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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賀!通識教育中心榮譽獲獎名單 
 

   逢甲大學為獎勵及肯定專任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自 106 學年度起，

舉辦教學傑出暨教學績優教師遴選。108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總計有 3 位教師獲

得教學傑出與績優教師之殊榮。另外一項大獎就是 108 學年度優良職工，此獎

為本校鼓勵職工提升服務精神，增進服務品質及工作效率，每年由一級單位主

管薦舉當年度符合資格之同仁，經職工評審委員評選，肯定同仁在工作崗位上

的優良表現。 

榮譽獎項 單位 姓名 

教學傑出教師 通識教育中心 李建成老師 

教學績優教師 
體育教學中心 王亭文老師 

外語教學中心 林盈萱老師 

優良職工 通識教育中心 許雅婷書記 

 

李建成老師在逢甲大學已經任教 13 年，其認為教育是生命影響生

命的歷程，深感教育帶來的影響力，透過自我不斷的自我精進，以

多樣性與創造性的教學模式獲得評審委員的青睞，獲得 108 學年度

教學傑出教師。 

同時也非常恭喜通識教育中心中有兩位老師獲得教學績優教師，

分別是體育教學中心王亭文老師與外語教學中心林盈萱老師。王

亭文老師認為體育是一門透過身體實踐、體驗與學習的課程，學

生可以透過體育課程覺知、調整與營造健康的生活情境。 

 

林盈萱老師則是透過學校教學創新資源獲得非常多的引導，在過去

幾年的教學經驗與研究，還有開發的教材獲得統整機會，認為教學

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同時，我們非常恭喜許雅婷書記能夠獲得 108 學年度優良職工，

其對於自我的期許是秉持當責、用心與熱忱的服務態度，不斷學

習增長自身能力，勇於接受創新挑戰，通識中心的業務繁多如果

沒有同仁的認真付出，老師優質教學，如何成為典範通識學校?期

盼未來的一年，通識中心的教師與同仁持續的努力，提供更具特

色的課程以及更美好的服務品質，也深深的感謝所有老師與同仁

的付出。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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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升等 

 

 
 

    逢甲大學近年來為鼓勵教師進行多元升等，不僅設置創新教學、教學研究

補助，同時也協助教師落實教學現場的改變，期盼透過不同的專題式課程、個

案教學等教學，讓老師們能夠順利升等。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升等，非常恭

喜通識教育中心有三位教師順利通過升等，分別是通識教育中心潘才學老師升

等副教授；外語教學中心林盈萱老師升等副教授；以及國語文教學中心王惠鈴

老師升等副教授(國語文)。 

    翟本瑞中心主任經常於不同的會議之中，勉勵通識中心的老師們，學校都

是站在支持教師升等的角度，不會為難老師。尤其現在多元升等制度的管道更

多，教師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期盼我們通識教育中心有更多的老師提出升等，

在感謝餐會中仍不忘鼓勵徐培晃老師、陳淑慧老師要勇於提出升等，希望明年

我們通識中心有更多的老師展現多元升等的成果。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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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藝文活動 國際音樂饗宴 
通識中心本學期特邀請捷克女高音諾艾瑪·艾爾芭(Noema Erba)蒞臨本校演出。

Noema Erba 現任 Banská Bystrica 國家歌劇院（斯洛伐克）首席女高音、J.K.Tyl

劇院 比爾森（捷克共和國）首席女高音、音樂總監、音樂經紀人。 

Noema Erba 在 12 歲的時，進入了布拉格音樂藝術學院就讀。在這期間，Noema

有五年的時間都在鑽研歌劇的唱法，指導大師: Jana Jonášová。並以滿分的成績拿

到學位，緊接著被保送到德國德勒斯登”Carl Maria von Weber” 音樂學院。2006、

2007 年皆贏得國際聲樂大賽首獎，並在世界各大聲樂比賽展露頭角，諸如:德國國

際音樂大賽、奧地利國際音樂大賽、羅馬尼亞國際音樂大賽、英國國際音樂大賽

等…。 

於 11 月 26 日(二)及 12 月 02 日(一)晚間 7 點，在本校啟垣廳與長笛演奏家 

Vadim Novikov、小提琴家 Daniel Tomàs Karl、和國內多名知名音樂家，一同為逢

甲大學帶來美妙的音樂饗宴，敬邀各位師長同學蒞臨觀賞。 

2019 年 11 月 26 日【午夜林中仙子之舞與夜鶯的對唱】 

女高音/ 
Noema Erba 

 

長笛家/ 
Vadim Novikov  

 

芭蕾舞蹈家/ 
魏兆廷.林亞𦹃.李珈熏 

鋼琴家/ 
凌仁澤 

 演出曲目: 
1. Leoš Janáček  Moravská lidová poezie v 

písních – selection 
2. "Nosa nosa" by Michel Telo 
3. Bohuslav Martinů Písničky na jednu stránku 
4. Tune called "Live" from Des'ree (Desirée 

Annette Weekes British singer who got British 
Award in 1999) 

5.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F. Loewe My 
Fair Lady 

6. Raymond- Henrietta Acte 3。 
7. Wouldn't It Be Loverly? - F. Loewe My Fair 

Lady 
8. "A thousand years" by Christina Petri for saga 

"Dusk" 
9. Somewhere [From West Side Story] 
10. "One note samba" from Antonio Carlos Jobim 

Classic of bossa - nova music. Well known 
11. Raymond variation 
12. "Neh nah nah nah" by Vaya Con Dios 
13. Heia, heia in den Bergen ist mein Heimatland - 

E.Kalman  Die Csárdásfürstin 
14. The nutcracker Russian dance 
15. "St. Thomas" by Sonny Rollins 
16. Kéž jedenkrát, jen jedenkrát - R. Piskáček Perly 

panny Serafínky 
17. Paquita variation 
18. "Two guitars. Theme" Russian gipsy song 
19. Jsi můj pán - K.Svoboda Dracula 
20. "Tumbalalaika" old Juish song, sang by Sisters 

Berry 
21. Juliet’s variation 
22. Meine Lippen, sie küssen so heiß - F.Lehar 

Giuditta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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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科技】課程重要資訊 

108 學年度開啟學生人文與科技之對話，學生透過該課程能以人文角度體驗

資訊科技的創新應用。 

人文與科技與創意思考為大一通識基礎核心必修課程，各 1 學分，課表上為

連續節次。分為其中前後上課，課表排在第 3、6、8 節的是其中前上課，排在第

4、7、9 節是期中後上課。四門核心必修課程的上課方式為排在前面節次的先於

9/9～11/8  2 節連續上課，後面節次的則從 11/11～1/3  2 節連續上課。每一門課

皆集中 9 週上課，每週連續 2 節。 

如表一所示： 

課表顯示 實際上課時間 實際上課日期 

第 3 節 第 3-4 節 108(上)：2019.9.9~11.8 

108(下)：2020.2.10~4.10 第 6 節 第 6-7 節 

第 8 節 第 8-9 節 

第 4 節 第 3-4 節 108(上)：2019.11.11~2020.1.3 

108(下)：2020.4.13~6.5 第 7 節 第 6-7 節 

第 9 節 第 8-9 節 

表一：108 學年人文與科技課程時段表 

不同於大部分課程，人文與科技課程為線上課程，無須至教室上課，可自行調配

時間在規定的上課日期內上 iLearn 2.0 完成課程。 

課程內容為 4 個模組，視各系需求選擇其中 1 模組為必修，包含；數位行銷、

人工智慧、數據分析及雲端服務。修課期間透過線上課程公告、討論區問題討論…

等，培養學生專業技能基礎概念，整合本科專業知識，以創新科技之教學互動模

式打造人文與數位學之心媒體運用目標。開學至今已完成第一回合學生修課並於

iLearn 2.0 進行期末測驗。 

修課期間由學生反應之問題與討論，顯見大部分學生對於該課程已產生學習

興趣，並藉由課程培養出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態度與技能，期待每位經人與與

科技浸潤之學子皆能感受到資訊科技創新應用帶來的啟發。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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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29 日微學分課程一覽表 

108 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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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11/30 課程一覽(更多課程陸續增加中!!) 

