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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 線上授課教學課程 

通識專兼任師資、行政同仁動起來! 

 
【活動訊息】 

活動名稱：TEAMS線上授課教學課程-通識專兼任教師 

時間：2020/03/23-04/15 

地點:人言教室及通識小會議室 

由於新冠狀肺炎的疫情持續蔓延，為避免群聚感染且其潛伏期較久，校方有被迫

為了未來停課三周以上的可能性，則必須實施遠距教學，為此校方已開始進行準備以

做對應。從開學至今已針對中港澳地區的學生利用 Teams 進行實時授課，而目前，通

識教育中心翟主任指派通識中心同仁許雅婷小姐及林依瑩小姐熟悉 Teams 系統並反覆

研究各種可能遇到的問題，再教導通識中心的教授皆能初步線上教學使用。 

通識中心的同仁在 3/23 至 3/27 集合教授已開設了三場 Teams 教學，教導教授如

何操作 Teams 線上授課，並叮嚀注意事項。而後，持續追蹤每一位教授的使用狀況，

並相互討論教程預備措施的相關問題，而針對還未熟悉的教授，在 3/30 至 4/17 提供教

授預約一對一指導，透過人員陪伴實際操作，使其充分了解每一個步驟，為了有效掌

握師資皆能獲得校園最新消息及使用線上教學的問題，更積極成立 LINE 及 Teams 的

通識中心專兼任師資及同仁群組並實際演練，通識中心也給老師全方位的最佳後盾。 

參與學習 teams 教學的專兼任教授共計 166 名，我們希望透過積極的了解教師

teams 熟悉情況以及校方持續加強在校學生學習使用 Teams 演練學習，下載好 app 並

實際演練操作過，隨時與學生保持暢通無阻的溝通與回饋管道，掌握學生學習動態，

適時進行檢討回饋與改善，以確保所有通識課程提早做好防範措施日後能不畏疫情未

知變動順利實時授課。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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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 小訣竅報你知! 
(一)未來真的要在家授(上)課怎麼辦，那我不是要天天整理房間哩嘛!OH~~NO 

讓我來告訴你在上課也可以享受自己在度假風格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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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什麼老師說建立行事曆了!我還是找不到上課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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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師在團隊裡發了重要消息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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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學時安心就學給中港澳的同學實時授課一般上課權限都設定在教室的桌機上，

現在因為因應疫情準備，會議召集人改由授課老師，如果老師有遇到課後學生想看

老師授課影片但為什麼沒有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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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外有一件事也是老師們相當關心的一件事線上會議結束後，如何產生出席

者名單？學校提供了 ilearn 點名搭配 Teams 使用，但實體運作上還是有差距，通識中

心的賴炎卿老師有提出一個應變方法，如下：那在哪裡找到這個小工具呢? 

 

 

 

 

Teams 還有很多小道具可以方便老師線上授課，有空老師也可以嘗試摸索看看喔!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7 期)2020/5/16  8 

 

 

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覽日期：109/4/29~109/5/18 

展覽名稱：櫥窗與展售空間展「社會新鮮人/熱浪來襲」 

展出地點：積學堂 B1 
    逢甲大學人言大樓風之藝廊首次於校園中推出引人注目的櫥窗設計展，此次展覽

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創.藝.術」工作坊負責人鄭月妹老師策劃，邀請櫥窗藝術家廖敏

君老師合作教學，帶領建築專業學院室內設計系所開設的「櫥窗與展售空間」課程，

58 位同學共同完成了 9 個櫥窗展示。五月是畢業生即將踏入社會求職的季節，此展覽

透過使用者喜好經驗調查以【社會新鮮人-熱浪來襲】為主題，學生們運用所學以創意

實作的方式設計商品展售空間，不但為校園美學空間帶來不少新的視覺刺激，也是一

個學以致用的好機會。特展將在 109 年 4 月 29 日-5 月 18 日於人言大樓風之藝廊熱情

展售，歡迎全校有興趣的師生可以抽空去參觀搶購，在展出期間於展示點前掃描 QR 即

可登記預購。 

    此次櫥窗設計展覽學習活動包含商品企劃、櫥窗展示設計以及展銷與陳列營運實

作學習，學生完整學習了如何串聯櫥窗展售前、中、後產業鏈，商品的選擇以及主題

的確定由學生團隊自行提出，此次展售商品包含了：環保餐具、辦公室植栽、咖啡、

服飾、保養品、手做飾品等，除了展現大學生對未來職場環境的多元想像，販售商品

的選擇以及展櫃布置也都盡量的使用回收再利用材料，彰顯了新一代年輕人對綠色生

活品質的關注與環保意識的提升，綠色生活美學是未來商品流行趨勢的重要價值之一，

我們樂見學生以此為重要的設計課程學習指標。。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7 期)2020/5/16  9 

 

 

通識沙龍 5/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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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三) 
13:10-15:00 

謝竣翔 

網路創業停看聽 
數位時代來臨，創業也趨向虛擬化，如何透過電子商
務、行動商務創業賺取商機，在網路創業的基礎下，又
該具備什麼樣的特質、能力，並透過不斷學習、創新適
應瞬息萬變的競爭。本次講座，分享創業的方方面面，
包含創業前的思考、迷茫；創業期間的挫折、應對，以
致能逐漸讓事業永續發展。 

5/20 (三) 
15:10-17:00 

張譽尹 

果園、漁塭與酸洗工廠如何併存？──從震南鐵線案
談環評 
在農漁業發達的北高雄，政府卻在此地設置金屬加工
產業園區，在地居民面臨工廠環境污染及農地漁塭受
損的風險。 
在現行機制下，在地居民的生活以及第一級農漁產業
的利益與金屬扣件業者的利益衝突，如何解決？政府
的規劃，是否合理？張譽尹律師從第一線帶回的經歷，
與同學們分享。 

5/22 (五) 
10:10-12:00 

曹義輝 

職涯轉換之我見 

1.職能轉換考量。         

2.職場生態之比較。       

3.個人素質之影響。           

4.經驗傳承的重要性。 

5.團隊合作三信心。 

5/22 (五) 
14:10-16:00 

黃淑敏 

尋找自我的衣藝美學 

透過下列幾個重點的分析和運用，發掘自己的個人魅
力。 

1.體型分析：先了解自我身材，選對適合的衣服。 

2.穿衣色彩學： 學習善用色彩，帶來不同的視覺美感
效果。 

3.整體造型：髮型、彩妝、配件如何選？！把握幾個小
技巧，讓你更光亮顯眼的個人風格。 

4.同場加映：“職場面試戰服如何選?!”掌握穿著重點，
給面試官好的第一印象！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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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三) 
13:10-15:00 

謝志賢 

投資與理財 

1.投資與理財的差別？ 

2.投資工具面面觀。 

3.財務目標確立。 

5/27 (三) 
15:10-17:00 

林桂如 

逆境中的革命──創業與創新 

1.創業經驗分享。 

2.世界潮流脈動。 

3.資源系統整合。 

5/28 (四) 
10:10-12:00 

劉仕傑 

從 covid-19 看台灣的國際參與 

1.台灣的外交處境。 

2.美中台三角關係變化。 

3.新冠肺炎的政治衝擊！ 

4.台灣的國際參與未來。 

5/28 (四) 
13:10-15:00 

劉晉宏 

全球暖化與綠色環境設計 

1.環境知覺－全球化的迷思與資本化的陷阱。 

2.培力與賦權－末日求生秘技？ 

3.環境行動－以「社會設計」引動環境改造。 

4.政策執行－由上而下的領導力量。 

   



