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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關鍵時刻共體時艱，給通識教師的一封信 
 
目前已有南部已有大學發生確診新冠肺炎的案例，使得校園的防疫再度升級，

甚至有些學校已經全面在家授課或是安排百人以上課者，皆已採遠距教學，疫情

確實打亂大家的上課方式，這是所有人都不樂見的。教育部要求只要有一個確診

的師生，所涉及的班與人，都要全停課兩星期。全校只要兩個確診病例，全校停

課兩星期。以目前疫情看來，全球大概都無法避免疫情的到來。最大的考驗是：

如果今天下班前宣佈明天開始全校停課三星期，我們準備好了嗎? 
請大家仔細思索，如果明天就停課，我們能不能在家中透過電腦及網路，仍

然可以和所有同學一起上課？如何保障教學品質？如何確認學生有上課？如何

能順利進行師生互動？ 
為了能有未來一年半對抗病毒的準備，學校全面採用 TEAMS 作為數位學習

的平台，並要求所有師生都要會用且能夠運用。大家會問：為什麼不用 Ilearn 平

台、fb 或 line 等大家都熟悉的平台? 因為涉及大規模資訊傳輸，以及檔案管理、

智財權保障、確認同學在線、事後補看等管控，目前全校採取的全球 server 都能

支持的 TEAMS 平台。所以要請所有老師及同學學習使用 TEAMS 
 使用 TEAMS 並不困難，五分鐘就會了。但是許多細節及如何處理，以及遇到

故障時要如何排除，都要事先熟悉。通識中心已經加速第二階段的培訓工作，以

面對萬一全校停課時的應變。已經學會 TEAMS 的使用，請教師們將現有課程，

不分境內或境外生一律將學生加入 TEAMS 平台，並於課堂上指導學生平台的使

用，以確保後續全面線上授課。對還未使用 TEAMS 的同仁，或對 TEAMS 使用還

不熟悉者，請聯繫通識中心各課程承辦同仁，我們將給予最大的協助引導教師學

習此平台。這是學校的重大政策，不只是學生的受教權，也是同仁的工作權，請

大家務必配合。這次疫情看來不會這麼快消失，我們要有長期作戰的心理準備。 
通識教育中心將啟動第二階段的培訓課程，尚未學會 TEAMS 使用的所有師

生需要全部接受培訓，以因應後續全面停課的線上授課準備。容我再提醒大家，

我們會開出足夠的培訓課程，也有線上影片，也有專人指導協助，沒有人能不會，

請大家不要緊張，務必確實與通識中心聯繫與配合。謝謝。 
(一)TEAMS 操作步驟(教師可線上學習)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NP-0Z3dCD6qZo3Jk1gvxFSgrWA55DJzm 
(二)實體培訓課程：授課師資：許雅婷、林依瑩小姐 

3/23(一)-3/27(五)每天中午 12:00-13:00 地點都在人言大樓 7 樓 704 教室。 
                             (除 3/24 在 703 教室；3/25 在 702 教室) 

(三)無法配合者，請逕行聯繫負責課程承辦業務同仁。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翟本瑞敬上 
20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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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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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三) 
08:10-10:00 黃郁文 

從外文到美國銀行 
1.講者個人背景。 
2.在美國銀行的工作與收穫。 
3.大學期間能做什麼準備。 
4.申請美國研究所。 
5.在美國找工作。 
6.英文學習技巧。 

4/7 (二) 
13:10-15:00 廖冠樺 

看見無家者眼中的台北 
1.分享芒草心各項社會溝通專案。 
2.在貧窮倡議的路上能一起做哪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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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3/4-16 活動回顧 

  
3/4歌舞劇的創作及演出 3/10如何為美食PO照打上精采圖說？ 

  
3/11一位工程師走向世界的作家之路 3/12愛情是在哈囉？ 

  
3/13泰國海外計畫成果分享 3/16 你不知道的義大利十件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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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 4/6-24 (更多課程陸續增加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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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四) 
17:00-21:00 mc0114 

0.2學分目標履歷表-想要從事行銷企劃類職務的履歷表
就要這樣寫(蘇紋巧) 忠 203 

04/10(五) 
13:10-17:00 

mc0102 
0.2 學分(sSchool)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未來研究

(Gideon Lowy)  ※本課程為全英授課 
科航館 701 

mc0110 0.2 學分(sSchool)財務自由要怎麼做？原來你的薪水永
遠不夠用(劉詠順) 

應諾創客
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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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7(五) 
13:10-17:00 

mt0133 
0.2 學分機器人實作系列-3D 列印(軟硬體實作) (郭至恩、

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授課團隊)  ※本課程為校外教學 
中科機器人
自造基地 

ma0024 0.2 學分生活美學~流動畫(吳宇珞) 創客小教室 

mc0103 
0.2 學分(sSchool)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從前與未

來(Gideon Lowy)  ※本課程為全英授課 
科航館701 

mc0092 0.2 學分兩性關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橙
汁！（為何總遇不到對的人）(鍾亮君) 人 203 

04/20(一) 
13:10-17:00 

mt0128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 C-條燈控制
(陳金風) 資電 B15 

mc0011 0.2 學分玩出你的瘋狂 idea-遊戲化心智圖法(林昱瑋) 人 B117A 
mc0093 0.2 學分最高境界---把自己賣掉！(行銷心理學)(鍾亮君) 紀 104 
mt0042 0.2 學分生活時尚-文青皮革飲料提袋(羅筱綾) 創客小教室 