11/15(五) 

19:10-21:00 
mt0113 

0.8 學分動畫設計與製作(2)(蔡馨雅) 

*共 8 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共 0.8 學分 
忠勤樓 

11/16(六) 

9:00-16:00 
mt0100 0.3 學分領隊導遊證照班–導遊實務課程(楊朋振) 人 202 

11/17(日) 

9:00-16:00 
mt0100 0.3 學分領隊導遊證照班–導遊實務課程(楊朋振)  人 202 

11/18(一) 

13:10-16:00 
mt0105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四)(周振權) 

※需 11/18 及 11/25 日兩日 6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3

學分 

人 706 

11/18(一) 

13:10-17:00 

mt0109 
0.2 學分文創就要動手作~生活小物的設計(2)袖珍型面紙套(余惠

娟) 

人 B117A 

mc0070 0.2 學分拍照片，說故事(徐培晃) 人 203 

mt0020 0.2 學分生活時尚~髮型系列-電棒運用及造型(林幸宜) 人 204 

11/18(一) 

18:10-21:00 
mt0112 

0.9 學分 AR 擴增實境基礎入門和運用(4)(陳念農) 

*共 6 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11/21(四) 

18:10-21:00 
mt0114 

0.6 學分當代舞蹈(1)(何姿瑩) 

*共 4 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忠勤樓 

11/22(五) 

13:10-17:00 

mc0052 
0.2 學分(大一專班)是人才，更要有好履歷！(劉漢民) 

※”必須”準備一份紙本履歷表 
人 B116A 

mt0029 0.2 學分機器人實作(4)~ 機器人辨識系統 (郭至恩) 人 204 

ma0021 0.2 學分瓷器彩繪創作 DIY(謝欣錦) 創客小教室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s://goo.gl/KCH8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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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0022 0.2 學分網紅經濟系列~錄音錄製/宅錄設備實作(劉慧敏、李惠華) 人 B117A 

11/22(五) 

14:10-18:00 
mc0076 

0.2 學分我的島嶼我的家系列~翻轉食代，珍食減碳(王昀儀、劉騏

甄) 
創客手作區 

11/22(五) 

19:10-21:00 
mt0113 

0.8 學分動畫設計與製作(3)(蔡馨雅) 

*共 8 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共 0.8 學分 
忠勤樓 

11/23(六) 

 09:10-

12:00 

14:00-17:00 

mt0095 
0.3 學分低碳生活狂想曲(1)、(2)(賴奇厚) 

※11/23 及 11/24 兩日課程(1)~(4)皆參加完成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通識沙龍 

11/24(日) 

 09:10-

12:00 

14:00-17:00 

mt0095 
0.3 學分低碳生活狂想曲(3)、(4) (賴奇厚) 

※11/23 及 11/24 兩日課程(1)~(4)皆參加完成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通識沙龍 

11/25(一) 

13:10-16:00 
mt0105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四)(周振權) 

※需 11/18 及 11/25 日兩日 6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3

學分 

人 706 

11/25(一) 

13:10-17:00 

mt0058 0.2 學分生活時尚~髮型系列-基礎編髮與綁髮(林幸宜) 人 204 

mt0110 
0.2 學分文創就要動手作~生活小物的設計(3)環保餐具捲布套(余

惠娟) 

人 B117A 

11/25(一) 

18:10-21:00 
mt0112 

0.9 學分 AR 擴增實境基礎入門和運用(5)(陳念農) 

*共 6 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11/28(四) 

18:10-21:00 
mt0114 

0.6 學分當代舞蹈(2)(何姿瑩) 

*共 4 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忠勤樓 

11/29(五) 

13:10-17:00 

mc0079 0.2 學分前進東協左右看系列~金三角初探(齊思芮) 人 204 

mc0080 
0.2 學分前進東協左右看系列~NGO 在忙什麼(侯禮仁理事長、薛

珍華) 
人 B116A 

ma0019 0.2 學分生活美學-禪繞延伸藝術~手繪杯墊(吳宇珞) 創客小教室 

mc0066 0.2 學分網紅系列~用觀察模仿打開形象視野(張永翰) 通識沙龍 

ma0022 0.2 學分手捏陶創作 DIY(謝欣錦) 創客手作區 

mi0023 
0.2 學分網紅經濟系列~Camtasia 影片編制(王淑麗、施足櫻)  

*須攜帶電腦 
人 B117A 

11/29(五) 

19:10-21:00 
mt0113 

0.8 學分動畫設計與製作(4)(蔡馨雅) 

*共 8 次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共 0.8 學分 
忠勤樓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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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至 11 月上旬微學分課程回顧 

  

  
「海報設計與創意思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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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作(3)~ 機器人控制系統」課程。 

  

  
「生活時尚-文青手作皮革(2)飲料皮革手提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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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經濟系列~鋼琴彈唱/歌唱技巧與詮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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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導遊證照班–領隊實務課程」課程。 

  
「多益 600加強班」系列課程。 

  

  
「職涯系列-我不糟糕我很高招!職能零缺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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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與生活-養生保健」系列課程。 

  

  
「94 讀書法，加快閱讀能力，讀懂書本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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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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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1/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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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11/18 (一) 
13:10-15:00 
15:10-17:00 

李祁芳 
陳鈺雯 

〈2019 又見莎士比亞〉瘋/戀：音樂家對莎士比亞 

之綺麗聯想 

1.莎士比亞在劇中所留下的音樂指示，如何刺激作曲
家對文學作品的創作？ 

2.劇中的歌詞及文字，如何觸動作曲家們的心靈地
圖？ 

3.不同世代、不同文化地域及不同文化想像下的作曲
家，又將如何用音符刻劃出心境、營造出情境、進而交
疊出意境？在這個莎士比亞終極三部曲的計畫裡，我
們將穿越文字與音符，體現文學與音樂的越界交融，
讓作曲家們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綺麗想像，重現劇中的
音樂風華。 

11/19 (二) 
12:10-13:00 

陳開威 
袁睫茹 
林芳瑜 
黃姿胤 

「峇」不得你不來，「里」我遠一點！ 
你以為出過國就了不起嗎? 去過那些海島國家就很厲
害嗎? 以為峇里島只是個小島，玩個五六天就夠了嗎? 
不要再認為峇里島就只是玩玩水、吃吃東西，就可以
收拾行李準備回家了，峇里島可以說是保有最多、最
傳統的印尼文化。我們教你怎麼玩，讓你到了當地不
用怕被當盤子噱！ 

11/19 (二) 
15:10-17:00 

黃德劭 

資通聯網技術於車輛系統的應用 

1.車輛工程系統發展趨勢。 

2.車用區域聯網技術發展。 

3.資通訊與車輛系統的連結。 

4.CAN BUS 車輛通訊網路應用。 

11/20 (三) 
12:10-13:00 

陳俊劭 
江芷寧 
黃奕崴 

越金馬˙柬單愛 
三個國家六個城市，當國際志工不只是乏味的工作，
腳都踏出台灣這片土地了，何不多闖闖其他地區呢？
將近一個半月的旅程，如何安排呢？怎麼玩？怎麼生
活？怎麼省錢？就讓我們一一告訴你！ 

11/21 (四) 
12:10-13:00 

張育瑄 
謝玄娟 
林子微 

當我們第一次走跳──盛夏泰馬之旅 

1.旅行前的準備。 

2.如何選擇當地飯店？ 

3.遊玩泰馬須知懶人包。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逢甲通識通訊(第 55 期)2019/11/16  16 

 

 

4.各地海關小常識。 

5.當地手機遺失的心路歷程。 

6.和公益活動負責人聯繫過程。 

11/21 (四) 
15:10-17:00 

莊璧華 

合唱跟你想的不一樣！ 
「合唱團？不就是那種呆板站在合唱台上，唱著沒有
人懂的聖歌，還有難聽的啊啊啊聲樂嗎?」「唱那種沒
人聽懂的古典音樂，甚麼巴赫貝多芬，無聊死了！」 
本次的音樂沙龍課程將會由在合唱領域上有豐富經驗
的莊璧華博士及他帶領的台中藝術家室內合唱團，帶
大家用不同的方式來認識合唱音樂、古典音樂及舞台
藝術效果，保證聽覺視覺雙享受，還有很多出乎你意
料的笑點，讓你對古典音樂及合唱藝術絕對有耳目一
新的感受喔！ 

11/22 (五) 
12:10-13:00 

郭幸宜 
賴威丞 
葉乙蓉 
楊欣儒 

跟著我呼吸新馬空氣 20 天 

1.企劃書編寫攻略。 

2.從無到有的空氣盒子。 

3.英文不好怎麼做問卷？ 

4.旅遊規劃大小事。 

5.轉換自如的交通。 

6.文化的洗禮：飲食、宗教、多元種族。 

7.空污滿意度，調查結果大公開。 

11/22 (五) 
15:10-16:00 

黃登佑 
繆鎮宇 
張昊雲 

大"加"一"吉"走"峇"!我們的東南亞三國誌 

1.計劃書怎麼寫? 

2.如何規劃食衣住行?有什麼工具或方法? 

3.哪裡找適合的志工組織? 

