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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出爐 本校蟬聯私校第一

 
《逢甲快訊》2020 年 4 月 22 日 秘書處發行 

《天下》雜誌自 2019 年率先進行「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從大學治理、

教學環境及社會參與 3 個面向檢視大學社會責任，逢甲大學在首屆評選中拿下全

國私校第一名佳績。最新公布 2020 年調查結果，本校「以學生為本，以教學為

首務」的辦學精神深獲肯定，蟬聯私校第一。 

2020 年「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除蒐集教育部公開統計指標，更首度

對全台大學發放問卷，從大學治理、社會參與、環境永續、教學承諾四面向 42

項指標，來檢視大學社會責任。總計有110所大專及技職院校回傳問卷參加調查，

所有參加學校先分成「公立一般大型大學(學生總人數 6000 人以上)」、「公立

一般中型大學」、「私立一般大學」、「公立技專校院」、「私立技專校院」五

組，各組再進行組內評比。  

調查中顯示，本校在教學承諾面向的成績相當突出。如雙聯學位合作大學

的所數達 48 所，比位居第二的學校高出一倍之多；而今年特別新增的指標-教育

部 108 學年「教學實踐研究計劃」獲補助件數，本校也以 31 件領先其他私校；

放眼全台，僅次於成大的 33 件。  

李秉乾校長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時表示，私立大學的大學社會責任，最

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尌是學生。本校除了引進創新教學方式、設計新時代所需課程，

過去 3 年更投注約 40 億建設硬體。從翻修男生宿舍、興建精采學舍，到禮聘日

本東奧主場館設計師隈研吾，操刀水湳校區的充滿人文精神的新建築-共善樓。

逢甲教育理念非常清楚，尌是「以學生為本，以教學為首務」。 

USR 意識抬頭，社會看待一所大學的角色與價值，也不同以往。面對未來，

大學要在社會中扮演更廣的角色，充分發揮大學新價值。逢甲不僅會持續將 USR

精神內植到大學教育中，更要結合企業發揮企業社會責任(CSR)，持續為社會帶

來更多正能量。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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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的逢甲大學 
 

 

優質大學的構成不應是活在象牙塔中的師生，而是能負起大學應有的社會責

任的實踐者。一所好的大學，應肩負那些社會責任呢？首先，大學應提供高品質

的教育，培養能為社會及產業所用的優質大學生。其次，好的大學應能協助產業

升級轉型、創新研發，促進社會發展。此外，一所好的大學更應率先善盡社會責

任，有效推動節能減碳、重視環保、帶動師生參與社會、關懷天下、以個人及集

體力量，推動共善大好的社會價值。 

在劇烈變化的時代，傳統知識與教學方式都需要大幅更新，面對內在與外在

挑戰，大學應帶頭推動教學創新與組織再造，以因應時代變化。幾年前，在全校

教學革新會議中，本人提出三項逢甲學應面對的問題： 

1. 當大學不再是知識創新的唯一源頭時，逢甲大學該如何定位？ 

2.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當大學不再是學生知識獲得的唯一來源時，逢甲大

學的教學該做如何改變？ 

3. 當產業自己在做研發時，它如何看得上逢甲大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 

要能提供高品質的教育，逢甲大學必頇與社會產業合作，深刻理解社會產業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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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時必頇升級轉型，而能培養畢業生具備參與社會產業升級轉型所需的創新能

力。 

高等教育面臨兩大危機，第一是學生改變了，他們是數位原住民，比起教

授更擅長科技產品及資訊社會，但不耐煩深刻且基礎性的知識。第二是社會大環

境改變了，組織型態改變、生產模式改變、產品生命週期改變、科技更全面改造

人類社會。但是，大部份高等教育的知識傳授模式沒有太大改變，系所課程架構

沒有改變、知識系統沒有改變、授課方式沒有改變，如果這是產業界，大概早己

被淘汰了。當企業都已經在做研發創新，且成為產業主流的領導者時，他們怎麼

看得上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當大學系所課程架構、教材內容都沒有太大改變時，

我們如何培養能夠面對快速變遷社會與產業的學生？當全球所有大學都在做創

新轉型時，我們有什麼理由故步自封，認為自己仍然站在知識的最高端？李開復

認為伴隨人工智慧及機器人等科技發展，未來 10 年間可能有 50%的白領智慧工

作者會失業，其中，金融、醫師、律師、教師等 4 種白領工作是最容易消失的職

業。要讓學生具備未來競爭力唯一辦法，是能培養學生具備面對社會及產業升級

轉型的創新能力，而這也是一所優質大學必需面對的考驗。 

我們經過三年的研究與課程調整，實驗數種創新教學模式，發現(1)MIT CDIO

構思、設計、實施、運作(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專題式學習框架，

以及(2)在院系之外，新設類似 Stanford d.School Design Thinking 的跨領域創新教

學模式，兩種框架如能互相搭配，導入本校教學系統，可成為本校最需要的教學

模式。 

 
CDIO 框架，讓本校將課程設計調整為一套連貫式專案導向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架構，充分利用大學學科齊全、學習資源豐富的條件，以

盡可能接近產業實際涉及技術、經濟、企業和社會的團隊，綜合設計大項目爲主

要載體，結合專業核心課程的教學，使學生在 CDIO 的全過程中不斷地在基礎知

識、個人能力、人際團隊能力和工程系統能力四個方面得到全面的訓練和提高，

希望學生在畢業當天尌能無縫接軌，參與產業職場運作。在本校教學習革部份包

括了新鮮人計畫(Freshman Project)、創新教學、通識課程改革、創業生態系統、

深碗課程、跨學期畢業專題、實習等等。 

d.School 的模式，是在各學系、學院之外，設立跨領域整合的虛擬學院，規

劃出有深度、和真實世界對接的跨領域整合專案，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整合所學，

達到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為此，我們打造了三個虛擬學院：跨領域設計學院

(d.School)、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創能學院(i.School)，以有效要真正面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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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面對未來 AI 及科技的挑戰。 

 

