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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ffect 及 Blender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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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起因疫情的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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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場新開課程實際操作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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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先已在上課的「Blender 3D 動畫設計與製作」課程後半段幾次課程轉

為線上實時授課，同學們反而在線上討論得更加熱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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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門課程每周授課一次，皆須上課6次，課程預計到7月中下旬才完成，

原本每週上課時間約1.5小時，但實際同學們實作討論都會超過時間，課程也因

應課後實作的部分，讓同學們還可利用Teams會議室討論，且搭配課程開設了

Line群組，讓大家在回去練習遇到有遇到問題時，可以相互交流討論。 

「After Effect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教授學生以視覺原理為基礎，製作數

位化特效所需的理論知識，以及影片後期特效專業所需的入門知識。從零基礎學

到會After Effects軟體的使用並搭配Photoshop與Motion Sketch功能結合運用，課

程最後會讓同學們製作一支30秒的動畫短片。 

「Blender 3D 動畫設計與製作(二)」課程教授學生如何有效使用Blender 3D

工作流程，即使從未使用過也可以參加學習，並整合影片編輯與後製製作特效，

課程將以「場景設計」作為學習的範例，學習在Blender裡構圖的技巧，建立3D

構圖觀念，從概念發想到場景的創造，學習素材如何擺放layout的美感，以及在

Blender中使用貼圖的技巧、如何控制光源、如何選用材質等。課程最後會讓同學

們完成一支30秒的3D模型與動畫製作的短片。 

 

 

※06/29~6/09課程回顧 

  



逢甲通識通訊(第九十五期)2021/7/16  3 

 

 

  

  
「After Effect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3)、(4)課程。(Teams線上實時授課) 

上課日期110.06.29、110.07.06(本課程共需上6次課程)除期末考週當週停課，考完期

末考後，原本已是放暑假的日期，在疫情的警戒狀態中，同學們選擇在家認真地參

與線上課程。課程使用Teams系統實時授課，同學們除了在線上上課，還可利用會議

室討論外，也搭配課程開設了Line群組，讓大家在回去練習遇到有遇到問題時，可以

相互交流討論。 

  

  
「 Blender 3D 動畫設計與製作(二)」(2)、(3)課程。(Teams線上實時授課) 

上課日期110.06.30、110.07.07(本課程共需上6次課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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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英語學習角@角落世界圓滿落幕！ 
  

盧岱逸撰文 

外語教學中心每學期皆會舉行英語學習角，希望透過多元的活動主題增強學

生口說技能並提升學生課外自主學習的積極性。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共計辦理70

場英語學習角，除了「口說練習」場次外，更加開「一對一寫作諮詢」活動，讓

同學們增加了英文寫作練習的機會，以及老師個別強化和指導寫作的技巧。 

四月中旬開始，每到中午時段，位在圖書館一樓的角落世界都會傳來學生交

錯的練習聲。陳秋華(Morgan)老師、實丹尼(Daniel Szpotanski)老師、陳依玲(Rene)

老師及林德修(Matthew Read)老師每週分別以不同主題引導並協助學生分組練

習，同學覺得活動非常有趣，因此每位參與的同學都勇於並樂於分享生活的點

滴。同學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母親節當週活動，因為活動中老師也會分享在他的國

家怎麼過母親節和國外的母親節的由來，同學們對此都非常感興趣。週五的語言

角是最激昂的，連綺薇(Anita)老師帶領著學生們在角落世界高聲歌唱，老師每次

都會精心準備3~5首英文歌曲，另外也會接受學生現場點歌，使得氣氛都嗨到最

高點，時常看參加活動後同學們打開KKBOX或Spotify隨時在下載新的歌曲呢！

雖然本學期期中後因為疫情嚴峻轉為在線上Teams進行活動，但同學們依舊活力

滿滿，參與度極高，也比實體活動更踴躍發言！ 

 「英語學習角」雖然是外語教學中心每學期的例行活動，然而授課老師們

都希望為學生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方法，所以每個學期都會呈現不一樣的主題，讓

同學可以在輕鬆的環境、活潑的氣氛中練習；歡迎未來有出國規劃、想突破害羞

的自己……等的同學們，趕快來參加下學期的英語角學習活動喔！ 

  

  
圖一：陳秋華老師進行一對一寫作諮詢，

協助學生修改英文自我介紹文稿 

圖二：陳依玲老師在角落世界進行主題式

口說練習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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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4 大二專業學系分流成功 
  

