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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安心就學方案 
有關開學第一周配合中、港、澳生無法順利到臺就學辦理實時授課，課程教

學志工協助 Teams 系統操作與課程錄影，如有必要可使用計畫經費提供協助，

但以調度大家身邊現有的工讀生為原則，有些同學時數還有剩餘，第一堂課學生

勢必也不太會使用 Teams，各位同仁（國文、外語、選修課程）可能也要出動協

助。 

請各位同仁協助提供各類中港澳生，修讀國文、英文、體育、通識必修、通

識選修課程、班級、人數統計表，要提供主任最新資訊。 

除了最新資訊外，也要讓課務同仁自己把學生加進各個課程中。除了最新資

訊外，要讓課務同仁自己把學生加進去（只要有姓名學號就可以加）。 

有把大家權限加進通識課程 Teams 群組來，請同仁上課程平台。 

藝文活動要暫緩，全校超過 100 人活動都暫緩辦理，以避免疫情有擴散的可能，

核心課程學生這學期就先不要配合活動認證，請律奇跟老師說明。 

全校教職員工生未來每日都要填報自主健康管理，會規劃在行動逢甲上，填寫完

成後才能進學校，否則在校門要量體溫。但我們兼任老師太多，要如何通知，並

下載行動逢甲 2，大家思考一下該如何儘快就定位？ 

 

 

逢甲大學因應新冠狀病毒校內集會活動管理規範 
一、目的：因應新冠狀病毒，校內辦理集會活動時配合防疫所用。 

二、適用範圍：校內場地辦理集會活動皆適用。包含行政、教學單位、學生會、

系學會、社團、外租場地等單位。 

三、活動規模風險評估： 

(ㄧ)100 人以上的「室內」活動：建議延期辦理或取消。 

(二)100 人以上的「室外」活動：可照常舉辦，但務必做好防疫工作，如有必要 

者仍請攜帶口罩。 

(三)與校外單位合作或跨校辦理之活動：建議延期辦理或取消。  

四、防護措施 

(一)集會活動前：請針對活動參與對象進行風險評估，並仍依規定辦理場地申請

借用。 

 1.請主辦單位提醒參與者，如有慢性疾病、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狀 

   請在家休息，勿參加集會活動。主辦單位應透過多元管道進行衛教宣導。 

2.建立應變機制： 

 (1)隨時掌握校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程及校內聯繫窗口。 

 (2)主辦單位應規劃妥善的活動動線，活動場地請盡量保持通風。 

3.請自行規畫防疫設施備品：提醒參與者自行帶口罩，並準備足夠之清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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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用品，如體溫量測器、酒精、洗手用品、擦手紙等。 

(二)集會活動期間：  

    1.使用人言、啟垣、體育館等場地辦理大型集會活動： 

(1)加強衛教溝通及強化個人衛生防護：請充分了解場地周邊廁所有無供應足量的

防護用品（如洗手用品、擦手紙等），如有不足，請自行準備。並於明顯處張貼或

播放新冠狀病毒、流感等嚴重特殊傳染性衛教文宣。 

(2)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員可不需全面配戴口罩，工作人員可能經常直接面對面接觸

他人者，則建議配戴口罩。 

(3)請於入口處備妥乾洗手液、酒精噴液及體溫測量器，並維持活動現場空氣流通(如

開放大門或側門)與換氣。 

(4)發現疑似新冠狀病毒、流感等嚴重特殊傳染性通報定義者，立即依訂定之應變

機制處理，並通報本校衛保組或校安中心(04-xxxxxxx 或校內分機 y yyy) 

2.使用校內小型場地(如教室、會議室、社辦) 

(1)保持場地空氣流通。  

 (2)發現疑似新冠狀病毒、流感等嚴重特殊傳染通報定義者，立即依訂定

之應變機制處理，並通報本校衛保組(04-xxxxxxx 或校內分機 yyyy)。 

五、活動場地使用完畢請使用單位務必進行桌椅、電腦及鍵盤、麥克風、場地

地板消毒(使用漂白水 600ppm 或 75%酒精擦拭清潔)。 

六、本辦法將因疫情擴大時由防疫小組公告資訊隨時調整。 

 
 

中心安心就學方案開學後檢討與工作會議 1090306 
1. 回報實時授課每門執行情形， 

2. 上網填資料如何 100%的具體作法， 

3. 以及下一階段每位老師都要會 teams 以防全校停課 

4. 外籍教師多數未進行自主健康管理登錄，須提高填報率至 100%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to2dg1spQ&feature=youtu.be 

出席人員： 

翟本瑞、周惠那、劉佳哲、陳淑慧、曾紀真、呂長禮、蘇紋儀、曹靜嫻、 

陳麗如、許芳瑜、陳思穎、林依瑩、古瑞菊、許雅婷 

決議事項： 

1. 針對實時授課問題反映相關單位，如下之反映資料： 

2. 徵詢學務處索取尚未填報教職員工生之專任職員工名單，逐一提醒完成自主

健康管理，以使防疫更臻完備。 

3. 協助宣導尚未學習 Teams 專兼任教師，共體時艱學習 Teams 軟體，因應可能

的課程變化，使學生能全面安心就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to2dg1spQ&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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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就學措施回饋單 

填表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填表人姓名 許雅婷 

編號 

反映類別(選課、

Teams 連 線 狀

況、繳費……) 

意見反映或經驗分享 

01 Teams 連線狀況 男舍教室是無線麥搭配筆電所以收音

不清楚（只能透過筆電收音），老師

如果離電腦遠一點同學就會反應聽不

清楚。應該要另外接收音器。 

資管中心回覆:近日會從擴大機接線連

結麥克風收音。 

02 Teams 連線狀況 老師上課講話（麥克風收音）線上同

學可以聽到，可是播影片的時候聲音

無法收音，現場學生可以聽到影片聲

音，但線上同學無法聽到。 

資訊處柯秘書回覆：在分享桌面的時

後，記得要勾選包含系統音訊 

但實際測試筆電的授課還是沒有這個

選項，目前只有在學思 104 有成功聽

到聲音。 

03 線上影片觀看問

題 

陸生同學反應線上課程問題(目前讓同

學測試的是

https://video.fcu.edu.tw/)1.網站影片

無法開啟、2.無法連上學校網站、3.