逢甲大學發展以 MIT CDIO 與 Stanford Design Thinking 為內涵的教學模式，

打造一所融滲人工智慧情境於生活與學習的逢甲大學，讓學生具備人文素養、專

業知能、運用科技、掌握工具，透過跨領域、團隊合作學習模式，以真實情境的

挑戰，解決社會與產業複雜問題的能力。以期「培養能參與社會產業升級轉型的

創新人才」。 

逢甲大學在高教深耕計畫中，尌是以「培養能參與產業升級與社會轉型的創

新人才」為目標，更以落實教學創新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為主要框架。為了有效

推動改革，更規劃出四大策略。策略一以 CDIO+Design Thinking 原則，改革專業

基礎教育以及通識教育，再加上學制創新(學院實體化)，構成逢甲大學的基礎改

革。策略二成立跨領域設計學院、社會創新學院及創能學院三個虛擬學院，協助

系所投入與產業合作(d.School)、與社會對接(s.School)、運用科技解決問題(i.School)

等跨領域整合工作。同時，為了有效整合相關資源，特別在校的層級，成立「在

地創生中心」(策略四)，由校長擔任中心主任，以統整全校與產業及社會對接的

任務。高教深耕計畫提供高品質教育，培養產業與社會所需人才。其中，四大策

略中兩大重點，都是為了全面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的整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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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為私立大學，背後沒有財團及宗教團體的支持，完全是公益組織，

過去多年來認真辦學，獲得各界肯定，更以落實大學社會責任為己任。《天下雜

誌》過去針對「企業社會責任」(CSR)評選「天下雜誌 CSR 100 強」讓認真推動社

會責任的企業得到應有肯定。有鑑於歐美各學均積極推動大學社會責任，教育部

也在 107 年開始詴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天下雜誌》特別在

2019 年參酌「天下 CSR 企業公民獎」的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

保護四大面向，進行「天下 USR 大學公民評選」作業，從 1)大學治理(衡量學校

經營管理的成效與問責性)；2)社會參與(強調大學應關注弱勢、公帄正義，具產

業影響力)；3)教學環境(看重學校是否兼顧教職員、學生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等三大面向進行評量。 

逢甲大學在師生共同努力下，很榮幸地得到 2019 天下 USR 大學公民評選私

立大學的第一名。評選小組指出逢甲大學特點在於「教學創新為拚學生出路」，

描述如下：「站上私校第一的逢甲，則是致力打造學用接軌的教學環境。……私立

大學最需要負責的利害關係人尌是學生，當然要傾一切資源投注教學。長期透過

人才培育，在社會與產業升級轉型中扮演關鍵角色。」其中，引入 MIT CDIO 專

題式教學法，培育學生整合專業知識與實作能力；積極與企業建立產學聯盟關係，

在校內設置實驗室、提供實習與尌業機會，為不同企業打造各種合作可能；引進

諸如蘋果區域教育培訓中心(Apple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 RTC) 等同際合作，為

學生提供學用接軌培訓等，都是受到肯定之舉。逢甲大學的 USR 的亮點包括： 

1. 著眼現實環境與需求，打造創新教學環境； 

2. 致力縮短學用落差，為學生營造學用接軌氛圍； 

3. 打造緊密產學合作關係，為產業發展提供全方位協助。 

《天下雜誌》這次評選 USR 大學公民指標與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有著

對應關係，亦從各校校庫資料中找到量化指標，進行評量。指標項目如下表。 

這些指標都相當重要，但僅止於上述量化指標，仍未能全面檢視大學在推動

社會責任上的努力。逢甲大學過去每位學生在大一時都要有 6 個鐘頭的志工服

務，每一學系都有一門必修課程帶動學生以專業進行服務學習，每一社團及志

工隊每年都有服務學習的專案，同時亦推動國際志工活動。此外，我們與西屯

區公所合作，推動【攜手深耕 共創新西屯】的社區服務畫，亦持續多年，深獲

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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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們更進一步在通識教育中推動社會參與類的課程，並鼓勵系所以

社區為題進行專案研究，更在教育部支持下，2018 年獲得三件 USR 計畫的補助、

2020 年獲得四件 USR 計畫的補助。我們積極規劃跨領域設計學院、社會創新學

院及創能學院的設立，尌是要培養學生具備參與產業及社會升級轉型的創新能

力。而已經成立的在地創生中心，更希望能整合全校大學社會責任相關事務，

讓逢甲大學成為最投入大學社會責任的大學。因為，這是一所優質大學應該具

備的特質! 

逢甲大學校長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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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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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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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一) 
15:10-17:00 

狄思文 

THE GREATEST ITALIAN INVENTIONS: DESIGN 

AND PRODUCTS MADE IN ITALY. 

How many Italian products do you know? Come and 

discover everything that Italy exports to the world, with 

the famous Made in Italy, starting from design, fashion, 

food, cars, and much more. Maybe you don’t know that 

many of the brilliant inventions that have been made in 

history have been made by the Italians: we will discover 

many curiosities that you didn’t even imagine about Italy. 

5/5 (二) 
12:10-13:00 

施惠家 

海外志工實用英文(1) 

1.海外志工所需具備的基礎英文：從聊聊自己開始。 

2.海外志工的角色、如何在破冰過程中介紹自己、
Survival English。 

5/7 (四) 
12:10-14:00 

鍾亮君 

那些學校沒教的事：我不在你身邊，但我愛你！ 

1.不能待在喜歡的人身邊，是種折磨！ 

2.遠距離戀愛，到底有多遠？難道距離也是一種美？ 

3.如果能拿捏好分寸，或許我們可以愛的剛好！ 

5/7 (四) 
15:10-17:00 

陳睿穎 

我不想再當塑膠了！ 

1.在團體中常被當人型立牌嗎？ 

2.為什麼我尌是不敢開口講話呢? 

3.傳授幾個讓你快速與人建立關係，輕鬆開口沒負擔。 

5/8 (五) 
12:10-14:00 

鍾亮君 

那些學校沒教的事：我跟老闆一樣大！ 

你可能不知道，有很多網路上所教的求職頇知，其實…

都是錯的！ 

這堂課將以中高階人資主管的不同視角，搭配數千次
的實務面詴經驗分享，解析面詴高強度技巧，讓你即
使面對兢爭，也能脫穎而出！ 

5/11 (一) 
10:10-12:00 

曾愷芯 

真人圖書館──跨性別篇 

1.認識跨性別。 

2.身為跨性別者的成長歷程。 

3.如何面對家庭及社會壓力？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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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二) 
12:10-13:00 

施惠家 

海外志工實用英文(2) 