許芳瑜撰文 

109學年度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國際生，110年5月5日本校註冊課務

組已公布學生分流名單，本班共4國38位國際生，分流至6院12系（如表1所示），

所有學生都非常期待下學期能加入各專業學系學習。為使學生探索未來方向與

專業適性，在第一學期本班積極安排職能測驗、跨領域Freshman project、各學院

介紹、選課諮詢輔導，在選系期間，先讓學生預選後針對有疑問學生，系上再安

排學生學系個別媒合諮詢，同時雙導師從中輔導，再讓學生決定未來想去的學

系。為使學生可順利銜接大二各系專業課程，第二學期開始每位國際生需至少選

修1-2門選擇未來科系的基礎課程，即早融入適應專業學習方式，7/1(四)109-2學

期成績公布後，學生們也在各專業學系課程取得不錯的成績。 

表 1 109 學年度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學生分流學系統計表 

序號 分流院系 人數 總和 

1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3 3 

2 工程與科學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1 

3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2 

3 金融學院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3 

9 
財務金融學系 6 

4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2 

16 

行銷學系 7 

企業管理學系 3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3 

統計學系 1 

5 建設學院 運輸與物流學系 1 1 

6 資電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6 6 

總計 6 院 12 系 38 位國際生 

也再次感謝全校各院系大力支持下，逐步成長茁壯，也讓國際生們找到自己

能夠發光發熱的地方，期待國際生至各院系後與本地生互相交流不同國家的文

化，提升本校國際教育，拓展國際視野。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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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 得獎公告  
 

林依瑩撰文 

首次大型線上競賽 

「2021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已連續第三年辦理全校性競賽由通識中

心主辦，並聯合校內外資源共同辦理，此競賽辦理起源是為培養學生科技智慧創

新能力，並提升App、AI人工智慧，以及科技、創業相關課程的學習成效，結合

跨域專題製作以發現並解決真實問題，透過競賽方式讓不同科系的學生能夠跨

領域團隊合作，深化程式與智慧科技的學習與應用。 

透過與課程結合鼓勵同學參與校內競賽後，提供專業跨領域評審指導優化團

隊作品，積極與校外資源結合。本年度更擴大辦理參賽對象不僅僅是逢甲學生，

並試辦K-12組，廣邀所有逢甲大學師生團隊所輔導之國小、國中與高中學生，有

展現自我的舞台。 

此次雖因應疫情將實體決賽轉為Teams線上舉辦，總繳件數量仍高達98組，

經過激烈的初賽評選後共有22組團隊入圍決賽，K-12(5組) 則不列入評審，直接

給與參與的K-12學生鼓勵與獎勵(參考Apple在杭州舉辦的K-12組智慧創新賽)，

感謝中華民國資訊社會推廣協會辦理的聯發科技智在家鄉持續贊助支持，已於

初審選出增設之6組智在家鄉特別獎，鼓勵同學優化作品繼續參加校外競賽，所

有獎項於閉幕頒獎時共同線上辦理。 

在這疫情嚴峻的時刻，競賽當日還能有158位師長、同學共同完成這首次的

大型線上「2021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決賽！大專組的參賽同學更做足準

備，透過影片完整呈現作品概念及成果，並透過五位專業評審的問答讓同學有機

會透過反思，在未來讓自己的作品可以調整得更好，感謝李秉乾校長特地上線致

詞、通識教育中心翟主任的大力支持及洪耀正老師的號召，才有這次的結合校內

外資源及中小學的學生共同參與分享，特別感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資訊社會推

廣協會理事長 李世鳴 教授、豐原區富春國小 李秀櫻 校長、豐原區富春國小 

王悅琳 教務主任、逢甲小學 賴榮斌 教務長也都一起上線鼓勵同學! 