04/24(五) 
13:10-17:00 

ma0026 0.2 學分生活環保~資源回收在利用，肉肉世界有泥真好
(吳宇珞) 創客小教室 

mt0097 0.2 學分手機攝影_實拍實戰構圖技巧(謝欣錦) 資電 B15 

mt0136 
0.2 學分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1)-手沖咖
啡(李育惠) 通識沙龍 

mc0104 
0.2 學分(sSchool)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怪異的問

題(Gideon Lowy)  ※本課程為全英授課 
科航館701 

mc0096 0.2 學分聲音與肢體表演(蔣筑昀) 人 203 
04/24(五) 

14:10-18:00 mt0125 0.2 學分用 MATLAB 來玩 AI 工具(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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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第二學期 3 月 9 日~20 日微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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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9 日至 3 月 20 日微學分課程回顧 

  
「目標履歷表-行政類履歷表關鍵大公開」課程。 
職涯發展中心這學期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工作項目開設相對應的履歷表撰寫課程，如行政

類、人資類、行銷企劃類等，讓同學們可以針對目標工作類型進行履歷的修正，並透過案

例分享，讓大家完成目標履歷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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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micro.genedu.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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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食物設計-淨悅花蒟蒻果凍」課程 

  
「生活時尚-深層清潔與日常保養」課程。基礎保養的課程廣受同學們喜歡，在空氣品質不

佳及容易有過敏或皮膚狀況的同學，本課程讓同學們知道皮膚清潔的重要性以及該如何清

潔才是合適的，養成正確的習慣，用以改善肌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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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爬蟲程式實作-讓電腦聽話抓資料」課程。 

  

  
「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正面影響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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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盤彩繪創作 DIY」課程。 

  
「我跟老闆一樣大！（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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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式企劃書實撰力」課程。 

  

  
「目標履歷表-想要擔任人資，履歷表就要這樣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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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 BI 從靜態圖表到動態客製化圖表」課程。 

  

  
「生活時尚-手作皮革 DIY-文青皮革識別證套」課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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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跳出魚缸的那隻魚 
108-2 英文自主學習計畫啟動！ 

外語教學中心於 3 月 10 日中午辦理英文自主學習計畫(My English Learning 
Plan, MELP)說明會，共有 13 位申請加入 MELP 計畫的候選同學參加。 

本中心基於 self-directed learning 與 purpose learning 之課程設計基礎，研

擬出適合「三高」學生（高動機、高企圖心、高外語能力）的具實驗性的修課方

式。學生跟由外語教學中心教師群擔任的學習教練(Coach)，共同商討擬定自主學

習目標、進度與內容，達標後可取得學習契約(Learning Agreement)內所設定的外

語教學中心課程學分。 
108-1 有 6 位學生，含兩位外籍學生，順利完成他們的自主學習計畫，並於

1 月 9 日的成果發表會，以 15 分鐘簡報方式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外語教學中

心的指導老師群周惠那主任、陳彥京老師、廖芳瑜老師、鄭安倫老師，以及唐西

恩老師針對學生成果提出評論及建議，最後開會討論並給出分數。 
108-2 共有 13 位學生，申請人數更勝上學期。未來 MELP 計畫也會持續拓

展，歡迎並致力協助「三高」的學生，發展出更具特色、彈性的英文學習模式。 

 

 

圖一: 108-1MELP 成果發表會實景 圖二: 108-1 成果發表會參與教師 

  

圖三: 108-2 MELP 說明會實況 圖四: 108-2 說明會學生熱烈詢問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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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寒假活動不停歇! 
《朝向美好的新學期!》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隊長 蕭慈媛撰 

馬來西亞研討會 x 外語教學志工隊  
今年逢甲大學和外語教學中心在 2 月 18 日至 2 月 19 日舉辦為期兩天的馬

來穆斯林文化國際研討會。這是台灣首次以馬來穆斯林文化為主題的國際研討

會，活動當天聚集了許多來自全球各地的馬來與穆斯林文化學者參加，期望能大

幅提升臺灣對於穆斯林與馬來世界的文化宣傳與國際能見度。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的成員非常榮幸在活動中擔任貴賓接待的角色，從 17 
日馬來西亞學者們到達台灣時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接機並引導他們到逢甲附近旅