使用學校提供 VPN 開不起來(使用學

生自給付費的 VPN 可以開啟但是跑得

很慢會卡卡)、4.如果都不開 VPN 可以

連上也可以登錄 NID 但是影片會一直

繞圈圈(無法加載出來)。 

經資訊處建議使用 microsoftstream 上

傳影片提供觀看 

目前之前有反應無法看的同學有回覆

可以看了。 

04 Teams 連線狀況 教室人 505 麥克風收音有問題，線上

同學說會忽大忽小或聲音模糊的狀

況。 

(3/6，3-4 節上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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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Teams 連線狀況 課程錄影的影片，有部分課程影片後

加入的學生會無法觀看(出現沒有觀看

權限的畫面) 

應該是影片權限設定的問題，但是影

片的權限設定是該間教室，所以可能

需要另開給老師或助理? 

 

填表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填表人 林依瑩 

編

號 

反映類別(選課、Teams 連線

狀況、繳費、其他……) 
意見反映或經驗分享 

 現場加入的學生並沒辦法在

課堂結束後在會議室中觀看

該課程全程錄製影片 

 

資訊處提供的解決方式： 

 僅能透過原教室召集人權限(教室帳號)，

進入 outlook 行事曆，找到該課程，加入

學生學號，學生行事曆才會出現該課

程。(如圖一)

 
 另外要再進去影片開放權限給學生。(如

圖二) 

 
 學生才看的到課後全程錄製的影片 

 不過目前加退選期間，尚有許多學生是

臨時課前才加選課程，我們僅能去教室

手動加入同學進入會議室中，就資訊處

給的解決方式，一般課程協助的同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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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有權限協助同學，只能請資訊

處同仁協助 

問題產生： 

 第一周加退選的變動很大，有些及時

手動到教室加入的學生，僅加入第一

周的會議中，並不代表之後每次上課

都已經加入了行事曆中會議了，尚須

由資訊處同仁在加退選後統一再做一

次處理確認，較為完善。 

 手動加入的學生，會沒有權限看第一

周課程影片，甚至若是等加退選結

束，周一及周二的學生更有可能開學

前兩周進度都跟不上了。 

 第一次課程錄製影片已經手

動加入修課名單，也已經看

的到了，但在後續第二部影

片時，手動加入會議中的名

單會仍然沒有權限觀看影

片。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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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未來變化，給通識教師的一封信 
 
各位老師大家好： 

新冠肺炎打亂了大家的作息，相信是所有人都不樂見的。學校為無法返校就

讀的同學啟動了「安心就學方案」，照顧到學生的權益，因為受教權是同學的權

益，必須得到充份保障。目前受影響的範圍還小，在行政系統全力以赴的支援之

下，讓我們沒有後顧之憂。但是，這次的疫情看來沒有那麼快會消失，我們甚至

要有長期作戰的心理準備。 

目前實時授課是主要方案，必不得已才採取替代方案。通識中心考量通識課

程既多且雜，因此規劃出主要的二十多門課程，採取實時授課模式，以免初期造

成大家困擾。3 月 4 日校長主持檢討會議，已經責成所有單位在 3 月 6 日要完成

目前階段所有問題的解決，通識教育中心也在 3 月 6 日下午也針對所有現階段

情況完成檢討與調整。 

但是，教育部要求，只要有一個確診的師生，所涉及的班與人，都要全部停

課兩星期。全校只要兩個確診病例，全校停課兩星期。由於病毒防不勝防，我們

要有心理準備，萬一停課怎麼辦？每年有五千個學生要畢業，又有五千個學生要

進來，不可能讓我們停課不處理。 

因此，這星期開始，全校啟動第二階段的培訓，以面對萬一全校停課時的應

變。所有師生全部都要接受培訓，以因應如果全面停課的情況。TEAMS 的使用要

熟悉，學校也會開出足夠的培訓課程，也有線上影片，沒有人能不會，因為，這

是面對停課，我們要能提供學生學習所需具備的知能。其實應用上並不會很困難，

且有專人輔導，就好像 LINE+臉書的應用，請大家不要緊張。 

專任老師沒有理由不會，因為這是未來所有人都要應用的，兼任老師也請要

會基本用法，否則一旦情況發生，會措手不及。這是學校的重大政策，不但是學

生的受教權，也是同仁的工作權，請大家務必配合。謝謝  謹此  敬頌 

 教安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翟本瑞敬上 

2020/3/12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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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潔口罩 使用方法 
1. 使用前先將鼻樑及臉頰上之