逢甲通識通訊(第 67 期)2020/5/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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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23-5/5 第三檔期活動回顧 

  
4/23心靈防疫~讓佛法照亮你我的心 4/28劇場遊戲~玩出不一樣的自己 

  
4/30 蛤？墨西哥？！ 5/4 義大利最偉大的發明 

 

 

5/5 海外志工英文 (1)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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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15 日至 29 日微學分課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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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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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KCH8jF 

 

※05/1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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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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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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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妝(林幸宜) 人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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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完(上)、(下)2 次課程才可

獲得共 0.4 學分、※請攜帶筆電 

人 B117A 

mc0113 0.2 學分(sScho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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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嘉柔) 
人 702 

05/16(六) 

09:00-12:00 
mt0148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實務 (3) (曾韋翔) 

※舞台設計實務系列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16(六) 

10:00-18:00 
mt0140 0.4 學分食物設計魔法工作坊：自釀啤酒賞析與實作(施孟芬) 學思 911 

05/18(一) 

13:10-15:00 
mt0148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實務 (4) (曾韋翔) 

※舞台設計實務系列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18(一) 

13:10-17:00 

mc0094 0.2 學分自信點滿，Carry 全場！（活動主持能力）(鍾亮君) 通識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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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9(二) 

18:10-20:00 
mt0150 

0.1 學分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05(楊子逸)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系列須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資電 102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s://goo.gl/KCH8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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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學分 

05/22(五) 

13:10-17:00 

mt0135 
0.2 學分機器人實作系列-光纖雷射打標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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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0129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 D-跑馬燈(陳金風) 資電 B15 

mc0107 

0.2 學分 (sSchool)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產品 : 評估

(Gideon Lowy) 

※本課程為全英授課 

科航館 

701 

mi0034 
0.2學分網紅經濟系列~鋼琴彈唱/伴奏系統教學-進階班(莊慧淨) 

※需上過初階班或有鋼琴基礎 
人 203 

mt0151 

0.2 學分機器人程式與實作(2) Python 基礎與套件教學(下)(郭至

恩) ※5/15、5/22 為連貫課程須完整上完(上)、(下)2 次課程才可

獲得共 0.4 學分、※請攜帶筆電 

人 B117A 

05/22(五) 

13:30-17:30 

mc0112 0.2 學分(sSchool)性別平等-「性」不幸與你有關!(沈佩秦) 
創客小教室 

05/25(一) 

09:00-12:00 
mt0148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實務 (5) (曾韋翔) 

※舞台設計實務系列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26(二) 

13:10-15:00 
mt0148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實務 (6) (曾韋翔) 

※舞台設計實務系列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26(二) 

18:10-20:00 
mt0150 

0.1 學分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06(楊子逸)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系列須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資電 102 

05/25(一) 

13:10-17:00 

mt0138 0.2 學分生活品味~精品咖啡(3)-咖啡烘焙(李育惠) 通識沙龍 

mc0117 

0.2 學分企管顧問教你寫履歷-進階班：你哪位啊？面試官心裡

的 OS (劉漢民) ※要上過初階班或是之前曾經上過劉漢民老師

課程才可報名 、課程請攜帶履歷表、筆電 

紀 104 

05/29(五) 

13:10-17:00 

mt0142 
0.2 學分無人機的城市翱翔冒險 Tello EDU(陳聖霖) 

※需攜帶筆電及手機(或平板) 
通識沙龍 

mt0152 
0.2 學分機器人程式與實作(3) Arduino 開發與應用(郭至恩) 

※請攜帶筆電 
科航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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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至 5 月 08 日微學分課程回顧 

  

  
「讓政府成為文創資金的靠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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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怪異的問題」課程 

  

  
「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系列課程。 

  

  
「生活美學~禪繞畫應用-文青帆布袋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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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生態的飲食文化~食物原味之認識與比較」課程。 

課程特別邀請青生活農場場主謝易陶老師講授『生態養殖與慣行飼養的差異性』主題部

分。並為了讓同學了解友善養殖方式的雞肉與一般雞肉的差別，授課老師還特別準備友善

養殖雞肉來讓同學品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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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經濟系列~鋼琴彈唱/伴奏系統教學-初階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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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特殊造型妝(老妝及傷妝)」課程。特殊彩妝在電影、劇場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同時也可以為特別的表演或活動增添些趣味。別擔心，同學們並沒有變老、被打黑青

或是受傷，老師教授同學們運用彩妝品以及生活中隨手可得的白膠等物品創作出擬真的妝

容，讓同學們可以自由運用在不同的場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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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製作實務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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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9 堂課學會短片拍攝】 

Make A Short Film in Just 9 Classes Part1&2 

 
【活動訊息】 

課程名稱：9堂課學會短片拍攝  

Make A Short Film in Just 9 Classes 

第一周/2020.04.21/短片的獨特敘事法＆故事選題 

第二周/2020.04.28/短片故事結構＆角色設計 

時間：18:00-20:00 

地點:資電102 

沃荷(Andy Warhol)曾說過「每個人都有 15 分鐘的成名機會」，拍影片也成

為了不可或缺的技能之一。 

逢甲大學通識中心特別舉辦短片拍攝課程，特別邀請知名的楊易導演，得獎

次數多不可數，在美國拿到電影碩士，在這九堂課利用簡顯易懂理論，帶領學生

慢慢踏進電影的世界，利用厚實的基礎，讓學生也能拍出人生第一部劇情短片。 

沒想到第一堂課學生竟然多達 50 位，遠遠超過導演當初設立的小班制教學，

只能說逢甲的學生太熱情，也很有潛在能力，主題是短片的獨特敘事法＆故事選

題，導演首先讓學生自我介紹，蠻多位學生對於短片剪輯頗有心得，接著導演開

始講解短片的內容如何撰寫，題材該從如何下手，最後學生太踴躍，原本預定八

點下課，下課之後學生自願留下討論和詢問導演課程的問題。 

第二堂課導演審視學生的初稿作業，點出許多學生會犯的錯誤，並且開始進

入短片的故事結構撰寫，切入設計角色的技巧，讓學生對於短片拍攝的瞭解更上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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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在通識教育中心翟主任的支持下，李建成老師及陳淑慧秘書多次溝通媒合期望校

園裡能夠培育更多的人對拍片有興趣，未來有機會也可以參加通識中心的電視台志工隊，

終於邀請到在美國拿到電影碩士並且得過多項獎項的楊易導演，來到逢甲真正手把手帶領

零經驗的同學，期待在這學期拍攝製作出人生的第一部劇情短片！ 

  

  
在楊易老師的有趣的自我介紹帶動下，發現這來上這堂課的同學都相當熱情，有很會

拍片的人、寫劇本有興趣的人、喜歡被拍的人、跟特地從台體跟亞大下定決心未來每周都

會積極參與課程，到底這樣的一群人會產生怎樣的思想碰撞、跨領域合作出則樣的短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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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緊急教育部青年署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變更及補助說明會 