館登記入住，並介紹逢甲觀光夜市特色小吃以及台灣當地的景點，另外也說明台

灣的飲食文化與馬來西亞的差異。而在 18、19 日研討會當天，志工隊隊員們協

助帶領學者至逢甲大學會場。在前往會場的路上也向他們介紹美麗的校園、描述

我們大學生的校園生活。雖然此次是以協助者的身分參加活動，但透過接待來自

馬來西亞的貴賓，我們能了解到發現雙方習慣、文化大不相同。不僅讓志工隊員

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也學習到接待校外貴賓時，所需注意的大小事。 
 
外語志工隊近期規畫  

新學期開學前，志工隊幹部早在寒假時就已經開始運作。從招生面試、迎新

茶會到期末活動成果回顧的大小活動，都在寒假期間進行一系列的規劃與討論。

當然還有外語志工隊的招牌-夜市定點導覽及團體導覽，也在這個寒假進行了一

系列的升級，不論是我們的硬體設備還是服務態度的培訓內容。如特別請外國講

師針對介紹夜市美食教導大家常用到英語會話，還有跟隊員們提醒在為別人導

覽時要注意的事項。除了這些既定活動外，新的活動也正在籌備中。如志工隊名

片設計比賽、還有下學期將開設的招待課程。 
外語中心志工隊也在 3 月 5 日舉辦期初幹部會議為這學期揭開序幕，讓

幹部們為新學期的活動做好準備並宣導在新型冠狀疫情的情況下舉辦活動的注

意事項。另外為了提升幹部間的情感及了解各幹部的工作內容與工作態度，我們

將在 3 月 28 日舉辦幹部訓練。最後，雖然很多事先規劃的活動都因延後開學

而受到影響，但也充分展現志工隊幹部們統整人力、分配工作及協調各事項與應

變能力，新的一學期，志工隊的新血們準備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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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外語中心志工隊協助招待逢甲馬來穆斯

林文化國際研討會的貴賓 
圖二:志工隊幹部進行情境模擬，

由前任隊長帶志工模擬活動中可

能遇到的各類情況 

 

 

圖三:督導施惠家老師指導志工隊幹部訓練 圖四:志工隊本學期的招生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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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夜市雙語導覽設計】系列課程 
學生將挑戰英語導覽規劃與執行 

施惠家老師 
 
由外語中心施惠家與陳秋華老師共同開授之「逢甲夜市雙語導覽設計」系列

課程，邁入第二學期，3/6(五)進行課程說明會後，課程於 3/13(五)正式展開。第

一學期之課程主軸為進入逢甲周邊社區、認識社區並進行店家採訪，而第二學期

之課程，則強調讓學生將直接為逢甲周邊設計一套雙語導覽行程，並於期末利用

英語進行實際導覽。過程中，學生除了將從學術界與業界專業講師提供的工作坊

中習得知識，更將安排校外參訪，實際體驗雙語導覽行程。 
本課程不僅吸引了台灣同學，更有日本、韓國和越南的同學、以及跨越 15 個

科系的同學參加，展現逢甲的學生對於周邊社區的興趣和利用語言進行交流的

熱情。第一週課程即邀請到於台中市區知名的雙語導覽團隊 TC Time Walk 之創

辦人徐銘遠(Chester)先生，前來為學生進行兩個小時的工作坊。Chester 從自身

旅遊的經驗和文化交流作為起點，講述自身在環遊世界的旅途中，如何從世界各

地的城市導覽行程中，認識到不同於旅遊書上的知識。並利用自身作為斜槓人的

經歷，鼓勵學生們就自身不同的背景和專長，在投注於城市導覽的過程中，與來

自世界各地相同興趣領域的人進行對話。最後他也就 TC Time Walk 團隊的組成

和規模進行解說，分享他的團隊在進行導覽設計前會準備得七大項目，最後，他

提供給有興趣計畫出國旅遊的同學建議，要讓自己帶著意義和目標去旅行。 
此一系列課程將持續帶領學生利用有效的工具探索社區，並啟動語言能力為逢

甲週邊的觀光盡一份心力。 

  
圖一:課程說明會上施惠家老師進行講解 圖二: 第一週學生進行分組，認識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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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第一週課程進行團隊建立活動 圖四:陳秋華老師進行團隊動能建立活動 

  
圖五: Chester 講師分享旅遊經驗 圖六:外語中心志工隊學員私下詢問講師

關於導覽設計與規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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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講堂~「熱河化石動物群」特展】校外教學 
『春雨講堂』邀請名師授課，包括有何寄澎、林載爵、魏國彥、莊榮輝、齊

肖琪、高承恕等教授，不同議題創造學生不同的思維；同時邀請 EMBA 學長做為
指導教練，引導實務經驗領受，校內師長與同仁共同參與，我們共同打造一個創
新的學習平台。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主題是「生活的奧義」，我們將從演化、
生物、文學、社會學與博雅教育等觀點切入，進而開創多元文化與文學新面貌。
這次的系列課程中，魏國彥教授特別安排了一場校外教學，在 109 年 3 月 14 日
(六)，實地帶同學們去台中科學博物館參觀特展，藉由特展所展出的熱河化石群，
透過真實的化石物件，讓同學們可以更深入理解與感受演化的過程。本學期因特
殊疫情關係，課程中有許多同學無法實際到校上課，透過實時授課的方式上課，
因此，此次校外教學，也應實時授課的同學們的希望以線上直播的方式為無法直
接參與的同學們做連線授課。 