油水擦拭乾淨，黏著效果會比

較好。示範影片: 

https://youtu.be/Q3fT4BMVSVc  

2. 從包裝袋中取出口罩，取下離型紙。

口罩可重覆使用，所以離型紙請勿丟

棄，在口罩收起時仍可利用。 

3. 用兩手食指把口罩上方中央對

摺處按在鼻樑上方中央。 

不要先貼外側，不然鼻樑旁邊會

浮起。 

4. 再用兩手食指滑向鼻樑兩側凹

陷處，這是平常最會漏氣的地

方。 

5. 然後繼續向外向下滑過，向臉

頰貼去，直到口罩最外側上方兩

塊凸出處按緊在臉頰。 

6. 口部微張，雙手將口罩下半拉

下，貼在下巴中央。要張口的原

因是要預留講話空間，否則開口

時口罩容易繃開。 

7. 同樣用兩手食指向外向上滑

過。 

8. 把口罩最外側下方兩塊凸出處

扭轉向上，按緊在臉頰。 

9. 取下時只要雙手將口罩最外側凸出處

向外拉，口罩就會恢復摺疊狀態。再將

離型紙放回，口罩對摺，即可收好保

存，重覆使用。 

10. 若是要喝水或是小量進食，可以只揭

開口罩下半部，飲食後再貼回去，避免

完全取下降低黏度。 

11. 產品使用的是醫療級感壓膠，口罩取

下後黏性會稍為減少，可以在回貼至離

型紙的時候對背膠部位稍為加壓，以增

加黏度。 

12. 建議使用時間每片 8 小時。單次使用

不滿 8 小時取下的話，可再次使用到累

積滿 8 小時為止。但若出入有污染場所

則不建議重覆使用。 

13. 口罩保存期限 5 年，自包裝上標示生產日期起算。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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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3/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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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中午場次可飲食，若下午一點有課可先離場。(防疫期間不開放校外人士參加)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3/16 (一) 
13:10-15:00 

狄思文 
詹美慧 

10 THINGS YOU DON’T KNOW ABOUT ITALY. 
Come and discover all the secrets about Italy and the 
Italians! A lesson to discover more about the culture and 
the most beautiful Italian cities. Many curiositie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to visit in 
Italy, and the best travel tips to visit without being 
unprepared. Also find out how to start talking in Italian, 
how to make friends quickly and the gestures most used 
by Italians. 

3/18 (三) 
12:10-14:00 

鍾亮君 

那些學校沒教的事──我想…慢慢喜歡你！ 
1.交友軟體滿天飛，詐騙援交一大堆！ 
2.該如何才能〝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 
3.跟著老師走，遠離網路交友陷阱！ 

3/19 (四) 
12:10-14:00 

鍾亮君 

那些學校沒教的事──就決定是你了！皮卡丘！ 
透過人資主管閱覽上萬份的手寫與網路履歷的經驗分
享，讓大家能抓到重點，減少失誤！讓所有同學能更
容易的拿到面試門票！ 
1.你的實力我不知道，但你的履歷我看的到！ 
2.履歷的哪些環節可能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3/23 (一) 
12:10-14:00 

張致文 

我們與量子電腦的距離？ 
量子電腦具有強大運算能力和速度的潛能，使得全世
界的科學界和產業界（包含 Google, IBM, Microsoft 及 
Intel 等公司）競相投入許多研發資源。雖然現今仍在
理論實現和可操作其原型之階段，而近年的技術突破
似乎讓每年都“即將成功”的量子電腦更接近商業化應
用。 
在今日全球化競爭和知識經濟的年代，運算能力就是
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力，故量子電腦在近年時常被各國
視為重點發展技術，而本場演講將說明近期技術發展
趨勢和討論量子電腦未來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 

3/23 (一) 
15:10-17:00 

劉性仁 
我可以成為公民記者嗎？ 
1.我可以成為公民記者嗎？ 
2.新聞採訪的小撇步。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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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聞寫作的小技巧。 
4.如何做好專題報導？ 
5.對於素人的描繪。 
6.公民記者採訪寫作的常見問題。 
7.自由討論及對自我期許。 

3/25 (三) 
15:10-17:00 

(需報名) 
洪珮綺 

從"天生五行"尋找適合您的職業 
1.認識五行：我是什麼行的人？ 
2.帶領學生深入了解內在自我。 
3.找到適合的未來職業屬性及人生方向。 

3/26 (四) 
15:10-17:00 

(需報名) 
洪珮綺 

從"天生五行"尋找適合您的未來伴侶及貴人 
1.帶領學生深入了解內在自我。 
2.找到共度一生的人生伴侶。 
3.找到您的事業貴人。 

3/27 (五) 
10:10-12:00 

杜承謀 

漫談兩棲 
1.緣起。                 
2.兩棲作戰演進。         
3.中共兩棲兵力現況。             
4.我兩棲兵力現況。 
5.兩棲兵力存在之必要與精進。 
6.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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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 3/26 報名網址 

(以二場都能到場者優先)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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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第二學期 5 月份微學分課程 3/15 開放報名!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多元、豐富、創新、技能、實用......

想要學什麼，可以自己搭配、自己挑。可以補強自己的專業、可以發展自己的

興趣、可以發掘自己的所不知道的才能，並鼓勵同學自主跨域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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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系列課程、兩

性相關課程、生活環保時尚系列課程、以及各種領域的技能課程、職場考照加

分系列課程，並依據同學們給予的問卷回饋陸續開設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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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 FACEBOOK【逢甲大學微學分課程】社團掌握最新消息動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詳細課程介紹可參考通識教育中心網站 http://micro.genedu.fcu.edu.tw/ 
 

※03/16~04/15 課程一覽(更多課程陸續增加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3/16(一) 

13:10-17:00 

mt0127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 B-蜂鳴器(陳

金風) 
資電 B15 

mt0003 0.2 學分生活時尚-彩妝基礎打底與修飾(林幸宜) 人 B117A 

mc0091 
0.2 學分我跟老闆一樣大！（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鍾

亮君) 
紀 104 

03/19(四) 

17:00-21:00 
mc0099 

0.2 學分目標履歷表-想要擔任人資，履歷表就要這樣寫

(蘇琮瑜) 
語 104 

03/20(五) 

13:10-15:00 
mc0108 

0.1 學分國際社會創新參與系列-社會調查方法(薛珍華)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系列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才可獲得

共 0.6 學分 

人 701 

03/20(五) 

15:10-17:00 
mc0108 

0.1 學分國際社會創新參與系列-溝通與表達(許紋華)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系列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才可獲得