 
【活動訊息】 

日期：2020.05.07 

時間：12:00-13:00 

地點：創客應諾演講區 

因應疫情關係是否辦理國際體驗經費來源教育部青年署也很難抉擇，不過

終於來函了！逢甲通識教育中心根據教育部青年署配套措施，由於本校同學出

國地方皆為三級警戒地區,因此無法出國!為了不影響同學們的個人權益，我們還

是保留了彈性空間，於本週四 5/7 中午創客應諾討論區辦理「青年署國際體驗應

變措施方案說明會」。 

經由校內中心師長多方評估，決定今年國際體驗 A 類旅遊學習深呼吸的壯

遊體驗因經費來源為翟本喬老師的公司捐款，讓 A 類同學保留名額至明年暑假

再辦理，讓從未出過國的同學仍有出國的機會，同學聽到這消息都鬆了一口氣開

心的歡呼；不過執行 B 類東南亞有任務的旅行的同學也不必失落，因為青年署

仍然補助同學重新規劃國內進行國際體驗，本校通識教育中心更是鼓勵同學以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議題主軸進行社會創新推動，不侷限僅僅只做

參訪，更重要的是實踐發揮個人及團隊的社會影響力，提供同學多元想法規劃辦

理工作坊或是與本校的國際學生進行探討研習在我國的國際組織，更可以開辦

通識統合類的自主課程，亦或與位於本校國際性在台分會的亞太經合會先進生

質氫能技術研究中心進行 SDG 之中的第七項「人人可負擔的用續能源」探討環

境議題解決問題，更鼓勵同學與國際生合作時，將發現或解決的社會問題其過程

推廣國際生的國家，讓台灣學生在國內也可以串聯本校的所有資源，讓世界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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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也讓學生體驗的過程中，在心中埋下世界宏觀的種子，為自己跨出舒適圈

的第一步，改變原計畫，規劃新的國內國際體驗，相信大家在今年暑假肯定能發

現原來有很多事情「原來我可以! 我能為社會做的事真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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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溫度 -故事從這裡開始 
通識專題課程[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探索]為加強課程對於業界實際狀況的認

識，因此授課陳介英老師於 109 年 05 月 08 日(五)在創客小書屋邀請小角手捻咖
啡陶志育咖啡師舉辦一場「手、心溫度 - 故事從這裡開始」的演講，現場吸引
了 35 位學生參加，幾乎擠滿了創客書屋的空間。 

陶老師除了展現咖啡職人對於咖啡的考究，同時十分講究品味與美感，對於
品味咖啡時環境美感的堅持。也因為這樣的堅持，老師到了創客書屋演講前，特
別提早 2小時到場地，依照環境現場插花擺飾，並將整組的咖啡器具(包含老師
自己製作的陶鍋)帶來分享。演講中，陶老師分享他自生的人生經歷、學習手捻
陶鍋烘焙咖啡師八年的過程及創業的歷程，沖好一杯咖啡除了認識分辨咖啡豆
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節及用心，因此老師自己設計製作了烘焙咖啡豆的專用
陶鍋，不同於商業經營的連鎖店，總是大批進貨，大量採購咖啡，小角咖啡從咖
啡原豆一顆顆篩選，到親手拌炒咖啡豆，每一次烘焙，都創造僅此一次，只屬於
這一鍋咖啡豆的獨特風味，陶老師舉起他的雙手，掌心透著咖啡的油漬，即便手
炒過程會留下難以洗去的痕跡，但這也顯示出陶老師職人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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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課程 Fusion 360 設計菁英培訓 

電腦輔助設計 (CAD) 已是現在產業的趨勢，從生活用品到交通載具皆是其

應用範圍。為了能銜接未來趨勢，學生自主串聯專業 Autodesk 原廠教學資源，

來通識申請了一門自主課程，課程吸引了 60 位同學參加(其中還包含不需學分但

充滿學習興趣來參與課程的同學)，使用 Fusion 360 作為設計工具。課程中應用

設計到製造皆能完成的軟體優勢，其衍生式設計為雲端 AI 運算與設計之結合，

更能讓學生體驗何謂工業革命 4.0。 

更希望能夠透過一系列的軟體教學及設計實作強化學生軟體應用能力。設

計主題因應環境氣候變遷，未來載具應當更環保及永續，而自行車或綠色能源載

具更為設計重點。並期望將課程主要設計課題—綠色永續之交通載具，透過此專

案設計之實行，扎根軟體應用之能力，並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團隊合作、溝通表

達等延伸能力。本課程預計於 109 年 6 月 20 日於創客社區舉辦競賽及成果展示

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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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 東南亞學生怎麼教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本學期自 3/19(四)起至 5/14(四)每週四共安排

8 場教師工作坊系列活動，因應防疫措施本學期採用 Microsoft Teams 實時線上

工作坊模式進行。本學期是以「從文化理解看教學設計」為主題，希望能從文化

背景、差異、理解等方面，來分享教師的課程設計與活動，特別邀請了外籍教師

及對該國文化具深入了解的教師來分享。 

4/18(四)由通識教育中心何景榮老師主講分享印尼學生怎麼教，何老師是台

灣印尼新住民第二代，而老師介紹了印尼學生在生活中及在學校教室裡的特性，

除了比較印尼學生與台灣學生的不同，更穿插了馬來西亞學生與越南學生，這兩

個留學生大宗進行比較，老師從印尼的語言、文化、宗教等說明，也發現有些印

尼語是從英語翻譯過來。何老師也提到，在印尼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也會在身

分證上註記，而在宗教環境薰陶下長大的印尼生，比較相信「冥冥中自有安排」

的哲理，且印尼學生比較喜歡跟自己印尼學生集體行動，較難與台灣生融入，而

印尼的文化較不直接表達負面意見，主要需看表情，來判斷印尼生的真實情緒，

對於學習方面競爭不是印尼的本質，合作才是，所以可以多鼓勵學生團隊合作完

成任務。這也讓我們更加了解該如何與印尼學生互動，更了解各個不同國家的文

化背景，何老師也強調，與印尼學生互動重要的就是關愛，讓他們信任願意說出

自己的想法。 

4/23(四)由外語教學中心劉月容老師分享東南亞學生怎麼教，劉老師來自馬

來西亞，本次介紹了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的文化背景，也再次提到印尼是群聚

為主的國家，樂於幫助彼此，就算是比賽也會幫助對方，更介紹了穆斯林文化，

包含：穿著、禁忌、不可以吃豬肉、清真認證、不可摸學生的頭、禱告的方式和

左右手的意義，而 2020/4/24(五)-2020/5/23(六)就是齋戒月了，劉老師特別分享齋

戒月時對穆斯林學生需特別注意的事項，包含：不要用左手拿東西給對方、齋戒

月期間不要在對方面前吃東西及喝水、齋戒月期間不能游泳(避免不小心喝到水)，

劉老師也特別教大家，在這個月遇到學生時可以對他們說「Selamat bulan puasa 

齋戒月愉快」。另，在學習方面，若要教伊斯蘭教徒中文時，可附上漢語拼音，

學生可較容易唸出。經過這次的分享，也讓正值齋戒月的期間，特別了解到如何

與伊斯蘭教學生互動與需注意的事項，讓我們透過文化理解，更加了解學生的背

景與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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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四)何景榮老師分享印尼學生怎麼教及教學方法的特性 

 

 

4/23(四)國際生怎麼教分享東南亞學生怎麼教及齋戒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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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新手的第一次程式競賽 
 