4.我在峇里島的那些日子–志工體驗、在地生活、
homestay 趣聞分享。 

5.我在馬新的那些日子–夜宿機場、市區交通攻略、必
去景點分享。 

11/25 (一) 
13:10-15:00 

柏加祿 

義大利耶誕之夜 
義大利聖誕節融合了現代傳統及古羅馬祖先遺留下的
習俗。耶誕的降臨節同日從古羅馬的神農節中的異教
徒慶典由來，而他們的假期就從這天開始一直到復活
節。我們將帶領大家進入義大利傳說中的巫婆送禮物
給小朋友的故事開始。 

11/25 (一) 
15:10-17:00 

柏加祿 

"義"想天開──義大利的奇幻世界 
演講者將介紹多采多姿的義大利文化：如手勢文化(相
較於語言文化的不同)、義大利人的迷信、異想天開的
樂觀想法等等。 另外，也將結合義大利從北到南著名
的大城市，結合台灣人最感興趣的美食文化，由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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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 Gigi老師來告知您，當地人真的認為值得旅遊的
地方，及不可錯過的道地美食。 

11/26 (二) 
12:10-13:00 

洪佳愉 
曾敏玉 
徐  寧 

邀「尼」一起「泰」漫遊 
現在不去，以後就沒有機會這麼勇敢了！ 
三個傻女孩利用大學最後一個暑假，前往神秘國家-尼
泊爾以及度假天堂-泰國，在這 20 天的旅行的喜怒哀
樂，等你來了解！ 

11/27 (三) 
17:10-19:00 

繞髮柔 

一人博物館的遠征 
一個人也可以開博物館？ 
就算只有一個人，也可以闖遍全世界！聊聊其如何用
一己之力，從一位單純的髮簪藏家起始，到利用業外
時間建立一個線上博物館，最後甚至能以其專業與國
外 V&A、巴黎吉美博物館、蘇格蘭博物館交流。在沒
有其餘資源的挹注下，一個人的博物館如何透過內容
經營和社群連結籌措資源、創造連結？面向未來，對
於這樣新型態的博物館最終又能有什麼樣的想像，又
能創造什麼樣的可能性？ 

11/28 (四) 
12:10-13:00 

闕以涵 

勇闖巴拉望 
在緊張、擔心、害怕但又期待的激動心情下，我獨自勇
闖了巴拉望。到底菲律賓是個怎麼樣的國家？國際志
工到底在做甚麼？志工會住在哪裡？有交到朋友嗎？
會不會很辛苦？環境會不會很差？會不會很危險？菲
律賓都講英文嗎？這麼多的問題就讓我一一為大家解
答吧！也會分享我在巴拉望的各種悲歡離合的故事！ 

11/29 (五) 
10:10-12:00 
地點：人 407 

鄭  齊 

航海史觀看港台 

1.前言。 

2.航海大發現霸權興亡。 

3.回顧香港發展三部曲。 

4.反送中運動訴求影响。 

5.一國二制實踐與選項。 

6.結語。 

11/29 (五) 
12:10-13:00 

曹正威 

在歐洲看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1.行前準備與規劃。 

2.免排隊快速登機。 

3.在歐洲自助的日子──風景、美食、照片分享。 

4.旅行不迷路──交通資訊分享。 

5.看不懂法文──如何在法國餐廳點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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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0/23-11/5 活動回顧 

  
10/23 包韓我的人生 10/25 擊退不可能，實現夢想！ 

  
10/29 Live is Fantastic! 10/30網路如何塑造新世代的國際人才？ 

  
10/31 小預算玩出大趣味  11/5 智慧地景：與環境共存的韌性建築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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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清楚，說得流利 

第二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開跑 
本校第二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於 11 月 1 日開跑，總計有 43 隊報名參

賽，經篩選後，共計 32 隊參賽，參賽人數達 213 人。整個賽程分為初賽、複賽、
準決賽，並將於 11 月 29 日於人言大樓采銅廳舉辦總決賽。 

校友依職場實務經驗，有鑑於社會競爭所需，為了深化在校學弟妹之議題思
索、推論闡述的能力，並加強口語表達之流暢及台風穩健，試圖從獨立思考、口
語表達兩方面，厚植本校同學競爭力，因此由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
逢甲人月刊發起，邀集廖英鳴文教基金會、逢甲大學 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逢
甲大學校友總會、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共同主辦「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
並委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執行。 

「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本年度已邁向第二屆。為了將競賽活動與課程教
學更緊密的融合，自 108 學年度起，大學國文課程同步進行課程改革，以主題實
作為導向，分為核心敘述能力、實作技術規範兩大區塊。因此，在課程安排上，
安排議論、辯論兩單元，從文字敘述、口語表達兩方面，配合新生盃辯論賽，藉
以鍛鍊大一生在入學之初，即能面對人群開口暢言，透過實務的演練，培養同學
能達到條理分明的闡述、舉止合宜的問答。 

本屆活動在初、複賽，以「政府應針對含糖飲料課徵含糖飲料稅」為辯題，
屬政策性命題。關於含糖飲料徵稅與否，在國外已有相關之政策施行經驗，並多
所檢討，因此本題也考驗參賽者資料蒐集、統整的能力。 

準、總決賽則以「大學教育應該以就業市場為導向」為辯題，屬價值性命題。
透過議題的討論，促使同學反思大學的目標、課程的導向，乃至於進一步化入自
身的求學生涯規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辯論賽另有日本、印尼、阿根廷等各國外籍生組隊
(3~5 隊)參加，雖然最終飲敗，但是其在資料的研讀準備卻十分充足。賽後也有許
多學生表示，第一次上台非常緊張。但這緊張的經驗本身就是學習的歷程，學，
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自省。在一場又一場的磨練中定能成長。 

後續將於 11 月 8 日舉辦複賽、於 11 月 22 日舉辦準決賽，於 11 月 29 日舉
辦準決賽，詳情請見臉書活動網頁，歡迎蒞臨觀賽。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90927974349327/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9092797434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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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人員於各場地報到 比賽實況 

  

比賽實況 賽前討論 

  
賽前討論 比賽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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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愛玲老師頒發最佳辯士獎 楊明明老師頒發晉級證明 

  
徐培晃主任與評審老師合照 徐培晃主任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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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旅行錄取名單公布 
社會創新學院辦理泰國及柬埔寨公益旅行，於 11 月 1 日公布最終錄取名單，

其中泰國一共 10 位、柬埔寨 18 位，為使同學在未來的投稿中更進一步，我們也
鼓勵同學來信或至辦公室了解可改進的地方。 

由於公益旅行以未出過國、中低收入者為優先招募對象，多數學生的經驗尚
且不足，為確保團體活動的品質及安全，後續將有 4 次相關的培訓及籌備會議，
其中泰國團培訓時間在 11/30、12/14、12/21、1/11；而柬埔寨團則在 11/13、11/27、
12/11、12/25 辦理。 

 

公益旅行錄取名單 

 
公益旅行訓練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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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兩組國際體驗同學入選教育部全國競賽 
今年暑假總共有 76 位同學到海外執行國際體驗計畫，回國後選出 3 組同學

到教育部做成果競賽，最後有 2 組在全國競賽中脫穎而出，將於 11/16(六)到台北

做簡報決賽，當天也會有成果擺攤，歡迎大家有空也可以到台北支持同學喔! 

時間: 11/16(六) 9:30-17:30 

地點: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6 樓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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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Asia 和平峰會(2020 Peace Summit) 
隸屬於聯合國全球契約的亞洲人道主義事務部首次邀請本校對積極改變社會

和關愛⼈類發展方面的事務充滿熱情且具領導力的優秀學生參加在泰國曼谷聯

合國會議中心舉行的 2020 年 HA Asia 和平峰會(2020 Peace Summit)。 

本校社會創新學院日前於全校相關社群媒體公開招募，經初步書面審查資格

條件後，篩選出 8 位符合該和平峰會要求參與特質的學生，特別邀請工程學院朱

正永博士、社會創新學院薛珍華博士及通識中心陳淑慧博士擔任審查委員，10 月

29 日在創客書屋進行英語口試，針對和平、社會責任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等議題與面試學生交流，最後選定國貿系周冠任、運物系李柏萱、運物系崔紘瑋

及國貿系張可薔等 4 位合適同學，11 月 8 日安排他們與校內霍特獎(Hult Prize)自

組團體召集人李宜密(Ismael，國貿系學生)及另外 6 名中外籍團員會談，翟本瑞院

長率社會創新學院同仁一起參與，首先由翟院長致詞後，李宜密同學針對 Hult 

Prize 緣由、2020 年主題及他參加競賽之經驗談做了一場精闢的簡報，並與峰會

參加同學進行 Q&A 對談。 

本次交流坊全場以英語進行，4 位峰會入選學生表現沉穩，翟院長會後特別再

與同學講話鼓勵，希望同學參加和平峰會是起點，持續關懷社會議題的熱誠，以

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計畫為宗旨，社會創新學院同仁亦會全力輔導協助，期待

能培育愈來愈多關懷社會的逢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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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系第 15 屆畢業公演《時．機》 
到底甚麼是愛情？愛情又是如何產生的?這兩個問題大概是人類發明語言以

來都在問著的問題。本次公演的劇目《時．機》，發想於《傲慢與偏見》與《老爸

老媽浪漫史》這兩部文學界與影集經典中的經典對「愛情」的探究；然後將觸角

延伸到不同的緣分，例如愛情、親情與友情等。藉由一群必須時時扮演他人的演

員，呈現一份屬於我們的答案與思考，結晶化為不同的緣分。。「對的地點、對的

時間、對的人。」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又有誰知道真正的答案？《傲慢與偏見》

中伊莉莎白跟達西陰錯陽差的差點錯過，與《老爸老媽浪漫史》中泰德對於命運

的堅信與等待……或許時機一直都在，只是我們並沒有發現? 

