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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課輔與遠距教學方法研究與實務 
  

許雅婷撰文 

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在109學年度規劃了一個寒假偏鄉服務隊的計畫，以台

中市霧峰區復興國小做為服務的對象，並在學期一開始就積極的規劃排定相關

的活動，到了學期中得知有募集筆電的計畫，更覺得可以將短暫的寒假服務隊透

過串聯”再生電腦計畫”、”遠距課輔”以及”寒假服務隊”讓我們同學的能量可以更

放大，並能有持續的效益。因此在109學年度上學期中舉辦了『你捐汰舊電腦，

我捐希望課輔』的活動，募集大家手中不在需要的汰舊電腦，透過華碩電腦再生

計畫進行維修、整理，之後再透過申請將再生電腦送給偏鄉的孩童使用並搭配志

工遠距課輔。由此展開串連的第一步。雖然寒假期間因疫情關係營隊被迫於活動

前幾天停辦，但後續同學們仍是希望能透過符合防疫的線上課輔的方式認識國

小的同學們，並延續教學輔導的精神。 

接著，志工同學將募集的電腦捐給華碩後便正式向「華碩再生電腦數位培育

計畫」提出再生電腦的申請，並於109學年度下學期開始遠距課輔的活動，並且

對隊外廣招募有意願加入這項活動的志工同學。同時，串聯起程堡程式教育的團

隊同學(程式課程)以及逢甲電視台(活動影片拍攝紀錄)的同學們一起開設了一堂

「遠距教學方法研究與實務」學生自主課程，希望能夠在服務的同時也能從中讓

同學們學習及了解遠距線上教學的上課模式，以及相關輔助措施，並能實際進行

實踐，帶給國小端更好的教學資源。 

志工隊的遠距課輔，透過視訊設備與線上平台，以每周2次的定時、定點、集

體方式進行一對一線上即時陪伴學習。並依據國小同學們的學習需求來規劃課

程(包含國文、數學、自然等等)，在過程中志工同學們了解到除了國小同學們的

課業輔導外，對於小朋友們，陪伴以及生活上的關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期

望能透過線上課輔的陪伴，增加小朋友們對學習的興趣，並藉此改善學習情況。 

為了提升遠距線上教學的品質，以及規劃中要舉辦的現場活動，自主課程中

安排了幾個工作坊教同學們相關的事項，以關於課程與活動規劃的方向。通識藝

文沙龍志工隊也額外再排邀請國小的老師講課-如何將數學教學融入在遊戲中，

邀請程堡教育團隊講解如何教導小學同學簡易的程式概念的相關培訓課程。 

雖然計畫趕不上變化，5月中下旬因為疫情不斷升溫，因此相關活動也暫停，

對國小端的線上輔導，也因小朋友方面的因素所以暫停，但我們的課輔志工同學

仍舊持續開會，並於6月4日舉辦線上成果分享會，分享這學期的過程，以及對於

這計畫提出檢討及改善的方向。接著志工同學在7月12日接到來自「華碩再生電

腦數位培育計畫」電腦申請審查的回覆，通過了申請，志工同學申請的5台筆電

將於8月下旬陸續寄出，這批電腦也將運用於國小端，期待整個計畫活動能夠持

續進行，為偏鄉國小的學生們未來的學習能種下一點改變的希望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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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課輔，同學及老師到現場指導及確認國小同學們電腦設備之使用及連線狀況 

  

  
為了提升對小學生的教學能力及互動，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的同學們安排邀請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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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師講課-如何將數學教學融入在遊戲中，邀請程堡教育團隊講解如何教導小學同

學簡易的程式概念 

  

  
期中活動：由志工撥時間到國小舉辦，舉辦同樂會，志工們也準備了一些小禮物給

予表現持續認真上線上課程的國小同學們鼓勵，並預定帶領同學們為期末競賽進行

創意發想。但由於疫情打亂了一些活動的安排，5月下旬開始原定的實體活動部分

改變型態舉辦，有部分則不得以停辦。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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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三屆逢甲大學英語簡報比賽 