共 0.6 學分 

人 701 

03/20(五) 

13:10-17:00 

ma0023 0.2 學分生活美學~淨悅花蒟蒻果凍(吳宇珞) 創客小教室 

mc102 
0.2學分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創意創造力(Gideon 

Lowy)※本課程為全英授課 
創客中心 

mt0130 

0.2 學分生活時尚-手作皮革 DIY-文青皮革識別證套(1) 

※(1)、(2)兩次課程為完整課程，皆需上完才能完成作品

及取得學分。 

通識沙龍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micro.genedu.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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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3/20(五) 

14:10-18:00 
mt0123 0.2學分 POWE BI從靜態圖表到動態客製化圖表(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03/23(一) 

13:10-17:00 

ma0029 

0.2 學分陶偶創作-創意夢想小屋(一) (謝欣錦) 

*3/23 及 3/30 課程為連貫課程需一起上才能完成，及

取得共 0.4 學分 

創客小教

室 

mt0008 0.2 學分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人 B117A 

03/27(五) 

13:10-17:00 

mc0037 0.2 學分企劃與簡報技巧演練(莊閔越) 人 203 

mt0098 0.2 學分海報設計與創意思考(謝欣錦) 資電 B15 

mt0130 

0.2 學分生活時尚-手作皮革 DIY-文青皮革識別證套(2) 

※(1)、(2)兩次課程為完整課程，皆需上完才能完成作品

及取得學分。 

通識沙龍 

03/28(六) 

09:00-12:00 
13:00-18:00 

mi0027 0.4 學分在地桌遊創作與設計(簡琨宸) 通識沙龍 

03/30(一) 

13:10-17:00 
ma0029 

0.2 學分陶偶創作-創意夢想小屋(二) (謝欣錦) 

*3/23 及 3/30 課程為連貫課程需一起上才能完成，及

取得共 0.4 學分 

創客小教

室 

04/03(五)   春假放假  

04/06(一) 

13:10-17:00 
mt0006 0.2 學分生活時尚-韓妝及日式妝(林幸宜) 

人 B117A 

04/10(五) 

13:10-17:00 
mc103 

0.2 學分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未來研究(Gideon 

Lowy)※本課程為全英授課 
創客中心 

04/10(五) 

14:10-18:00 
mt0124 0.2 學分 R 語言應用-資料視覺化(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04/11(六) 

09:00-12:00 
13:00-16:00 

mt0139 

0.3 學分生活品味-超實用葡萄酒基礎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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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小書

屋 

04/13(一) 

13:10-17:00 
ma0025 0.2 學分生活美學~漂浮花香氛磚(吳宇珞) 

創客小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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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微學分課程回顧 

  

  
「創業技能養成-角蛋白美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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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決定是你了！（履歷吸睛破解版）」課程 

本課程結合人資主官管閱覽上萬份的手寫與網路履歷實務經驗，讓同學明白

履歷的哪些環節可能會有決定性的影響，並透過案例分享，讓大家能抓到重

點，並盡量減少失誤，最後透過履歷撰寫，以及分組討論與指導，讓所有同

學能更容易的拿到面試門票。 

  

  
「生活品味~神奇魔法甜點蠟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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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網路排版語言」課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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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覽日期：109/3/9~109/3/13 

展覽名稱：天文社成果展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大家聽到天文社都認為我們只是出去觀星，但並不知道除此之外天文社還能

做什麼? 說到星雲或星團也會直覺以為透過望遠鏡就能看到千變萬化色彩繽紛

的天體，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想透過這次的成果展讓大家看到除了觀星以外，

天文社的另一面。  

實際透過望遠鏡觀測天體，因為眼睛受光不足，只能看到霧霧的一團雲氣而

已。因此大家網路上常見的星雲圖片，都是透過相機長時間曝光以及繁複後製處

理才會呈現出鮮豔的顏色。  

這次成果展將會有鹿林天文台上拍的星空、星雲後製前後的對比圖等等；除

此之外，展期間也會有天文相關的書籍提供閱覽；每天下午 6~7 點還會架設觀

測時所需的儀器，並在現場由幹部進行解說和問答。  

希望透過成果展推廣天文社活動及成果，並展示出來與經過的在校師生分享，

同時吸引對天文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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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社會創新學院課程報名開始 
本學期社會創新學院開出三個系列課程，分別有不同的目的與目標： 
1.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系列(微學分) 

共 6 門，旨在引導學生實踐海外服務計畫，邀請有經驗的師資進行經
驗分享。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iDdLkLtMZmdVjMe68 

2.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系列(微學分) 
共 8 門，全英授課，以商業角度分析社會創新的可行性與可能性，透
過互動引導學生思辨創新。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UV1pm9rMozGB4Vyh8 

3.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系列(微學分) 
目前已規劃完成 4 門，旨在引導學生將永續的概念貫徹到生活中，並
且更了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對於全人類的發展意義。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sy49p1AChjVZ7LGR8 
CDIO 系列(學分) 選課代號：GMIC360 
共 6 門，以海洋塑料為主軸專題探討人類與大自然間的共存。 

4. 其他(微學分) 
共 1 門，探討性別間的平等與正義。 

學分課程 

課程 學分 講師 時間 課程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 

海外社會實踐 
0.1 

廖忠信(嶺東科大設

計學院 教學資源中

心) 

3/6 (五) 13:10-15:00 人言 701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全球非營

利組織的永續發展 
0.1 

陳碧蓮(台灣世界志

工協會秘書長) 

3/6(五) 

15:10-17:00 
人言 701 

那些海龜教我們的塑 0.4 
陳人平(海湧工作室

有限公司執行長) 

3/7 (六) 

8:00-17:00 

創客小教

室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 非營利

組織參訪與實習 
0.1 蔡惠媖 

3/13 (五) 