第 15 屆外文系畢業公演《時．機》將在 2019 年 11 月 27、28 日於啟垣廳上

演，有興趣者歡迎前往我們的粉絲專頁，或人言大樓 8 樓，外文系系辦前攤位洽

詢或免費索票。 

公演日期: 2019 年 11 月 27、28 號 

公演地點: 人言大樓 B1 啟垣廳 

公演時間: 19:00-21:00(18:30 入場) 

本活動可計入：公民參與/社會實踐 藝文活動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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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全校拔河錦標賽 
全校拔河錦標賽是本校自民國 59 年起每年校慶必辦的一項重要體育活動，

本活動充分的展現了逢甲團隊精神，每年都可以在師長及校友的加油聲中看到各

系師生及校友的凝聚力。自開學以來每天傍晚時分田徑場上可看到各系隊練習的

熱絡氣氛。今年在 10 月 14 日至 21 日進行 18 場預賽後，將分別於 11 月 15 日校

慶當天上午 11:20 及 11:40 在本校戶外籃球場進行男女組的冠亞軍賽。女子組由

去年的冠亞軍土管系與運物系再次爭奪冠軍獎盃；男子組則由去年爭取七連霸失

利的纖複系，對上去年季軍的土管系。 

  

男子組比賽-奮力一搏為勝利 女子組比賽-預備時緊張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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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程式設計翻轉教學課程- 

教師與 TA 培訓工作坊(一) 

 
【活動訊息】 

活動日期: 2019/8/16(五)09:00-16:00 

地點: 逢甲大學資電館B15  

課程(一)-張其棟老師翻轉教學分享: 

  張其棟老師隸屬於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暨微積分教學中心，這次是來分享有關於近

幾年翻轉教學的經驗，以如何讓學生不排斥數學不如讓學生喜歡數學為宗旨，進

行翻轉教育，更架設微積分教學網站，讓學生更方便學習、獲取更多學習的管道。 

  傳統的教學採用的是課堂上教師講授課程內容，下課後學生進行練習、完成

作業，而翻轉教學採用的是上課前學生預習與研讀教師指定的教材(書籍、書報)，

課堂上小組討論、心得分享、情境模擬，下課後撰寫報告、計畫案或企劃書，而

其棟老師採取的是上課前觀看老師預先錄製的課前影片，上課時採用分組討論的

方式。 

  課前教學影片除了能讓學生課前預習、課後複習外，更取代了傳統教學上的

不便，以 10 分鐘的教學影片為例，影片上課內容替代了 40 分鐘的黑板板書授課

或者 20 分鐘的投影片授課，能節省這麼多時間原因在於傳統板書授課需要花很

多時間在黑板的撰寫，投影片授課則是台上與台下常常會處在兩個不同的時空，

而教學影片各截取了兩者的優點，除了有類似投影片的幫助外，更可以在畫面空

白處轉寫板書，增加學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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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二)-專題創意發想: 

 專題發想的活動的目的是讓我們從過往的發想問題-解決問題，變成發想『功

能』-解決問題。活動流程是發想功能-收斂點子-組合結果。 

(1)發想功能-列出手機本身具備的功能或透過手機能做到的事，例如：打電話、

拍照、藍芽通訊、GPS 定位、瀏覽網頁、行動支付，而不限定數量，越多越好。 

(2)收斂點子-將發想的功能進行分類，例如：通訊類-傳訊息功能、社群功能、資

訊類-記事、查資料、工具類-相機、手電筒、時鐘、感測類-光感測器、加速度

感測器、娛樂類-遊戲。 

若有無法分類者，可自行定義類別。 

(3)組合結果-試著將以上功能結合，並想出有意義的結果，且不限定結合幾個功

能。 

專題創意發想除了能讓我們發想功能並解決問題外，更可以融入許多不同的

想法，讓 APP 不再僅限於單一功能，且更加貼近生活。在進行活動討論的過程中，

除了中規中矩的將手機功能列出，並將所有功能進行收斂外，在組結果的部分，

老師與 TA 們也列出了一些相當 Kuso 的點子，像是行動支付加上交友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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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三)- 課程初步討論與建議: 

全校大一必修「APPs 基礎實作」的上課方式為磨課師線上課程搭配大班實體

課程進行翻轉教學，因此如何有效地經營實體課程，乃為此課程成功與否的最重

要因素。透過此次的教師與 TA 成長社群使授課師資及 TA 更加逐步進行完備與改

進課程，期待本學期帶來的創新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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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逢甲學生的國語文能力─語文素養檢測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為了瞭解學生學習的狀況，於 107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0 日向臺中教育大學申請辦理「語文素養檢測」，共有 92 班大學

國文班級，約 4000 名學生參加檢測，針對閱讀和書寫兩項方面的測驗以評估

學生的國語文水準，上下學期各施測一次，施測後結果提供日後調整大學國

文教材教學方向之參考。 

  

  
108學年第1學期語文素養檢測，於10月28日至11月1日舉行，學生於國文課堂施測作答，其施測結果

作為大學國文教學方向調整之參考。圖為學生施測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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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己! 

外語教學中心台越雙向交流勵學計畫 
外語教學中心將於 2020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22 日規畫辦理為期 14 天之教育

部新南向-超越自己-台越雙向勵學交流計畫，本計畫特別與越南評鑑第一名之河

內國立大學附屬外國語大學與太原大學合作辦理英語學習課程及文化體驗活動，

也爭取到可讓學生到海倫下龍飯店見習的機會，希望透過 14 天的英語浸潤式學

習活動設計與企業見習，以利學生提升英語能力、培養人文素養及了解越南就業

環境及條件。 

2019 年 11 月 1 日(五)計畫說明會也來了 64 位同學高度參與了解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規劃相當地豐富及紮實，將補助 18 位本國籍在學學生前至越南學習英

語溝通表達、嘗試華語教學、用英文學文化、台商企業見習及 FB 英文寫作。同

時也搭配自主學習計畫，讓同學可以利用寒假制訂一個學習計畫來挑戰自己及超

越自己，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寒假，完成自己設定的計畫內容的同時，還可以取

得大二英文 1學分哦! 

 補助對象審核條件： 

1. 清寒學生優先 (加碼補助 5000 元) 

2. 第一次出國學生 

3. 大一、大二學生 

4. 其他參考條件：英文能力、參與動機及目的(200 字)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11/15(五) 

 

 錄取名單公告：2019/11/19(二) 

想知道更多活動報名資訊請至外語教學中心 Facebook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CUFLC/ 
  

https://www.facebook.com/FCUF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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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活動宣傳海報 

 

 
圖二、說明會現場爆滿 圖三、周惠那主任說明活動亮點 

  
圖四、同學分享自己的寒假計畫 圖五、說明活動規劃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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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Magic with Microcredits! 

外語教學中心 陳彥京老師撰 

外語教學中心自 107 學年度起，大二英文必修課程以微學分活動方式進行上

課。有別於老師傳統講述、學生個人吸收，本中心陳彥京老師，身為英文課程召

集人與教師，以本篇文章分享課程設計理念、主題呈現，都是以當今創新思考方

式，學生也不再是接受舊有的聽說讀寫訓練模式，而是分組溝通合作、共同解決

問題，並以英文表現成果。請大家一起來為課程改革注入新力與心力。 

 

Last year and so far, this year, we have offered over 150,000 hours of microcredits! 

What is a microcredit (MC)?  

    It is a four hour-long exploration of teamwork among students for problem-solving, 

using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o call it an English class is like calling 

Feng Chia University just a school.  

    While technically that may be true, both Feng Chia and MCs are so much more. 

MCs are a Project Based Learning (PBL) class in which teams have to create a successful 

product to demonstrate they have learned the topic covered. 

Topics range from NBA and basketball, to writing abstracts, to ways to talk and share in 

meetings. There are three tracks of classes and students must take MCs from each of the 

three tracks: Academic, Professional, and Cross-cultural. We have teachers from 13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experts from outside industries such as tourism and marketing 

leading the MCs. Students come into each MC with no preconceived notions and meet 

new friends and solve new and interesting problems, via English. The hope is that the 

skills they learn in the MCs are not only skills to use in their language classes but will 

also be beneficial to students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ir time in university and beyond.   