教育部於 3/14 舉辦 Coding101 大學程式競賽決賽。從國小到現在從來沒有

參與全國性的比賽，更遑論得獎，這是我當初交件時的心情。然而到決賽那天，

我都還難以置信，想著我等等就要和評審介紹我們的 App，馬上就會看到來自各

大學優秀隊伍，甚至不敢想像我們能拿到創新應用獎，儘管我們其中一個隊員還

信誓旦旦的說肯定會得啦!淹沒於猶疑之中的半天，在比賽的尾聲，我們上台了。 

這次比賽我主要是負責企劃書撰寫和簡報，我也從來沒有寫過企劃的經驗，

但有時就是事情分發下來你就必須趕快會，所以參考了學長的企劃書，查了很多

資料，寫了很久，不過完成後真的是滿心喜悅。 

 
 

 

除了企劃，其實每個部份我都有參與，像是 UI 方面我也跟著學了 Xd，程式

跟著學長學了很多 App Inventor 的基礎，因為我們都沒有美編專長所以也自學了

一點 Adobe 的軟體，到最後的介紹影片也一起拍攝與剪輯，因此，我認為這次

比賽的分工尚未非常完善，但我們也相當看重這次比賽，投注了非常多心力，而

經驗就是這樣累積來的，我體認到一個成功的團隊並非一定要有非常全能能一

人身兼多職的成員，而是每個部分都有專精的人才且能相互配合與溝通。 

成為斜槓的基礎是先有自己的專精，我希望未來能先培養好企畫的能力，再

延伸到美編亦或利用系上學的程式的基底為團隊做出更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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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分享不限於實體運作時，可以怎麼玩出創意? 

108-2 外語教學中心教師成長工作坊線上分享! 
外語教學中心 108-2 於 3 月 11 日至 6 月 3 日，每週三 12:10-13:00 共辦理 11

場次教師成長工作坊一系列活動，主要是讓本校教師分享創新教學經驗，例如將

教學與研究結合、吸引學生注意力的教學技巧、線上軟體及外語課程教學變革融

入課程的教學經驗、用以提升教學力，其目的也鼓勵教師們應用及活用課堂活動，

來活絡全校課程教學，進而增加同學們的學習動機。 

本次工作坊除了原有的講題規劃，在疫情爆發當下，隨即配合防疫措施，獨

創採用 Microsoft Teams 進行線上分享。分享教師在外語教學中心的 EZ 空間運

用簡單的電腦設備和線上軟體就現場當起了網紅，而參與教師們在研究室或校

外，登入 Teams 後，馬上可參與工作坊的內容。這是一個創新且有趣的運作模

式，對於分享者與參與者也都是一項新挑戰與嘗試。參與的教職員們透過線上工

作坊參與，更加熟練 Teams 軟體運作、更了解學生遠端聽課的需求與現況；同

時這樣的方式也挑戰分享老師進行線上分享過程時，如何將聲音或影像化為平

日上課的肢體、如何將內容充實，以及怎麼與無法面對面的大家產生互動。也因

為是採用線上分享，提供更加便利的參與模式，可讓更多教師不必親臨現場就可

以一同參與收聽/看精彩的分享，也因此每場工作坊的參與人數都高達 30 位以上

教職人員參加，藉由大家一則則的留言，也反應出互動其實相當的熱絡。 

目前為止教師分享活動已進行了 7 場，接下來還有 4 場精彩的工作坊，歡迎

全校教職員們一同參與，因為採用 Teams 分享，想補看其他場次也可以向外語

教學中心提出申請取得影片連結收看哦!  

 

活動報名網址：http://flcevent.fcu.edu.tw 

  

http://flcevent.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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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教師成長工作坊海報-好評不斷一直很有彈性地加場 

  

圖二、分享者很賣力地對著電腦與麥克風進行討論 

  

圖三、本學期工作坊也邀請了化工系袁維勵老師與土木系黃亦敏老師

來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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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透過Teams聊天室與白板功能進行互動分享 

  

圖五、剛開始進行時，還是有系統不熟悉及想觀摩的老師們在現場收聽 

 

 
 

圖六、感謝參與工作坊的全體教師們，分享老師為了引吸注意力，

連可愛的吉祥物都出動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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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教師成長工作坊參與教師分佈數 

 
圖八、108-2教師成長工作坊滿意度調查(滿分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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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與人生講座 

寬謙法師講「心靈防疫」 
正值 Covid-19 疫情嚴峻、人心惶惶之際，教職員工佛學社於 4 月 23 日特邀

新竹永修精舍住持、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及覺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寬謙法師，
蒞臨通識沙龍演講「心靈防疫－讓佛法照亮你我的心」，以其理工專業與藝術薰
陶，在圖解「唯識學」中娓娓道出「業」、因緣法及防疫之道，並輔以《藥師經》
說明解厄積福之要。 

    寬謙法師為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父親是著名雕塑家楊英風。法師指出：「新
冠病毒是全球共業，是惡因加惡緣所匯集而形成的惡現象，如能不斷培養與增加
善因及善緣(如好的醫療人員)，就不會與惡因惡緣相應。」但共業也有別業，共
業中的別業掌握在個人手上，增長善業如同缸水變大，減除惡業如鹽巴變少，苦
就能降低。修行如僅在淺層的生活面，至多只能獲人天福報，要深入生命層次，
才能了生死得自在。 

受持讀誦《藥師經》，如同在烈日下的大榕樹，會與藥師佛的行願相應，從
而可解厄、消災、延壽，再廣植善因緣，即能在疫情共業中有良善的別業──免
疫力、防疫力，度過難關。經由向善守戒利他修福報外，還要向上修智慧，以佛
法對治心理、心靈，懂得因緣法，學習看破放下，才是解脫生死的重要課題。這
種善業是福報，雖可免於罹疫，但人最終也無法避免「死亡」，因此要以向善厚
植向上修慧(善觀因緣法、學習放下)的力量，才能有自在人生，進而解脫生死。
(撰稿人：經濟系退休教師鄭保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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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的堅持與服務 

《疫情慢漫，線上的熱情沒有停過》 
外語教學中心 施惠家老師提供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在防疫期間的活動規劃 

在全球的疫情嚴重爆發後，許多大學的社團活動也都宣布暫停實施，逢甲

大學也不例外。但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在經過內部的討論後，決定藉著這次活

動暫停的時間來提升整體活動的服務品質與未來活動的規劃。每位幹部及隊員

們都認知要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盡量維持志工隊在防疫期間的運作。 

活動組進行線上社課、美宣組設計導覽手冊封面 

這學期因為疫情的影響讓許多活動停擺，原本預計教授撰寫社團活動企劃

書技巧的活動組長們為了讓活動組新進成員也能在疫情底下把握時間學習，從

原本設計的一系列社課活動改在線上執行，錄製了教學影片，並要求組員們將

指派的任務完成，用不同的方式去達到同樣的上課效果。而美宣組也趁這次夜

市活動暫停的時間更換夜市導覽活動文宣品的設計，如導覽手冊封面與搭乘台

中市公車至各旅遊景點的資訊。 

幹部們利用 Teams視訊開會討論 

學校在疫情尚未擴大時就在各班宣導可利用網路進行線上授課，志工隊也

跟上學校的步伐。在幹部們需要討論時，利用學校的資源「Microsoft 

Teams」來開會。若有其他的緊急事項，也能透過手機軟體來聯繫。雖然這學

期很多活動都會被嚴格審核或禁止，但這次的經驗讓志工隊學到如何應變不同

的情況、提升處理問題的靈敏度。 

  

圖一：活動組線上社課的相關資料-企劃

書必備要素  

圖二： 活動組線上社課的相關資料-企劃

流程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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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逢甲夜市導覽手冊的新封面 圖四: 志工隊美宣組最新設計的公車搭