創意廣告影片 廣獲廠商好評不斷 
  

施雅淑撰文 

感謝參與校友合作廠商、贊助單位及學生競賽團隊 

為提供逢甲大學學生一個展現英語溝通能力及創意力的舞台，外語教學中心

與逢甲大學校友會持續合作，推出「2021第三屆逢甲大學英語簡報比賽」。該競

賽之特色在於與外界產業連結，邀請逢甲校友之企業參與，讓參賽團隊有鏈結職

場之實際經驗，並發揮英語能力、創意思考與團隊合作。 

2021第三屆逢甲大學英語簡報比賽邀請了薰衣草森林(股)、微熱山丘、高慶

泉醬油、魚中魚、飛牛牧場、山水米玩米主義、森田藥粧、春水堂、犁茶品記、

中國衛生材料(股)公司、台灣麻糬主題館、喬山健康科技(股)等十二家逢甲校友

廠商一同參與，並有42組學生團隊參與本競賽，故每家廠商均支援2-3組團隊的

創意廣告影片拍攝。團隊們透過企業主的訪談及實地探訪(如圖二)，得以更深入

了解企業經營狀況並以第三者的角度及創新概念來為企業拍攝1分鐘的創意廣

告影片，合作廠商也會從配合團隊中，挑選出優秀的一組團隊頒予「廠商最愛

獎」，每組團隊榮獲五千元獎金，共有12組團隊獲獎(如圖三)。 

參賽團隊在第一階段完成1分鐘創意廣告影片後，將影片上傳至「逢甲人社

群平台」進行網路人氣票選，此為培訓團隊的行銷能力，透過14天的宣傳，為創

意廣告影片拉得最高票數的前五名者，即獲得「創意廣告短片網路人氣獎」(如

圖四)所示。然而在比賽過程中，因疫情進入第三級管控之影響，本競賽不得不

取消實體口頭英語簡報比賽，希望明年可以順利再將比賽辦理地更加圓滿，也謝

謝今年參與的贊助單位、合作廠商、參與團隊與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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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21比賽活動宣傳海報 圖二：拜訪廠商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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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廠商最愛獎得獎名單 圖四：網路人氣獎得獎名單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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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CDIO SUMMER CAMP in FCU-The 

Undying Life of Plastics-Trace the Microplastics 

全英夏令營  
  

吳欣蓓撰文 

CDIO跨領域工程教育規劃推動計畫之計畫辦公室原訂於6/30~7/7舉辦2021 

CDIO SUMMER CAMP in FCU-The Undying Life of Plastics-Trace the Microplastics 

全英夏令營，因國內疫情影響，配合政府第三級警戒，改為7/5~7/9為期四天的線

上實作夏令營。此為CDIO第一次使用遠距離的方式進行課程，也吸引了不少外

籍生及他校師長共襄盛舉！共有39名來自各地的學生(包含台灣、泰國、印尼、

印度、馬來西亞、尼泊爾、美國、越南、伊朗、菲律賓等)一起相互交流學習。 

透過事前準備並寄達的實驗材料工具，學員們配合著前三天四小時的線上課

程，一起體驗CDIO的教學模式，在我們生活的周遭環境中發現並檢驗出微塑料

的存在，一起思考如何能有效的減少微塑料與其帶來的巨大危害，並於各階段進

行發表，最後由印尼、越南籍博士及研究生取得前三名，其中本校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越南研究生Tran Gia Hong及航太系印尼大一生Henky Talino共同奪得營隊

第三名。 

  

  
營隊海報 利用實驗材料包檢驗微塑料 

  
最終發表合照 上課過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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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馬與伯樂的相遇 