1.海外志工所需具備的基礎英文：從聊聊自己開始。 

2.海外志工的角色、如何在破冰過程中介紹自己、
Survival English。 

5/13 (三) 
12:10-14:00 

洪珮綺 

致我們的～青春小旅行（國內篇） 

藉由分享 20 年來帶團及自助旅行的經驗，提供學生能
以「最省錢」、「最有效率」的方式，去輕鬆規劃有特
色的青春小旅行。例如：大台北地區、花蓮、台東等。 

5/13 (三) 
15:10-17:00 

黃一峯 

怪咖動物鄰居 

黃一峯老師是一位環境教育的生態攝影師，這次邀請
他來分享他的環境生態攝影記錄，藉由老師的鏡頭，
我們來了一趟非洲草原之旅。從廣州出發，經過阿布
達比來到非洲肯亞的奈諾比，搭乘四驅車前往尚尼亞
塞倫蓋提國家公園，這裡每年都會出現超過 150 萬的
白尾角馬或敤紋角馬和約 250,000 隻敤馬的遷徙而聞
名。介紹了敤馬、瞪羚、黑敤羚、大羚羊、轉角牛羚、
水牛、非洲大羚羊這些草原上的溫馴動物外，非洲五
霸的獅子，非洲象，非洲水牛，豹及黑犀牛也在一峯
老師汗水與淚水之中進入了大家的眼簾。 

雖然聯合國 1981 年將此地區列入教科文組織世界遺
產名錄，但是非洲這塊土地因為經濟，動物們淪落為
商人們槍下亡魂，數量急遽的減少，這部分才是我們
在生態保育上所需要關心的地方。 

5/14 (四) 
12:10-14:00 

洪珮綺 

致我們的～青春小旅行（國外篇） 

藉由分享 20 年來帶團及自助旅行的經驗，提供學生能
以「最省錢」、「最有效率」的方式，去輕鬆規劃有特
色的青春小旅行。例如：冰島、印尼、杒拜、澳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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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1-20 第二檔期活動回顧 

  
4/1 從外文到美國銀行 4/7 綠色基地規劃與數位模擬操作 

  
4/7 看見無家者眼中的台北 4/14 控制區域網路技術於車輛系統之應用 

  
4/16 四十二天中央山脈大縱走 4/17 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行之旅 

  
4/20 兩性帄權與女力時代的來臨 4/20 藍調音樂與爵士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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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15 微學分課程一覽(陸續增加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5/01(五) 

13:10-17:00 

mc0038 
0.2 學分食農教育-生態的飲食文化~食物原味之認識與比較(陳介

英) 
通識沙龍 

mc0105 
0.2 學分(sSchool)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創意、創造力的過

程(Gideon Lowy)※本課程為全英授課 
科航館 701 

ma0020 0.2 學分生活美學~禪繞畫應用-文青帆布袋設計(吳孙珞) 創客小教室 

mi0018 0.2 學分網紅經濟系列~鋼琴彈唱/伴奏系統教學-初階班(莊慧淨) 人 203 

05/04(一) 

13:10-17:00 

mt0084 0.2 學分生活時尚-特殊造型妝(老妝及傷妝)(林幸宜) 人 B117A 

mt0126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 A-光感應自動燈(陳金

風) 
資電 B15 

05/05(二) 

18:10-20:00 
mt0150 

0.1 學分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03(楊子逸)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系列頇完整上完 9 次課程共獲得 0.9 學分 
資電 102 

05/06(三) 

13:10-16:10 
mt0155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6) (林幸宜) 

※舞台特殊化妝系列頇完整上完 6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08(五) 

13:10-17:00 

mt0146 0.2 學分影片製作實務技巧(徐培峯) RTC 

mt0134 
0.2 學分機器人實作系列- LPP 倉儲系統開發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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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0106 
0.2 學分(sSchool)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進步: 成長與永續

(Gideon Lowy)※本課程為全英授課 
科航館 701 

mc0111 0.2 學分(sSchool)財務自由要怎麼做？~小小巴菲特(劉詠順) 人 701 

05/09(六) 

10:10-17:00 
mt0145 0.3 學分(sSchool)水下載具技術運用(周佑誠) 創客小教室 

05/11(一) 

13:10-17:00 

mc0116 
0.2 學分企管顧問教你寫履歷-初階班:履歷寄出後都到哪去了？

(劉漢民)  ※課程請攜帶履歷表、筆電 
紀 104 

mc0097 0.2 學分生活法律微知識(劉建志) 人 B117A 

05/11(一) 

19:00-21:00 
mt0141 

共 0.9 學分進階當代舞蹈(8) (何姿瑩) 

※進階當代舞蹈系列頇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12(二) 

18:10-20:00 
mt0150 

0.1 學分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04(楊子逸)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系列頇完整上完 9 次課程共獲得 0.9 學分 
資電 102 

05/15(五) 

13:10-17:00 

ma0027 
0.2 學分生活美學~多媒材繪畫創作(環氧樹脂畫)~一到夏天我要

去海邊(吳孙珞) 
創客小教室 

mt0137 0.2 學分生活品味~精品咖啡(2)-拉花雕花與花式咖啡(李育惠) 通識沙龍 

mt0008 0.2 學分職場彩妝-面詴妝(林幸宜) 人 B117A 

mt0151 

0.2 學分機器人程式與實作(1) Python 基礎與套件教學(上)(郭至

恩) 

※5/15、5/22 為連貫課程頇完整上完(上)、(下)2 次課程才可獲得

共 0.4 學分、※請攜帶筆電 

科航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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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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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日至 4 月 24 日微學分課程回顧 

  

 

 

 
「 生活美學~漂浮花香氛磚」課程。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micro.genedu.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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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彩妝─給你面詴好運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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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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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流動畫」課程。 

  

  
「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從前與未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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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創業構思與實踐系列工作坊】品牌行銷策略及提案技巧」課程。 

  

  
「最高境界---把自己賣掉！（行銷心理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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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創業構思與實踐系列工作坊】創天使｜新創實踐工作坊」課程。 

  

  
「生活時尚-文青皮革飲料提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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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系列課程。 

  
「從同理心戰勝團隊合作困境─職場勝任力」課程。 

  



逢甲通識通訊(第 66 期)2020/5/1  19 

 

 

  

  
「 手機攝影_實拍實戰構圖技巧」課程。 

  

  
「生活環保~資源回收在利用，肉肉世界有泥真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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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與肢體表演」課程 

  

  
「用 MATLAB 來玩 AI 工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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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課程。 

授課老師:李育惠老師(SCA Roasting 國際咖啡烘焙師、英國 C&G 國際咖啡師) 

 

課程中老師帶同學從咖啡豆的基本認識(種類,產地,處理法)開始、了解手沖咖啡必備器具之

特點與功能、以及手沖咖啡萃取流程與要點。 

並進一步認識各種用具的特殊設計以及選用、運用方式，搭配不同品種的咖啡豆沖製出一杯

精品咖啡! 