乘資訊 

  
圖五：活動組利用校園電腦資源準

備線上社課的資料 

圖六：志工隊幹部利用 TEAMS 進行線上視訊

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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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閱讀日 合力讓學生閱讀自己 

逢甲大學圖書館舉辦 2020 世界閱讀日「此刻•閱讀正好•真好」系列活動，
為深化活動效益，結合大學國文課程辦理專題演講，跨單位合作，讓學生開展更
多元的閱讀面向。 

世界閱讀日活動，分為線上書展、實體活動兩大面向。實體活動部分，為了
讓同學走進圖書館、親近新知識，特別安排「用閱讀點亮未來書展」、「閱讀素養
講座」，並於 4 月 29 日邀請了「長耳兔心靈維度」洪善榛老師，進行「對話的力
量 認識自己」專題演講。 

「長耳兔心靈維度」團隊，乃是以自我了解為出發點，從人際的溝通技巧，
對應人際關係的經營。對此，洪善榛老師在演講中，介紹美國家族心理治療領域
的先驅，維琴尼亞•薩提爾女士(Virginia Satir)所開展出的心理學模式，並實際帶
領聽眾，將注意力轉向內在，傾聽自己內心的情緒。 

洪善榛老師從自身受憂鬱與恐慌所苦的經驗出發，從詢問大家「愛自己」是
什麼開始，逐步引導聽眾轉向了解自己內心的所感所想。隨後帶領聽講者填寫
「情緒清單」從自身的情緒、一步步延伸為記憶中父母的情緒，帶領同學初階體
驗心理對話與家族記憶的輪廓。過程中洪老師一再強調，真正深入的自我對話乃
是慎重誠實的過程，透過這些情緒選項，探索自己內心情緒上的轉變，找出原因，
進而安頓自我。 

洪老師表示，每個人都必須扮演許多角色，在角色的增減和轉化中，必然會
出現各種不同的情緒，為了安頓自我，對話是排解情緒的重要工具，不僅是和他
人對話，更是與自己對話，並好好的傾聽、了解、接受內心深處的情緒，透過對
話的力量認識自己。 

本場演講的聽眾反應熱烈，並請教洪老師如何達到人際間的深度對話，傳達
關懷，老師的回答是：「不想著改變對方，當想要改變的時候，請回來關懷自己」，
強調與他人對話也是一種和自己對話的方式，只有先安頓自己，才可以提升人與
人之間的相處。 

洪老師還介紹《心教：點燃每個孩子的學習渴望》、《給長耳兔的 36 封信：
成長進行式》、《教室裡的對話練習：當學思達遇見薩提爾》等書籍，希望擴展同
學的閱讀面向。面對情緒每個人是一輩子的課題，尤其當前許多案例，更昭示自
我安頓的重要，希望透過本活動，讓學生初步了解情緒對話，替自己的情緒找到
出口，並且在與自己的對話之中，探索生活，找到與自己的情緒共處的方法。(撰
稿人：企管四乙/李依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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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善榛老師從自身受憂鬱與恐慌所苦的經

驗出發，跟同學分享對話的力量。 

洪善榛老師與同學互動 

 

 

學生在洪善榛老師的引導之下，圈選講

義上的情緒詞句，探索自己內心的感受

與感覺。 

本校教職員熱烈與洪善榛老師詢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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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課程-讓政府成為文創資金的靠山 

 

4 月 25 日請到文創產業復連成劇團團長尹崇儒到校授課，課程以定義文創
為何，並教同學怎麼寫企劃書給政府以及如何包裝自己的企劃為主軸。 

老師以自身的創業經驗告訴同學，創業除了要擁有資金，但也要做市場調查，
除了創業領域的市場調查外，甚至是市場周遭文化氛圍也是調查的範圍，且一直
強調創業是要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一昧跟風，因此課堂有一些時間讓學生進行
自我剖析，藉由自我剖析讓同學了解自己的亮點，使同學清楚未來自己創業可行
的方向。 

雖然在課程中釐清同學對文創的定義花了不少時間，但這些時間讓同學更
清楚什麼是文創，以及台灣現在的文創環境與面臨的困境。 

課程最後讓同學撰寫企畫書，並一個一個指導同學企劃或構想的問題點，透
過該課程讓學生更清楚自己目前的不足與該往哪個方向前進與努力。 

  

課程進行。 課程小組討論。 

 

 

課程小組指導。 課程結束後的團體照。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7 期)2020/5/16  42 

 

 

s.School 社會創新學院 5 月份課程講座資訊 

s.School 社會創新學院 5 月份課程講座資訊，歡迎各位的參加與幫忙宣傳，
課程報名可於線上選課系統內選課，講座報名資訊將公告於 s.School 社會創新
學院粉絲專頁（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 s.School）內。 

 

108-2 社會創新學院課程講座(5 月份)  

課程 講師 時間 地點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English taught course 英語授

課)[0.2 學分]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
B4Vyh8 
 

Gideon Lowy 
創意、創造力的過程–7D 方

法:思考與行動；心志地圖；

想像；各種思考方式。 

商業觀點 – 創業精神；實

習；創意的發想；產品、

服務、經驗、轉換。 

5 /1 (五) 

13:00-17:00 

科航 701 

 
 

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eace and 
inclusivity (English taught course
英語授課)[講座] 

https://reurl.cc/7Xynk1 

Ismael 5/6 (三) 

12:00-13:0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地方創生新絲路-竹山數位鎮民

計畫[講座] 

https://forms.gle/QGPbqt9yh5Xcc
TsY9 

黃俊毓 

小鎮智能工作室  共同創

辦人 

5/7(四) 

14:00-17:00 

應諾創客

演講區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English taught course 英語授課) 

[0.2 學分]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
B4Vyh8 

Gideon Lowy 
進步: 成長與永續–管理改

變；如何產生創意、發展

出解決之道；如何發展出

成功的商業模式來創造永

續的未來。 

了解改變–微觀與巨觀的決

定論。 

5 /8 (五) 

13:00-17:00 

科航 701 

 

【財務自由要怎麼做？】小小巴

菲特 [0.2 學分] 

 

劉詠順/中國人壽 

動機與目的：認識理財工

具 (SDG 1 終結貧窮) 

希望學生在進入實際的金

錢市場前，能充實本身的

5 / 8 (五) 

13:00-17:00 

人言 701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B4Vyh8?fbclid=IwAR0wUxDHvy6-LS0O7Yx4L8b8u02rnQy4iAe7vXQpfFV1sTYutvajh788xOk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B4Vyh8?fbclid=IwAR0wUxDHvy6-LS0O7Yx4L8b8u02rnQy4iAe7vXQpfFV1sTYutvajh788xOk
https://reurl.cc/7Xynk1?fbclid=IwAR1YmxYJuLjGy89cqA_00Fc2r54kk5IlAbUDYHeU6QZmf3y5dhVNkookTxI
https://forms.gle/QGPbqt9yh5XccTsY9?fbclid=IwAR2u4TMy7PFXpMC0fuEK4XkeDP5OjjKsF-rdIVxmWmh-2jiHunGmFEJQ_0g
https://forms.gle/QGPbqt9yh5XccTsY9?fbclid=IwAR2u4TMy7PFXpMC0fuEK4XkeDP5OjjKsF-rdIVxmWmh-2jiHunGmFEJQ_0g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B4Vyh8?fbclid=IwAR0wUxDHvy6-LS0O7Yx4L8b8u02rnQy4iAe7vXQpfFV1sTYutvajh788xOk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B4Vyh8?fbclid=IwAR0wUxDHvy6-LS0O7Yx4L8b8u02rnQy4iAe7vXQpfFV1sTYutvajh788x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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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及理財知識。 

微學分課程- "水下載具基礎概念

與運用” [0.3 學分] 

選課代碼 mt0145 

周佑誠 

中山海科研 

5/9(六) 

10:00-17:0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teract 
with global leaders (English taught 
course 英語授課) [講座]  

https://reurl.cc/7Xynk1 

Ismael 5/13 (三) 

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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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 

選課代碼 mc0113 

洪嘉柔/氣候暖化推廣講師  

動機與目的：了解永續發

展是什麼? 如何達到永續? 