論「創意思考」課程的啟發與回饋 
  

王紹平老師撰文 

找無千里馬的伯樂很孤寂，等無伯樂的千里馬很落寞 

在業界琢磨多年後有幸指導「創意思考」課程，因此除依照課綱內容之外亦

加入業界常見的方法做為參考；在課程開始時即強調，以通識教育中心的宗旨

「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作為創意思考的主軸，因此內容著重

於學術與實務的融合，以流行議題與期刊論文為訓練創意思考的方向，兼顧學術

與生活，熟悉的主題內容加上實務的未知領域操作，並力求擺脫枯燥的教條式指

導。 

參與課程的同學多數能從學習方式與安排內容之中獲得啟發，展現於學期初

鼓勵參與課程同學發表學習心得，至學期末時發表數累計超過50則亦超乎預期，

顯見以老師為定位的「伯樂」與學生的「千里馬」將不再孤寂與落寞。摘錄如下： 

項次 學習心得分享 

一 
室設進修一 莊宜萱： 

透過這門創意思考的課程，讓我學習到各種不同思考法的概念及應

用，解決了「想錯方向，思考不到問題的核心」、「心態不對，誤解真

正的問題」這些狀況。活用不同的思考法在解決不同類型的問題上，能

激盪出不一樣的創意及想法。課程中介紹到的思考法如：1.邏輯思考屬

於線性、垂直、收斂思考，適用於有依據有因果的問題，可利用檢核表

法、奔馳法。2.創新思考屬於不規則、發散、跳躍思考，適用於天馬行

空的問題，可利用九宮格法、心智圖法、六頂思考帽法；3.跨界思考屬

於立體、框框外、發散與收斂的循環思考，適用的問題比較廣，可以是

有依據有因果的問題，也可以是天馬行空的問題。此外，老師分享的專

題製作很豐富、用心，讓我們在專題製作方面有所啟發，了解到專題製

作的基本架構，以及過程中所需蒐集的資料、須具備的相關專業知識、

團隊的分工⋯等等，都是專題製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 
營管進修一 范秭苓： 

 在老師的創意思考課程中，我學習到在遇到事情時以各種方式去

延伸思考事情，多面向能夠能讓我多加思考，用5W2H讓我不會像從前

一樣只會看到事情本身，而忽略掉它延伸的事物或相關的東西，用九宮

格跟心智圖能讓我能想到更多關於事物的東西，使我可以有更多的選項

可以選擇，在畫九宮格跟心智圖的時間沉澱自己並思考是讓頭腦可以清

楚思考的好方法，用六頂思考帽來想，可以看到事情的六個面，看到理

性、客觀、主觀、正面價值、負面批評、創新探索，讓思考方式更加多

https://ilearn2.fcu.edu.tw/user/view.php?id=113258&course=8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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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看的面向越多，就能做出對自己最好的決定，不會像以前一樣很沒

效率的做事。 

三 
營管進修一 林承志：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要求我們從「時間管理」這篇文章去做重