    Student response has been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We hope that if any issues 

aris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solve them in a quick and effective manner. We are 

especially pleased with how teachers have responded to these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classes. These are not typical classes and as such they ask teachers to really 

push themselves to be creative. Our colleagues have more than met the demand and have 

provided students with excellent activities that challenge thinking and team building 

skills and remain enjoyable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the MCs involve some sort of 

technological skill, whether the outcome is presented as a video or an e-poster, so that 

these are skills that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arry with them after graduation.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bright and enthusiastic teachers who want to try out something. Come 

and experiment with us.  

We are looking at ways to expand and improve and are always open to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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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特別分享他的其中一門為學分活動，讓同學挑選英文文章，經過重

新理解、用自己的話再詮釋，並以小組分工合作與互相幫忙，共同剪輯出幾分

鐘的口語表現。相信同學們都能激發潛力，使簡單的一門課，創造出不同火花

的結果。 

以下為 YouTube 連結： 

https://youtu.be/myD4gsXf_CM 

https://youtu.be/ZyO3R3DQ3CI 

https://youtu.be/O27qTYovFtw 

https://youtu.be/6Z7EY9Om2yY 

https://youtu.be/yHTdZemBHdU 

 

 

圖一:微學分課程其實很活潑 圖二:微學分活動講究團隊合作 

  
圖三:微學分讓所有同學都動起來 圖四:微學分的成果展示真的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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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夜市雙語導覽專題設計工作坊 

「逢甲夜市雙語導覽設計」是一門由施惠家老師、陳秋華老師設計規劃的課

程。課程藉由學生團隊實際進入逢甲夜市踏查與訪問，利用質性調查方法建構並

深化學生對於學校週遭環境與人物的認識，逐步建立學生對於週邊社區的認同感。

課程於 108 年 10 月 04 日及 10 月 18 日舉辦【逢甲夜市雙語導覽專題設計工作

坊】，工作坊二日分別邀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徐偉傑老師講授「社區設計與地

方創生」，以及國語文教學中心主任徐培晃老師講授「田野調查技術與採訪技巧」

兩個不同主題，以加強同學們對於田野調查與寫作的能力。 

「社區設計與地方創生」邀請到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徐偉傑

老師，為首次進入社區進行工作的同學們，建立「地方創生」與「社區設計」的

基本概念。徐老師利用花蓮「洄遊吧」的案例，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帶領同學理解

地方創生，以及利用問題解決問題的核心價值。並分享日本著名社區設計師山崎

亮先生，鼓勵同學跳脫框架，發揮創意為社區進行規劃，建立更理想的社區環境。 

  

  
 

「田野調查技術與採訪技巧」邀請到國語文中心主任徐培晃老師，以逢甲學長的

身份為學弟妹介紹逢甲大學及週邊的變遷，並介紹人物採訪的重要技巧，為下一

週學生進入社區進行店家採訪做準備。徐老師利用分組發想問題的方式，演示採

訪問題的深度，是需要同學不斷挖掘的，更提醒同學於採訪前須進行文獻或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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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準備，作為訪談時提供受訪者回想線索。最後，徐老師也提醒同學於採訪時

應注意的各項禮儀，讓同學於進入場域前有更完善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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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活動準備不馬虎! 

泰國遊學團-體驗台灣文化 
外語教學中心 施惠家老師、志工隊提供 

泰國遊學團再次相逢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再次協助外語教學中心，為今年的泰國遊學團準備了一

連串的活動，來到台灣的的第一天就到了逢甲大學，由外語志工隊接待，為了讓

他們認識彼此，我們全程用英文帶著學員們玩破冰遊戲。之後的小隊時間，除了

利用小遊戲讓他們更熟悉夥伴外，同時也更認識逢甲大學，經過第一天的活動，

相信大家都玩的不亦樂乎，也對彼此以及逢甲大學外語志工隊都有了更深的認識。 

幾天後，我們又見面了，這次志工隊為他們準備了美食廚房的活動，不僅介

紹台灣的傳統美食，也帶著泰國的朋友親手做出屬於自己的台灣小吃，說到台灣

的小吃，當然不能錯過夜市，而外語中心志工隊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夜市導覽，所

以我們就用我們平常團體導覽的方式介紹逢甲夜市，也陪著他們逛夜市，推薦我

們心目中的美食，看他們每個人都吃得津津有味，離別時還依依不捨，就覺得很

值得。 

經過這幾個活動，雖然相處的時間並不長，但大家都玩得很開心，遊學團也

對台灣、逢甲更加了解，而我們志工隊也學了很多! 

主持社課大作戰 

在志工隊上總有熱切想學習企劃的隊員們，活動組也針對這樣的隊員開設課

程，兩位負責企劃的組長們首先帶領隊員認識什麼是「企劃書」，需要具備那些內

容，並用心的介紹舉辦活動的流程 SOP，講解完畢後，再讓隊員實際演練，模擬

撰寫企劃書，透過小組討論、上台分享。其次，組長們亦給新生們一些建議，例

如於主持節目的時候應該怎麼說，或者在演講中應該注意的姿勢。最後，讓新生

們所學到的東西變成現實！每個人都需要從給定的主題中抽取一個。此次課程的

目的是讓隊員有機會克服恐懼，展現勇氣。對所有新生來說，不管以前會不會這

些實用的技能，只要用心學習，便會得到許多！ 

定點諮詢服務台歡迎您的蒞臨 

隨著新學期的開始，志工隊這個學期的活動也開跑了，在 10/4 志工隊開始了

新學期的夜市導覽。如以往一樣，志工隊員充滿著熱情，為來到攤位前的遊客提

供了熱心的服務。相信在這個學期，有過導覽經驗的隊員們也會帶領著即將到來

的新隊員，將志工隊的精神、責任感傳承下去，讓夜市導覽成為志工隊甚至逢甲

大學的一個名片！同時為了強化新隊員對於定點諮詢台的熱忱和環境熟悉度，不

僅開設了培訓課程更是讓他們實際深入夜市去做服務。相信此作法會使他們日後

對於諮詢台服務更有專業度，讓更多人看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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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玩著破冰遊戲的泰國遊學團學員 圖二:泰國遊學團第一天活動結束大合照 

  
圖三:泰國遊學團美食廚房製作台灣美食 圖四:泰國遊學團學員逛夜市 

  
圖五:活動組社課企畫書撰寫 圖六: 主持社課互動時間 

  
圖七: 夜市定點諮詢服務台服務 圖八:新生初次接觸諮詢台服務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55 期)2019/11/16  42 

 

 

「影視規劃與傳播」X「兩岸學子傳媒體驗營」 

應中國傳媒大學舉辦〝2019 年未來領跑者-兩岸學子傳媒體驗營〞特別邀請逢

甲大學學生參加，期間將接受專業學術講座及課程，並透過參訪北京，了解各地

文化風情特色，將其所見完成主題短片之拍攝。 

由通識教育中心李建成副教授帶領 9 位同學參加，營隊時間 108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04 日。有了去年參加的經驗，今年參加的同學們在前往北京前便已經

開始基礎訓練，同時，參與活動的同學們自主成一門專題課程，從辦理簽證開始，

在出發前就密集訓練、編寫劇本、分組開會討論相關的影片拍攝及呈現方式、設

計分鏡和預計要拍的場景。到了當地分工合作用極短的日程、密集的訓練與實作，

剪輯製作出一部短片，在傳媒體驗營的最後一天播放廣受好評。回來後，同學們

規劃在重新剪輯修正影片，並且預定於 108 年 12 月 04 日(三)中午 12:00 於通識

沙龍作影片播放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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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拍攝前置工作面面觀』專題演講 

「基礎影音製作」的課程由本校的駐校藝術師李建成導演所教授，課程培養

同學學習鏡頭語言來製作各種內容的影像。採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方式學習，透過

分工分組，最後將能夠製作一部影像作品。 

為了讓同學們在製作影片時能夠有更清楚的認識，特別於 108 年 10 月 30 日

(三)邀請楊子逸導演來講演一場『短片拍攝前置工作面面觀』專題演講。楊導演將

自己拍片的實務經驗結合實際運用，講授關於編劇、取景、畫面安排的重點，並

實際讓同學們使用手機的畫面做練習。對於同學們在影片製作前的作業與準備能

有更清楚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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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前，該如何找到自身核心價值 
自身多年養寵物經驗，其中四隻寶貝就有三隻是敏感性肌膚。重複吃藥、打

針、抗生素方法外，權威博士團隊研發 30 年獨家配方，融入再生醫學技術，給予

寵物們更溫和、更有效防護。 

歸毛，龜毛就是吹毛求疵，我們深信，無比用心才能換來無比踏實。 

時間：11/20 (三) 19:00-21:00 

地點：夢種子應諾創客社區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Hrstp32J6W75ZNzZ7 

 
 
 
 

