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八期目錄】 
USR 拔尖和社會引頸期盼的亮點/ 2 泰國公益旅行行前座談會/ 37 

逢甲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 4 泰國公益旅行訓練暨籌備會 I / 39 

12月上旬微學分課程回顧/ 6 Krama Yoga 行善公益 深耕柬埔寨/ 41 

通識沙龍12/3-17活動回顧/ 12 獲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最佳影片獎/ 43 

第三屆逢甲人物故事徵文影像競賽獎/14 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成果展演/ 44 

PMP 學生與高中生大手牽小手/ 21 競賽簡報製作與溝通表達專題演講/ 45 

妳/你的英檢成績，幫忙一起衝刺! / 23 鑽石、珠寶課程尋寶/ 47 

隱藏在校園裡的國際觀/ 25 大一體育體適能補救教學/ 49 

外語中心志工隊跨國文化交流活動/ 28 大一體育體適能成就認證/ 50 

國際童玩節在逢甲!/ 30 體適能基礎重量訓練 C 級教練培訓/ 51 

關鍵 60 秒: 電梯英語口語表達比賽/ 32 台北校友會 13 屆 EMBA 菁英大會師/ 52 

介紹台灣全英課程校外展演/ 35 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學苑揭牌合唱演歌/ 54 

地方創生底氣實踐工作坊/ 36  
 

逢甲通識通訊(第 58 期) 2020/1/1 

發行人：李秉乾               (半月刊,每月 1/ 16 日出刊) 

主  編：翟本瑞 

編輯群：陳淑慧、呂長禮、吳書萁、李律奇、陳麗如、陳思穎、許雅婷 

       蔡惠媖、古瑞菊、林依瑩、薛珍華、陳玉笙、楊成瀚、劉騏甄 

         蘇紋儀、曹靜嫻、許芳瑜、吳得政、曾紀真 
網頁 http://www.genedu.fcu.edu.tw/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FCU.GE/?fref=nf 

  

 

  
 

  
 

第五十八期(2020/1/1)              半月刊(每月 1/16 出刊) 

http://www.genedu.fc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FCU.GE/?fref=nf


逢甲通識通訊(第 58期)2020/1/1  2 

 

 

大學社會責任的拔尖和社會引頸期盼的亮點 

逢甲大學社會責任說明會開催 
為編撰本校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報告，因應

2020 年 3 月教育部訪視，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假於 12 月 17 日中午 12 點至

下午 1 點，假本校人社館 B1 應諾創客演講區，舉辦「逢甲大學大學社會責任說

明會」，全校各教學和行政之一二級單位皆舉派代表與會，場面盛大。 

會中社會創新翟院長乃就逢甲近年辦理的勞作教育、服務學習、社會參與課

程等「走出象牙塔的學習」、深耕計畫、在地創生中心成立的宗旨、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跨領域設計學院暨創能學院成

立的目標、校級支援系統，以及逢甲榮獲首屆 USR 大學公民評選私校第一的榮

耀進行了簡報。就此，翟院長指出，近年世界高等教育政策皆以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為依歸，以此，逢甲大學近年辦理的許許多多豐富的大學責任計畫、課程和

活動必須被看見。各單位對其辦理之大學社會責任活動之舉報成果將作為其計

點、獎逞和考核之依據。與此同時，翟院長也以逢甲獲得 USR 公民評選私校第

一後許多學校有疑義和引頸期盼的事實勉勵各單位之全體同仁更需同心協力拿

出近年在產學合作、課程開設、活動辦理、學生事務、校友服務推廣努力的成果，

眾志成城地將大學社會責任做好，彰顯和維繫逢甲大學社會責任的榮耀。 

 

社會創新學院的翟院長正開始向大家展示逢甲大學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校務支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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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的翟院長正向大家報告17項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 

社會創新學院的翟院長正向大家說明《天下雜誌》

編列的大學社會責任對應項目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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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 
第一條 依據逢甲大學學則，訂定本要點。本校學生辦理通識課程選課時，應按

本要點辦理。 

第二條 通識教育課程計分兩大類： 

一、 校共同必修課程： 

(一) 通識基礎課程：計有大學國文、大一英文、公民參與、社會實

踐、多元文化、創意思考、資訊素養、大二英文、大三英文等

九門課程。 

(二) 體育。 

(三)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二、 通識選修課程：計有人文、社會、自然三大領域與統合類專題製作

課程。 

第三條 通識教育各類課程修課學分數： 

一、 校共同必修課程： 

(一) 通識基礎課程： 

1. 大學國文：上下學期各修習 2 學分共 4 學分。 

2. 大一英文：上下學期各修習 2 學分共 4 學分。 

3. 公民參與：為單學期 1 學分之課程共 1 學分。 

4. 社會實踐：為單學期 1 學分之課程共 1 學分。 

5. 人文與科技：為單學期 1 學分之數位線上課程共 1 學分，分

為 4 個模組，數位學程、人工智慧、數據分析與雲端服務，

除 1 學分為必修學分，得依照個人意願修習，並依各學系系

務會議通過後，可增加認抵為通識統合類課程 2 學分。 

6. 創意思考：為單學期 1 學分之課程共 1 學分。 

7. 資訊素養：為 0 學分，但修畢通過始得畢業。 

8. 大二英文：上下學期各修習 1 學分之微學分課程，共 2 學分。 

9. 大三英文：為單學期 2 學分之課程共 2 學分。 

外文系之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英文課程，另依其特性另

定之。 

(二) 體育：為 0 學分，一年級上下學期每周上課 2 小時。 

(三)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 0 學分，上下學期每周上課 2 小時。 

二、 通識選修課程計有人文、社會、自然三領域與統合類專題製作課程，

人文、社會與自然三領域至少需各選修 2 學分，統合類專題製作課

程得以課程屬性申請抵免人文、社會或自然領域課程，申請通過後

不得異動，合計修畢 12 學分始符合規定。 

第四條 各學系可將與其專業領域過於接近之課程不計入該學系學生通識選修

課程之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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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外國學生修習之通識課程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 外國學生必須參加中文能力檢測，始得選修大學國文課程，逾期未

參加檢測者，需自費參加檢測，經檢測後中文能力檢測達標準者（其

標準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公布），得修習大學國文分級課程或一般大

學國文課程。 

二、 人文與科技、創意思考及公民參與、社會實踐課程將以外國學生為

對象，分上、下學期輪流開設全英語專班。 

三、 英文課程依據大一英文修課要點、大二英文修課要點、大三英文修

課要點辦理。 

第五條之一 為兼顧外國學生修習通識課程及提升中文能力，得針對外國學生開

設華語文相 關通識課程。 

第五條之二 本校辦理之雙聯學制，基於尊重雙方學校及文化差異，校共同必修及

通識選修 課程得依雙方合作協議另訂之。 

第五條之三 針對全英語學位學程之學生，仍必須修習以中文授課之大學國文課

程。 

第六條 通識課程超修學分是否計入畢業所需學分計算，依各學系之修課規定辦

理。 

第七條 通識選修課程每班修習人數依逢甲大學學生選課施行準則第十三條辦

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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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上旬微學分課程回顧 

  

  
「物聯網程式設計~感應器應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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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與團體動能活動設計」課程 

  

  
「生活美學-禪繞畫~文青小物帆布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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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作(1)~ OTTO 實作」課程 

  
「多益 600 加強班」系列課程。 

  
「職涯系列-培養職場抗壓力~桌遊 糟了個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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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好好玩~ 從天生五行探討你的職業屬相」課程。 

  