在整場激烈的問答過程及評審專業的評估終於在最後選出一等獎是由國際

生因科技發達，書寫漢字機會減少，導致中文學習者書寫能力降低，故設計以書

寫為重的學習漢字app，希望加強漢字古文與今文連結，讓學習者發現其中樂趣，

所發想出來的「國際漢字學習組／漢字學習app——Chinese Fun」、二等獎兩名

「水精靈／水精靈智慧水塔檢測APP」更是因本年的民眾的缺水苦惱，期望透過

智慧水塔檢制APP，來使民眾能及時掌握自家水塔儲水量與水質情形；「不要不

要騷我癢／養Young幣」此作品以志工服務為中心，結合區塊鏈與加密貨幣的特

性，並應用到手機APP上，實現「TIME TO CHANGE」的概念，帶動群眾關注

並投入於社會公益，三等獎三名「Trans For Win／仿生折翼無人機」、「西欸西咪

／實時皮革瑕疵自動檢測嵌入式系統」、「Safe Rent 安心租 Safe Rent 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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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通識中心翟主任更在頒獎時加把五名優勝獎鼓勵同學，不論最後是否獲獎

此次投件的同學們創意發想真的都很棒、也很特別，希望明年也能繼續努力投件

參加我們的競賽。 

此次直播能夠順利完成特別感謝人社院中文系的團隊全體學生蔡侑峻同學、

李彥璟同學、巫嘉莉同學、李駿文同學，以及電視台志工隊的賴俊宇同學、蔡宗

達同學兩個團隊的善用自己的專長完美合作，期待未來逢甲的同學們都有更多

的跨領域實作，對於任何活動或是學業上都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益。 

 

  

  

  
 當日的競賽影片： https://fengchia-

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yilin_o365_fcu_edu_tw/EQ3psNMM9dhBt703u8_-

J8sBR2fjhp0B1dUMQfdnaetxyQ 

當日的競賽影片2： https://fengchia-

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yilin_o365_fcu_edu_tw/EeeyrXqtz4JCh-

2elfZhaRsB1r72lNz6LHHTk4vPDqkKzA 

https://fengchia-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yilin_o365_fcu_edu_tw/EQ3psNMM9dhBt703u8_-J8sBR2fjhp0B1dUMQfdnaetxyQ
https://fengchia-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yilin_o365_fcu_edu_tw/EQ3psNMM9dhBt703u8_-J8sBR2fjhp0B1dUMQfdnaetxyQ
https://fengchia-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yilin_o365_fcu_edu_tw/EQ3psNMM9dhBt703u8_-J8sBR2fjhp0B1dUMQfdnaetxyQ
https://fengchia-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yilin_o365_fcu_edu_tw/EeeyrXqtz4JCh-2elfZhaRsB1r72lNz6LHHTk4vPDqkKzA
https://fengchia-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yilin_o365_fcu_edu_tw/EeeyrXqtz4JCh-2elfZhaRsB1r72lNz6LHHTk4vPDqkKzA
https://fengchia-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yilin_o365_fcu_edu_tw/EeeyrXqtz4JCh-2elfZhaRsB1r72lNz6LHHTk4vPDqkK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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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官網連結： http://www.genedu.fcu.edu.tw/index.php/tw/component/sppagebuilder/11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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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協助高中端開設 AI 人工智慧課程 
  

洪耀正撰文 

在通識教育中心與UFO計畫的支持下，本學期洪耀正老師於嘉義高工綜合高

中部開設彈性學習微課程「AI人工智慧」。歷經了3次班級輪轉，中途更因疫情爆

發而改為線上授課，最後吸引了66名第二類組學生修課，全數取得Google的AI初

階課程證書。 

「AI人工智慧」課程內容乃根據Google Explore ML計畫提供給種子教師的教

材重新編撰而成，除了介紹AI人工智慧、機器學習(ML)與深度學習的基本概念，

同時教導學生ML處理問題的流程步驟，練習將生活所遭遇的問題以ML流程架

構解決。為了引起高中生乃至一般大眾的學習興趣，洪耀正老師在課堂中搭配了

許多遊戲式的實作練習，例如快速塗鴉、語意遊戲、TensorFlow的playgroud，以

及AI影像與文字辨識微專題。藉由這些課堂活動，高中學生不但能夠了解AI，並

有能力完成AI學習歷程報告，有助於後續申請大學入學。 

 

  

  
洪耀正老師向與嘉義高工師長介紹課程規劃(左圖)、第一梯次師生合照(右圖) 

  
第二梯次師生合照(左圖)、第三梯次師生合照(右圖)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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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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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準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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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表單： 

https://forms.gle/8E5aT25H1ysqroz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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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調查至7/31截止.....逾期不候! 