運管三甲 平 毅 
在天氣轉冷的周六午後，逢甲大學春雨講堂共五十位同學們，準備一同前往

台中科博館進行參訪的活動。這次帶隊的課程老師為現任台灣大學地質學系的
魏國彥教授，而我們要參訪的熱河化石生物群特展，即是教授相當熟悉的領域之
一。 
 大家在門口集結時便難掩內心期待，在館內專業的導覽員帶領下穿越時空，
進入了 1.25 億年前，中生代白堊紀古老生物群的世界，認識那些具有研究與科
學重要性化石標本與展示，一探生物演化的種種奧秘。 
 展覽中陳列了許白堊紀許多不同的化石標本，包括古老哺乳類、兩棲類、昆
蟲類，甚至有植物類等等。其動植物形體與外觀，都與現今大家所認識的生物有
很大的不同，另所有人感到耳目一新。 
 其中最大的亮點是關於鳥類的起源，遼西一帶已出土 2000 件以上的孔子鳥
化石，成為中國發現最著名的中生代鳥類。櫥窗中的鳥類化石一字排開，完整顯
示出羽毛早期演化的化石證據，告訴觀眾恐龍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翱翔天際。 
 經過導覽員細心解說過後，學識淵博的魏教授緊接著在展場一隅，分享他在
展覽之中的所見所聞。從千萬年前地層中的古生物化石，說到對於人生的規劃與
目標。勉勵現場的同學要時時刻刻的保持好奇心，不忘精進自己一生所學。 
 大家在教授的分享之中無不全神關注聆聽，不想從教授口中錯過了任何一個
地質學的知識抑或是一句人生哲理。相信大家在參訪之後，對於熱河生物群的知
識是更加豐富，每個人臉上滿足的神情，像是經歷了一場知識的饗宴，想必是滿
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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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re here. Try to be here 
今天的課程超有趣，路威老師的【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課程特色：

跨科系、跨年級、路威老師建築碩士班學生、香港教授來旁聽，更可愛的是來了
兩位明道中學國際部 15 歲高一的孩子，專程向學校請假來旁聽。 

從課程開始老師讓每個人簡短的自我介紹，名字、科系以及為什麼在這裡。
既然選擇來到這堂課，在這 4 個小時的課程裡，敞開心胸，用心參與。 

三個世代-高中、大學、碩士，學生們一起穿插混合分組做 workshop 討論，
最後 1 小時分組英文簡報，老師帶著大家從各自的科系，發想未來世界的模樣，
想想在 2040 年的世界會是甚麼模樣，以台灣經濟發展演變為時間軸，在重工業、
服務業之後，會是甚麼產業呢?車子已經飛上天空了嗎?沒有人能給出肯定的答
案。 

大家討論出了 Better future. Better people.，未來是由每一人一點一點累積起
來的，而這建立在良好的教育體制及環保永續之上，國際之間討論的平權、民粹
崛起等等，若是能夠有良好的教育和理解陪伴，包容並尊重不同的文化背景，是
不是就能夠避免爭端甚至是戰爭了呢? 

課堂過程緊湊，且兩位優秀的高中生，犀利地 PK 大學生們，真的是長江後
浪推前浪，看到了 15、20、25、30 年齡層的不同想法和世代交替。 

  
圖一、 課程環境 圖二、路威老師全英壽課 

  
圖三、課堂討論 圖四、課堂活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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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chool 微學分-海外社會實踐 
「在去泰北的第 6 年，我才算清楚為了來這個地方我要翻過 42 個山頭。」

講師廖忠信老師帶領大學生進行海外志工服務計畫已有十餘年，今天特別來分
享他多年的經驗，以及如何不斷調整計畫已符合當地真正的需求，他表示一開始
雖然很多地方都很歡迎國際志工，但做到中期時，發現一些組織開始拒絕他們前
往，探究原因為學生過去舉辦的活動僅僅只有一次性，活動結束了並沒有留下知
識或其他影響力，從一些組織的角度來說，對這些 NGO、NPO 內的小孩而言，
可能負面影響力大於正面，為了改善這個問題，他們重新設計了教案，不再僅僅
是一個活動，而是結合了數學、地理等等的知識，甚至是協助他們的師資學習電
腦，並應用 word、excel 等等處理及分析學生的學習和成績，廖老師的分享讓學
生對於想成為國際志工的學生更加留意對方個國土民情。 

  

  
圖一、廖忠信老師分享攜帶教具及物資的注

意事項 
圖二、課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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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綠能、做公益、愛地球 
最近因為及時口罩地圖而聲名大噪、揚名海外的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在 3 月

12 號來到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不過這次的主題跟冠狀病毒、口罩都沒關係。
主題是綠能科技新世界。另一位講者是「陽光伏特家」公司的創辦人陳惠萍小姐。 

「陽光伏特家」是一家號召大眾集資、購買太陽能板的專業平台。所謂專業，
從主講者陳惠萍小姐的分享中就能明白。她在研讀博士班時，完成了以台灣綠能
使用情況的主題為論文，之後就身體力行，以創辦社會企業、群眾募資的方式，
致力提升台灣的綠能使用情況。 一般的民眾均可以藉由出租屋頂、捐款、認購
太陽能板(從一片、到一批，都能接受)的方式，來達到節能減碳、環境永續的目
的。  

唐鳳委員則是針對台灣在推動綠能過程中的政策、規範、資源與限制，向觀
眾說明細節，之後也開放觀眾提問。談話、回覆問題中多次提到 SDG，當然，時
下的口罩議題也屢屢被提及、被讚美。觀眾席中有許多唐鳳的粉絲，各式各樣的
問題(如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如何加入團隊、請唐委員推薦好書…)、一來一往，
談笑風生，是一場收穫豐富又生動的演講。 

 

  
圖一、活動海報 

圖二、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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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綠生農場，啟動部落創生的參與者共保系統計畫 
南投好山好水眾人皆知，但美麗的山水除了讓人欣賞之外，也是許多原住民

部落的朋友賴以維生的環境。越來越多原民朋友務農、養殖家禽家畜，更藉著日
日的工作與活動活化大自然的資源，解決的生計、更實現了永續經營。「綠生農
場」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創辦人為賽德克族的瓦歷斯貝林，在南投縣仁愛鄉的眉
溪部落採用了兼顧土地與自然生態平衡的農耕方法。例如，農作物的肥料為在地
的微生物所調製的，雞、豬的飼料則是來自農作物收成後的殘餘。在銷售方面，
也藉助新科技、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對接獨產品通路與網絡銷售平台。這樣
的做法吸引了年輕人回鄉、使農家永續生存，更達到循環經濟的目的。 