  
「拍照片，說故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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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黏土學敏捷管理」課程 

  

  
「生活時尚-蜂蜜香氛蠟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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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與獲利的距離」課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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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2/3-17 活動回顧 

  
12/3 印要玩！ 12/3 不是卷姐，但也能留美！ 

  
12/4 人生中最「美」的故事 12/4 壹柒貳壹 

  
12/5 使用Office365快速完成專業簡報 12/5 衝刺前，從一杯香醇咖啡開始… 

  
12/6 獨闖京阪 12/9 有我”寨”，教你”曼”步在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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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繼光工務所的社會實踐 12/10 要不要跟我一起攪？ 

  
12/11 那些年我們的小日常 12/12 自信滿點˙Carry全場 

  
12/16 「找到」那個出走的理由 12/16 「紐」轉咩咩國 

 

 

12/17 大和民族的文化探尋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58期)2020/1/1  14 

 

 

與時間拔河： 

第三屆逢甲人物故事徵文、影像競賽首獎出爐 

逢甲大學所舉辦之「與時間拔河——第三屆逢甲人物故事徵文比賽」，於 107

年 12 月 6 日在人言大樓 B1 采銅廳舉行公開決審會議。文字組由國貿四甲楊芸

瑄同學以作品〈在台灣作夢－阮紅美〉獲得首獎，從 123 篇中脫穎而出。 

影像組則由電機系三級甲班許耀中、郭子威聯手製作的〈還有四公尺，Four 

Meters Left〉奪冠。 

此次徵文比賽是由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大學校友總會、廖

英鳴文教基金會、逢甲大學 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逢

甲人月刊、共同主辦，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執行。校友期能鼓勵在校學弟妹關心逢

甲之人事物，以採訪、報導的形式，留下共同的記憶，寫下屬於逢甲的故事。 

李秉乾校長、校友總會施鵬賢總會長、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謝振

裕名譽總會長等貴賓皆蒞臨現場。李校長強調，校友是學校最有力的後盾，校友

會不僅挹注校務的推動，也搭建多樣的競賽舞台，鼓勵在校學弟妹多元學習。 

本屆文字組共投稿 123 篇(550 人)，共 10 篇入圍決審，邀請明道文藝社社

長暨明道大學講座教授陳憲仁老師、南投縣文化局林榮森局長、第二天文創執行

長暨創世紀主編嚴忠政老師擔任評審。三位評審皆是本校中文系博士班畢業校

友，回到母校擔任評審，讓本次的競賽更多了經驗傳承的意義。 

三位評審一致認為，楊芸瑄〈在台灣作夢－阮紅美〉在所有參賽作品中，最

具報導的深度，能夠緊扣受訪者的生命經歷，把一個外籍女孩來台就學的喜悅與

辛酸描寫得栩栩如生，林榮森局長也說：「這篇文章對於行銷台灣、掘發台灣的

善與美，也有一定程度的功效。」 

本屆徵文競賽擴大舉辦，在類型方面增加「影像組」，容納更多的表現形式；

在題材方面，則從逢甲人物故事延伸到逢甲周邊主題，涵蓋更豐富的素材。 

在影像組的部分，共有投稿 28 部(158 人)，為增添活動熱度，參賽者須將上

傳作品至指定網路平臺(youtube、逢甲人社群平臺)，依觀看次數決定前十五名入

圍決審。影像組線上總觀看數在評審慎查前達 293581 次。再由台北市逢甲大學

校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暨逢甲人月刊總編輯賴文堂學長、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

晃主任、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王惠鈴老師，共同評選前五名及潛力獎。 

影像組首獎〈還有四公尺，Four Meters Left〉講述逢甲大學拔河隊的心路歷

程。評審一致認為，本學校雖沒有影視相關的科系，但此作品的採訪、運鏡、音

效、燈光、剪輯等，已經堪比專業人士的功力，令人驚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為加深學生與產業界校友之聯繫，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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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基金會特別提供協助，洽請台中在地知名校友廠商接受學生訪談，計有 Lexus

中部豐田汽車公司、四季藝術兒童教育機構、台中犁記餅店、魚中魚寵物水族、

晶華傢俱集團。不論文字或影像組，凡採訪上述產商獲獎者，皆另外提供加碼金，

計有文字組〈四季藝術幼兒園〉獲得第四名、影像組〈奔馳的低調奢華─Lexus〉

獲得第五名。得獎名單如下： 

文字組得獎名單 

獎項 獎金 編號 作品篇名 作者 

首獎 20000 元 217 在台灣作夢-阮紅美 楊芸瑄(國貿四甲) 

貳獎 15000 元 183 

BE YOUR OWN DICTATOR 
做你自己的獨裁者—林桂

如 

陳詩媛(企管二乙)、魏毓嫻(企管二

乙)、梁惟蒨(企管二乙)、張家婷(企

管二乙) 

參獎 10000 元 159 
平凡老師的不平凡斜槓人

生─樊家瑋  

羅偉倫(航太二甲)、謝仲嘉(航太二

甲)、許伯豪(航太二甲)、張蕢麟(外

文二乙) 

肆獎 

加碼金 

8000 元 

2000 元 
228 四季藝術幼兒園 

江爵淇（中文二）、曾育衛（中文二）、 

仲里祥平（中文二）、潘樂生(中文

四) 

伍獎 5000 元 64 
福星大門的守護者---警衛

的辛碌日記(王德忠先生) 

張立昊(運管四甲)、郭昊凱(光電三

甲)、廖宜慶(光電三乙) 

潛力獎 2000 元 22 「文」江學海—李文傳教授 

邱千益(經濟二乙)、李昀紜(經濟二

乙)、蔡欣妤(經濟二乙)、王亘于(經

濟二乙)、邱雅祺(經濟二乙) 

潛力獎 2000 元 25 
在限制條件下做出最好的

選擇–徐繼達教授 

宋珮瑄(企管二甲)、蔡孟妤(企管二

甲)、吳雨潔(企管二甲)、游紫婕(企

管二甲)、王洛慈(企管二甲)、羅鈺

茹(企管二甲 

潛力獎 2000 元 86 異流同源─梁詩婷老師 

許紫薇(運管二甲)、徐志宏(材料四

甲)、黃筱筑(運管二甲)、羅承竣(行

銷二甲)、吳雨潔(行銷二甲)、陳泰

毓(行銷二甲)、林秉勳(行銷二甲)、

木村芳華(國貿全英班二) 

潛力獎 2000 元 114 
隱藏於逢甲大學中的偉人

們(清潔工) 

陳建文(光電二乙)、林重佑(光電二

乙)、黃鋕濱(光電二乙)、吳旭崴(光

電二乙)、劉鎮源(光電二乙) 

潛力獎 2000 元 197 

探索個人特質，創造自我價值

――知名部落客南極冰魚的公

路與文創之路(余風老師) 

莊美玲(土管四甲)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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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組得獎名單 

獎項 獎金 編號 作品名稱 作者 

首獎 12000 元 202 
還有四公尺，Four 

Meters Left 
許耀中（電機三甲）、鄭子威（電機三甲） 

貳獎 8000 元 194 
芳瑜，你的名字叫

PMP 
黎氏娥(企管三乙) 

參獎 7000 元 73 
微光人物─警衛王德

忠先生 

陳沛雨(財金二甲)、許芳慈(財金二甲)、林盈汝(財金
二甲) 