了解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

目標(SDGs 綜觀) 

5 /15 (五) 

13:00-17:00 

人言 702 

 

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ocean 
and climate (English taught course
英語授課) [講座] 

https://reurl.cc/7Xynk1 

Ismael 5/20 (三) 

12:00-13:0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CDIO 人才培育講座-台中領航員

[講座] https://reurl.cc/qdk590 

Chester 5/20 (三) 

12:00-13:30 

應諾創客

演講區 

CDIO 創新創業講座創業-以台灣

人的視角看東南亞創業[講座] 

https://tobias108.pse.is/Q6C3W 

王琮瑋 5/21 (四) 

12:00-13:3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How Winners Win 贏家之道】 

(English taught course 英語授課) 

[0.2 學分] 

https://forms.gle/UV1pm9rMozG
B4Vyh8 

Gideon Lowy 
產品: 評估 – 評估成功；

如何評估正面的影響力(社

會環境、財務、文化)；股

東與利害關係人；財務結

果；社會文化影響。 

5 /22 (五) 

13:00-17:00 

科航 701 

 

性平專題課程[0.2 學分] 

選課代碼 mc0112 

Eva 沈  台北婦女救援基

金會 校園宣導講師 

5 /22 (五) 

13:00-17:0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od for 
all (English taught course 英語授

課) [講座] https://reurl.cc/7Xynk1 

Ismael 5/27 (三) 

12:00-13:00 

應諾創客

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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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企業贊助 s.School Hult Prize 活動 

4 月 20 日上午 10:00~12:00，由社會創新學院薛執行長帶領逢甲大學 Hult 

Prize 主席 Ismeal，前往致贈感謝狀給贊助的企業，並當面向贊助的企業說明各
項活動的進行概況，以及未來的團隊發展方向。 

贊助企業對於 Ismeal 這樣的青年讚賞有加，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很少主動的
發起淨灘的活動，但 Ismeal 對於台灣的淨灘活動卻是十分熱衷的，有感於我們
對環境造成的危害，海洋的教育更是不能等的，為了讓小朋友從小就養成習慣，
並知道環境保護的重要性，Ismeal 將環境保護意識帶入國小的教育裡面，以輕鬆
的活動對國小學生傳達，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我想這對國小學生來說是最好的延
伸學習了。 

  

圖片 1 致贈感謝狀 圖片 2 與企業拍照留念 

  

圖片 3 淨灘活動大合照實況 圖片 4 淨灘問題大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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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通識通訊(第 67 期)2020/5/16  45 

 

 

S20 課程說明會 

下學期開始，社會創新學院(s. School)將展開 S20 系列課程，培養學生具備
解決真實的社會問題、複雜的人類社會困境之能力，特別以解決聯合國 17 項「永
續發展目標」(SDGs)的思考方式出發，規劃「社會創新輔修」，讓學生能以參與
社區活動、非營利組織、國際性會議、擔任國際志工、海外實習等方式，以團隊
合作的方式，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並達成學用合一的目的、培養自我導向式學習的精神。期許學生學成後，繼續主
動積極之學習模式與解決問題之能力以運用於日後職場，持續關懷社會、國家、
與世界，善盡世界公民之義務。 

為讓師生更了解下學期課程方向與內容、報名舉辦本次說明會，基本資訊如
下： 

 日期：2020 年 05 月 29 日（五）中午 12：10 -13:00 

 地點：應諾創客社區(智創區+活動交流區)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tTFH6WvjzjKVB72f8 

 現場備輕食喔! 

  

圖一、s. School 期待解決社會問題 圖二、帶領同學深入了解地區 

  

圖三、學生進行思辨與討論 圖四、與國際非營利組織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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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chool 微學分-贏家之道 

本次課程旨在辨認問題的種類；以複雜、批判性的工具剖析問題；改變的理
論；科技革新方法。 

老師以淺顯的方式讓學生了解「變革理論(Theory of Change, ToC)」、「行
動理論(Theory of Action (TOA))」等管理理論與方法，面對問題我們該如何
分類?是人為的複雜或是系統性的複雜?表面的問題或是根本的問題，當我們可
以分類問題，就能進一步處理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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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問題的分辨與分類 圖二、學生下課仍熱烈討論 

  
圖三、課程討論的學生 圖四、課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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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線上競賽 

社會創新學院將於 06 月 19 日舉行線上 SDGs 競賽，為鼓勵學生認識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積極參與相關課程與活動，舉辦以 SDGs 為主軸之
線上競賽，藉此激發學生潛能、學習動機、鬥志等實力。進而加深了解社會創新
學院之性質、厚實學生對社會問題之覺察並提升學生英文能力。 

競賽相關規則與報名資訊日後將公告於社會創新學院粉絲專頁 

（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 s.School），競賽相關資訊如下： 

 日期：2020/06/19 

 時間：中午 12：30 

 模式：線上競賽，手機、電腦都可以進行 

 競賽報名連結：https://reurl.cc/62dRnV 

 競賽最大贏家有一台全新 iPad 

  

  
競賽宣傳。 社會創新學院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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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and inclusivity 
5 月 6 日中午進行五月第一場【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透過該講座讓學生了解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
並藉機推廣社會創新學院的性質。 

今日課程探討和平與正義制度，主要在人權著墨與延伸，藉由小組討論與老
師交流，激盪許多想法。 

課程中老師有提到世界如此廣大，有很多人需要幫助，但幫助他人的同時，
也可以傷害他人，藉由這個觀點去引導同學激盪更多人權觀點，並從同學的討論
結果一一去統整剖析。 

歡迎報名參加【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系
列課程，並藉由此課程了解 SDGs，報名管道：https://reurl.cc/7Xynk1 

  

  
課程進行。 課程海報。 

  
課程小組指導。 課程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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櫥窗與展售空間展 