13:10-15:00 
人言 701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正面影響力 
0.2 Gideon Lowy 

3 /13 (五) 

13:00-17:00 

科 航 館 

701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企劃包裝

與撰寫 
0.1 蔡惠媖 

3/13 (五) 

15:10-17:00 
人言 701 

泰國海洋微塑料危機與因應之

道-CDIO vs 汙水工程 
2 呂晃志 

3/14 (六) 

08:00-17:00 

演講區 +

交流區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社會調查

方法 
0.1 

薛珍華(社會創新學

院執行長) 

3/20 (五) 

13:10-15:00 
人言 701 

【國際社會創新參與】溝通與表

達 
0.1 

許紋華 

中州科大資源教室

3/20 (五) 

15:10-17:00 
人言 701 

https://forms.gle/iDdLkLtMZmdVjMe68?fbclid=IwAR0UOprnLgfGMWisqGcsEcUkoC1MqCeYEu0sGirIOPVgyg2JFTl_b0lZ-qk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B4Vyh8?fbclid=IwAR3rdrmGwkGX4qiU5f450RCS3RNfMtpBjN0dzYB6ppk3B74bps83eNlt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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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老師、社工師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創意創造力 
0.2 Gideon Lowy 

3 /20 (五) 

13:00-17:00 

科 航 館 

701 

【了解全球氣候變遷及影響】最

後 0.5 度 C 的地球 
0.2 

洪嘉柔/氣候暖化推

廣講師 

3 /27 (五) 

13:00-17:00 

創客小教

室 

泰國海洋微塑料危機與因應之

道-自動工程基礎與運用 
2 呂晃志 

3/28 (六) 

08:00-17:00 

創客演講

+交流區 

【財務自由要怎麼做？ 】原來

你的薪水永遠不夠用 
0.2 

劉詠順 

中國人壽  

4 /10 (五) 

13:00-17:00 

創客小教

室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未來研究 
0.2 Gideon Lowy 

4 /10 (五) 

13:00-17:00 

科 航 館 

701 

泰國海洋微塑料危機與因應之

道-認識微塑料 
2 

陳彥嘉 

海科館 

4/11 (六) 

08:00-17:00 

創客演講

+交流區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從前與未來 
0.2 Gideon Lowy 

4 /17 (五) 

13:00-17:00 

科 航 館 

701 

泰國海洋微塑料危機與因應之

道-水下探測與載具 
2 

周佑誠(中山海下研

究所副教授) 

(劉憶涵 /選優科技

有限公司) 

4/18. (六) 

08:00-17:00 

創客演講

+交流區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怪異的問題 
0.2 Gideon Lowy 

4 /24 (五) 

13:00-17:00 

科 航 館 

701 

泰國海洋微塑料危機與因應之

道-成果展示 
2 

薛珍華(社會創新學

院執行長) 

4/25 (六) 

08:00-12:00 

創客演講

+交流區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創意、創造力的過程 
0.2 Gideon Lowy 

5 /1 (五) 

13:00-17:00 

科 航 館 

701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進步: 成長與永續 
0.2 Gideon Lowy 

5 /8 (五) 

13:00-17:00 

科 航 館 

701 

【財務自由要怎麼做？】小小巴

菲特 
0.2 劉詠順/中國人壽 

5 / 8 (五) 

13:00-17:0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產品: 評估 
0.2 Gideon Lowy 

5 /22 (五) 

13:00-17:00 

科 航 館 

701 

性平專題課程 0.2 

Eva 沈 

台北婦女救援基金

會 校園宣導講師 

5 /22 (五) 

13:30-17:3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了解永續發展是什麼】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如何

應用 
0.2 

洪嘉柔/氣候暖化推

廣講師  

5 /22 (五) 

13:00-17:0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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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Teacher’s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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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 國際生 MYFCU PASS 達成率 100% 
 
「開學囉！今天 PASS 了嗎?」，這是 108-2 學期 3/2(一)開學日當天，所有

國際生進教室前的問候語，所有學生都需要出示 MYFCU PASS 才可以進入校園。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本學期共 6 國 43 位國際生，3/2(一)所有學生都回

台灣上課，因應防疫措施，本班共 29 位國際生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為使

國際學生皆能認識新冠肺炎、了解台灣的防疫措施、具風險民眾之自我管理機制

等衛教宣導，3/2(一)上午第一節課程特別邀請了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的同仁進行

衛生教育與防疫說明，教導學生正確的防疫觀念與如何保護自己，而接著大學國

文姚蘭老師更特別設計了認識新冠肺炎的新聞文章，讓國際生們透過閱讀認識

疫情外，也讓學生能學習中文。 

3/5(四)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召開教師暨 TA 協力會議，針對安心

就學等進行課程規劃與討論，強化學生學習輔導及隨時觀察學生狀況，即時通報

等，使所有教師與 TA 無論於教學、輔導、學生學習與關懷上皆能即時反應未來

狀況，以做好準備。 

  
3/2(一)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衛教宣導 

  
3/5(四) 教師暨 TA 教學協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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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特獎(Hult Prize)比賽的團隊行前指導 
路威老師為即將前往曼谷參加霍特獎(Hult Prize)比賽的團隊，做行前的指導，

針對團隊學生的簡報與口語能力做進一步的加強，在簡報的過程當中，團隊的學
生了解一些專有名詞的發音與特殊的簡報技巧，並採用圓桌會議的方式拉近與
同學的距離，營造一個舒適共學的環境，為團隊打下更穩固的基礎。 

  
圖一、路威老師與學生進行小組指導 圖二、路威老師與學生解說 7P 行銷理論 

  
圖三、競賽簡報技巧為課程重點之一 圖四、以圓桌方式進行交流，拉近師生距離 

  
圖五、老師更有系統的引導學生思考 圖六、專題式的學習，讓學生更懂得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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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20 和平峰會心得 
張可薔同學於 2020 年 02 月 05 日參加為期三天的和平峰會，在這三天的會議使張可