逢甲大學對於大學社會責任(USR)的推動一向不遺餘力，社會創新學院
(s.School)在新年度的 USR 計畫中也獲得了教育部認同、撥款補助，將以「綠生
農場」的成功模式推廣到清流、山美、古樓等、從中部到東部的部落，陸續啟動
部落創生的參與者共保系統(PGS)計畫，活化各地的生態、生計。 

  

  
圖一、綠生農場一景 圖二、參觀綠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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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人才培育講座-回家創什麼業 
3 月 17 日中午 12:00~13:00，在人社館 B1 應諾創客小教室，舉辦 CDIO 人才

培育講座，邀請講者郭瀚陽，來分享回家創什麼業。 
開民宿?是美夢還是惡夢?到底經營民宿有哪些你我不知道的真相？決定開

民宿前，有哪些問題點該好好仔細思考、認真評估？ 
在家鄉創業能帶來多大的迴響，我想只有親身經歷了才會知道，將民宿營造

出「家」的感覺，並且讓每個前來的遊客都賓至如歸，並且讓他們願意再次前來
消費，然而開民宿卻有五個不得不知道的真相，真相 1：24 小時都在工作，真相
2：遇到「奧客」也得陪笑臉，真相 3：申請執照路迢迢，真相 4：過度投資，回
本無期，真相 5：網路行銷不是萬靈丹。 

認清了這些，講者還是堅持了他的民宿夢，為的是遊客們的一個微笑，為的
是將后里的觀光產業發展得更好，為的是讓民宿變成遊客充滿溫暖的家，因為有
了這些值得努力的原因，造就了民宿的非凡之路。 
 
 
  

  
圖片 1 講座宣傳海報 圖片 2 講座實況 

  
圖片 3 講座實況 圖片 4 問題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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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邁向永續發展時代 

 
2020 年 03 月 18 於人設館 B1 應諾創課小教室舉行介紹 SDGs 的工作坊，並

由 Ismael 主講。 
Learn the basic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ir role in creating 

a World that is Socially Inclusive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了解聯合國頒布之永續發展目標的基礎知識，和其社會各項發展及環境永

續維護的運作模式，第一堂課用淺而易懂的生活常例來帶領同學認識 SDGs 

 
  

  
圖一、課程實況 圖二、課程實況 

  
圖三、學生討論 圖四、關鍵名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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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chool 微學分-NGO 實習與企劃包裝 
講師蔡惠媖分享了透過青年署計畫，在澳洲 NGO—OzHarvest 實習 6 周的經

驗，該組織從創辦人 Ronnie 自己開始，賣掉自己的車，換了一輛貨車後便開始
了拯救剩食的行動。一步一步的，聚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了這個行列，許多
人也從志工變成員工，全心為這個社會付出，迄今已 15 個年頭，已經成為跨國
NGO 在紐西蘭、英國、南非甚至是泰國都有據點。 

「沒有特別厲害，只是多了份勇氣與堅持。」蔡惠媖老師點出這個組織成功
的關鍵，並鼓勵同學積極爭取機會，找到自己的熱忱並勇敢追逐，此外，也教大
家該如何進行企劃包裝與撰寫，以及申請計畫時應該注意的事項，學生認為本次
課程讓他們感到很熱血，在實務上也能有所學習。 

  

  
圖一、蔡惠媖老師分享前往澳洲 NGO 實習的

經驗 
圖二、課程學生 

  
圖三、講師蔡惠媖與 Ozharvest 創辦人合影 圖四、講師表示，Ozharvest 每天約可收到 1

噸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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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chool 泰國企畫聯合成果展 
 
s. School 於 2020/3/13 中午在人言 10 樓的通識沙龍舉辦 108-1 泰國企劃聯

合成果展，分別有兩個組別進行報告： 
(1)Peace Summit of Emerging Leaders-躍上世界舞台 
舉辦在聯合國曼谷國際會議中心，旨在聚集世界新興領袖，會議安排主題演

講、觀點交流，建立更符合普世價值的和平主張。周冠任同學認為這次的活動讓
她更了解世界的青年關心的議題，催紘偉同學也表示在國際舞台裡，另一位來自
交通大學的學生發表了台灣為 17 項 SDGs 做出的努力，讓他印象深刻，認為每
次的機會都要有更好的準備，才能讓世界看見台灣。 

(2)拓點行銷暨志工服務-深入在地 
執行地點為清邁，透過扎實的籌備，他們展現了逢甲學生的執行力、台灣的

魅力、自身的社會影響力。趙婕伃同學表示，在離開時 NGO 的小朋友都將自己
身邊最喜歡的玩具送給他們，只為了讓大哥哥大姊姊可以記住他們，讓全團的人
相當感動，此外，在當地夜市募資，販售賣像不佳的湯圓時，泰國人的友善和熱
情讓他們感到溫暖，了解到語言不同不會帶來隔閡，用心溝通與微笑就能夠拉近
彼此。 