「社會新鮮人/熱浪來襲」 

逢甲大學人言大樓風之藝廊首次於校園中推出引人注目的櫥窗設計展，此

次展覽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創.藝.術」工作坊負責人鄭月妹老師策劃，邀請櫥

窗藝術家廖敏君老師合作教學，帶領建築專業學院室內設計系所開設的「櫥窗與

展售空間」課程，58 位同學共同完成了 9 個櫥窗展示。五月是畢業生即將踏入

社會求職的季節，此展覽透過使用者喜好經驗調查以【社會新鮮人-熱浪來襲】

為主題，學生們運用所學以創意實作的方式設計商品展售空間，不但為校園美學

空間帶來不少新的視覺刺激，也是一個學以致用的好機會。特展將在 109 年 4 月

29 日-5 月 18 日於人言大樓風之藝廊熱情展售，歡迎全校有興趣的師生可以抽空

去參觀搶購，在展出期間於展示點前掃描 QR 即可登記預購。 

此次櫥窗設計展覽學習活動包含商品企劃、櫥窗展示設計以及展銷與陳列

營運實作學習，學生完整學習了如何串聯櫥窗展售前、中、後產業鏈，商品的選

擇以及主題的確定由學生團隊自行提出，此次展售商品包含了：環保餐具、辦公

室植栽、咖啡、服飾、保養品、手做飾品等，除了展現大學生對未來職場環境的

多元想像，販售商品的選擇以及展櫃布置也都盡量的使用回收再利用材料，彰顯

了新一代年輕人對綠色生活品質的關注與環保意識的提升，綠色生活美學是未

來商品流行趨勢的重要價值之一，我們樂見學生以此為重要的設計課程學習指

標。 

當下的數位世代視覺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著許多人的心理，視覺影像設計

作為傳達訊息的主流形式，顯得特別的重要。學生不但需要學習視覺傳達的能力，

更需要知道視覺傳達背後的心理情緒元素。本次活動特別邀請專業櫥窗設計師-

廖敏君老師與同學一起實作。廖老師說明櫥窗的設計與商品的陳列的重點「.....

是吸引顧客的重要元素，透過主題式規劃，精準的櫥窗設計和視覺陳列，不但讓

人眼睛為之一亮，更能襯托商品的價值與吸引力。」能否成功展售商品而且傳達

品牌形象達到行銷的目的，櫥窗設計是一個重要的環扣。「櫥窗與展售空間」課

程修課學生除了室內設計系、建築系的學生之外，也吸引了本校許多行銷系的學

生參與，全班同學分為 9 組，分別以「樹夏沐夏」、「塑．懶-環保餐具」、「上班

好好睡」、「ROCKET-MOSQUITO KILLER」、「一直熬夜一直爽」、「苦中作樂」、

「夏夕夏景」、「海想芋見更好的自己」、「你今天 Dern 大人了沒」等主題，學生

從展售企劃、商品採購、陳列設計到展售，皆以傳達社會新鮮人的心情以及如何

吸引即將踏入社會的新鮮人所需為設計主軸，透過櫥窗陳列展示也詮釋了學生

們對未來職場的狂想，不僅提升對商品價值詮釋的能力，也對觀賞者宣示該空間

的視覺美學性格。 

逢甲大學「創.藝.術」校園美學空間裝置活動持續已經有三年了，計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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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是「櫥窗與展售空間」課程指導鄭月妹老師特別指出「面對著 COVID-19 影

響我們學習與生活，疫情發展可能會造成更多人的焦慮。心要健康快活學習才能

有效率，提倡藝術創作實作可以協助學生穩定情緒，更正向的學習如何面對無預

期世界的改變.......，個體心裡情緒的表徵，其實不僅僅是個體內在的反應歷程，

更是其與社會心理及歷史文化高度連結的方式，藝術創作可以活化微觀個體、宏

觀集體、全球趨勢、本土處境以及文化脈絡的趨勢....」因此，今年的「創.藝.術」

活動將以 Art Can Help 為主題，讓校園中更多的學生體驗 Art for Healing 的可

能，學習如何透過藝術創作、視覺傳達的路徑，將心裡的話說出來，同時也學習

對於環境認知歷程以及可能被實現的內容，透過實作建構出能夠反映人類共同

心智的藝術語彙。今年度的活動，除了櫥窗展示設計之外，另外三個裝置藝術皆

因應當下全球處境相關的議題來創作，期待吸引更多學生能夠身歷其境參與製

作。 

◎新聞聯絡人:林于芳 #3341 

◎展出時間：4/29(三)-5/18(一) 

◎展出地點:逢甲大學人言大樓 B1-風之藝廊 

◎歡迎在展出期間對展示商品有興趣的人，可以在各組展示點前登入 QR  

CORD 登記預購，該商品將於展示後由負責同學包裝並連繫取貨。 

 
「櫥窗與展售空間」課程58位同學、藝術家廖敏君以及課程指導鄭月妹老師 

於人言大樓B1風之藝廊合影，為「熱浪來襲」揭開展覽序幕。 

2020.04.28(創．藝．術-校園裝置藝術計畫提供)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7 期)2020/5/16  51 

 

 

通識沙龍 x 專題課程講座 

【從台北到世界~台北市政府的全球化】 

 
【活動訊息】 

講者：台北市政府 陳冠廷 副發言人 

日期：2020.05.06  時間：17:00-19:00 

地點：資電102教室 

在台灣所有直轄市中，台北市是其中繁忙的都市之一，身為台灣行政中樞，台北

市政府每天處理大量的資訊，想當然耳，發言人的工作就是很重要的，何景榮老師想

讓班上同學更了解「台灣政府與政治」這堂課，特別邀請遠道而來的台北市政府陳冠

廷副發言人，有趣的是陳冠廷先生來到逢甲大學，進入大門口，陳冠廷先生對於我們

學校的防疫讚嘆有佳，每一道防線攻不可破，需要嚴謹的資料才能進入，進入之後對

於學校的環境嘆為觀止，行政二館前的花圃美不深收，人言大樓雄偉壯大，最後來到

今天演講地點資電館。 

這是一堂全英授課的通識專題課程，演講中有些專業英文術語艱澀難懂，陳冠廷

先生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讓我們掀開這一層層未知的領域，講述台北市對於國際事

務的貢獻，積極促進台北的雙語教育，也與各國的商會代表討論在台的商業和投資機

會，加深市政府與各國間友好，希望能讓台灣受到國際上值得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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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下【美好時光，社群聚場】專題課程 

【聲音工作坊】 

 
【講座訊息】 

講題：聲音工作坊 

講師: 張丹緯老師 

時間:星期六 10:00~16:00  地點:人言 通識沙龍 

    108-2學年通識教育「美好時光，社群聚場」課程，因應即將到來的期末呈

現，本次工作坊希望能加強同學聲音以及肢體表達的能力，讓同學們站在舞台上

時，能夠拋開形象不再扭捏，可以大方的、自信的在觀眾面前展現自我。 

    本次有幸於 109 年 04 月 25 日邀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的張丹緯

老師，帶來聲音工作坊。由暖身活動開始，帶著同學們一路從簡單的小遊戲，到

躺平在地上練習腹式呼吸法，讓同學一步步進入狀況，練習過程中，同學們都感

到很新奇，僅僅是改變了發聲的方式，居然對音色和音量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午休時間結束，老師邀請同學席地而坐，並請大家默想四句歌詞，想完之後

開始練習「用同樣的歌詞創造出不同的情境」。這是一個情感表達的小練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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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學倆倆一組，用一模一樣的歌詞對罵、告白。老師告訴同學，這個練習的重

點不是歌詞也不是台詞，而是我們所要傳達給觀眾的情感，而也因為站在舞台上，

所以所有的音量、語調、動作、甚至是面部表情，都要被誇大再誇大，才能確實

的傳達給觀眾。最後這項練習結束後，大家都有感而發的說：「經過了今天的工

作坊才明白，原來我們過去在課堂上的表現都是不及格的！」。 

本次的聲音工作坊就在一片歡聲笑語中落幕，同學們的表現能力都得到了大

大的提升，相信經過了此次課程後，不光是讓同學更懂得如何站在舞台上，未來

也必定能運用今日所學，在人與人的相處過程中，更清楚地傳達自己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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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智在家鄉- 