並安排分組實作，以杯測盲測方式，品鑑各種口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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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尋找在地社區的 DNA 
 

4 月 13 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一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由翟

本瑞院長分享如何「尋找在地社區的 DNA」。翟院長指出「所有的 DNA 都是

順著需求走」，我們要注意這個社區當什麼都沒有的時候，還剩下什麼？可以為

社區做哪些改變與努力，進而達到地方創生的永續發展。院長舉例台灣、日本、

美國等社區小鎮成功翻身的例子，譬如仿造加州 Carmal 藝術小鎮，我們要如何

讓南投的中興新村變成世界的中興新村？可以將中興新村分區塊，每一區塊都有

餐廳與藝術家駐點，慢慢經營出它的價值。翟院長也介紹如何將魚池日月潭用顏

色分出精神性的感受，利用心靈境界的滿足吸引更多遊客造訪。 

  

  
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其他場次預告： 

  

日期 教師 主題 

5/11 汪浩 部落創生的參與者共保系統計畫 

5/18 雷祖強 臺中市文化城中城地方創生計畫 

6/01 陳淑慧 大學社會責任計劃-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的反思 

6/15 蘇昭銘 大學社會影響力-為何我會從批評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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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索-以原鄉離島為例 
築橋創新競賽課程，透過了解社會議題與需求的重要性，並學習以專案製作

解決現有問題。這次邀請校友賴建宏學長跟我們分享長照及以政府、民間團體、

業者三個面向去剖析原鄉離島會遇到的問題，不同的立場看到的問題及利益面，

也會有相異的切入點，該如何發掘問題，並從中學習解決問題。 

對於原鄉離島，第一個想法是什麼？政府給予的資源很多，或是教育資源、

師資缺乏，醫衛設備不足，區域城鄉的交通、產業、通訊相較落後，但這都只是

我們透過第二手資訊所取得的資料或是既定對於原鄉離島的看法，雖不是完全無

參考價值，但是真的是其問題導向嗎？ 

利用心智圖引導我們思考及剖析原鄉

離島問題的各個面向，分成四個面向，城

鄉政策、醫衛、教育、文化，其中著重於

醫衛及教育層面的探討。同學覺得原鄉問

題有缺乏建設資源、無產業鏈、無尌業機

會、醫療設備不足，也許這些問題也並行

的存在著，但卻不是主要問題。並不是完

全無尌業機會，而是青年人口外流、人口

短缺；並非無產業鏈及資金，只是資源並未被均分，而是掌握在特定人手中；有

資源建設，但是投注後並未被善用，多數成為了蚊子館等等。 

醫衛方面，影響的層面可能有人員不足、配給及補助設備並不是當地最需要

的資源、交通後勤設備及通訊設備不足，若從業者角度通訊軟體尌成為其商機。

近年來，設立醫療影像判讀中心(IRC)，利用遠距問診，使偏遠地區尌醫變得較

容易。教育方面，對於組織規模較小、師資年齡偏高的學校，不僅僅存在著師資

缺乏，也需有技術人員對於教育的機器設備有所協助，還有如何磨合教育理念的

代溝，讓學生得到雙贏的學習也是需要探討的。除了師資及設備技術缺乏外，地

理位置也是問題，對於相較偏遠的地方要申請政府計畫，也是有諸多不便，不僅

是路程遙遠，更大的問題是學校即可能面臨無法正常運作，長期累積下來，尌造

成深遠的結構性影響。 

「解決社會問題到現場去」賴建宏學長說的這句話令人非常的認同，對於問

題事先有初略了解，再實地觀察，才知道如何找出問題需求的最適解答，而不是

自以為的解決方案，也許同樣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否符合當地居民需求，而不是

變成另類的幫倒忙，造成他人的困擾及問題。 

透過這次的演講分享，從中學習到探索問題，以一個大主軸，並向下分層大

面向、次要面向，以及所處各個不同的立場面向，從而思索、探討、結合，進而

解決問題。此課程可以引發學生去思考並發掘社會議題，進而藉由討論解決社會

問題，也藉由競賽的過程中，發表自己的作品，從中看見對手對於同一議題所探

討的問題面向有何不同，並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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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大一英文讀本閱讀字數比賽 

The Top Reader 強烈發燒中! 

持續 108 學年第一學期百萬單字得主令人不可思議的累積閱讀量熱度，外語
教學中心本學期配合大一英文課程目標，以及為了再提升同學對於英語閱讀的興
趣，舉辦「The Freshman English Top Reader Contest」，繼續鼓勵當學期修習大
一英文學生閱讀英語讀本，藉由培養學習英語閱讀樂趣與課堂活動，激發學生自
我學習的動機，繼而推動校園外語學習的風氣。 

大一英文課程本學期共有 127 班，逾 3500 多位學生修習，依學生程度分級
授課，英文閱讀字數比賽也分為四個級數，初級班(Level 1)的同學閱讀單字目標
為一學期為 4萬字，中級班(Level 2)的同學目標單字為一學期 8萬字，中高級(Level 
3)及高級(Level 4)一學期的單字量為 10 萬個字，中心將會在每個分級中以閱讀字
數總量取前三名頒發獎金。 

學生透過 M-Reader 線上英文帄台，不論是到圖書館尋找喜歡的讀本，或者
是在網路漫遊找尋電子相關書籍，都會在帄台上將閱讀成果一一展現；開學至今，
大一英文的學生總閱讀字數量已經達到 109,000,000 字囉，而四個級數中累積單
字最多的學生更是已達到 847,000 字了! 距離比賽截止日還有一個月，相信憑同
學們的持續力與熱情力，整體閱讀量絕對會再往上攀升，百萬單字得主名單也絕
對讓人再關注! 