本次聯合成果展在觀眾的掌聲與歡笑中圓滿落幕。 

  
圖一、宣傳海報 圖二、周冠任同學發表心得，認為自己應該

要更加關切身邊的事情(Peace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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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催紘偉同學認為 tea break 是很好的交

流時間 
圖四、趙婕伃同學認為這趟旅程充滿意義 

  
圖五、莊程印同學分享參訪 NGO 收留的孩童

原生家庭 
圖六、 QA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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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雜誌社長參訪社會創新學院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劉鳳珍社長和盧智芳總編輯於 2020 年 3 月 17
日下午來校訪談本校李秉乾校長，訪問結束後，校長陪同外賓參觀校園軟硬體設
施，其中特別到訪社會創新學院，由翟本瑞院長負責接待。 

翟院長在創客書屋接待外賓，首先介紹學院創設宗旨及課程規劃、通識中心
的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專題式課程、公益鞋計畫及 USR 計畫等目前所推動與進
行之課程活動後，導引外賓參觀應諾創客中心裡的創業碼頭、IOS Club、CDIO 計
畫辦公室等空間利用規劃與軟硬體設備，翟院長並致贈兩位外賓其所編輯的「逢
甲大學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 我的世界地圖初長成 我想、我要、因為我勇敢！」
書籍，完成短暫但詳盡的參訪行程。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舉辦的「2020 大學辦學績效成長 Top20」調查，
本校獲推薦進入前五名，該雜誌來訪主要目的是訪問本校校長針對該雜社「大學
辦學績效成長調查」的回饋建議，以及校方後續的發展，翟院長的導覽讓外賓更
瞭解了本校人文社會及大學社會責任層面的成果及規劃。  

  

圖一、相見歡 圖二、資訊交流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4 期)2020/4/1  29 

 
 

土管許孟良校友赴日就職前返校與師話別 
 

本校土管系許孟良校友完成義務兵役後，經推薦參加日本企業在台、日兩地
面試後，獲錄取內定在日本東京的物流公司，刻正辦理赴日就職簽證。特於出發
前的 3 月 9 日專程返校，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話別。巧遇黃老師在國貿系選
修課程「商用日文(進階班)」，利用本校圖書館線上閱讀外語電子書「Live 互動日
本語 2020 年 2 月號」，其中【日本職場的基本常識-海外至日本就業的流程 (海
外から日本への就職スケジュール) 】單元為補充資料授課。爰藉機邀許校友以
渠參與日本企業就職活動過程分享。許校友提及，在校期間多年追隨黃老師學習
日語、認識日本；也修過黃老師本班課程「商用日文」，深覺在本課間，無論是
教科書或黃老師所選的補充教材，對累積生活知識及商用謀職等的日語應對能
力，甚有幫助。因赴日任職在即，乃勉勵學弟妹們保握機會，把握學習黃老師在
日語與派駐日本多年經歷，以備將來之用。許校友就渠本身求學、參與日本企業
就職活動之歷程，無私與在學後輩互動分享，博得全場喝采。本中心黃老師首恭
賀許校友畢業後順利就職日本企業，盼在東京工作之餘，能抽空前往東京港區的
我國駐日本代表處，辦理必要之國人在日護照登記，並順拜會所推介黃老師昔日
駐日期間老同事們，藉以加強聯繫，互通訊息。課後， 班上應數系陳開威、航
太系吳佳恆兩同學也藉機向許校友請益。 

 
土管系許孟良校友在國貿系「商用日文」課程分享就職日企活動經驗 

 
(左起)許孟良校友、黃煇慶老師 

 
(左起)許校友、陳開威同學、吳佳恆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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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EMBA 93 高階洪添助校友公司做客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之 3 月 10 日，由本校 EMBA 93

高階校友，也是擔任本校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之張國鈜陪同，應邀往
訪同窗校友洪添助所經營，位於台中市北屯區的「伸凰有限公司」。洪添助校友
早於 1995 年創該公司，主要經營清潔、化妝以及健康食品之批發事業。在洪校
友一向堅持「整合團隊智慧」、「開發優質產品」、「創造輝煌業績」、「全員
利潤分享」以及「適時回饋社會」之五大經營理念。經由公司全體不斷研發優質
新產品，並且針對現有產品嚴格把關品質，致能屢創營業佳績。且洪校友也係風
雅人士，閒暇之時，拜師學畫，而漸展露天分。上(2019)年 10 月曾於本中心「風
之廊」舉辦個人油畫展，深獲同儕訪者以及師長校友們的讚譽，堪稱是多才多藝
青年。該班同窗校友在各方各業亦經營或創業有成，已有多位獲選為本校傑出校
友。更可貴者，畢業後互動仍甚頻繁，也多次組團並請本中心黃老師再帶領赴日
各地參訪；或協助黃老師在台協助接待來訪的日本貴賓，深耕日本優質文化，增
進本校與日本之交流。因此，黃老師常以「天下第一班」稱讚之，師生間所建立
深厚情誼，常被譽為良師益友。尤其張國鈜校友更係靈魂人物，經常藉舉辦各式
活動召集同學聚會，互通信息，聯絡感情。 