肆獎 6000 元 214 從琳開始 

黃建文(統計一甲)、許俊暐(航太一乙)、張郡(建築一
乙) 、黃鈺翔(統計一甲)、 
黃宥綺(建築一乙)、廖雅涵(建築一乙)、張玶(通訊一
乙)、余承勳(通訊一乙) 

伍獎 

加碼金 

5000 元 

1000 元 
233 

奔馳的低調奢華—

Lexus 

張皓宇(中文三)、劉郁秀(中文一)、陳羽瑄(中文一)、
鄭郁(中文一) 

潛力獎 3000 元 91 
惡夢的救星-微積分

助教黃謙信 

麻駿彥(工業二甲)、侯韋程(工業二甲)、林駿聿(工業
二甲)、吳旻修(工業二甲)、鐘健源(工業二甲) 

潛力獎 3000 元 203 
逢甲的故事，我們的

故事 
黃筱晴(經濟四甲) 

潛力獎 3000 元 204 
~逢甲商圈-日式泡芙

~開箱影片 

馬寧(通訊一甲)、王證霖(航太一乙)、張巧昀(建築一
乙)、廖冠樺(航太一乙)、楊政霖(通訊一乙)、田博均
(通訊一乙)、林嘉隆(統計一甲) 

潛力獎 3000 元 206 福星女宿開箱趣 
黃芷俞(國貿一乙)、蘇奕丞(建築一甲)、曾霈華(財稅
一甲)、陳欣怡(國貿一乙)、洪曉彤(外文一甲)、曾睿
禾(建築一甲)、李奕琪(財金一甲)、吳夢慈(國貿一乙) 

潛力獎 3000 元 208 
逢甲美食開箱文─九

州拉麵 

李宜庭(財金一甲)、陳亭妤(外文一甲)、唐安琪(建築
一甲)、李詠晴(外文一甲)、徐仲威(財金一甲)、張智
翔(國貿一乙)、黃佳榆(國貿一乙)、曾崇淵(國貿一乙)   

潛力獎 3000 元 215 煮東 
張皓鈞(資訊二乙)、黃鈺淇(財金一甲)、陳孜祐(國貿
一乙)、徐佳均(財稅一甲)、張茵音(國貿一乙)、許仲
妏(國貿一乙)、吳育菱(外文一甲)、廖俐瑄(建築一甲)  

潛力獎 3000 元 216 媒體人生 

朱盈錏(通訊一乙)、侯鍀淅(航太一乙)、黃鈺淇(航太
一乙)、洪絡群(通訊一乙)、黃義翔(建築一乙)、陳萩
羽(通訊一乙)、黃仲遠(建築一乙)、洪浩翔(通訊一乙)、
黃惠瑩(建築一乙) 

潛力獎 3000 元 218 
從補教界轉戰學術

界--金春燕老師 

張兆宇(經濟一乙)、何艾蓮(資電一甲)、徐品鈞(資電
一甲)、李啟佑(資電一甲)、王晨曦(經濟一乙)、賴易
承(電機一乙)、張乃文(機電一丙)、王志傑(企管一甲) 

潛力獎 3000 元 219 2019 我在尼泊爾 曾敏玉(統計四乙) 

潛力獎 3000 元 226 六人聚的系學會 賴泓瑜(應數一乙) 

潛力獎 3000 元 227 晶華傢倶行 
練宛儒(中文一)、廖婉君(中文一)、 
黃康婷(中文四) 

潛力獎 3000 元 234 四季藝術幼兒園 
江爵淇(中文二)、曾育衛(中文二)、 
仲里祥平(中文二)、潘樂生(中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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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教學中心於108年12月6日假采銅廳舉辦「與時間拔河─2019第三屆逢甲人物

故事徵文比賽：公開決審會議」校友會貴賓、文字組評審、參賽者齊聚一堂。 

  
逢甲大學校友總會施鵬賢總會長致詞 李秉乾校長開幕致詞 

  
評審講評：陳憲仁教授(明道大學) 評審講評：南投縣文化局林榮森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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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講評：嚴忠政教授 評審討論 

  
現場校友會貴賓、逢甲大學師長冠蓋雲集。

圖為：校友會貴賓與林榮森局長寒暄、互

動。 

校友會貴賓，由左至右：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

文教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謝振裕名譽總會長、

台中市金融保險系友會柯閩鐘會長、台北市逢

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周純堂副執行長。 

  
校友會貴賓及現場同學聽評審講評。 文字組伍獎：郭昊凱、廖宜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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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組肆獎：江爵淇、曾育衛、仲里祥平、潘

樂生。 

文字組參獎：羅偉倫、謝仲嘉、許伯豪、張蕢

麟。 

  
文字組貳獎：陳詩媛、魏毓嫻、梁惟蒨、

張家婷。 

文字組首獎：楊芸瑄。 

  
影像組伍獎：張皓宇、劉郁秀、陳羽瑄、

鄭郁。 

影像組肆獎：黃建文、許俊暐、張郡、黃

鈺翔、黃宥綺、廖雅涵、張玶、余承勳。 

  
影像組參獎：林盈汝、陳沛雨、許芳慈。 影像組貳獎：黎氏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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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組首獎：鄭子威、許耀中。 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暨逢甲人月刊總編輯賴文堂學長致詞。 

  
現場參加獎得主，可獲得電影票1張。 審查結束後，參賽者向嚴忠政老師請教

寫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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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生與高中大手牽小手 
 

本學期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與文華高中、忠明高中及台中二中進行

五場文化交流活動，活動中本系印尼、泰國、蒙古、日本及韓國等 5 國學生共計

30 位國際生為台灣高中生介紹異國美食、異國傳統遊戲及當地推薦小吃，活動

中高中學生很踴躍的與國際生互動，激盪出不少火花。對高中生來說最有趣的活

動是泰國學生教唱泰國童謠搭配丟手帕活動，短而輕巧的旋律，很快的就讓學生

朗朗上口，融入玩遊戲的情境，相互打成一片，回家的時候還依依不捨呢！ 

國際生對本學期「大手牽小手」活動報名十分熱烈，大家都很積極參與及準

備，每場活動前，國際生們總會聚集在系辦公室一同製作活動所需的道具、一起

討論簡報的內容，還會有經驗的學長姊加入一起協助活動進行；國際生們印象最

深刻的是第一場在文華高中的交流活動，因為當時的他們在台灣還不到兩個月，

對於生活及文化的體驗還是很缺乏，所以一路上的皆邊風景及人物對他們來說

很新鮮，處處充滿驚奇。 

國際生報名秒殺的活動是與台中二中的學生到「台北市立動物園」參訪的行

程，大家對於這場活動最為期待，因為機會很難得，一路上大家說說笑笑、唱歌、

玩遊戲，到了台北動物園大家都迫不及待的進行小組活動，大家最喜歡的動物就

是國王企鵝，因為小小的很可愛；另外，大家也對熊貓十分感興趣，出發前大家

都念著要去一睹團團、園園一家的風采呢！ 

本學期的五場文化交流活動對於國際生來說，都是十分有趣、難忘及充實的

經驗。 

 

  

圖一、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生與台中二中學生於台北市立動物園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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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生與台中二中學生於台北市立動物園小

組合影。 

  
圖三、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生與文華高中學生於活動中合影。 

  
圖四、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生與文華高中學生於活動中合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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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你的英檢成績，我們幫忙一起衝刺! 