  

 
逢甲大學國際體驗計畫FB公告：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4255549107836230&set=gm.2079857725540422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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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官方網站 
 

尹馨慧撰文 

歷經多時，社會創新學院的官方網站終於以新的樣貌呈現於大家面前，揮別

以往的設計，不再只是介紹社會創新學院與課程，我們新增了幾項新功能讓你更

加了解我們，如：社會創新學院的通識通訊；通識通訊是記錄我們過往做了哪些

事情或活動的文字紀錄整理，使大家能在通識通訊內了解社會創新學院的職責

與活動，這些內容皆放在校園新聞內的「單位新聞」。另外一項新功能是：「活動」

與「競賽」皆一併放置網站上，使大家知道我們辦了哪些課程以外的活動或是競

賽。藉著全新官網的公布使大眾能更清楚明白社會創新學院的功能與價值。當你

瀏覽我們的官網時，將會發現我們是如此豐富且多元的單位。 

  

  
社會創新學院介紹 官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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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送花蓮富里天主堂 
  

薛珍華撰文 

疫情後常聽學生提起，因為這個至今還在擾亂全球的災難，他們出國的夢想

（打工遊學、旅遊、留學）無法實現，可是那是暫時的，疫情過後，他們仍然可

以再度追求夢想。總有一天會解決。但是，對許多人來說，疫情徹底影響了他們

的生計，生活。在花蓮就有這一群家庭、孩子。位在花蓮的富里天主堂服務許多

原住民、新住民、隔代教養、單親、失親等弱勢家庭，疫情肆虐之下，他們和所

有的社會機構依樣面臨捐款短缺的問題。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修女在網路上賣起

了酸菜。其實這個天主堂長期經營綠生農場，販售許多食品，經營愛心小舖，以

此增加收入。綠生學習農場以綠生、無毒的農法培育作物，把原本歷經土石流摧

殘的荒地打造成健康豐沃的土地。目前也成立了綠生小學堂，將綠生農法與環境

保護的觀念推廣出去。農地也規劃了「經濟作物生產區」、「家庭農園營造區」供

訪客學習與參觀。若瑟愛心小舖則是成立於102年，一般產品配合當地社區的需

求如學校、鄉公所、老人及幼教的活動進行義賣，此外也發行禮巻供志工使用，

並獎勵在地表現優異的學童。 

社會創新學院有些募來的文具，含筆記本800本左右、其他文具如粉蠟筆、

彩色筆、剪刀、美工刀、尺、膠水、橡皮擦…等。這些募來的文具本來是去年要

讓學生帶去柬埔寨德普，但也因疫情取消。我們徵得得埔文教基金會Peter的許

可，先轉送國內需要單位。希望小朋友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對人生有盼望。 

  

  
共九箱文具寄到花蓮的富里天主堂。 富里堂的產品共大眾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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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被教」—互為主體性的公民參與 
 