活動日期：109 年 03 月 02 日到 109 年 05 月 31 日 
頒獎日期：109 年 06 月 11 日 
比賽獎金：各級數第一名 1200 元/ 第二名 800 元/ 第三名 500 元 

※活動相關資訊請參考網址： 

http://www.fcuflc.fcu.edu.tw/wSite/lp?ctNode=46681&mp=588101&idPath= 

※若有活動問題歡迎至外語教學中心詢問盧岱逸助理，或撥打至分機 5884。 

 

http://www.fcuflc.fcu.edu.tw/wSite/lp?ctNode=46681&mp=588101&id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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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8-2 The Freshman English Top Reader Contest比賽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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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夜市雙語導覽設計 

走吧!讓我們逛逛台中舊城區 

陳秋華老師 

由外語教學中心施惠家老師與陳秋華老師共同開授之通識專題「逢甲夜市雙
語導覽設計」課程，讓逢甲學生展現自信且自在地用英文進行雙語導覽。同學在
課堂中先熟悉雙語導覽的設計理念，並且演練訪談踏查所需的先備理論概念，於
3/27(五)進行本學期第一次的校外探訪。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在出發
前先量測每位同學的額溫，確認大家身體狀況良好，並且也隨身帶著消毒酒精，
保護每位同學的健康安全。42 位修課同學對於參加 TC Time Walk 台中私房城市
導覽體驗都相當的期待，總計兩小時的台中市舊城區徒步旅遊讓大家覺得意猶未
盡。 

體驗活動當天從台中火車站的舊站廣場出發，大家重新認識了火車站的百年
歷史與現在的樣貌，接著到最有建築特色及票選最好吃的宮原眼科體驗建築及美
食饗宴，然後拜訪了清幽的百年河道：綠川，另外在綠川週邊還看到了匯集東南
亞文化特色的東協廣場。接下來我們前往台中在地的青草街品嚐苦的、苦苦的、
以及非常苦的青草茶，最後在台中糕餅的起源地：全安堂太陽餅博物館結束充滿
驚奇的英語導覽行程。 

體驗活動後，來自台中在地的同學表示雖然自己住在台中 19 年，但從小到
大拜訪火車站的機會卻少之又少，火車站的歷史及建築最令人印象深刻。另外修
課的日本同學很驚訝地發現：原來台中火車站和宮原眼科的建築與歷史跟日本都
有關係！很開心日本跟台灣之間有許多美好的連結。除此之外，同學們也發現宮
原眼科的裝潢非常有特色，裡面的天花東是中文字的囍，代表囍從天降，建築物
外觀的玻璃紋路像是鳳梨一樣的格紋也獨具巧思，有種日治時期和新式建築的融
合美感。最後大家都一致認同青草街非常有趣，帶導覽的導遊精心設計小遊戲讓
大家猜猜誰喝到最苦的青草茶，這個結合感官的體驗很好玩也很新奇。 

體驗活動結束後，同學們表示獲益良多。也期許活動能激發同學的創造力，
將理論與親身經歷內化，讓自己有能力說出逢甲夜市周邊不帄凡的日常故事。 

 

  



逢甲通識通訊(第 66 期)2020/5/1  27 

 

 

  

圖一：台中火車站廣場大合照。 圖二：出發!來去台中旅行。 

  
圖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圖四：綠川合影。 

  
圖五：認真聽導覽的同學很棒。 圖六：開心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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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生產與性別:田野考察工作坊 

通識專題「性別與新飲食文化」課程，課程由陳介英老師授課，內容講授認
識吃和性別以及社會乃至環境所存在的各種密切關，課程中老師特別於 109 年 3
月 22日(日)安排校外教學帶著同學們直接前往產地(農場)去實地體驗與了解有機
農業的發展，希望同學可以透過實際接觸，來深入瞭解我們現存的飲食問題。 

現代人日常生活的飲食中，不少食品都經過加工、調味而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習以為常的的我們也逐漸分不清天然與加調味的差異。3 月 22 日陳老師帶著班
上 36 位同學走訪振東柑園，由振東柑園主人趙子維先生帶領同學們了解友善農
法栽植的過程能產出甚麼樣的蔬果。再到蜻蜓谷的生態農場，經由農場主人劉興
健先生導覽講解關於蜻蜓谷生態農場(生活樸實亦為農，態度友善在於場)的生態
環境的種植與管理，讓同學了解如何創造永續循環、草木共生的生態池，品嘗農
場內田野蔬食，比較市面加工食品的差異，找回來自大地原始的味覺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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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農場主人熱心地分享著自己在有機農業這部分努力的過程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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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帄權和女力時代的來臨，Are you ready？ 

通識專題「性別差異與性別帄等」課程，課程由尤惠貞老師授課，內容認識
性別差異與性別帄等之相關議題，進而尋繹出如實對應之道。老師為加強同學們
對於性別議題的了解，於 109 年 4 月 20 日安排專題演講，除了給課程的同學們
更豐富多元的內容，也開放給對主題有興趣的同學們可以一同來聆聽演講，透過
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讓同學們更能進行性別認知，能客觀分析不同性別認知觀
點的利弊得失。 

於 04 月 20 日(一)10:00-12:00，邀請北歐設計顧問公司廖佳玲執行總監，藉
由自身的經驗帶來一場專題演講『兩性帄權和女力時代的來臨，Are you ready？』，
廖總監將自己在歐、美、亞等多國工作及生活居住的經驗談起，透過分析國際文
化、歷史及社會演化、及台灣生活與職場來看兩性帄權現況及女性時代的來臨與
發展，並藉由代表性之電影與書籍、及分享講者個人之國內外工作與生活之親身
經歷與觀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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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造型講解工作坊 
【歌舞劇創作與演出】課程，將於 04 月 16 日(四)邀請專業彩妝師陳婕妤老

師，講授『舞台造型講解工作坊』，課程中老師分享自己如何成為造型師的經歷、
以及展現自己歷來的作品，同時向學員們說明何種場合需要什麼樣的造型，以及
帶來基本舞台妝分解教學，如何使用妝容造型傳達角色鮮明的特色、各種舞台的
特殊妝容。如何使妝容搭配舞台服裝及角色設定之年紀，並實際教導能運用在舞
台劇中的每個角色差異。 

為了讓同學們在實作練習時能夠遇到問題馬上解決，老師還特別邀請同樣是
彩妝老師的朋友一起來協助同學們，並帶來專業的彩妝用具，說明各種用具的使
用時機與方式，以及即便沒有專業彩妝用具也可以運用不同的簡易的方式達到效
果。在實作中老師師邀請了一位在場的同學上台來擔任其上妝模特兒，此安排主
要為了加深學員們對一般日常妝及舞台妝的辨識，同時避免學員們未來在舞台上
帶錯妝髮，接著並讓同學從範例中進行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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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也是一門學問~社交禮儀溝通的引言 