目前由於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黃老師夫婦一行抵達伸凰公司，於被
要求量額溫、手消毒的防疫手續後，即受到洪添助校友夫婦出迎接待，並親切導
覽公司環境。洪校友強調，之所以命名伸凰，乃意指「走入伸凰，麻雀變鳳凰」。
員工只要認同公司理念，努力盡責，將來皆能成為鳳凰般的尊貴。所以，創設以
來，都要求秉持不斷研發優質新產品，並且針對現有產品品質嚴格把關，所有產
品均經由歷史悠久且信用良好之ＣＧＭＰ(藥品優良製造規範)藥廠生產，並採用
最嚴苛的品管標準來檢驗成品。因此洪校友深感企業責任重大而更應精益求精、
踏實經營、追求更高營運績效並持續產製最優質商品以回饋所有的忠實消費大
眾。務必盡到昔日在校師長所要求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參訪簡報席間，洪校友提及已準備好將前於「風之廊」畫展之一、主題為「婺
嶺古村」油畫致贈黃老師。突來喜悅，使黃老師夫婦興奮不已。查該作品係洪校
友前於旅遊江西婺源篁嶺古村時，親見千年歷史的村落環境優美，古意盎然，好
似仙界，且觀當地居民多在屋頂曬紅辣椒，顏色鮮艷，故乃繪之。畫展期間黃老
師前往觀賞時，獨自感受到該畫作所顯氣勢、風格與眾展畫不同，且覺得其內蘊
含嶄新生命氣息，就像當年居民跨越時空，仍然生活其中一般。後據洪校友透露，
竟自其內取出兩隻活小蟑螂。如何進入畫內生存，令人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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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張國鈜副總編輯、洪添助校友、黃煇慶老師夫婦 

 
洪添助校友(右立者)簡介伸凰公司概況 

 
 洪添助校友(右)將手繪「婺嶺古村」油畫致贈黃煇慶老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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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添助校友簡介公司概況 

 
(左起)洪添助校友夫婦、黃煇慶老師 

 
新冠肺炎疫情中進公司前先量額溫 

 
新冠肺炎疫情中進公司前先手消毒 

 
(左起)洪添助校友、黃煇慶老師 

 
(左起)洪添助校友、黃煇慶老師 

 
(左起)洪添助校友、黃煇慶老師、張國鈜副總編輯(攝於伸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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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地樹葡萄成熟時 EMBA 93 高階來相會 
 

在台 40 或 50 年級者，一定熟悉當年陳蘭麗所唱紅的歌曲「葡萄成熟時」，
尤其在遠地工作或外島服兵役甚至出國留學，偶然聽到「別後多珍重，葡萄成熟
時，我一定回來」，莫不感鄉愁而熱淚盈眶，趕緊伺機整裝回鄉，與家人團聚。
本校 EMBA 93 高階班的校友就是這麼情誼深厚的大家庭，儘管同窗好友在海內
外各行各業各雄霸一方，然經常找機會相聚茶敘，彼此關懷。3 月 15 日新冠肺
炎疫情雖仍籠罩全台，然在該班之靈魂人物、本校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副總編
輯張國竑校友的號召下，群往同班洪添助校友在台中新社所開墾「恩地露營區」
郊遊。期以透氣並吸收大自然精華，藉增強免疫力。而最主要者，乃是洪校友說，
園區內幾株「樹葡萄」已成熟，大家來採吧。 

實際上樹葡萄僅是一種俗稱，因果實像葡萄，且直接長在樹幹上。原名嘉寶果，
又名珍寶果，原產於南美洲，後移入台灣。因產量少，也不易保鮮，故價格高於一

般葡萄。恩地露營區內，已將花草樹木整理得生氣盎然，果樹除樹葡萄外另有枇
杷、芭樂、檸檬、木瓜等等，均委請農業專人種植，季節一到，結果累累，感覺
美觀，引人採之而食的慾望。惟其中較稀奇者，仍屬樹葡萄，很多人均係第一次
看到，觀其結果深紅發紫，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令人垂涎欲滴，致大家爭相摘採，
好快樂。在旁地主洪添助校友更唱起「葡萄成熟時，我一定回來」，增添情調溫
馨有趣，共度快樂周日假期。 

此次參加者有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夫婦、工工系鄭豐聰教授以及該高階班現
任台中市文化局長張大春校友夫婦、林建德校友夫婦、張國竑副總編夫婦、甫取
得本校商學博士學位的吳秀麗校友夫婦等校友及眷屬約 20 人，大家春節後均因
配合防治疫情減少外出，乃把握重逢機會，共談家務事、國家事、天下事。真有
如恩地茶屋門聯所書「望青山笑談天下、賞綠水描繪古今」，讓人感覺更有禪境
與詩意。 

 
大家爭相採樹葡萄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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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爭相採樹葡萄樂之二 

 
採樹葡萄樂之三 

 
樹葡萄果樹 

 
採樹葡萄樂之四 

 
全體攝於午餐敘地點新社胡明月山房 

 
攝於新社恩地露營區前櫻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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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新社恩地露營區採枇杷樂之一 

 
攝於新社恩地露營區採枇杷樂之二 

 
採枇杷樂之三(林建德校友) 

 
採枇杷樂之四(張國竑校友全家福) 

 
採枇杷樂之五(張大春局長夫婦) 

 
採枇杷樂之六(黃煇慶老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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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敘(攝於新社胡明月山房餐廳) 

 
餐後茶敘(攝於新社恩地露營區) 

 
新任班長林建德校友致詞 

 
陳炳煌校友分享經營咖啡之道 

 
鄭豐聰老師親烤烏魚子饗宴大家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4 期)2020/4/1  37 

 
 