陳慶德撰文 

109年下學期，敝人慶德有幸受聘於父母親的母校—逢甲大學，時任通識中

心核心課程〈公民參與〉教師一職。雖然每周僅有一學分兩小時課，但作為每屆

逢甲大一新生「進入大學門，修行在個人」的基礎課程，課堂上除傳授基礎知識

外，符合課程精神的是，我更想讓那群可愛的小大一學生們，（I）學會獨立思考、

（II）省思社會現況、（III）充實自我文字（或口說）表達，乃至（IV）最終建立

自身理性論述能力。 

故，我針對上述四點授課目標，課程中除了安排同學們分組報告外，實驗性

教學的是「隨機點名」，丟出問題讓學生當下思考回應，而學生所回答的意見與

主張，爾後得馬上「辯證」地請另外一位同學，呼應其論述是否有無道理、補充

之處，互相「溝通」地讓真理越辯越明，藉此建構出自身邏輯能力，與未來出社

會，身為一位知識份子所必備的理性言談，而非僅僅流於情緒性的口水嘴砲戰。 

課堂上我所選擇的議題，多與我們生活周遭或世界各國緊密相關之公民時

事，小至「因檢驗不合格，導致臺灣鳳梨無法外銷至中國，是否有其合理性？或

解決方法？」（當然，托此議題之福，能讓我請班上同學吃上一頓鳳梨大餐，發

揮「實証精神」，檢驗臺灣鳳梨農產品水準），或是「嚴峻疫情當下，誰該優先施

打疫苗？」等，乃至「廢死」、「廢核」等時代精神大議題呢，但此探討並非漫無

目的或聊天式的閒談，我帶領學生從基礎的社會經濟學、國際外交趨勢，抑或功

利主義、公衛學，或現象學等理論，多重角度切入，讓大學生們體會「學以致用」，

言之有物有據，而不再僅是停留在「我覺得」、「我認為」等相對主義發言。 

難得可貴的是，現今學生們自主學習多元，喜愛影音教學，身為老師的我，

也只能趕緊趁空惡補影像理論，如羅蘭・巴特（R. Barthes，1915-1980）攝影理

論與吉爾・德勒茲（G. Deleuze，1925-1995）電影理論等，抑或發揮自身業界影

評經驗，「教學相長」與他們共同成長；當然，文字表達也是此課程極為要求的

一項訓練，儘管現今社會多以「數字、價錢」為王道，但這些小大一在大學四年

內，得學會如何寫好一篇「好」的報告，甚至避免「抄襲」行為，都是在通識課

程就得打好良厚基礎，而等他們出了社會，創作求職介紹，或在公司進行文案計

畫提案，文字功夫自是少不了，故，課堂上正逢母親節佳節，我也鼓勵久未拎筆

學生們，花個幾分鐘，寫張卡片，寄給母親表達其愛意，抑或課後的「心得報告」

創作等提醒，都是希望學生們從最貼近自身生活之處出發，訓練自己寫出真摯的

想法與主張。 

最後，我於任教時，總是想到巴西教育家保羅・弗萊雷（P. Freire，1921-1994），

他曾於其著作《被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1997）》內，言及

現今大學教育多遵循惡性「銀行儲蓄」模型進行著，即老師（儲戶）對著學生（戶

頭），拚命地倒出腦中的「信息（知識）」，進行「存款」，學生只是待填充的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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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或「儲存芯片」），他們的頭腦是空的，甚至沒有選擇被教授的內容與形式，

換言之，老師是位擁有知識和權威的人，學生只需要安安靜靜不開口地接受知識

即可。 

保羅・弗萊雷認為，此觀點嚴重錯誤，因為假定學生僅是「可改造的、可管

理的生命」，更為重要的是，學生越是單方面接受知識，就會越少地開發「批判

意識」，而批判意識正是學生未來作為世界改革者，得必備的能力之一，若是學

生老是依循「銀行儲蓄」模型學習，徹頭徹尾被動化，到後來只淪為「適應世界

現在的樣子」，得到的也僅是「關於現實世界的支離破碎見解」罷了。 

因此，就我看來，教授課程必須得生動、多元，絕非照本宣科，且多花點時

間來與學生互動，另一方面，而學生們也必須跳出課堂上被動接受角色，甚至提

出感興趣的議題，進而刺激講台上，拿著麥克風的老師成長，最終建構出「互為

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學習氛圍。 

我很高興且榮幸地能在逢甲通識課堂上，實施上述教學方式，也感謝我那群

可愛的學生，帶領我完成這一學期美好的〈公民參與〉課程。 

  
圖一：學生們課堂作業練習 圖二：學生們實證臺灣鳳梨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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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可愛學生參與藝文活動合影 圖四：學生思索課堂議題寫作 

  
圖五：視覺媒體批評 圖六：課堂議題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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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考—快樂發想源源不絕的新點子 
 

鄭釗仁撰文 

一、教學目標 

創意思考（creative thinking）是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核心必修課程，透過教導