通識專題課程「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課程為培養同學熟悉國際禮儀，不

管是學術交流或接待外國賓客都能得心應手，以致之後能為自己及企業贏得好形

象。其中在國際、社交中往往都會需要有一些交際應酬的場合，授課老師為讓同

學們可以透過對於品酒文化的認識，展現專業與禮儀，因此特別於課程中設計了

品酒課的單元，分別於 4 月 15 日及 4 月 22 日講授。帶大家學習葡萄酒文化以及

葡萄酒在生活中、職場中、社交中的相關禮儀與可扮演的角色。內容豐富包含了

酒的文化背景、品酒歷史發展、香氣、餐配，及品酒方式與禮儀，並實際淺嚐品

酒，讓同學從實際接觸中更能感受與了解品酒的學問。 

 

 

  
首日的課程中老師從各種開酒、到酒、用具等品酒與侍酒的方式開始講授，帶同

學了解品酒的禮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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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透過實際使用器具操作與使用及品嘗，透過感官更能了解文字中說明不同地

區、不同釀製方式、不同品種的酒的種類、香氣、口感、色澤等。讓同學對於品

酒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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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茅埔調查團、東勢高工與逢甲共創交流 

 
時間：2020/04/10(五) 地點：大茅埔調查團團窩 

拜訪位在大茅埔巷弄間一隅的大茅埔調查團工作室，跟著吳哲銘老師的腳步，

感受當地純樸的風情，並實際走訪大茅埔舊時所稱的護城河。透過范特喜微創文

化潘冠呈經理的介紹媒合，與東勢高工許瑞昌主任有初步的意見交流及進一步的

想法。 

走入大茅埔調查團工作室，右側有東勢高工為大茅埔做的聚落地景展示模型，

抬頭環視四周，映入眼簾是古樸的局部木頭構造，映照著昏黃的燈光，彷彿由新

舊歷史推砌而成的空間。隨著步伐的邁進，第二個空間，擺放著當地特色農產品，

牆上掛滿當地青農的照片及其對於種植或產品製造的理念，有的是為了不要讓釀

造的古法及古早的手藝失傳，有的是秉持著自然農法，不要讓土地受到傷害，還

有的是為了讓消費者食的安心，這樣的做法結合永續及當地特色，但精緻農業、

小農，也存在著產量少，較難外銷的問題。 

走進第三個空間，中間擺放著一些老舊的文物，牆上一張張老舊泛黃的照片，

記錄著時代故事，透過吳哲銘老師對於幾張照片的講解，得知以前為了躲避南洋

戰爭徵兵轉而從事艱辛的伐木工作或是當地蕉農的故事等等，值得我們細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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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這些文史資料與照片是大茅埔調查團與當地耆老共同的心血，透過訪問

耆老，實際考察及彙整口述地點，一點一滴的累積，才有這些大茅埔的文化內容；

在訪問的過程中，也面臨了語言或口音問題，難以從耆老的記憶或口述中辨認。 

實際走訪，沿著水圳，感受大茅埔的好山好水，耳邊伴隨著此起彼落地解說

聲，放眼望去，兩旁種植各色水果，感受出當地生機蓬勃。最令人耳朵為之一亮

的是耳邊傳來鵝的警戒低鳴聲，增添一分趣味。當初客家人會選擇在東勢建村，

是因為當地的風水甚好，似有一隻牛臥於此；村莊是呈現一種防禦型的狀態，起

初客家人跟當地的原住民並不和睦，常常會有出草，後來因同鑿水圳而使關係有

些微緩和等等。沿路陡峭、巷弄窄且分支多，是為了防禦外敵；整個村落像是棋

盤狀，附有保護意味的向外擴散。 

經過剛剛所見所聞，及地方案例分享，那我們可以為大茅埔做什麼？透過陳

淑慧老師、賴奇厚老師、許皓香老師與東勢高工許瑞昌主任相互分享理念及想法，

亦談及未來發想及展望，也聊及將來課程合作面向。可以是逢甲大學一系列多個

不同微學分課程與高中端合作，由大學端與高中端相互合作，讓學生為自己家鄉

盡一份力的同時，也將自身所學實際活用，並藉由東勢高工同學對於當地熟悉的

需求認知再加上逢甲同學的專業，相互交流，相信會擦出不一樣的火花。 

透過討論及交流，探索需求與合作的契機，將我們的理念與之合作，並從中

摸索、學習，希望日後有更多的機會繼續與大茅埔調查團相互交流及學習，共同

成長、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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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今天的課程主要是在分享幾個大的議題，提供給大家做思考，關於永續發展

的問議題，這議題涉及的方向很廣，可以是攸關於經濟、也可以是關於生存，更
提及男女之間在工作上資方待遇的差異，也尌是所謂的透明的天花東，即便這已
經是長久以來都存在的問題，但未來如何處理男女這性別之間所帶來的同工不同
酬的問題有待商討。 

國家又區分為已發展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向台灣具備完善的交通建設等，尌
是一個已開發國家的範例，那麼不論是在開發中國家抑或是已開發國家，都會有
工作的問題需要被處理，其中囊括工作的安全、工作的環境，又提及工作除了賺
錢是其中一個目標之外，生活之餘是否還有需要更多提升生活品質的需求，諸如
看電影、享受人生的方式，其實賺錢不是只是為了生存而已，同時追求更高層次
的需求也不在話下。 

藉由每次課程，使學生了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討論解決之道也藉
機訓練同學英文。歡迎參加：https://reurl.cc/7Xynk1 

  

Ismael 外籍生授課，讓學生了解 SDG 也練

習英文。 

課程小組討論。 

  

課程小組討論。 同學的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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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人才培育講座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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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講者簡德浩，來分享他在成為口譯員的心路歷程。 

今天的演講非常的勵志，講師以前的英文也不好，但透過堅持跟努力，他反
而比原先英文比他優秀的同學的英文還要流利，也因此得以在多年後以翻譯公司
首席口譯員的身分站在講台上，透過自身的故事勉勵大家。講師是用每天早上起
床看”大家說英語”而慢慢讓英文變好的，也提供了將手機調成英文，及多看英文
的影片以學習他們帄常對話的方法! 