聯發科技數位社會創新競賽 線上說明會 

 
【活動訊息】 

智在家鄉 Teams 線上說明會 

與會人：資推會 鍾宛儒小姐、林孟儒小姐 

時間：05/05(二)晚上 6：20； 05/07(四)晚上 6：20 

地點：資電 B15 

讓家鄉更好的人就是你 

原來，我們能為家鄉做這麼多！  

「智在家鄉」社會創新競賽是聯發科技自 2018 年開始發起的競賽，參賽者

需選定一個台灣鄉鎮市或區作為主題對象，利用數位科技改善該地區的生活或

環境的一個問題。從去年起由資推會推廣時，就已經和我們「2019 逢甲大學 App

創意程式競賽」做結合鼓勵學生發現生活周遭遇到的問題，強調在地連結，不限

主題類型，提出為我們自己家鄉改變的機會，第一階段更是只要提出企畫書，重

點在科技創意發揮影響力，不用煩惱自己不懂程式設計做不出高科技的作品，只

要你先勇敢的創意投稿跨出第一步，比賽入圍就有機會獲得 5 萬入圍獎金加最

高 5 萬研發補助，還會有工作坊老師及有機會線上聯發科技工程師帶著你完成

自己的想法，今年更是持續與逢甲課程結合，在本周二跟周四晚上在洪耀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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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成老師【Android Apps 創意程式設計】通識專題課程開辦線上說明會讓同學

有問題就可以直接問，通識教育中心陳淑慧秘書更是鼓勵同學「有遇到困難可以

提出來、有需要不同領域的老師來協助也可以，通識中心是大家強力的後盾。」

整場說明會林依瑩助理利用本學期學校主推的安心線上就學所使用的 Teams，除

了事先的測試也讓其順利完成，目前資推會正在與通識討論要以何種方式合作

方式校內有投稿參賽的同學，由專業領域老師選出優秀作品，還不用全國競賽入

圍，在校內就提供獎學金給同學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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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請參考：「智在家鄉」網頁連結：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 

任何問題請洽： 通識教育中心 林依瑩小姐(分機 2142)或淑慧老師(分機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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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大林僑領熱心捐贈琉球布口罩 
曾多次蒞臨本校參訪的旅日僑領大林千乃女士，於疫情防治中再由美食料理

達人堀讓(Mr.Hori,Yuzuru)講師陪同，在台北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茶敘。黃老
師因悉大林橋領幼年曾在中正紀念堂旁之東門國小就讀，爰選擇位於捷運東門站居
家附近、台北柯市長寓所樓下優雅的庭園咖啡館聚會，期能藉以喚起大林僑領兒時回
憶。相談期間，黃老師提起由本校張故校長希哲籌畫所創設，目前本校邱伯達校友及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擔任副理事長的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頃由該協會趙文瑜理事長捐
助簡易型半罩式、醫療級全罩式護目罩各 100 個、護目鏡 30 個，並從海外寄出
1,000 個口罩至我國駐那霸辦事處，以便轉致轄內需要之僑民及相關醫療單位。
又，據琉球華僑總會前會長林國源表示，甚感謝趙文瑜理事長此次義舉，並提及
「台灣此回的防疫工作做的非常成功、譲世界各國都在稱讚、真了不起！沖繩縣
議會原計畫特別組團赴台學習，因雙方均需抵達後隔離 14 天之規定，所以暫時
無法成行。惟現在沖繩地區醫療機關缺乏口罩情況非常厳重」云。 

大林僑領聞知後，立刻與琉球沖繩親友聯繫瞭解現況，隨即當場回允將請琉
球華僑總會配合協助處理所寄送我國目前尚未限制出口之「布口罩」1,500 個，
以捐助沖繩縣「豊見城中央病院」，支援當地第一線防疫工作人員。並表示該型
布口罩乃台灣製造，與目前限制出口之口罩稍有不同，係以上好布為質料，可清
洗後重複使用，期能緩和口罩需要。未來再俟生產及當地需要，再行商議相關支
援行動。此時，現場經營庭園咖啡館之經理慕星妤女士，聞大林僑領之義行，大
表稱讚。隨後也強調伊也已從海外寄出口罩給在美國之親友，以充全球口罩荒之
需。該兩位熱心人士一見如故，互談此舉心得。伊等助人俠義心腸，真可謂「女
中豪傑」，本中心黃老師更覺與有榮焉。 

 
(左起)堀讓講師、大林千乃僑領、黃煇慶老師夫婦、慕星妤經理(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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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商沖繩 OTS 公司駐台經理聚會 

曾隨同日本沖繩縣觀光教育研究會會長，也是沖繩 OTS(Okinawa Tourist 

Service)公司董事長東良和先生(Mr.Hiigashi,Yoshikazu)，蒞校參訪的 OTS 駐台經
理與那霸正雄先生(Mr.Yonaha,Masao)，利用 5 月 1 日國際勞動節連休時間，偕
同也曾多次來校參訪的該公司職員、前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秘書趙美雲女士與本
中心副教授聚會，藉以商洽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後，如何繼續推動台琉各項交流計
畫。巧遇日本 Hotel Sunroute Chain 集團，前派駐台北市燦路都飯店  (Hotel 

Sunroute Taipei)經理筒井明先生(Mr.Tsutsui,Akira)來台旅遊，也邀請陪同餐敘。
與那霸經理表示，囿於疫情，台琉間國際航空及海運幾乎完全停擺。又因近鄰之
琉球石垣島(Ishigaki Island)亦傳出確診病例，影響本校台北校友會擬籌組參訪團
前往之航班無能決定，目前僅能暫視疫情發展後再行規畫。黃老師則感謝該 OTS

公司東董事長多次在沖繩接待本校及校友會之訪團，近年來本校來自琉球沖繩
之留學生明顯增加，且縣內唯一日本國立之琉球大學亦已與本校締盟交流，而日
本大學新聞社本期之中文版進路新聞報導，也首面刊登本中心黃老師應邀以「台
琉友好交流/共創亞洲新時代」為主題之投稿，顯現雙方績效。請與那霸經理等
繼續支援本校相關行動，增進台琉往來。 

 
(左起)趙美雲女士、與那霸正雄先生、筒井明先生、黃煇慶老師夫婦 

 
(左起)黃煇慶老師、趙美雲女士、與那霸正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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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因製作功課報告專訪本中心師長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近年來在所擔任之通識、外語中心以及商學院所開設

有關日本課程裡，總有學生以小組人數方式，前往黃老師所分配於人言大樓之研
究室要求請益，以資撰寫「專訪校友」文稿，提供渠等所履修課程報告之需。本
學期雖囿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正常上課，仍有四組同學先後要請黃老師，談及於
本校畢業後之學經歷及志願等人生奮鬥過程。黃老師均先以本校逢甲週報第 695

期所轉載逢甲人月刊第 308 期(2018/08)刊登「專訪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煇慶/

駐日資深外交官回饋母校/為臺日學術文化交流貢獻」，以及本中心通識通訊第七
期「走過陪客出遊、為國吃飯歲月後的當下精彩人生」(2017/11/1)等既有書面資
料。再加口述多次在日處理緊急救難事件等體驗，勉勵在學期間積極努力向學，
將來報考相關駐外人員公務考試，以期走向第一線辦理跨國外交事務，並藉資光
大本校國際聲譽。 

 
選修國貿系「商用日文(進階班)」課程請益同學之一 

 
選修通識「日本歷史與文化」課程請益同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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