創業聊一聊，解決你的疑難雜症 

創業初期充滿理想與熱情，惟在創業過程之中難免面臨種種之考驗及波折，

當初創業家的理想與熱情是否會在一波波的挫折之中消磨殆盡？ 

新創階段一開始面臨資金不足的狀況最為嚴重，即便有好的想法、技術或商業

模式，在市場還沒得到驗證之前，因為營運上的壓力就收掉的企業亦不在少數，使

新創企業在面臨成長的挑戰或外部競爭時往往不知道如何面對與因應。 

時間：11/21 (四) 19:00-21:00 

地點：夢種子應諾創客社區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4FCTtpgWEr7yNe8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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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也是一門學問』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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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酒的文化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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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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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課程「非洲的挑戰!農業」校外教學 

【非洲的挑戰，農業！Agriculture, the challenge of Africa!】邀請對於農業、種

植技術有興趣的同學一同參與。課程為了實作需要申請了忠勤樓 8 樓的露臺做為

種植實作的場域，運用原本已荒廢不用的基本設備，重新整領整頓，同學們陸續

清理將原本堆放許多雜物的空間整理成可以實作的場地。並且分組安排去實際照

顧種植的農作物。 

  

  

為了讓同學們可以對自然有機農法、生態農法能有更深的認識，於 108 年 10

月 26 日(六)至東勢小瓢蟲有機農場校外教學，透過農場主人、青年農民巫居訓老

師的現場解說，並帶領同學們實際動手實作，讓同學們可以對自然有機農法有更

深一層的體認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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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活動執行能力培訓工作坊」 

為能增強志工隊同學們在活動執行上的能力需求，特別安排「活動執行能力

培訓工作坊」課程內容包含攝影課以及有效溝通表達與企劃撰寫能力等兩個部分。 

志工隊隊長  龔于涵 

從籌備、想課程內容，想我們到

底還需要加強什麼樣的技能，身為

幹部的我們，在與幹部之間的溝通

表達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也不只單

單是在社團上面，未來到職場上，溝

通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至於攝影課程，藝文活動的攝影，

幾乎都是攝影組在協助活動，但我們希

望未來是每個人都可以，具備一點攝影

技巧，在活動上更加順利! 

早上的攝影課程，培峯哥教我們基

本的構圖能力、及光圈、ISO、快門速度

這三者的意義和關聯性，並將之運用在

拍照技巧中。 

 

 

 

 

 
  

第一堂攝影課~看來大家已經準備

好要開始上課了呢!! 

認真練習培峯哥所說的拍照技巧~ 

看起來是不是有模有樣啊! 

看來已經掌握到了攝影技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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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溝通能力，老師先以一個有趣的方式進行分組活動，把生日西元月份

日期相加起來，看自己是什麼數字，發現同一類型的人會比較好溝通，也知道以

後溝通要用什麼方法。老師還讓我們玩一個小遊戲，如何不能說話的情況下，達

到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相信大家上完這堂課，或多或少都知道該如何與身旁的

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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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溝通表達技巧課-個人人物詩誌發表 
108 年 10 月 22 日和 10 月 29 日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於溝通表達技

巧課程，展開連續兩週的個人作品發表，本課程由外語教學中心廖芳瑜老師授課，

教師引導國際生們於期中考前需要選定一個特定的個人人生經驗當作作品的主

題撰寫個人的人物詩誌 (poetic autoethnography)為主題，內容須寫出三首與主題

相關的詩，並且附上封面、前言和結論。 

學生們在這兩天輪流分享自己的詩作跟個人經驗，每個學生的主題都有所不

同，有的寫在台灣當國際學生的感受與經驗，有的寫戀愛的酸甜苦辣，有的寫失

去親友的悲痛與煎熬。其中當學生分享到自己獨自在台灣當小留學生的思鄉孤單，

但是很慶幸有一群一起同在一條船上的同學們而感到堅強，台下的同學們便會發

出一陣陣讚嘆聲和溫暖的回應。其中當學生分享到自己戀愛的過程與心境，台下

的同學們也跟著一起笑，也勾起了他們心中的初戀回憶。令人最動容的是有學生

分享失去父親的心路歷程，並且伴隨著悲傷的背景音樂，當下可以明顯感受到空

氣中的悲傷感，也可以看到許多台下的同學們，不管男女，不管是否有無相似的

經驗，都默默地擦起自己的眼淚。 

此次的發表，主要希望藉由分享個人詩作讓學生們在練習英文表達能力之外，

更能了解自己的感受與經歷，並且更深的去認識同在一個班上的同學們和他們的

人生經驗，最後，建立一個友善並且親密的學習氛圍。 

  

(學生發表-出國學習) (學生發表-戀愛) 

  

(學生發表-情傷) (學生發表-失去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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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百萬募資經驗談- 小宅生活 
在創業過程曾遇到資金不足缺乏的問題嗎？ 

你也曾好奇如何跟大眾募集到百萬資金嗎？ 

邀請到 小宅生活 創辦人 Gavin，同時也是東海大學創新創業中心的專案經

理，之前更在教育部第 10 屆創新創業榮獲績優團隊並且募資百萬達標！ 

如何放大產品及品牌優點吸引投資人的目光，並介紹國內外募資的平台種類，

台灣群募市場群雄割據，除最早的 weReport、嘖嘖、flyingV、LimitStyle 外，陸

續出現的還有紅龜、群募貝果 WeBackers、有.設計 uDesign、104 夢想搖籃、創

夢市集、OKing、勾勾 gogo、SOSreader、Hahow、PressPlay、度度客、步步、FLiPER 

等 10 多個平台，如何依照品牌特色選擇平台也是很重要的一門。 

募資前期籌備會遇到的種種相關的問題，從產品定位、介紹、特點、行銷客

群一一剖析，要擁有成功的募資需掌握 4 大重點 :  

1.做有人「期待」的事：說明市場需求。 

2.將計畫找出「獨特價值」：顯現不同吸引更多關注。 

3.「誠信」是永續的根本：詳實撰寫內容，尋求專業背書。 

4.做好準備並努力「宣傳」：善用社群，事前品牌宣傳更能傳遞給贊助者。 

  
百萬群眾募資技巧講授 全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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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行銷，你不可錯過的新趨勢 

✨你現在累積的經驗，都會成為你未來的養分。✨ 

邀請到曾在【一件襯衫：你揮灑的城市日常風景】當廣告總監的子夏來跟大

家談談數位行銷的未來，談了很多關於行銷操作的方法。像是如何 投放廣告及製

作影像 等，除了精準行銷、口碑操作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可以學習參考。 

隨著網路時代的變遷，傳統行銷策略已不再是主流，接踵而來的是各種工具

及媒介的轉換，行銷變得不再像以往簡單。其實在行銷的世界裡，不單只是書上

的知識，經歷也是組成行銷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創業時如何達到最好的效益?用有效的方法找到對的人及建立自己的品牌

形象，從結果反推找到你需要的素材吧！ 

  

全體合影留念 品牌行銷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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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3%BD%E4%BD%9C%E5%BD%B1%E5%83%8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sslb-ArIkANr9KdktMDaNvhs4QswL27sQHAnAUPy9z8TxnSI3qQlGSoYj7ff-YbMvmzRuxRpnibkoNPV3G6txTZGAPaz8qcPVRw4JspgJRwMcjQISuvvuWT6TE3vAe9oZoQa9H_vzCv9gnWs8h0uErcQ67wLQw_8vgPf8Y2GWzv6QEKY5ICiu3aXZyOd8LU1t8KeNXP9m5Rpt8D84XwiBDNgvSZCwCVEaze-Y1st989-pFWPfOPw1ENKQTxFwNAKwr8syjvnzV04zeAYZpWd_NF9HJhLrhUYwZdUg08IADB2fVGNTZizJMpPK8m0etl_MnlVNdyY-4m0kcYeotC50F6Gh&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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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第二次隊課 

本學期第二次隊課《鏡頭語言》，在學完基本器材的練習之後，緊接而來的是

鏡頭語言，也就是我們普遍稱作的構圖畫面與取景的美感，透過講師解說電影場

景的分鏡以及如何構圖，達到導演想給觀眾的視覺畫面或是深層意義，在未來隊

上的成果發表，是相當具有助益的，以及讓隊上學員理解並規劃自己的影片創作

與邏輯釐清。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55 期)2019/11/16  55 

 

 

逢甲 USR 與矽品 CSR 的另一樂章- 

百年道東書院 × 綠能科普的融合 
時間：2019/10/27(日)09:00~12:00 

地點：彰化縣和美鎮道東書院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與綠能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合聘之賴奇厚副教授與呂晃志副