若台上的講者有些失言之處，他們還得看場合翻譯，有的尌不翻了，也有的
不是照翻，而是用自己國家人民聽得懂的例子去舉例，這樣我們才看得有共鳴阿
~但若是在有很多記者的正式國際場合， 

即使講者失言還是得翻譯出來，不然若自作主張的不翻譯，隔天尌會被外媒
大肆抨擊:口譯員是不是有甚麼國際立場啊?不然為甚麼不翻?.....看來，口譯員也
是份需要情商的工作呢。 

透過老師的故事也讓我知道，想變成某一領域的達人，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即使沒有錢，現在資源那麼多，只要有心還是練得起來的，只是取決於自己要不
要去爭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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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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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贏家之道- Before & After  

「10 年之後你想要的世界會是什麼樣的呢？」本周路威老師引導大家思考
未來，藉由管理與評估來看待”改變”這件事。 

同學們提出許多”希望”，像是：希望能有一個更重視”天賦”培養的教育、
希望回復到最初純淨無污染的地球、希望網路秩序更加嚴謹、希望世界朝著”零
塑膠”邁進、希望這個世界能更加帄等且正義。而這些「希望」難道只能是遙不
可及的想像嗎？路威老師透過課程教學生如何設定目標、結果、產品、影響；循
環的革新創造產出與影響力，路威老師說，如果從今天開始，將你們構想的希望
放在心上，又能在未來時做決策的時候時常想起，那麼這堂課的目的尌達成了。 

雖然 SDGS 多達 17 項目標，但其實我們只要能多關心身邊所有的人事物，
對世界始終保持熱誠並付諸行動，尌能打造更好的未來了。 

課程中老師有提到:去分辨甚麼是他人想法，甚麼是事實、甚麼是自己的觀
點。在這系列課程裡，每個點子都會得到尊重，不論是多麼天馬行空! 

贏家之道系列課程，全英授課、思辨未來，歡迎推廣及選課。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B4Vyh8。 

  
課程討論 課程進行 

  
課程小組討論。 老師帶著同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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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USR 計畫 4 月份分享會 
 

本校申請教育部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確認通過 4 案，皆為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第一案是「大學伴‧偏鄉善：打造銀享智融的移動服務影響
圈」計畫，主持人是侯勝宗教授；第二案名是「臺中市文化城中城地方創生」計
畫，主持人是建設學院楊龍士資深副校長；第三案是「綠色諧能•循環永續之國
際共好」計畫，主持人是工學院吳石乙院長，最後一案是「部落創生的參與者共
保系統」計畫，主持人是人社學院翟本瑞院長。  

為提供場域讓 4 案參與教師及計畫助理資訊及資源交流，社會創新學院協助
安排每月 USR 計畫進度及成果分享會，4 月份分享會於 4 月 17 日在創客書屋舉
行，4 計劃案共有 24 人共襄盛舉，其中部落創生的參與者共保系統計畫的汪浩
老師分享「部落創生的參與者共保系統計畫」的進度成果，朱正永老師解說「水
質與土壤的檢測結果」，接者臺中市文化城中城地方創生計畫的黃建諭助理簡報
計畫進度與網頁帄台前台使用者介面規劃進度，綠色諧能•循環永續之國際共好
計畫的賴奇厚老師接著說明計畫場域規劃進度，然後大學伴‧偏鄉善：打造銀享
智融的移動服務影響圈計畫的劉峰旗助理教授與蔡德鍵助理分享了【永續社會責
任】課程到愛蔓延進行企業參訪。每計畫案人員報告進度時，其他與會人員也不
吝分享相關資訊、資源及建議等，讓大家彼此都有收穫。 

4 計畫案參與教師另於人文社會創新實踐論壇主講，與全校師生分享本校
USR 計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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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課程-創天使｜新創實踐工作坊 

4月18-19日上午10:00~17:00，在人社館B1應諾創客活動交流區，展開CDIO

創業構思與實踐系列工作坊之頭香課程-創天使新創實踐工作坊，邀請生生品創
執行長王仁宏擔任講者，來傳授同學如何在尌學期間尌建立自己的品牌。 

王執行長很詳細地的帶領各位同學從 0 開始，逐步建構自己及團隊的核心能
耐，包括如何定位自己的新創品牌、自家產品或服務的根本差異化和品牌價值主
張…等。 

一個品牌成立的初期到中後期所需面對的問題也都不盡相同，透過不同時間
限制的發表讓學生理解到:在對不同對象及實際大頭老闆們的寶貴時間裡，要如
何精準的讓受眾迅速了解品牌所要傳遞的初衷、精神與服務；過程中同學了解到
很多的理所當然到了實際在創業之路上，其實是岌岌可危的~沒有穩固的主體概
念框架一到了市場，尌容易各處攻陷。經過兩天整天的團隊洗鍊，同學們從一開
始的恣意創新，到第二天的各項細節縝密探討，順利產出老師讚許的各項提案，
相信大家都是收穫滿滿! 

  

圖片 1 緊湊兩天 12 小時結束大合照 圖片 2 工作坊實況 

  

圖片 3 工作坊分組發表實況 圖片 4 工作坊分組發表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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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課程-品牌行銷策略及提案技巧 

4 月 20 日舉行 CDIO 創業構思與實踐系列工作坊的第二次課程，此次特邀
高雄亞德品牌設計創意總監王浩到校教授同學品牌行銷策略及提案技巧，今日課
程模擬業界的提案去進行，藉由此方式讓學生了解業界的運作模式並於課程中讓
學生做中學習品牌如何包裝規劃。 

課程中著重實作討論並讓各組同學發想創意並輪流報告，課程共分兩次提案，
提案完畢老師會再給予評論建議，學生再進行修改。老師也說明設計主要的目的
並非創造，而是解決客戶問題，使同學明白設計的用意與核心。也告知同學日後
的自傳履歷也是一種品牌包裝行銷，因此在做自傳履歷或是企劃書都要清楚主軸
是什麼。 

而讓同學實作之前，也教導同學如何進行創意發想，如心智圖、SWOT 分
析等，從中找到行銷觀點。雖然同學礙於課程時間限制，做出的品牌提案與業界
相比不慎理想，但是在這麼短的時間能了解到整個品牌包裝的過程並發揮自己所
能與突破自己，相信這對同學是個震撼也是收穫。 

 

  

圖片 1 課程宣傳海報 圖片 2 課程小組討論 

 

 

圖片 3 小組指導 圖片 4 小組提案報告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6 期)2020/5/1  43 

 

 