108-1 外語教學中心辦理托福、雅思和多益英檢班 
外語教學中心為逢甲學生的英文檢定考試把關，繼續於 108 學年第一學期

開辦英檢班。11 月 19 日托福校園考之前辦理連續四週、每次上課 3 小時的托福

加強班；12 月 14 日雅思測驗之前辦理連續四週、每次上課 3 小時的雅思全能

班；12 月 14 日多益校園考之前開辦六個多益黑馬衝刺班，每班安排 4 小時的課

程時間。依據以往參與課程的學生回饋意見，並針對學生較不了解的部分做深入

的講解，期提升學生應考能力與技巧，陪著學生衝刺最後一哩路。 

托福加強班上課日期為 9 月 30 日、10 月 7 日、14 日及 21 日，開設一班共

有 54 位同學參加。此次托福班安排對於托福測驗相當了解的曾羿凱 Jack Kumar

老師，曾老師著重於聽力的訓練及閱讀的講解。有 64%的學生認為這個課程對於

聽力非常有幫助；72%學生覺得此課程提高了閱讀能力，還有 80%同意解題技巧

有很大的增長。9 月 30 日上課的第一個小時及 10 月 21 日最後一個小時進行聽

力及閱讀前測及後測，以比較學生的學習效度，結果前測平均成績為 46.77，而

後測平均 50.88，顯示參與此課程有一定的成效。 

雅思全能班上課日期為 11 月 19 日、26 日及 12 月 3 日、10 日，開設一班

有 83 位同學堅持到最後。本課程由對雅思測驗有深入鑽研的蔡靜玲老師教授。

雅思正式測驗檢測聽說讀寫四種能力，所以蔡老師的課程涵蓋四種能力的加強。

82%認為此課程對於聽力的理解很有幫助，34%的學生覺得有助於口說進步，81%

同意本次課程對閱讀解讀助益良多，寫作部分有 78%的學生認為提升許多。11

月 19 日上課的第一個小時及 12 月 10 日最後一個小時進行閱讀前測及後測，比

較學生在閱讀方面的學習成效，結果前測平均成績為 16.31，而後測平均 18.62，

顯示參與此課程對閱讀的提升有幫助。 

為滿足多數學生報考多益測驗的需求，本學期多益黑馬衝刺班從三班加開

到六班，分別於 11 月 11、15、16 日及 12 月 2、6、7 日，分別在週間、週五和

週六上課。課程為時 4 小時，每班先進行全真模擬測驗施測 2 小時，緊接著由

外語教學中心對多益測驗素有研究的周振權老師、邱幸珍老師及王鈺琪老師針

對模擬試題內容進行 2 小時的解題說明。針對多益黑馬衝刺班所有學生調查最

滿意的部分，老師在短短的解題時間內，盡力提供齊全的重點與解題技巧，因而

平均有 35.1%的學生認為老師的講解非常精闢；31.28%則認為可以有不同時段的

選擇很好，非常符合個人時間規劃的需求；30.1%覺得「全真模擬+老師講解」的

模式對準備檢定測驗很有效率。調查測驗之前對學生來說，哪種方式最有助益，

結果 40.38%的學生認為「單次測驗加上解說」的現行課程設計比起「12 小時以

上短期精進班」、「線上自我練習」、「專家演講」等方式對考前衝刺較有幫助。全

部共有 120 人參與全真模擬測驗，施測結果 22.5%達到 CEFR B1(多益英語測驗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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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550 分以上)、77.5%總分介於 300-550 分之間。許多學生表示期望能夠開設較

多、上課時間較長或講解更深入的英檢班課程，甚至想要取得更多的練習題目，

充分展現出對英檢班的期許。 

 

 

圖一 周振權老師多益解題實況 圖二 邱幸珍老師傳授考試技巧 
 

 

 

圖三 王鈺琪老師分析考題情形 圖四 108-1多益衝刺班海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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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咖啡館活動-隱藏在校園裡的國際觀 

外語教學中心 王鈺琪老師撰 

誰說國際觀一定要出國才能培養?其實日常生活中也隱藏著許多可以體驗國

際視野的機會。外語教學中心於 108 學年度 12 月 5 日舉辦了世界咖啡館的活

動，一共吸引了超過 100 位的逢甲學生熱情參與。本次活動邀請了 7 位國際學

生和台灣學生一同交流異國的節慶文化，分別來自西班牙、日本、 印尼、 蒙古、

貝里斯、和泰國 6 個國家。 

世界咖啡館的活動是由 Brown Juanita 和 Isaacs David 所提出，目的在透過輕

鬆的氛圍，由小組討論的方式，經由腦力激盪、反思問題、聆聽多元的意見、連

結及重新組合想法，進而找到全新的觀點。在 108 學年度的世界咖啡館活動，參

與的學生不僅可以有機會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逢甲國際學生，更藉由從小組討

論中，學習到多元文化和自身文化的異同。 

活動的第一階段設計由參加活動的學生，針對不一樣的國家文化寫下他們的

第一印象及想要詢問的問題。在小組腦力激盪的過程，雖然一開始同學們都有點

羞澀，但是在國際學生們熱情的互動和分享，再加上外語中心陳秋華老師、吳佩

娟老師及王鈺琪老師的協助引導之下，學生也漸漸擺脫"必須要說英文"的焦慮，

主動提出對異國文化的疑問，和國際學生交流。除了對不同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學生們也對國際學生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和文化適應有更濃厚的興趣和同理心。 

在活動的第二階段，國際學生也透過多元媒材的呈現，分享精彩的異國文化

傳統，讓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認識蒙古的畜牧文化及衍生出的獨特民族

特質、貝里斯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語言特色、比較西班牙和在台灣過聖誕節的異同、

認識印尼的獨立節日的傳統文化活動等等。另外，國際學生也有機會和參與的學

生做更多的互動，回答問題，擺脫既定的文化刻板印象。 

在活動的回饋問題中，其中學生表示收穫最多的是可以了解不同的文化和國

家，增加對多元文化理解的深度及廣度。也有學生表示想增進英語學習的動機，

例如，有學生在問卷回饋裡寫到 “很精彩的分享，讓我覺得自己英文太差，沒辦

法全部聽懂，感到可惜，日後想努力精進英文。在活動後的問卷調查，有超過 95%

的學生表示有興趣未來再參加相關的活動。許多學生更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機

會能再更近距離地和國際學生交流互動。 

提升學生的國際觀及國際行動力一直都是逢甲大學不斷再努力耕耘的重點

之一，透過世界咖啡館的活動，除了可以讓台灣學生挖掘隱藏在校園的國際觀，

了解世界角落的精采文化，更拉近了國際生對台灣文化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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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國際學生和參與世界咖啡館學生合影 

 

 

 

圖二：第一階段的腦力激盪時間 圖三：來自貝里斯的學生和台

灣學生的相見歡 

 

  

圖四：來自泰國的國際學生分享

文化歷史 

圖五：國際學生分享蒙古的人

文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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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來自蒙古的學生示範新年

問安禮節 

圖七：活動結束後和國際學生

的合影 

 

 

圖八：世界咖啡館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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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途中一起分享有趣的故事! 