點延伸，分別是收集、加工、組織、排成、執行、檢視六步驟去做延伸，

而經過整理後一目了然，變得沒有那麼複雜了，對於往後我的學習方式

也更加省了時間，不會一直糾結於不會的題目而導致浪費了時間，足以

證明這套學習方法省時有效，能幫助我們大腦清晰，而好去做下指令。

很謝謝老師那麼認真的帶我們完成創意思考，並用心做了許多方向的測

驗，在測驗的這部份有感覺到自己的想法可以延伸再延伸，並且有更多

方向可以去做思考及進步！ 

四 
財算三 傅敬雯： 

這學期上創意思考這堂課我覺得收穫很多，因為老師不僅講解得很

清楚，而且我問老師問題，老師都很樂意為我解答，在這堂課中我學習

到很多不同的思考方法，例如:心智圖、九宮格、六頂思考帽等等…我

記得剛遠距教學時我對課堂作業有不懂的地方向老師提問，老師不僅很

有耐心的回答我的問題還重新講解一次課堂作業雖然是個小動作，但這

讓我看到了老師的用心。接著老師讓我們練習九宮格法的部分，我們在

遇到瓶頸老師都不厭其煩的和我們講解理論和原則，讓我學到了很多不

一樣的思考方式。 

五 
電機一甲 邱鼎詒： 

課堂中教導我們教導我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再是用以往的自覺思考，

而是用不同的思考法以脈絡來擴散自己的思索方向，藉由老師課堂中的

講解使我可以清楚認識到各種思考方法，而在課後的作業，使我不僅了

解其中的理論及其原理，也在實際的練習中更了解如何應用。期末成果

報告，老師要求我們使用上課所學來分析一個真正的文獻資料，這是一

件從沒試過的事，原本複雜的論文藉由思考法被一一剖析，變成一個個

學習的養分，然而組員的分工，使每個人能以不同重點出發，最後統整

出一份完整的簡報，順利完成這次的報告，讓我受益良多。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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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接種莫德納新冠肺炎疫苗觀感甚佳 
  

黃煇慶撰文 

台灣新冠肺炎疫情自五月間進入三級警戒以來，施打疫苗以增加抵抗力成為

全民共識。台北市宣布於7月8日起開放68歲以上預約施打莫德納疫苗後，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夫婦即上網預約7月11日在台大醫院區接種系統。此次北市施打新

冠肺炎疫苗遍佈各大醫院、診所，黃老師預約台大醫院站，源於前任職外交部期

間地利之便外，常因接待日本訪賓學者參訪舊日本帝國大學之一的台灣大學，而

熟識當時留日東北大學醫學博士的陳維昭校長，且陳校長夫人唐香洋女士亦巧

為黃老師就讀省立南投中學時代的音樂老師，因而往來密切、互動頻繁。台大醫

院不愧是我國最大醫藥教學醫院，施打動線標示清楚，按預約時段分流安排接

種，從報到、問診、注射、觀察、交付COVID-19施打紀錄卡等階段均有專人指

引。且此次施打疫苗為來自美國捐贈的莫德納，現場醫護人員乃特別囑咐後續注

意事項，醫院出口處工作人員又溫馨協助攝影留念。令人觀感甚佳。 

  
圖1、圖2-台北市開放68歲以上長者施打默德納疫苗媒體廣告 

  
圖3、圖4-上網預約後即可查詢結果，市政府及台大醫院並主動以電話視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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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圖6-台大醫院到處可見明顯接種疫苗的路線標誌 

  
圖7-台大醫院接種疫苗報到處之一 圖8-台大醫院接種疫苗報到處之二 

 
圖9-台大醫院報到區立有「打完疫苗 進入勝利組」廣告標語，令人會心微笑。 

 
圖10-台大醫院接種疫苗問診區之一 

 
圖11-台大醫院接種疫苗問診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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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台大醫院疫苗注射區之一 

 
圖13-台大醫院疫苗注射區之二 

 
圖14-黃煇慶老師夫婦於台大醫院疫苗施打完成後出口處紀念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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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校友博生來洽明春東亞國際經濟論壇 
黃煇慶撰文 

包含本校及東京、沖繩、上海、西安、南韓等相關大學所組「東亞國際經濟

論壇」，上(2020)年12月輪由沖繩國際大學舉辦。因疫情嚴峻，各校又表不採視

訊，盼維持以傳統研討方式，故延至本(2021)年10月。惟鑒於東京、沖繩疫情再

度進入緊急警戒，復徵詢各方意見後，曾蒞校參訪的本次主辦沖繩國際大學名嘉

座元一教授，電郵暫訂明(2022)年元月22日進行。自任職外交部即多次參與該國

際學術研討會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即轉知2018年3月輪由本校主辦當時擔任

經濟系主任之陳善瑜教授，以及2019年10月隨本中心黃老師前往東京大東文化

大學發表之郭明鴻校友博生等師長校友商議。7月12日，曾多次隨本中心黃老師

訪日之兩位同係EMBA校友、工工博班生郭明鴻、張國鈜，連袂來校，與黃老師

商洽屆時如何再組團赴日與會。師生間長久來亦師亦友，今後發展令人期待。 

 

 
圖1-(左起)郭明鴻、黃煇慶夫婦、張國鈜(2021/07/12攝於黃老師研究室) 

 
圖2-曾蒞校與會的日本沖繩國際大學名嘉座教授，電郵通知2022年1月22日舉辦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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