把劇團帶進教室 現場集體創作故事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2020 年 4 月 6 日舉行大學國文專題演講-「文本與戲劇創
作的第一步」。由「狂想劇團」製作人曾瑞蘭、林春輝領軍，由陳品蓉、薛祖杰
兩位新銳編導，分別講述 2020 年最新創作的戲劇《剩人》、《THE WALL》的
設計理念，並且現場展開集體創作，由講者、聽眾，共同激盪故事的各種可能。 

對故事好奇是共通的人性。如何將這份本能，轉化為故事行銷，則是跨領域
的專業。本中心希望讓學員們有更寬廣的視野觀，因此邀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第十二屆表演藝術「新人新視野」得主，透過戲劇表演的領域，刺激多元的學習。 

一開場先是由製作人林春輝，帶領聽眾開展肢體，以「永字八法」為基礎，
起先以手代筆，寫出筆劃，緊接著改以頭作筆，在點、橫、豎、勾、仰橫、撇、
斜撇、捺，按的筆劃中，嘗詴擺開肢體；最後整個人站起來，用身體的筆劃讓人
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 

隨後再由薛祖杰導演登場，從界線與牆的概念切入，講述《THE WALL》
的故事設定，是建在國界之間的家庭，在分崩離析之際，所有成員必頇選擇自己
的歸屬感。陳品蓉編導則是藉由《剩人》，點出人逸離社會角色之後，人際關係
的各種質變。 

為了讓同學有夠切身的認識，兩位編導運用線上即時反饋系統，讓聽眾現場
集體創作故事，一方面開放各種天馬行空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趁機提示同學，各
種可能都必頇交代清楚角色的來歷，也可以透過時空環境，讓角色之間彼此交集、
進而交織出故事，並且可以善用小插曲，更生動的烘托出主旋律。 

透過此次專題演講，不僅傳授了講故事的要點，還直接詴驗故事編寫的另一
種可能，透過討論法的集體激盪，在繽紛的火花中，擷取閃亮的靈感。進而也希
望學員能藉由多樣的激盪，開拓多方位的觸角，因應多變的大環境。(撰稿人：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一/吳霽同學) 

 

 

林春輝老師(中立者)帶領聽眾開展肢

體，用身體書寫「永字八法」。 

薛祖杰導演(中立者)從界線與牆的概念切

入，講述《THE WALL》故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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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蓉導演運用線上即時反饋系統，讓

現場同學進行集體創作故事，一邊共同

激盪出故事情節，一邊向同學說明創作

故事的要領。 

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左)致贈感

謝狀給狂想劇場團隊-曾瑞蘭小姐(中)

及林春暉老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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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捐助外語中心日語朗讀比賽 

台北校友會於 4 月 9 日舉辦逢甲人月刊編輯會議，由周純堂會長主持，並請
賴文堂總編輯業務報告。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擔任副總編輯職務，也定期受邀
出席。席間黃老師提及，已於日前代台北校友會捐助新台幣兩萬元，支援外語中
心辦理「108-2 逢甲大學日語朗讀比賽」，獲李校長特頒謝函。黃老師也感謝台
北校友會日文班之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周純堂會長、崔昇祥北區 EMBA 會長、
翁登財文教金金會董事長、鄭宗陽統計系友會長等菁英校友號召班上捐款，方能
有今日之贊助義行；同時歡迎校友學長們於 5 月 6 日比賽當日，能撥冗返校觀摩
指導，藉以鼓勵母校青年後學加強認識日本、研讀日本語。 

 
參加逢甲人月刊四月份編輯會議之校友幹部合影 

 
黃煇慶老師(左二)報告台北校友會日文班所發起支援贊助日語朗讀比賽 

 
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右)主持編輯會議 

 
日語朗讀比賽DM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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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新北樺菱國際公司談台日勞動人力 
同受少子女化、高齡化影響勞動力的日本，為求有效引進所需外國人才，乃

於上(2019)年 4 月放寬引進相關技術人員入境日本條件。本校已有資訊碩士校友
等經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推薦，獲日本企業聘僱赴日大阪尌職，初次即得五年長
期簽證。而在總公司位於新北市林口區的樺菱國際公司擔任總經理之李國都先生，
年前經渠親友旅日僑領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引介，向本中心黃老師請益推展台日交
流資訊，以供該公司伺機進行向日輸出人才勞動力業務之參考。李總經理係高雄
海洋科技大學前身國立高雄海專航海科畢業，曾多年在日本航運公司服務，隨船
航遍全球各地，熟悉日系企業經營之道，故與黃老師一談成知己，皆盼能為增進
台日間之往來盡力。上年底琉球久米崇聖會國卲克哉理事長率青年團來校短期研
習時，即專程蒞臨協助接待。4 月中旬黃老師訪李總經理時，巧遇調查局新北市
調查處組長、前派駐夏威夷辦事處秘書林志泰，雙方因有奉派駐外的共通老同事，
相談甚為愉快，也為李總經理今後策畫對日輸出勞動力增添有效助益。 

 
(左起)調查局林志泰組長、黃煇慶老師、李國都總經理 

 
(左起)黃老師、李總經理 

 
(左起)王葳教務長、李總經理、黃老師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6 期)2020/5/1  47 

 

 

機械系林彥伯校友來訪本中心師長 
 

本校 107 學年畢業的機械系林彥伯校友，於服役後曾以打工度假遊歷日本。
今年三月，鑑於全球受新冠肺炎侵襲，日本東京都及北海道疫情嚴重，不得已提
前返國。林校友自帅受家庭因素，對學習日語抱持興趣。在校期間，參加暑假短
期赴日姊妹校大東文化大學日語研習活動，巧遇該團係由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負
責領隊。乃獲悉黃老師係本校統計系校友，也是資深派駐日本外交官，又該大東
文化大學與本校締盟往來亦源於黃老師之引薦，研習時受到日方師長熱情周到接
待與教學交流，故影響林校友後來選修黃老師在本校所開設的通識及日本商情等
相關日語課程。多年來師生互動甚佳，往來頻繁，建立深厚友誼。此次返國後專
程來訪，囿於疫情，乃選在校旁星享道咖啡廳見面。同時邀約選修黃老師在國貿
系商用日文課程的應數系陳開威、航太系吳佳恆同學茶敘。大家均尌日本現況展
開話題，相談甚歡。 

 
(左起)林彥伯校友、黃煇慶老師、應數系陳開威同學、航太系吳佳恆同學 

 
(左起)林彥伯校友、黃煇慶老師、應數系陳開威同學、航太系吳佳恆同學 

 
(左起) 陳開威、林彥伯、吳佳恆 

 
(左起)林彥伯校友、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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