外語中心志工隊(FLCV)跨國文化交流活動 

外語教學中心 施惠家老師提供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又來了!這次前進一間有故事的旅店，和觀光產業結合，

同學們與每個來到台中的旅人，共同編織文化體驗的有趣故事。 

為促進國際旅客與台灣學生的交流，以及讓國際旅客更了解在地文化，這次

外語教學志工隊與「我們有故事旅店」合作，分別於 10 月 19 日、11 月 16 日及

12 月 07 日三個週末舉辦了中華文化—書法體驗、童玩體驗、台灣茶文化 
活動。 

「中華文化—書法體驗」的活動以實作為主，主要由講師示範如何正確拿毛

筆、書法各筆畫的正確寫法，並讓學員們實際體驗書寫春聯，除了感受中文字的

美，也能在書寫過程中靜心。 

「童玩體驗」活動開始以 ppt 方式呈現，介紹了各種台灣古童玩，例如：竹

蜻蜓、彈弓、毽子、滾鐵環、七巧板、手搖鼓、竹筷槍，以及沙包。接下來由主

持人帶領學員們製作沙包，一人做一個，並玩沙包遊戲，最後則是做竹槍，且作

射擊小比賽。 

「台灣茶文化活動」首先由講師介紹茶文化的趣聞趣事和台灣茶的來源，並

介紹各茶種及解釋其產區、產季、香氣，和味道的不同，以及介紹適宜茶樹生長

的環境及水質，最後介紹完茶具後，則是讓學員們實際體驗泡茶的樂趣。 

  

圖一：書法體驗指導 圖二：學員實際體驗寫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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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竹筷槍 DIY 教學 圖四：學員實際體驗 DIY 

  
圖五：茶文化教學 圖六：全體參與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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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童玩節在逢甲!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 X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外語教學中心 施惠家老師提供 

為了促進國際學生與台灣學生的交流，也為了讓台灣學生更了解他國的文

化。這次外語教學志工隊與國際生大一不分系的學生共同合辦介紹各國童玩的

活動。分別於 11 月 20 日、11 月 27 日及 12 月 04 日舉辦了泰國、印尼、日本童

玩節。 

「泰國－丟手帕、泰式 Bingo」活動的一開始，泰國學生向參加者們介紹一

個傳統遊戲「Morn Sorm Pha」，並由志工隊員講解遊戲玩法。這遊戲是要讓一位

玩家當鬼，其他玩家一邊唱著泰國的傳統歌謠，一邊將一塊布藏在背後並傳遞，

當鬼的玩家必須找到布藏在誰的身上。遊戲結束後，不分系的泰國學生讓參加的

同學們猜泰國的文化習俗、當地的流行用語及地理知識，若能答對，就能獲得泰

國學生精心挑選的泰國傳統點心。 

「印尼－跑跑舉頭快食王」的童玩主題是一連串合作與接力的模式進行，共

有三關，分別是套袋賽跑（ LOMBA BALAP KARUNG）、筆入酒瓶（ LOMBA 

MEMASUKAN PENSIL）和舉頭快時（LOMBA MAKAN KERUPUK）參與者會被分成三

人一組，一人完成一個關卡，最快完成的隊伍獲勝。在活動的過程中，可以見到

同學們努力的扭動屁股讓用線綁在腰上的鉛筆對準酒瓶口，也能看到同學們背

著手，使盡全力往上跳就為了吃到被綁在高處的餅乾。活動的最後，印尼學生也

分享了一句印尼語繞口令：Kuku kaki kakak-kakakku kayak kuku kaki kakek-kakek ku

（意思是，我的姐姐的腳指甲就像祖父的腳趾甲）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也試著唸

唸看喔～ 

「日本－拼臉大富豪」跟大家介紹了日本傳統的臉譜遊戲，叫作「福笑い」

（ふくわらい fukuwarai）「福笑い」是日本新年時會玩的傳統遊戲。遊戲的玩法

是玩家必須蒙著眼睛，聽從他人指示將「おかめ」（okame）被弄亂的五官黏回

原本的位置。而「おかめ」在民間也是能為人們帶來幸福的神，所以才會把「お

かめ」用在遊戲中，希望能帶來好運氣。透過「福笑い」，參加的同學們也學會

了用日語說眼睛、鼻子、嘴巴…等五官。活動的最後，日本學生們介紹日本最廣

為人知的玩具-劍玉 けん玉（KENDAMA）示範了簡單、中等、困難等級的玩法。

活動結束後，還能看到許多台灣的學生還在嘗試如何完成困難等級的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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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泰國場次遊戲王與泰國學生合照 圖二：印尼場次參與學生大合照 

  
圖三：印尼場次跑跑舉頭快食王遊戲 圖四：日本場次玩傳統臉譜遊戲 

  
圖五：日本場次遊戲叫拼臉大富豪 圖六：日本場次參與學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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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60 秒講重點:Are you ready? 

2019 Elevator Pitch Contest 電梯英語口語表達比賽 

外語教學中心 陳秋華老師撰 

在競爭的職場中，精確及有效率的溝通是成功的不二法則，員工們利用搭乘

電梯短短 60 秒的時間，向老闆或主管說明產品或服務內容的最新情況，更重要

的是提出解決方案或是自己的看法以利做出決策判斷。 

為了培養逢甲的同學未來進入職場後，將所學的英文簡報技巧融會貫通後應

用到職場生涯，外語教學中心特別設計大三英文課程，學習主軸為撰寫英文履歷、

職場英文面試以及英文溝通簡報，為完備同學銜接職場的鏈結力，在 108 學年

度更是首度舉辦電梯英語口語表達比賽 (2019 Keypoint: Elevator Pitch Contest), 

主要之目的是讓同學進入職場之前，訓練自己在短短的一分鐘內，有條理地介紹

自己、說明產品，快速及有效率地說重點。 

參賽同學在賽前可以從主辦單位提供的五篇文章中挑選最有把握的一篇，閱

讀、理解指定的文本與圖表訊息，經過內化、統整後，用一分鐘的英語詮釋文本

及圖表的涵義，並且提出解決方案或是自己的看法。文章包含產品的銷售業績報

告及圖表、產品市場擴張報告及問卷調查結果、群眾募資營運方式及年度營收表

格、鐵道公司的問卷調查及問卷報告書、時裝秀計畫書及縫紉機的評價表。評分

標準為演講內容、英語流利度與儀態及整體表現。 

一分鐘的電梯口語表達看似非常簡單，但是挑戰的難度有以下幾個:在有限的

時間內把話說清楚。沒有電腦與投影螢幕等硬體視覺輔助設備，參賽者必須靠一

張嘴，條理分明、井然有序地講出事情的輪廓及最關鍵的重點。另外自然地面對

聽眾且自在地傳達訊息、眼神關注及肢體動作也要是一大挑戰。 

因此同學們為了準備比賽，紛紛利用課後有空的時間，將比賽的講稿寫好，

請指導老師潤稿，反覆不停的演練。到了比賽當天，同學們個個聚精會神，口中

唸唸有詞，在走廊的角落或是報到會場的一角不斷的練習，看了真的很感動。比

賽中，空氣裡瀰漫著緊張的氣氛，教室裡的時鐘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有些同

學因為太過緊張而表現失常；但也有同學沉穩應對，緊緊抓住 60 秒的時間，快

速講出重點及解決方法，表現真的是可圈可點，令人不禁豎起大拇指稱讚。 

參賽同學在賽後直呼比賽實在太緊張、刺激，亦讚許從這次的競爭中獲益良

多，讓他們有機會觀摩及切磋上台演說的技巧。獲得第一名的廖同學表示：「原

本以為一分鐘的比賽很簡單，但實際操作後才發現要在短短的一分鐘內統整資

料、說出重點極具挑戰性。比賽中也看到其他參賽者有創意的演說，原來口語溝

通可以這麼的活潑、有趣。」電梯口語表達比賽於 12 月 11 日完美落幕，當天參

賽的 110 位同學都是最佳勇氣獎的得主，期待明年全校同學再次熱情參與及更

精采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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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參賽者大合照 圖二：學生生動的比賽過程 

  

圖三：學生展現精采的演說內容 圖四：等待比賽的緊張氣氛 

  