教授，與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 10月 27日於道東書院舉辦『環遊

道東 X矽手綠能 親子嘉年華』活動，規劃道東書院文化探索與氣體火箭、燃料電

池與太陽能動力船的綠能科普教具予親子體驗同樂。 

道東書院創建於咸豐七年，當時由地方夙儒阮鵬程、士紳陳茂才、貢生王祖

培、稟生黃際清等人奔走倡建，並親自籌劃督造營造工程，隔年落成。取名道東

書院，意指「王道東來」，地方雅稱「文祠」。道東書院占地面積達二千五百坪，

四周有圍牆將連照壁，及巽位的山門，入內有泮池，廟體坐北朝南為二進之四合

院。門廳面寬三開間，闢三門，前埕右側立一座惜字亭，亭高二層，體態秀逸可

掬；中庭亦寬敞，左右各加一護室，正殿講堂亦為三開間，深有五間，殿宇氣勢

恢宏，內祀宋徽國文公朱子 神位，講堂左右有日月圓門，內為古時山長住宿場所。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企業社會責任，長期認養和美道東書院，五年來

努力維持書院的一磚一瓦與保持著彰化地區的重要文化據點。 

活動由本校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及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的學生帶領手作

體驗綠能，這場科學與文化的饗宴，不僅牽起大家的手，更為活動注入了歡樂，

不分男女老少，此起彼落的驚嘆聲與歡笑聲，為本來週末書院的寂靜，帶來許久

未見的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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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體驗半日遊-東勢－阿公ㄟ公園(休閒農業區) 
   綠能碩一 曾裕堯 

在逢甲大學的生活即將邁入到第五個年頭，在大學四年期間我上過非常多讓

我獲益良多的課程，例如：在賴奇厚老師的食品衛生與安全這門課，老師在上課

時除了會講解許多有關食品衛生的知識外，另外也會透過研究生學長們的指導，

帶領我們參與許多實作的體驗，藉由讓每個人「動手做」的方式，使得我們對食

品的安全有了另一個體悟，讓我覺得原來學習也可以那麼有趣。 

 如今已是研究生的我，又繼續修習賴老師的研究所碳足跡課程，希望在課

堂上除了能夠學習到碳足蹟的基本理論與如何計算碳足跡外，每次上課時同樣也

期待著有沒有另類不同於其他一般課程的學習，果然在老師的宣布下，我們在11/7

的早晨，搭配著 USR 的計畫到東勢-阿公ㄟ公園(休閒農業區)進行戶外體驗的課

程。 

 一早在遊覽車內，我一直與同學們討論著接下來的活動，在非常興奮的期

待下抵達了東勢，首先先由吳哲銘老師進行水圳的講解，我們一群人來到了上頭

的大茅埔圳，看到有一個洞口，據老師的說法，他們曾經進入到裡頭，遇到過蛇

與其他生物，這讓我非常地驚奇，原來洞穴後是另外一個生物聚集地，真想一窺

其秘境；接著往下走來到了下面的老圳，看到老圳裡竟然出現了躺椅，老師與同

學們也鞋子一脫，直接就爬到躺椅，躺在椅子上享受陽光的溫暖，感受身旁的激

流，這也是人生另類的享受呀！！再來則是摸蜆仔的活動，看到外籍生們一個一

個進入到水圳裡抓著一顆一顆的蜆仔，看著他們愉快的心情，也讓我注意到原來

水圳裡的水質非常的清澈，透過水質採樣的分析檢測，也證實這些水有著不輸自

來水的乾淨，將手伸進水圳內，還可以感受到它的清涼與爽感。 

整個活動進行的過程中，也持續有客家電視台的人來進行記錄與訪問，讓我

覺得這次的校外體驗活動真的非常有意義，接著回到了的阿公ㄟ公園園區，在園

區內透過謝文正老師進行的導覽與解說，讓我認識到台中原來還有著這另類的地

區，有著這麼一個讓我值得再來的秘境。 

透過這種在地創生，連動地方進行環境踏查與了解的活動讓同學們了解與體

驗到非常多的的生態環境，連平常很少接觸大自然的我在那時的氣氛下，都覺得

來這趟東勢的旅程真的是非常有意義的，感謝賴老師總是辛勤的計畫著這些另類

的活動，讓學生們可以從學習中得到不一樣的體驗，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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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椅體驗 

  
摸蜆仔 

  
水質採樣與清澈的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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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東勢展區~~圓滿成功! 

很開心在「阿公ㄟ公園」一起參與這個開幕式，一群為東勢努力的人們!有在

地年輕人踏查大茅圃文化開發的慢旅行，現在都可以看到清澈水流孕育的蛤蠣喔!

在地青農也逐漸整合被看見的”青勢力”，展出最優質的水果、果乾與相關副產

品，當然最亮眼的客家美食，參與的民眾可是讚不絕口!整個活動現場充滿歡樂呢! 

我們逢甲也把在東勢參與的課程成果，還有技術成果，包括廢棄梨枝製成的

生物炭鞋墊與吸附包，還有科普教育教材與產出的酵素都列出!尤其是利用在地水

果製成的水果醋一掃而空，超級開心!我們利用偉祐家水果製成的梨子啤酒也在

11 月快出品囉!大家期待吧! 後面還有系列活動大家都可以報名去玩! 

***漫遊大茅埔系列活動與時程***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0150959361412424882 

新聞：浪漫台三線漫遊大茅埔 「水到渠成」竹編裝置藝術亮相 

https://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65461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 尋龍探圳.漫遊大茅埔【客家新聞 201911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Qu1vfZc564&feature=share&fbclid=IwAR3Ii6O
-k9KL2QsTua_ehEQiFDgL2fFM5fkSpsVIakd_rRKfOX1rPjHH3w8 

  
客家主委到我們的攤位了解本校在東勢的計畫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0150959361412424882
https://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6546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Qu1vfZc564&feature=share&fbclid=IwAR3Ii6O-k9KL2QsTua_ehEQiFDgL2fFM5fkSpsVIakd_rRKfOX1rPjHH3w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Qu1vfZc564&feature=share&fbclid=IwAR3Ii6O-k9KL2QsTua_ehEQiFDgL2fFM5fkSpsVIakd_rRKfOX1rPjHH3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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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在地梨子研發的水果醋非常熱銷，一個小時將 17 公升的量喝完了。 

  
現場有很多民眾到場參加，舉辦的非常成功。 

  
逢甲計畫的老師、助理及學生也都到場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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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預算玩出大趣味-布萊 N 機票達人 

很開心可以邀請到布萊 N 來分享出國的省錢小撇步～沒想到我們很榮幸的

成為布萊 N 的第一場校園演講，很謝謝布萊 N 百忙之中抽空到逢甲來演講，也很

謝謝逢甲的同學們到場支持，中午一個小時的時間將沙龍擠爆了 225 位同學！都

將地板坐滿滿，也都快要將布萊 N 包圍了~出國不一定要花大錢，這次也透過演

講讓大家知道如何在出國成本最高的機票中省下預算，真的很實用啊！而國際體

驗計畫就是想要讓經費有限、沒有機會出國的同學，走出台灣到世界看看，給自

己一次不一樣的機會，不要因為貧窮限制了自己!所以通識中心的翟主任及淑慧老

師積極的向教育部跟翟本喬老師爭取計畫經費，提供機票補助給同學，持續滾動

了 5 年的時間，送出將近 500 位同學出國體驗，而這一切非常值得，因為回來的

每一位同學都變的很不一樣！看到同學們的支持與成長，是我們持續舉辦的原因，

讓我們更積極的邀請相關的專業講師來跟大家分享!這次請到機票達人來跟大家

分享真的很幸運，對於自助旅行真的幫助很大，大家可以持續追蹤布萊 N 的臉書

跟 IG 喔! 他很常分享便宜機票跟許多優惠~ 每次看到那破天荒的價格真的覺得

很厲害! 所以大家想要撿便宜的，一定要給他追蹤下去!!! 支持布萊 N~ 最後想要

出國的同學，也要好好把握國際體驗計畫喔! 

  
機票達然布萊 N 的第一場校園演講就在逢甲大學! 

  
布萊 N分享了很多買便宜機票的妙招，也分享旅行的趣事，同學們都聽得很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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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學到場來聽講師的分享，很多還是講師的忠實粉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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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歲—人生的分水嶺正要開始!!! 