與演練5大創意思考法，建立學生5個創意DNA，培養學生未來課堂上與同儕互

動的基本能力，包括解決問題、系統分析、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創造力、團隊

合作與溝通表達等能力，因此具有相對重要的教學意義。 

二、課程設計 

創造力包括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五種認知能力，其中

流暢力是指在短促的時間內，構想出大量意念的能力，點子多多。為了讓同學們

盡情地發散發想，以一班60同學為例，在課程設計上，在六三五默寫式腦力激盪

單元，安排每組6人，每人5分鐘完成3個想法，之後將卡片傳給下一個人繼續完

成，30分鐘一個循環，此時每人手上將有含有其他組員分享的18個想法，如表1，

每組6人共有108個想法，全班10組，因此最後產生約有1080個點子；在九宮格單

元，讓每組4人，經由兩層輻射擴散發想，8×8=64，每組有64個想法，如圖1，全

班共有15組，約可得到960個點子；在心智圖單元，屬於個人習作題，每個作品

可得到約20個想法，如圖2，全班共有60組，約有1200個點子。最後透過課堂上

的白板或視訊作分享，讓每位同學可以在短時間內接觸到約1000個左右的點子，

有助於啟發學生源源不絕的流暢力認知能力。 

三、合作學習 

 Parker（1985）認為合作學習是提供一個學習環境，讓學生與同儕一起學習，

互相批判、支援與分享，培養更多的合作行為，共享成果。黃政傑(1996)指出經

由合作學習增進人際互動，培養人際關係能力，解除社會隔離的現象。本課程採

取以學生為本位的成果導向教學，透過5個創意DNA設計模組(5W2H、九宮格思

考法、心智圖法、六三五默寫式腦力激盪法、六頂思考帽)的合作學習之下做中

學，在愉快的學習氛圍中，快樂學習5個創意DNA知識，如圖3、圖4、圖5、圖6、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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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點：協助 65-85 歲長者延緩老化的活動 

姓名 點子 1 點子 2 點子 3 

李○辰 生活作息規

律 

吃飯細嚼慢

嚥 

不要一直坐著

或躺著 

施○晴 多伸展運動 改善睡眠品

質 

避免依賴藥物 

葉○洋 打橋牌 多旅遊 學烹飪 

黃○立 多與家人聊

天 

跟團到戶外

走走 

看報紙 

施○晴 均衡飲食 安排喜歡的

活動 

多接觸新事物

刺激大腦 

葉○洋 編織衣物 寫書法 學園藝 

 

 

表1 六三五默寫式腦力激盪單元：每人5分

鐘完成3個想法，30分鐘後完成18個想法。 

圖1 九宮格單元：一個主題向四面擴散8

個想法為第一層，再以第一層的8個想法

為中心，分別各再產生8個想法， 

8×8=64，共有64個想法。 

  
圖2 心智圖單元：透過文字(中英文)，圖

像分成四個部分完成心智圖報告。 

圖3 小組成員們高興地分享心智圖報告。 

  
圖4 學生興奮地與同學分享報告。 圖5 學生喜悅地分享5W2H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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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各組聚精會神地發想、討論。 圖7 各組振筆疾書書寫發想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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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改變世界的原動力 
  

林文謙撰文 

「公民參與」是逢甲大學通識中心的核心必修課程，本文將簡介筆者自身的

課程設計，以期讀者能對「公民參與」課程的特色有更深的暸解。 

透過國高中的公民課程，舉凡民主、選舉、法治、權利、政黨、利益團體等

名詞，已成為同學們耳熟能詳的基礎知識。然而，「知識的背誦」並不等於「能

力的培養與獲取」，更不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原因如下：第一，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當代公共問題(public problems)的本質

變得複雜且多元。無論是在國際、國內、甚至是社區當中，時刻受到各式各樣公

共問題的挑戰。這使得「問題發現」與「問題解決」等方面的能力變得格外重要。

可是，台灣的學生在「考試導向」的學習環境下，逐漸形成營養失衡的情況，亦

即養成「紙上談兵得多，卻毫無行動力。習慣被動接受資訊，並仰仗他人來處理

公共問題；卻甚少主動發現問題，也沒有機會試著解決問題」。 

第二，全球化的多變特性，提升了「跨領域交流」與「團隊合作」的必要性。

然而，在分數至上主義的薰陶之下，逐漸使台灣學生養成「習於單兵作戰，不懂

得（不喜歡）團隊合作」的習慣。甚至只和同領域的師生來往，鮮少進行跨域互

動。 

第三，背誦再多的詞彙，考試的分數再高，世界並不會為之改善。改善世界

的原動力，來自於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是「參與」使得議題為人所關注，

是「參與」使得改變成真。 

「公民參與」課程的本質，即是為了補強前述三項不足。接下來，筆者以自

身的課程設計為例，簡單介紹課程的實施流程。 

首先，筆者透過「跨域團隊合作」的方式，讓學生「實際參與公共事務」，從

而培養「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次，課程設計包括三個組成元素：「分組合作」、「參訪」、「講述與寫作」

等，茲分述於後。 

一，為使同學們有機會跨域交流，本課程以「混合四個科系」的方式來進行

分組。小組成員來自不同的學科領域，讓學生跳脫本科系的「同溫層」（echo 

chamber)，開啟跨域合作的機會。 

二，我使用「全球化」和「環保」作為議題討論的主軸，希望同學們站在外

國遊客的角度來分析台中市的景點。這些景點包括：一中商圈、台中公園、科博

館、審計新村、柳川、演武場、綠園道、綠光計劃、宮原眼科等。各小組自行挑

選景點，以不重複為原則。並且至景點實地參訪觀察，從而發掘其中的問題，以

及思考應如何處理問題（見圖1至圖4）。 

此外，在發現問題之後，各小組要採取實際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的改善；

意即向相關的主管機關反映問題及提供建議（見圖5與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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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課程以「討論課」（seminar)的形式進行，每週都有一個特定主題與工