圖五：佳作得獎同學與評審開心合影 

(左起:王鈺琪老師、沈同學、李同學

與曾同學) 

圖六：第三名得獎同學與評審開心

合影 (左起:廖芳瑜老師與簡同學) 

  

圖七：第二名得獎同學與評審開心合

影 (左起: 張同學與曾羿凱老師) 

圖八：第一名得獎同學與評審開心

合影 (左起:湛明暉老師與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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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2019電梯英語口語表達比賽得獎名單 

 
圖十：2019電梯英語口語表達比賽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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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台灣」全英課程校外展演 分享國際化資源 
隨著校園國際化的趨勢，通識教育中心開設全英文課程「介紹臺灣」，透

過打鼓、太極拳、傳統歌曲等學習，讓臺灣及外籍學生從實作才藝中認識臺灣；
並且和台中教育局合作，12 月 13 日在上安國小舉辦「2019 秋季國際文化交流
展演」。在該項活動中，除了展現教學成果外，亦促進小學生對國際文化的認識
與瞭解。 

這項展演活動由呂正雄老師設計，總共有來自 11 個國家的逢甲大學 25 位
學生參加表演，包括：加拿大、中國、法國、香港、瑞典、蒙古共和國、韓國、
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及臺灣。全部節目以中、英文進行，包括打鼓，太
極拳，Mazurka 舞，印尼/台灣甜蜜蜜歌曲，認識國旗等節目。另外，上安國小亦
共襄盛舉，加入充滿青春活力的國術表演。 

為推展對國際文化的認知，逢甲大學的學生逐一介紹他們國家文化
特色與國旗故事，經由趣味性的提問中，加深了小學生對各國的認識。
演出後上安國小 360 多位師生與大哥哥、大姊姊合照，彼此留下深刻而美
好的國際交流經驗，更驗證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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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底氣實踐工作坊 
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於 11 月 25 日與 12 月 9 日邀請劉翁昆老師與侯勝宗

老師分享近年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成果。國貿系劉翁昆老師是以「循環經濟」
模式關懷身障者及高齡者之社會服務為主題，首先連結台中市東區與太平區的
身障團體，聘請一位擁有甲級證照的身障車縫師，指導其他身障學員利用二手碎
布縫製布料作品販售，讓他們有一技之長與自給自足的力量。除此之外也與本校
精密系統設計學程、電機工程學系師生，以及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發展中心合
作，將身障者的輔具加以改善;更在便利性與安全性的考量下將縫紉機加以改良，
包含提升雙手穩定度的平台、車縫速度穩定器、縫紉機急停裝置等，符合每一位
身障裁縫師的需求。劉老師表示這個計劃的原理很簡單，但每個過程中都有很深
刻的心路歷程，最後也播放了學生製作的《愛，無礙》影片。 

公創所侯勝宗特聘教授則是分享「偏鄉行動服務翻轉計程車產業」。過去十
年侯老師積極推動台灣計程車學院，用「學術研究」參與計程車產業轉型與移動
服務創新，讓司機看到其工作價值的改變與工作意義的打造。未來的方向則是推
動「小驢行」，用「社會實踐」成為公部門與私部門的長照無障礙交通協力夥伴。
本計畫同時有科技部、教育部與衛服部的支持，核心目標為「弱勢扶持˙共善社
會」。以台中梨山為例，因路程的關係至市區就醫一趟往往需費時三天，為此打
造一個無障礙預約媒合車隊的平台，提供點對點的共乘服務，從智慧交通發展到
智慧城市，也是共享經濟時代的主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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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公益旅行行前座談會 
為使學生更了解公益旅行之目的與意義，11/30(六)辦理公益旅行行前座談，

邀請來自泰國的齊思芮老師與學生進行跨文化溝通，包含基本生活用語：你好、
謝謝、簡單的自我介紹，由於齊思芮老師成長於本團即將要前往的 Youth Charity 
Foundation(以下簡稱 YCF)，老師根據帶領學生了解創立 YCF 的背景是由於泰、
緬、寮邊界的金三角地帶所帶來的毒癮問題延伸了愛滋、當地兒童教育問題等，
齊老師的母親曾為護理師，看見泰北有許多因父母染上毒癮而無法受到良好教
育的下一代，便一手創立 YCF 期待解決兒童的教育問題，目前有兩個 House，其
一主要收容父母離世的孤兒，另一個 House 主要收容家庭貧困或偏遠的小孩，
齊老師也分享了非政府組織發展的困境，讓同學出發前對於當地背景有所認識
並思考自己可以著力的地方，下午也邀請目前 s. School 同仁 Amanda，分享在國
際處近 20 年辦理遊留學的經驗，讓同學出國前了解他們可能遇到的問題及相關
預防措施，最後讓同學彼此認識並分成小組，以利後續教案及募資行動的討論。 

 
圖、預計前往泰國公益旅行的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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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泰國公益旅行承辦人對於行程進行說明 圖、齊思芮老師進行簡單的泰國文化教學 

  
圖、陳玉笙(Amanda)老師說明行前注意事項 圖、學生分組討論教案及募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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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公益旅行訓練暨籌備會 I 
本次籌備會議邀請泰國的齊思芮老師分享 NGO(非政府組織)的經營困境，並

帶領大家釐清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及 SE(Social Enterprise)的不同，
以 tom shoes 的 1 for 1 商業模式為案例進行分享，期待同學集思廣益協助本次
駐點志工服務的基金會-Youth Charity Foundation 突破經營的困境，本次兩組各
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給齊思芮老師，一組以在台募資、在泰國販賣台灣美食為主
要方式，另一組期待透過與附近超市、菜市場合作蒐集格外品，除了解決 YCF 的
伙食問題也可加工販售，兩組最終決定針對當地進行不同的田野調查及市場調
查。在泰國，垃圾分類並不被重視，多數組織也未必了解垃圾分類的益處及重要
性，因此同學根據組織需求，設計了一系列教案教導當地職員及兒童學習垃圾分
類，期待本次的旅程能為當地兒童帶來環境永續的觀念。 

 
圖、齊思芮老師以光譜解釋 NPO、 Social Enterprise、tradtional business 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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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Group 1 提出以遊戲的方式指導學生學習

垃圾分類 

圖、Group 2 提出需要讓學生、職員了解到垃

圾分類對環境帶來的利益 

  
圖、 Group 1 預計以在台募資、在泰國販

賣台灣美食的方式協助組織募集資金 

圖、 Group 2 期待透過與附近超市、菜市場合

作蒐集格外品的方式為組織解決糧食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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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ma Yoga 行善公益 深耕柬埔寨多年 
2008 年，來自美國的背包客 Isabelle 到柬埔寨自助旅行，發現在首都金邊

的近郊有個垃圾山(garbage mountain)，其實那是政府的垃圾集中處。當來自首都

各處的垃圾車一到達，無數的人們就蜂擁而至、爭先恐後地在垃圾堆中找尋可以

賣錢的東西(塑膠瓶、金屬罐…)。這些人就是靠此維生，數年如一日。埋首在垃

圾堆中的不僅有成人，也不乏孩童，甚至是三、四歲的小朋友也跟着爸爸媽媽工

作，適齡的小朋友也沒上學。Isabella 無法相信她所見的，決心要做些事情。她

是個瑜伽老師，便決定以瑜珈展開她十年來的 NGO Krama Yoga。（垃圾山兩年前

已經遷移到更偏遠的地方了。） 

Krama Yoga 服務的對象有兩類：1)被貧窮的父母強迫從事性交易的少女。2)