薔同學有了新視野且難忘的經驗，並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人員交流，從演講中
認識到不同國家、種族的獨特生活經驗與故事，並學習與反思，以下是張可薔同學的心
得： 

During the conference, I had the chance to listen to and learn from wonderful 
speak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ith various backgrounds, different ethnics,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to share. From all the touching stories that I have 
heard, the speaker Marina Cantacuzino, the founder of The Forgiveness Project, 
United Kingdom and a writer, gave a speech that wa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to me. 
The topic of her speech was Peace, Compassion and Forgiveness. She said that on the 
way of pursuing peace, forgiveness is a crucial part. She shared stories of people she 
has interviewed before, one of them which the mother of a victim forgiving the killer. 
After years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killer, she has gradually understood the killer, 
and slowly forgiven him. However, it is not always that easy.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killer asked if they could meet up in person after years of contacting. The fact was 
that, according to what she told Marina, she realized that she was not ready to face 
him, and perhaps through that, she realized that she has not fully forgiven him. The 
speech she gave compared to the other speakers was much more informative. 

Another speaker such as Zak Ebrahim, a terrorist's son, whose Dad planned the 
1993 World Trade Center bombing attack, gave a speech about how his life changed 
or was affected by his father’s actions. He has moved 19 times, and was bullied so 
many time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has gone through depression and many other 
mental illnesses. He talked about how he has changed from when he was little, he 
used to recognize his father as a hero, till growing up realizing that he is not only a 
terrorist, but the person who ruined his family and influenced his life forever. He said 
that he remembers the times when he went hunting with his father and was praised 
by his father’s friends to be a great shooter. Only when he grew older did he realize 
that they were probably referring to that he could be a good sniper for their terror 
group. I think it isn’t easy for people to share about personal stories like Zak’s to others, 
and in fact being able to hear the story from him moved me and has made me realize 
that peace is not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here the whole time. People fought for it, 
people sacrificed to attain peace.  

The speeches reminds me of Yunzi Liang, who was a delegate of the peace 
summit 2019. She said that peace is as vital as both sunshine and rain. Peace is warm 
as the sun and as gentle as the rain. The lack of peace, just like the lack of rain, it felt 
almost dearly when absent. In the presence of these natural phenomena, human 
beings thrive similar to when there is peace in the land. For peace to be attained, it 
needs to be fought for,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and cherished. 

After days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stories, goals, and idea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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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en ask myself “What is my capacity to peace?” What can a student like me do? I 
have learned that if I am not able to initiate, at least I have the power to participate. 
What we could all do is ask ourselves what is your strength and talent? How can you 
do better about your talent? Then, enable yourself for self-building, and practice your 
skills. Most importantly, do things with purpose to discover your passion because the 
secret is that when you do things with passion, it’s less likely for you to give up. A lot 
of times we have doubts on ourselves, we have doubts on the projects or the things 
that we haven’t even begun to do. 

The problem behind all that is the fear we have. The fear of failing, the fear of 
losing, the fear of even thinking and starting. Something that Janice Leong, the 
regional Director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Asia, said tha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Wha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If you give up, others would give up too.” Her 
words gave me confidence, and gave me hope. For peace to be attained, it needs to 
be fought for,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and cherished. 

  
圖一、張可薔同學攝於和平峰會會場 圖二、來自各國與會人員 

  
圖三、張可薔同學與各國人員交流分享 圖四、與會人員攝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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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全員攝影留念 

 
圖六、與會人員攝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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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沖繩 臺日留學-逢甲大學日本招生說明會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6 日，由通識教育中心暨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副教授兼

本校招生處教育行銷組組長王柏婷老師，以及招生處王敬梓招生專員，前往日本

沖繩舉辦「逢甲大學招生說明會」，藉此讓當地學生與家長，對於本校辦學理念、

創新教學、生活環境與 AI 融入教育有更深入的了解。 

抵達沖繩的第一天，即與本校國貿系二年級日本學生「仲宗根爽」一起享用

晚宴，期間討論了第二日招生說明會的進行方式與分享內容，以及沖繩同學對於

留學臺灣的看法，原來日本同學對於臺灣的環境都感到十分友善，而且留學臺灣

的學費是就讀日本大學的三分之一，但是畢業後，由於有留學臺灣的經驗，薪水

會比日本當地人多三倍，cp 值很高；此外，「仲宗根爽」同學表示逢甲大學也提

供了很多英文課程，讓她在學習專業知識與中文之外，依舊能夠精進英文能力。 

2 月 25 日早上，前往拜訪日本關係人加那滋德先生所開設之「株式會社 I-

Learning，緣 華語學校」，了解當地日本同學華語學習情況並且洽談與逢甲大學

的交流事宜。下午並前往當地華語補習班參觀，以及觀看華語授課方式。晚上在

沖繩會議中心舉辦「逢甲大學招生說明會」，現場約有 30 位學生與家長前來聆

聽本校對日招生說明會內容，並且在會後進行小組交流討論，留下當地參與者的

聯絡資料，以便後續追蹤聯繫。說明會要特別感謝本校日本學生「仲宗根爽」的

與會，由她的角度分享留學逢甲的點滴，更能引發現場家長與學生的興趣。 

第三日早上，加那滋德先生邀請王老師與王專員一起至沖繩當地「RBC Radio」

預錄廣播節目(預計 3/14 及 3/21 在沖繩當地晚間 6:30 撥放)，廣播內容為留學逢

甲的相關事項及日本同學該注意些什麼，王老師建議日本同學要帶著「熱情與勇

氣和基本的華語能力」來逢甲大學就讀，這樣才能融入臺灣生活，並且有自信的

面對學習的挑戰!此外，非常感謝本校黃煇慶老師的居中牽線，讓本校招生處同

仁在下午前往台北駐日經濟代表處那霸分處拜會范振國處長，就沖繩學生赴臺

留學事宜交換意見，期間並巧遇那霸日台親善協會「伊藝美智子」會長，相談甚

歡。 

相信經過本次的交流，能進一步提升日本學生對於來逢甲大學就讀的意願，

也同時促進逢甲大學與日本的學術與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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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與本校國貿系二年級日本學生「仲宗根爽」(左一)晚餐敘 