旅澳華僑陳姵君小姐家族台北相見歡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緩返回上海公務的「仲量聯行」副總裁陳姵君小

姐，於 3 月 6 日陪同雙親，晚宴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夫婦。陳小姐之母黃碧珠女
士乃黃老師南投故鄉親族，而其父陳皆銘先生則在台經營建築業有成。渠夫婦
前於黃老師服務外交部期間，經常協助接待來台的日本訪賓，且於擔任扶輪社
長、獅子會長時，倘遇日本訪台貴賓，也邀黃老師陪敘，增進台日國際交流。
後陳先生舉家移民澳洲擴展營建事業，仍與黃老師續持聯絡。而其女陳姵君副
總裁，也是本中心黃老師之外甥女，則於黃老師派駐東京時巧遇。斯時，伊已
留學澳、美、瑞士等國，通曉觀光旅遊市場資訊，由公司派駐日本東京。故而
得以協助黃老師當時所擔任駐日代表處秘書組長之接待業務。因中英日語均
佳，兼具國際視野，甚得黃老師駐日代表處同仁之好感。 

 
(左起)黃碧珠夫婦、(左起) 陳姵君副總裁、黃老師夫婦 

 
(左起)陳皆銘先生、(左起) 陳姵君副總裁、黃煇慶老師夫婦、黃碧珠女士 

 
(左起) 陳姵君副總裁、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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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輩出的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再添喜訊 
 

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在名譽總會長謝振裕等校友催生下，於2018年 4月創設，
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義務講課。兩年來風雨、寒暑無休，校友學長們均本快樂
學習心情，從發音到基礎班、初級班、以至目前中級班。內容主要以歌唱日語、
講解課本及文法。迄已教唱超過 100 首熟悉的昭和年代演歌。並舉辦了數次卡
拉 OK 以及接待日本訪賓餐敘同樂，藉以增進認識日本、提高學習日語樂趣。本
班 20 餘名校友人才濟濟，均在各行業表現輝煌。更可貴者，乃對母校及校友會
的向心力；在學長前輩示範下，號召出錢出力協助辦理校友會各項活動，增添母
校形象與聲譽，甚獲社會佳評。班上除有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號召，並有傑出校友
張立義(前北區金融聯誼會長)、崔昇祥(北區 EMBA 聯誼會長)、翁登財(企管系總
會長)，以及現任台北校友會長周純堂、統計系友會長鄭宗陽(本日文班長)、北區
國貿系友會長廖瑞珠與夫婿郭志定前會長、機械系友會長涂元卿與前會長李勝
從，還有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陳韋佐等校友菁英者不勝枚舉，齊為母校及校友會
發光發亮努力。而翁登財學長近更榮獲推舉出任「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第十屆
董事長，於 3 月 20 日履新。以翁登財傑出校友歷任校友會相關重要職位，對母
校貢獻極大，校友們均表咸慶得人。日文班校友均感與有榮焉，再添喜訊，紛往
致賀。翁董事長也在就任致詞中提及將以本班研習日語心得，支援母校外語中心
舉辦日語之朗讀、歌唱、簡報等各項比賽，以鼓勵在校學弟妹們之學習績效，獲
滿堂喝采。 

 
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情形之一(前左一翁登財傑出校友) 

 
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情形之二(前立者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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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登財傑出校友(前坐左一)榮任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第十屆董事長 

 
新任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翁登財 (左一)與前歷屆董事長校友合影 

 
台北校友會日文班部分出席典禮校友與新任董事長翁登財(左二)合影 

 
新任董事長翁登財致詞 

 
(左起)黃煇慶老師、翁登財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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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第一節的「日本歷史與文化」通識課程 
 

本學期原訂於 2 月 10 日開學，因新型肺炎疫情而延後二週。本中心副教授
黃煇慶所擔任「日本歷史與文化」的課程，一向受學生歡迎，前排於週一至週三，
班班爆滿。由於台北校友會及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所有新北市的慈善基金會也
開設「歌唱日語班」，同聘請黃老師義務授課，長久以來甚受志工學員及校友們
的喜愛。另外很多社團，如:台日文化經濟協會、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台灣沖繩
縣人會與國際扶輪社、獅子會以及台大與中國文化大學的日本研究中心等，也經
常邀黃老師專題演講或參與推動台日交流活動等，致黃老師常忙於北、中兩地。
而黃老師在本校人言大樓的研究室，也常因請益或是委請推薦而高朋滿座，顯現
高人氣，黃老師向均持回饋母校之心，按個別需求熱誠回應。為方便來回台北台
中及校內外彈性服務校友，本學期黃老師將將三節「日本歷史與文化」通識課程
全都安排星期一上課，其中一班係從上午八時第一節開始。於太平時光、養尊處
優、父母寵愛的現代家庭社會裡，已漸無如民國四十年代生所處「枕戈待旦」、
「勤儉建軍」、「刻苦耐勞」時代以通過「大專聯考」而努力向學，盼到時能出人
頭地的表現。原以為可能倒班或學員姍姍來遲，不料 3 月 2 日開學頭一天，人
言七樓僅該班從第一節有課，鈴聲剛響竟已有八成以上同學在座。讓黃老師意外
又驚喜，言道這就是當年支持日本經濟成長的所謂日本精神，三週來持續如此，
令人讚譽逢甲青年真有希望。 

 
週一上午第一節課學生幾乎滿座情形之一 

 
週一上午第一節課學生幾乎滿座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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