受家暴的孩童。Isabelle 希望： 

1)藉由瑜珈課程撫慰身心受創的孩子，2)此外，也辦學，孩子受教育，主要

是學習柬埔寨文、英文、電腦，3)提供對瑜珈有興趣的孩子專業訓練，成為瑜珈

老師，自己自足。P 是第一屆的學生，他長期被貧窮潦倒父親暴力對待（長大後，

P 明白了生活的苦，他並不恨那可憐的父親）。今天，他是 Krama Yoga 在柬埔寨

的負責人。 

Krama Yoga 目前已經福務了近 2,000 名學生，除了一週兩次的瑜珈課，學生

都進入學校讀書。家庭負擔不起教育的孩子則進 NGO 設立的學校讀書，ISF 就是

一所澳洲人辦的 NGO，目前照顧 120 位左右的學生，從小學到高中，全額免費。

若孩子要繼續升學，也支持大學教育，學員中在柬埔寨唸大學的，拿獎學生到國

外唸大學的都有。 

Krama Yoga跟所有的 NGO一樣面臨財源的壓力。目前有十位主要的捐贈者，

白人居多。他們也販賣 Epoch（為直銷品牌）的產品，算是社會企業，將固定比

例的所得捐給 Krama Yoga，但不多。另外，已經有約五位學員自行創業，成了瑜

珈老師，所得的一部分也捐給機構。但瑜珈在柬埔寨仍是個新潮玩意，學生多為

外國人，他們來來去去，因此所得也不穩定。故 P 積極找尋新財源。他們因為當

地騙人的 NGO 太多了，募款越來越難。 

P 並非一開始就在 Krama Yoga 服務。他曾經嚮往外頭的世界，也去闖蕩了三

年，待過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做了不少工作，也賺了些錢。但是他越來越思

念自己的故鄉、那些辛苦生活的人們、那些聰明可愛卻沒有機會受教育、被栽培

的孩子。所以他決定回來，接下了 Krama NGO 的重任。面對政府的貪污腐拜、

中國人頤指氣使，瑜珈的訓練讓他心平氣和，相信一點一滴的努力可以改善國家。

孩子的笑容、話語、一舉一動則是他最大的動力來源。 

他們非常歡迎台灣的志工，希望至少待三個月，教小朋友新科技、電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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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ma Yoga 圍牆上的招牌 

  
 Krama Yoga 的宣傳海報 Krama Yoga 的教室(一) 

  
Krama Yoga 所展示和販售的衣物 Krama Yoga 的教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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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2 

巴拉圭同學獲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 最佳影片獎 
分享者：陸薇安 Viviana Ruiz 

2019/12/12(四)很開心有機會代表逢甲參加 2019 馬來西亞大學 UKM 的永續

發展挑戰(Sustainability Challenge)的競賽。我們發現在台灣屏東縣，在這裡有非

常好的耕作環境，許多可以工作的人力(原住民年輕人)，以及許多有特色的文化，

但由於城鄉差距以及缺乏規劃的耕作，使得屏東縣人口流失逐漸嚴重，經濟作物

也常常滯銷。 

經過跟學校朱正永教授的討論，我們決定使用 ECOPARK 當作我們的點子來

競逐這次的永續發展的競賽。結合我們逢甲大學綠能科技(二階段沼氣發電站)，

以及當地的農業經濟作物鳳梨、三紅三黑(包含:紅豆、紅藜、紅龍果、黑豆、咖

啡、可可)，和當地的原住民文化來發展文創園區，並命名為 SYMECOPARK 來解

決當地現有的問題，並完成永續發展以及零排放的目標。 

    這次比賽最後我們得到了「最佳影片獎」，也看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強大競

爭隊伍，無論是海報的製作，以及上台時的報告方式，都是可以讓我們多加學習

的，這次特別謝謝逢甲大學，以及指導我們參加比賽的朱正永教授，才可以讓我

們有如此好的成績。 

影片連結：https://is.gd/erw9I6 

  

 
PMP2 巴拉圭同學參加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 獲最佳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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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成果展演 

由彭瑞芝老師授課的「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課程，分為全英與中文兩班，

課程中協助學員建立自身專業形象，習慣適度的化妝及合宜的穿衣技巧，並訓練

美姿美儀，有助於學員提早做好求職準備，另一方面熟悉國際禮儀，不管是學術

交流或接待外國賓客都能得心應手，為自己及企業贏得好形象。 

本學期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三)及 12 月 25 日(三)在通識沙龍舉行期末的成

果展演。在期末發表中，同學們分組展示在課程中所學到的各項禮儀項目，從服

裝儀容的準備開始，待人接物、行走站立的姿態、自我介紹、職場禮儀、餐桌禮

儀、品酒文化與配餐的專業等，完美的禮儀的姿態對於同學專業的形象更能有加

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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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簡報製作與溝通表達』專題演講 

由翟本瑞、蔡勝男、賴奇厚、洪耀正、陳淑慧五位老師共同授課的「築橋創

新競賽」，課程是透過各類型的競賽培養學生的競爭能力，以築橋的模式連結實

務情境，讓學生在準備與訓練過程中，引發社會問題意識，提升團隊合作能力，

並從中學習不同領域知識、技能與態度，也在參賽過程當中展現溝通表達、計劃

書撰寫、專案成果製作等能力。 

為加強同學們在提案簡報的能力，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邀請探習教學團隊

的專業講師簡琨宸老師講授專題演講『競賽簡報製作與溝通表達』。簡老師是自

己創業的畢業學長，從自身的經驗開始分享一些關於創業、提案簡報等案例。演

講內容包含創業競賽簡報製作重點、簡報口語表達與姿態兩大主軸，老師仔細分

析吸引人的 PPT 設計概念、提案簡報邏輯、以及講台技巧，該講台上肢體與口語

表達的注意事項等。內容豐富期待透過相關概念及注意事項對同學們在競賽時

的簡報提案中達到加分的作用。 

演講結束後，洪耀正老師請一組同學們現場講演一遍該組的競賽簡報，並邀

請簡老師講評給予學生一些簡報時及創業方向上的建議。 

 

  

  



逢甲通識通訊(第 58期)2020/1/1  46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58期)2020/1/1  47 

 

 

鑽石、珠寶課程玉市場及珠寶公司尋寶嚕!! 

俗話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平時在課堂上吸收許多跟珠寶有關的知識，但
對於這個市場我們還是無法看到它的運作模式，今天很高興在黎龍興老師的安
排下，能帶領學生來參訪金翡翠珠寶公司跟台中玉市場，其中金翡翠珠寶公司
的老闆是這屆台中市珠寶研究協會理事長，理事長跟我們介紹了貴重金屬的測
試與回收，讓我們看到秤重的儀器會因精密程度而需要各種儀器，也看到 X 光
檢測儀，能把金屬表面含了什麼種類金屬馬上鑑別出來；理事長也跟我們分享
做珠寶事業經營理念，理事長鼓勵大家去外面試著闖闖看，因為年輕人有失敗
的本錢，而且無須顧前看後，能專心為事業打拼，這行業真的是用知識就是力
量來形容，勉勵同學繼續好好學習。 

接著我們到二樓的工作室進行參觀，裡面有手工金工製作流程跟珠寶美容
拋光整理流程，師傅們每人一個工作台，二樓空間裡就有 5 到 6 個工作台，工
作臺上放滿各式各樣的器械，有一個師傅用火把一杯金屬裝著的液體一直加熱，
接著再把飾品用鑷子夾著放到裡面加熱，接著拿出來再做整體的形狀修飾。一位
師傅在幫飾品拋光，而拋光的器材竟然是很柔軟的毛刷，讓同學們摸到時眼睛都
瞪大，發現跟原本想像的不一樣，原來這是透過軟毛高速旋轉來讓飾品表面更乾
淨光滑!接著回到一樓櫃台旁觀看珠寶飾品雷射刻字介紹，有分為淺刻和深刻，
而這厲害的是不管是文字或是圖片都能打上去，而且可以在電腦上做任何的變
化，真的是完全客製化的模式，聽店裡的人員說連行動電源都有人拿來幫忙打上
去呢! 