  

圖說：拜訪株式會社I-Learning，緣 華語學校(左二:加那滋德先生) 

  

圖說：逢甲大學招生說明會 參與沖繩廣播節目錄製，宣傳逢甲大學 

  

圖說：本校招生處同仁拜會駐那霸辦事處范振國處長(右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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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課程【歌舞劇創作及演出】課程說明會 

已經連續好幾學期都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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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學生自主專題課程【歌舞劇創作及演
出】，在上學期期末演出後的演出影片播放與檢討的當下同學們就決定再次挑戰
申請課程。 

喜歡看歌舞劇的同學們，想知道一部歌舞劇如何從無到有嗎？不管你是喜
歡唱歌、跳舞，或著你想學習導演、排舞、編曲......。歡迎加入！一起從台下的
觀眾變身到在舞台上的演員發光發熱吧！完成站在舞台上的夢想。  

課程召集的幹部同學及之前一同參與課程的同學們為了【歌舞劇創作及演
出】課程舉辦說明會於 109 年 03 月 05 日(四)晚上 19:00 通識沙龍舉辦！並且於
當日中午 12:00 於沙龍先分享一場相關演講及課程宣傳，講述自主開課的心得、
感想、成長與成就感，以及箇中的酸甜苦辣，藉由自己的體驗告訴大家。自己想
要學什麼，不要等，做自己學習的主人。並告訴大家在這門課程籌備與實際執行
的過程中，學員們不僅要接觸歌舞劇的相關知識，還要全程投入整齣劇從無到有
的規劃，再用有限的資源搭配無限的潛能，去成就一齣有規模及一定水準的歌舞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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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參與過的同學熱情分享相關經驗，也分別擔起幹部或指導的工作。 

  
108 上精彩的表演後，這學期同學們又將帶給大家一齣不一樣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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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課程【布吉納法索農業】課程說明會 
108 學年度上學期同學自主發起了【非洲的挑戰，農業！Agriculture, the 

challenge of Africa!】課程，這學期由同學們想要更深入探討布吉納法索的農業因
此發起了【布吉納法索農業概述 Overview of agriculture in Burkina Faso】邀請對
於農業、種植技術有興趣的同學、想要了解布吉納法索的農業與其困境共同一起
來思考與學習挑戰農業可能的發展，實現同學韋正為了改善布吉納法索而提出
並施行的農業計畫。 

為了讓同學了解課程，於 109 年 3 月 09 日(一)中午 12:00 通識沙龍舉辦一
場課程說明會，由韋正同學分享課程的源起與課程的操作模式：在課程中會介紹
農業的基本步驟，以及分享目前在布吉納法索農業計畫的經驗和方法。為了實現
在布基納法索的項目，將培養學生在對於農業上新的知識及技能，藉由這門課程
帶領同學踏出第一步，最終可以在這個領域創造出一種熱情和創新的想法，以便
在未來經營自己的事業。 

經由上學期的經驗課程，參與的同學們知道課程操作絕對不會僅是坐在教
室裡講授理論而已，還包含著要到太陽下實作的部分。利用學校空閒空間(忠勤
樓 8 樓露臺)在簡易的場域中設計實施種植計畫，同學還設計自動澆水的機器，
利用手機 APP 掌控植物澆水的時間與水量，並將自行改造製作相關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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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課程說明會中有看到不少熟面孔(上學期加入的同學)，也有一些想要加入的新同學。

其中還有博士生也來聽分享，還提到韋正上學期教了他們很多東西，所以這學期還想再加

入團隊學習。 

  
108 上讓同學們練習實作的成果。這學期將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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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活化綠色能源 
OUEDRAOGO Abdoul Rachid 的國家位於布及納法索（Burkina Faso），該國位

於非洲大陸的西邊內陸，整個國家皆位於撒哈拉沙漠，實屬乾旱地帶。Rachid 為
改善國家乾旱缺水問題以利耕種，提出為期 6 年的「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for grop production in semi-arid zone by solar drip irrigation」計畫。 

在布及納法索共有 8900 個村莊，並有著豐富的地下水資源，但由於缺乏灌
溉能源、技術與金錢，使耕種期程縮短到只有短短 3 個月（7-9 月），也因如此，
在地就業機會並不多，年輕人多選擇離家從事勞力的工作以維持生計。多數農民
也飽受飢餓所苦，每日所得不及 1 美元。 

而該計畫即運用太陽能源為抽水幫浦建置系統使半乾旱地區作物生產更為
便利，將原本的 1 耕提升為至少 2 耕，並進一步在示範村莊建立生態農場，提
升在地就業機會、增加收入。 

因環境因素，陽光在布及納法索是個危機卻也是轉機，將危機轉為助力，並
活化再利用。目前該計畫仍在修改，並尋求外部資源，以待日後實現計畫。 

  

  
OUEDRAOGO Abdoul Rachid 分享農業計畫 

  
透過 PPT 報告，增加計畫的了解性 計畫分享後，問題與討論以求更完善的計畫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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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交流促進會事務長疫情管制中蒞校  