作進度，各小組在討論後繳交學習單（見圖7與圖8）。此外，同學們也要自行分

工，完成上台報告和撰寫參訪報告等作業（見圖9與圖10）。 

最後，綜上所述，「公民參與」課程提供了一個起點，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公共

事務，進而培養「團隊合作」、「發現與解決問題」等方面的能力。雖然參與的僅

是都市性質的公共事務，但同學們可以從中積累經驗與勇氣，使其在未來成為改

變世界的原動力。 

 

  
圖1：中山公園 圖2：一中商圈 

  
圖3：宮原眼科 圖4：秋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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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一中商圈與中山公園問題反應 圖6：反應問題至高美濕地遊客中心 

  
圖7：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圖8：分組討論 

  
圖9：上台報告 圖10：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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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與日籍應屆畢業校友話別 Sayonara 
  

黃煇慶撰文 

選修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日本歷史與文化」及「商用日文(上)(下)」課程的

日籍留學生高木夏帆，於6月19日線上畢業式後順利自本校國貿系畢業。並由同

為國貿系友的仲宗根爽日籍留學生，號召邀集81位留台的日籍學生搭乘6月29日

星宇航空，經大阪關西國際空港(KIX)轉搭JTA包機返回沖繩。該包機源自仲宗根

同學與本中心黃老師之構想，在三月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理監事會議時提出時，即

受趙文瑜理事長支持，並請沖繩旅遊公司(OTS)駐台社長，也是中琉文經協會理

事的與那霸正雄及沖繩縣政府台北事務所仲本正尚所長等協辦。仲宗根同學更

經「台灣沖繩縣人會」等網路群組，邀集約百名琉球沖繩留台學生盼以包機方式

於暑假返日。鑒於沖繩那霸國際空港因疫情關閉已久，短期內難以重啟配合，乃

改經關西再包機直飛沖繩，出關後按規定隔離之方式辦理。是日一早本中心黃煇

慶老師夫婦會合OTS與那霸社長及趙美雲秘書前往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協助，

巧遇沖繩縣人會台中支部長高那航太郎君也來送機。黃老師夫婦再與高木應屆

畢業校友及仲宗根同學等多位留學生話別珍重（さよなら、Sayonara）。兩天後

曾率團蒞校參訪的琉球久米崇聖會國吉克哉理事長，轉傳當地琉球新報刊載留

學本校的仲宗根同學，籌劃包機經緯與感覺回家真好的報導。 

 
圖1-(左起)黃煇慶老師、高木夏帆校友 

 
圖2-(左起)高那航太郎支部長、黃煇慶老師、高木夏帆校友、仲宗根爽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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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留學生們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依序辦理登機手續之一 

 
圖4-留學生們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依序辦理登機手續之二 

 
圖5-(左起)仲宗根爽同學、黃煇慶老師、OTS趙美雲秘書、與那霸正雄社長 

 
圖6-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一一向登機留學生們致意話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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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琉球新報20210701報導https://ryukyushimpo.jp/news/entry-1347316.html 

  
圖8-久米崇聖會國吉理事長轉傳7

月1日琉球新報有關本校仲宗根同

學籌劃包機返國報導。 

圖9-琉球新報20210701報導搭JTA包機留台學生返

鄉，與家族久別重逢的歡喜畫面。(６月29日午後８

時すぎ、那覇空港、ジャン松元撮影） 

 
圖10-20210701琉球新報新聞報導，特別提及籌劃本次包機返國的仲宗根爽同學，係

2018年來台灣台中逢甲大學的留學生。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844b482c20049b719b9c8f38d10d6b681a4c54ef/images/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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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左起)仲宗根爽同學、黃老師夫人、高木夏帆校友(20210629攝於桃園機場) 

 
圖12-(左起)黃老師夫婦、仲宗根爽同學、高木夏帆同學、機電系傅學愷校友 

(20210427攝於黃老師研究室) 

 
圖13-(左起)黃老師、高木夏帆同學、仲宗根爽同學、機電系傅學愷校友 

(20210427攝於黃老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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