參觀完金翡翠珠寶公司，我們出發前往玉市場參觀，看看實際的交易模式到
底是如何，這邊少了珠寶公司的鑑定書，真的是就在考驗大家的真本領了，有的
顧客在討價還價，有的則是客人拿著簡單的鑑定用具仔細地端倪，有的是老闆努
力介紹產品，交易模式各式各樣，手段也非常多，逛完玉市場，同學們反而都覺
得既讚嘆又害怕，讚嘆的是裡面的奇珍異寶非常多，但害怕的是功力不夠會買到
假貨，經過這次的參訪，讓同學們在課堂上有繼許努力的目標，也對珠寶公司跟
玉市場的運作建立概念，此趟出訪真的是讓同學們收穫滿滿! 

 



逢甲通識通訊(第 58期)2020/1/1  48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58期)2020/1/1  49 

 

 

大一體育體適能補救教學 
大一學生體適能檢測項目分別為立定跳遠(肌力)、仰臥起坐(肌耐力)、

坐姿體前彎(柔軟度)及 800/1600 公尺跑走(心肺耐力)等四項，如學生其中二

項落於後百分之十者，則需參與體育教學中心規劃之體適能補救課程。 

 為提升學生體適能能力，實施體適能補救教學，每週開設 10 堂課，

共開設三週 30 堂課程，以強化及提升學生肌力、肌耐力、柔軟度及心肺耐

力等。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適能需參加補救教學人數為 254 人，未完成測

驗者 291 人，合計 548 人。 

實施時間：12 月 2 日至 12 月 19 日，每週一至週四，為期三週， 

每週十班次，18:00~19:00；19:10~20:10，三週共三十班次 

 

 

圖一：體適能補救教學 

肌力、肌耐力課程—王亭文老師 

圖二：體適能補救教學 

心肺強化課程—趙宸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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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體育體適能成就認證 
藉由大一學生體適能檢測，篩選體適能優秀學生，以分級認證頒發獎狀

以激發其榮譽感，依據檢測結果建立本校學生體適能常模，並制定體適能分

級標準與認證制度，以各項分級指標頒發獎狀。 

體適能菁英分級認定標準及獎勵如下： 

(1)各項體適能成績均達百分等級六十五（％）以上者核發銅質獎。 

(2)各項體適能成績均達百分等級七十五（％）以上者核發銀質獎。 

(3)各項體適能成績均達百分等級八十五（％）以上者核發金質獎。 

篩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金質獎 41 名、銀質獎 69 名、銅質獎 113 名，

共計 223 名。獲頒獎狀乙紙。 

 

 

圖一：體適能成就認證 

黃正一老師頒發獎狀 

圖二：體適能成就認證 

汪在莒老師頒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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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種子培訓-基礎重量訓練 C 級教練培訓班 
為培養學生第二專長，設計專業課程，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開辦菁

英健身指導員課程，協助學生取得相關專業運動證照。 

108 學年度本校與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合作，開設「基礎重量訓練 C

級教練培訓班」，培訓本校體適能優秀學生成為具為具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

會認證資格之基礎重量訓練 C 級教練。 

培訓時間：108 年 12 月 14、15、28 日，共三天 

課程內容：重量訓練 C 級教練相關學科 /術科、實習、考試等課程 

培訓地點：本校體育館第一舞蹈室、健身房 

課程師資：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教練團 

 

圖一：體適能種子培訓—全體學生合影 
 

 

 

圖二：體適能種子培訓 

術科講解—汪在莒老師 
圖三：體適能種子培訓—CPR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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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參加第 13 屆 EMBA 菁英大會師 
本校經管院 EMBA 第 13 屆聯誼會為聯絡校友及師生感情，援例於本(2019)

年 12 月 1 日(週日)假好運來洲際宴中心，舉辦 2019「菁英大會師」活動。本屆
該聯誼會採行創新節目，乃選自本校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近年來專訪 EMBA
校友或師長共 26 人，於開幕時，隨同高董事長、李校長及副校長、經管院長等
師長走「星光大道」入場，接受與會校友熱烈歡迎之儀式，令人耳目一新。本中
心副教授黃煇慶前於任職外交部或派駐日本期間，因多次帶領 EMBA 在校學員
或校友參訪日本各地，且於上(2018)年六月接受逢甲人月刊雜誌專訪，爰應邀會
合台北校友會人員出席本節目。更於接奉本校高董事長頒發「菁英榮譽獎」時，
備感榮幸，真是身為逢甲人的光榮。席間，多位曾隨同本中心黃老師赴日研修或
對日交流抱持興趣校友，紛紛前往致意並請益台日交流近況。黃老師均本其學識
素養與外交工作專業經歷，說明及分析日本最新經貿情資，作為校友們經營或規
劃將來選擇赴日投資設廠的參考，校友們均表感謝。 

 
高董事長(左五)與受獎人員合影(左六黃煇慶老師) 

 
黃煇慶老師走星光大道入場 

 
高董事長(右)、黃煇慶老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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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一行與黃副校長(左六)等師長合影 

 
黃老師(右四)餐敘前合影 

 
台北校友會餐敘合影之一 

 
(左起)黃煇慶老師、歐漾國際總經理楊智斌校友、森田藥粧總經理周旻昇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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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學苑揭牌典禮合唱演歌 

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擔任董事、渠胞兄張立德擔任董事長的新北市張方大
慈善事業基金會，繼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邀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籌設歌唱學
日語班之後，12 月 13 日再舉行「士箱學苑落成揭牌儀式」。期以開設文理技藝
進修班，回饋樹林區民。儀式由張董事長主持，鑒於該歌唱學日語班已開課月餘，
經洽請本中心黃老師帶領當天可出席之部分學員合唱，增添會場熱烈氣氛，並藉
示學習成果。黃老師乃選擇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花笠道中」以及鄧雨賢作曲的台
語歌「雨夜花」，經改編成日語歌曲「雨の夜の花」兩首。當日下午黃老師恰於台
北校友會也有日語研修課，乃課後帶領北區國貿系友會廖瑞珠會長夫婦、機械系
友會涂元卿會長、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陳韋佐等八位校友同學前往助陣。而擔任
司儀之林木成主任則特別介紹該兩首歌曲，提及「花笠道中」為 1958 年美空雲
雀唱紅歌曲，即後翻譯成台語歌之「孤女的願望」。描寫 1950 年代經濟起飛時，
只要抱著夢想努力工作，就有成功希望之情景。而「雨夜花」係光復前經台灣總
督府所指定改編為「榮譽的軍夫」日語歌曲，惟隱含軍國主義，遂漸被遺忘。但
曲調優美，人們較喜歡由台語歌詞所譯成日語的「雨夜花」。兩班學員在黃老師
指導下，演唱效果甚佳，深獲來賓喝采。 

 
台北、樹林兩班日語課程學員現場合唱演歌 

 
黃老師與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參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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