日本「日台交流促進會」事務長蔡欣芳女士於 3 月 3 日蒞校參訪，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會同招生處組長王柏婷副教授出迎接待。蔡事務長已多次來訪，惟
首度遇因新型肺炎疫情實施校園進出管制。見凡進本校時需經重重檢疫關卡，乃
讚譽本校防疫措施甚佳，嚴格把關。並說明每年春秋兩季定期在台由「日台交流
促進會」主辦，我「外交部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
交流協會」及日本「大學新聞社」等協辦的「日本教育暨留學展」，今年因受新
型肺炎疫情影響而暫停舉辦春季展，故先期專程蒞校告知。席間，王柏婷老師提
及，伊甫於上週偕同招生處王敬梓專員，前往琉球沖繩進行「逢甲大學招生說明
會」，以傳達本校辦學理念與創新教學、生活環境及 AI 融入教育等規劃。並藉此
會晤關懷當地部分留學生，效果良好。也對本中心黃老師主動協助引薦王組長一
行，於旅琉期間拜會我駐那霸辦事處范振國處長致敬之舉，表示謝意。而本校應
數系且已選修多項黃老師日文課程的應屆畢業生陳開威同學，也巧前來請益有
關未來留學日本，以及學成後在日就職的相關問題。蔡欣芳事務長即以多年旅日
經驗，適時詳細說明行前應準備之必要功課，大家相談甚歡。 

 
(左起)蔡欣芳事務長、王柏婷組長、黃煇慶老師、陳開威同學 

 
(左) 王柏婷組長、蔡欣芳事務長、陳開威同學 

(右)黃煇慶老師夫婦 
(左起)黃煇慶老師、陳開威同學、王柏婷組

長、蔡欣芳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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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文班校友訪中研院近史所 

本校台北校友會日文班翁素美校友，利用 228 假期偕同任職最高法院的夫
婿李英勇先生，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除
義務擔任台北校友會日文班講師，並受邀在該中研院近史所協助編纂「中日和約
檔案」工作，乃出迎接待翁校友夫婦到訪。導覽中介紹該近代史研究所大樓，恰
為同日文班翁登財傑出校友於民國 79 年所負責營造之建築。雖迄已使用 30 年，
仍精巧雄偉屹立不搖。在屋前紀念攝影，依然可感受到殿堂樓閣的威勢。隨後黃
老師夫婦於中研院活動中心午餐招待翁素美校友夫婦，雙方續就如何培育新生
代人才認識日本、研習日語，以伺機前進日本創業方面洽談。 

 
(左起)翁素美校友夫婦、黃煇慶老師 

 
(左)黃煇慶老師夫婦、(右)翁素美校友夫婦 

 
(左起)黃老師、翁校友夫婦 

 
(左起)翁校友夫婦、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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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警報中的台北留日好友聚會 

由曾擔任我留日同學會主席、前台中教育大學校長楊思偉博士，所號召有留
日經驗或曾由各部會派駐日本服務者，回國後所組成之土曜會。其中九位會員信
守約定，在新型肺炎疫情警報中，於 2 月 14 日仍出席定期聚會並晚餐敘。該「土
曜會」乃 1980 年代成立之時，定期邀約於第一個週六上半天班後聚會，土曜(ど
よう)乃日本語週六之意。後因會員各有事業忙碌發展，故改二個月聚會乙次，並
配合週休二日，提前週五晚餐敘，但組織名稱仍維持「土曜會」。此次係新年開春
後第一次聚會，台北市顯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媒體報導餐廳聚會紛紛取
消，但輪任會長之前玄奘大學教授陳俊樵博士仍通知假台北市民生東路晶字招牌
之餐廳如期舉行。當晚出席者包含前駐橫濱辦事處長李明宗，前駐日代表處僑務
組長林瑞隆、秘書組長黃煇慶(本中心副教授)、新聞組秘書林維聰、經濟組秘書李
文祺與外交官出身的前橫濱中華學院長詹春雄，以及前留日同學會副主席蔡兆均、
前日文出版界賢達張傳財先生共九人，宛如兵役時期軍歌教唱「九條好漢在一班」
模樣。尤其當晚偌大可容納 50餘桌的餐廳空間大廳，竟僅有「土曜會」一桌圍爐
上菜。本中心黃老師當場諭為，果係當年留日期間，修得武士道信守諾言、言出
必行之日本精神，能不畏疫情警報，堅持友誼情懷出席聚會。此語一出，頗獲與
會老友同感讚譽。 

 
土曜會留日九條好漢新春聚會 

 
可容納50餘桌的大餐廳，竟僅有土曜會一桌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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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校友及航太系學生來訪本中心師長 

本校 EMBA 93 高階再就讀工工博班的張國竑、郭明鴻兩校友，於 3 月 3 日返
校與會後向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請益。黃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兼任本校
EMBA 講座並多次率領日本研修團，實施海外教學課程，因而與該高階班熟稔。
由於雙方互動良好，迄今常聚會或再組團訪日。此次來訪乃獲悉本中心黃老師頃
於二月中旬赴琉，拜會將輪辦本年度東亞國際經濟研討會之沖繩國際大學。兩校
友主動表示，屆時可配合再組團飛往參加，以回報該沖繩國際大學於 2018 年本
校主辦該研討會時，派有大城保前校長等七位師長專程來校與會之情。而選修黃
老師商用日文進階課程的航太系吳佳恆同學，也前來請益黃老師。在坐恰係空軍
出身且為前駐美採購軍官之張國鈜校友，就以親身經驗暢談航太科技今後發展，
藉以勉勵吳同學，甚是精彩貼切。 

 
(左起)張國鈜校友、郭明鴻校友、黃煇慶老師、吳佳恆同學(攝於黃老師研究室) 

 
(左起) 黃煇慶老師、吳佳恆同學、張國鈜校友、郭明鴻校友 

 
(左起) 黃煇慶老師、吳佳恆同學 

 
(左起)張國鈜校友、郭明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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