通識「日本歷史與文化」的最後一堂課 
  

黃煇慶撰文 

本學年畢業式後的週一(6/21)因仍需上課，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所擔任通識

「日本歷史與文化」選修共三班六節的課程，遵照學校指示，於疫情嚴峻期間，

續以Teams線上方式教學。雖係本學期最後一堂課，黃老師仍一向保持渠「日本

精神」，是日一早即抵人言研究室，並採《Japanology日本學〈妖怪YOKAI〉》及

《鬼滅的日本史》兩冊日本近年來最夯的動畫妖怪文化進行遠距教學。事實上，

不僅在日本，就連我們台中周遭的逢甲夜市也出現「赤鬼」牛排、「鬼洗」服飾、

「妖怪拉麵」，甚至溪頭有「妖怪有樂町」，日月潭有「妖怪郵便局」等。日本自

古以來許多畫師就開始嘗試著將妖怪圖像化、造型化。他們運用天馬行空的想像

力創造圖畫，所以製作了知名「龍貓」、「魔女宅急便」、「神隱少女」甚至目

前造成轟動的「鬼滅之刃」等動畫電影，結局都以降魔伏妖，讓人可以心靈平靜

的情節。而在〈妖怪YOKAI〉專書第五章，則將妖怪分為河童、鬼、天狗、山

姥、山男、幽靈、付喪神(舊工具神靈)等類。讓我們了解，鬼在日本被包含在妖

怪裡面。黃老師把存在日本另外一個異界的妖怪及鬼，與人類時空交錯微妙邂逅

的妖怪文化故事，說得有趣，為本課程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圖1-圖2-使用教材「日本學的妖怪文化」及補充資料「鬼滅之刃」中日文書籍 

  
圖3-日月潭妖怪郵局及溪頭妖怪村 圖4-逢甲夜市妖怪拉麵等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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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補充ppt-日本童話動漫「日本昔話」 圖6-補充ppt-日本動漫「龍貓」 

  
圖7-補充ppt-日本動漫「魔女宅急便」 圖8-補充ppt-日本動漫「神隱少女」 

  
圖9-日本神社最多數是祭拜狐狸神社 圖10-拜狐狸日本稻荷神社的總本山在京都 

 
圖11-本校7-ELEVEN商店「鬼滅之刃集點送」電腦網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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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東京世田谷舉辦的「天狗祭」 圖13-竈門炭治郎的師父總帶著天狗面具 

  
圖14-日本怪談-雪女的故事 圖15-京都高台寺舉辦的「狐狸嫁女祭」 

  
圖16-日本很夯的動畫歌「妖怪体操」 圖17-日本AKB48合唱跳的「妖怪体操」 

  
圖18-逢甲夜市的鬼匠拉麵與紅包袋 圖19-黃老師一行訪京都狐仙稻荷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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