財金系 李佳芸 

自呱呱墜地以來，每個人歷經了上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的求學階段，

最後終於來到了大學，年紀也從原先的個位數脫離 1 再到 2 字頭，這樣的過程可

說是人人皆會有，但是 20 歲是一個特別的年紀。 為什麼這麼說?在台灣 20 歲

在「民法」裡可說是完全行為能力人，舉凡投票、開戶等都是在這個年齡才可以

自己決定，並不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允許，所以在台灣 20 歲可說是可以自主決定

事情的年紀。除此之外，在日本，有一個特別的節日叫做「成人式」，在每年 1

月的第二個星期一舉行，所有當年年滿 20 歲的人都要參加，它是日本的重要儀

式，象徵著日本的青年、少女邁入大人的一個重大活動。 

「人生只有一次，就讓自己當導演和演員，演繹出自己的人生」 

而今年我也是 20 歲，一個未知但又充滿無限可能的一個年紀，在這個年紀

的每個人都有過迷茫，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的時候，畢業直接工作？繼續升學？

還是要打工換宿？然而每個決定都沒有對與錯，但是每個決定的結果都是自己承

受，旁人可以給你一些建議，但是最後決定權還是在自己手中。 

所以今年我決定去日本 16 天自由行，從桃園機場到關西機場、京都、宇治、

奈良、大阪…全部自己規劃、籌備，當初決定也鼓起了莫大的勇氣。我的主要目

的是認識當地的茶文化，但最後回來的時候我學到的不只有日本茶道儀式，我還

了解到飲食文化、泡湯禮儀、日式服飾(甚平、浴衣、和服)，也和當地的人聊天，

透過異國交流，也順便介紹自身文化給日本人了解。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住在宇

治的時候，宇治是京都的一部份，但是是屬於比較鄉下的地方，我一進去我要住

的民宿，就發現是一位老爺爺在櫃台幫忙 check-in，老爺爺手有點抖、牙齒也掉

了一些、有時候還需要放大鏡來看字，但是依舊很熱情地幫我抬行李，雖然有時

候英文溝通不良，再加上我的日文沒有很好，以至於有時候需要用比手畫腳的方

式溝通，但我覺得這樣溝通反而更讓我感受到宇治的親切感，因為最後一天我要

去奈良的時候，因為溝通不良的關係，老爺爺以為我不知道哪邊搭車，最後他從

民宿走到車站，確認我站在對的月台之後，便又像是道別一個老友似的依依不捨

的和我 bye bye，這樣的情景不曾在我腦海中出現，直到——去了宇治之後。 

看過無數美景，然而「人比風景更美」 

宇治川依舊滔滔不絕，然而時間卻未止息過，我可以說是一個過客，但是純

樸的人情味卻帶給我難以忘懷的 2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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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街道日常 
環科系 張任廷 

在日本生活了不短也不常的日子當中，一個人在街道當中行走時，我喜歡觀

察日本民眾的日常生活，比較日本與台灣大眾的習慣有什麼不一樣，其中我發現

了幾項很特別的現象。 

腳踏車 

在街道上，幾乎很少看到機車，如果有，看到的機車也幾乎屬於 motorcycle

而不是台灣常見的 scooter，腳踏車就此成為一般民眾的代步工具。在人行道中，

幾乎都會為了腳踏車特別劃設專用道，就連行人號誌燈上，也多了一格腳踏車的

圖案，甚至連 Uber eats 也使用腳踏車當作交通工具!而腳踏很車的設計也很特別，

尤其是媽媽們所騎乘的樣式，為了能夠載小孩上學，於後方裝設孩子的專屬的座

位，比台灣鄉下所看到的小鐵架還要「豪華」很多，如果有兩個孩子的媽媽，甚

至會在手把前，將原本放置籃子的地方也裝設一個座位，當時看到覺得很新奇，

也不得不佩服那些媽媽們的臂力，腳踏車的手把是控制方向的重要機關，而媽媽

們卻在重要的機關上增加重量，還能騎的如此輕鬆，想必是經過長期訓練才能騎

的那麼順利。 

街景 

漫步於街道中，好奇的仰望日本的建築外觀，常常在想，到底和台灣的街道

差別在哪，我發現他們店家和台灣明明均有設置招牌，但是，日本的招牌大多為

平面化，就算是凸出型的也不會向台灣一樣，想盡辦法延伸出去，深怕客人不知

道這裡有店，因此常造成台灣街道紊亂，且日本還特別訂定有關招牌的法規，不

論是大小或是顏色均受到限制，就連國際連鎖速食店，也因為這項規定，特別降

低招牌的色階，我認為這是台灣可以學習的地方。 

除此之外，日本也幾乎沒有違建，每一區的房子都是規劃後才興建的，同時

日本人認為陽台屬於公眾領域，所以並不能像台灣一樣隨意的將陽台外推擴建等；

並且和新加坡一樣，政府編列預算，於每十年左右就會將房子進行拉皮，將市容

重新打造，雖然這樣好像是被迫維持市容，但我認為維持市容是每位民眾的義務，

台灣也於近年在各地區拆除違建，想必也是想把市容打造好，以吸引更多觀光客

來台旅遊。另外，由於東京都中有大量的古蹟，像是淺草寺的周圍，他們的建築

外觀造型，是融合了淺草寺的元素所設計，走在附近的商店街上，仍然有淺草寺

的風味，一點也不突兀，就連地下鐵的入口，也很有淺草寺的風格! 

住宅區 

在參觀吉卜力美術館前，於三鶯市的街道漫步，由於目的地位於公園內，而

公園周圍大多是住宅區，在住宅區閒晃了一陣子，因此讓我能仔細的觀察，我發

現街道上竟然沒有任何違停的車輛，因為在日本，是需要有停車位才能購買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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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根本不會有車子沒地方停的問題，整條馬路上非常的乾淨，美的像風景

一樣，怎麼拍怎麼好看。也許是在東京的郊區，午後的巷弄內特別寧靜，很適合

一邊散步一邊思考問題；若是剛好遇見住戶，他們會很親切的與你打招呼，而我

也很興奮的回應他們。行走的過程中，因為這裡的住宅區屬於透天厝的區域，許

多居民也種植了很多花花草草，讓人看了心曠神怡，如此多樣貌的住宅區，真的

是處處充滿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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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愛上攝影 
機電系 甘庭彰 

發現生活中的美 

「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 Auguste Rodin。 

我們常常會抱怨生活平淡無奇，但那並不是事實，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都是

千變萬化的。沒有任何一秒鐘是相同的，只是看個人能不能有所察覺並做出反應

而已。在美國的 22 天裡，我放慢了我的步伐，嘗試去觀察去了解生活中帶給我的

美。 

發現美最好的方式—攝影 

保持攝影的習慣可以讓人更容易發現生活中的美，因為喜歡攝影的人無時無

刻都在尋找可以捕捉的材料，可能是清晨的一縷晨光，可能是剛剛綻放的一朵鮮

花，也可能是一抹傾國傾城的微笑。如此一來能夠讓每天的生活都更加豐富，讓

生活中都是充滿美好的事物，心情也就會跟著變好。 

最美的景色 

在這趟旅途中有天我在海邊散步的時候發現當黃昏時金黃色的夕陽灑在大

地上的時候，讓我覺得很是浪漫。於是我決定拿起手機捕捉這美麗的畫面，拍完

了發現這黃昏怎麼可以這麼美。我就繼續拍了很多張黃昏的照片，從這個時候開

始我就愛上了夕陽，同時我也愛上了攝影。 

除了傍晚的景色我很喜歡外，我也很喜歡夜景，尤其是建築物的燈光。每棟

建築所帶給人的感覺都不一樣，但共通點就是能帶給我快樂，能讓我有美的感覺。

我真的很享受這種透過相機想辦法用自己的方式去紀錄的感覺。 

光影魔術師 

現在單純的拍拍照已經無法滿足我了，我想要學習更多攝影相關的知識與技

巧。透過這些技巧來控制光影，讓我拍出來的照片不僅僅只能記錄下表象的美，

還能記錄背後的心情以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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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認識/聊天/感受 
行銷系 林怡瑄 

故事是由不同的故事串成，我覺得在韓國的這段時間我最有感觸的是，「認

識，聊天，感受」，在這段旅程中，我搭了幾次計程車，在上車之後，司機開始

跟我聊天，在跟他說我是台灣人之後，他們總是很熱情開心的跟我分享，他有沒

有去過台灣，對台灣的印象，有些甚至跟我談論到兩岸的問題，在一開始第一個

遇到的司機知道我在韓國學韓文，還很耐心的跟我聊天，他跟我說語言最重要的

就是口說，所以他慢慢地引導我跟他說話，鼓勵我嘗試說話，感覺在生活中遇到

了韓文老師，感受到了滿滿的感激，大多數的司機聽到我說了一兩句韓文，便會

很高興的說，你韓文說得很好！雖然實際上我講的沒有很多，但每次聽到這句話

真的讓人感到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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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遊之後，你想改變什麼 
化工系  陳冠璉 

我不是一個很善於交朋友，或者初次見面就可以很快地和人打交道的那種類

型，在歐洲大部分的 bnb 是和房東住在一個屋簷下，雖然會有獨立一個自己的房

間，但房間外的所有空間都是和房東共用的，起初多多少少就會我感到有些許不

自在，我還記得我遇見的第一個房東是在尼斯，是一個老太太，在我到達那天居

然來車站接我，基本上 bnb 都需要自己到達住處，由於與當地人同住，地點自然

不太會靠近在觀光區，交通相對飯 會比較不這麼方便，所以房東親自開車來接真

的讓我又驚又喜，即使如此畢竟是第一次在國外和一個陌生外國人同住，前一兩

天（總共在那待了 5 天）如果有待在家，我幾乎選擇待在房間，可是獨自旅行，

我總告訴自己試圖不要讓處於一種「妥協」或「忍受」的狀態，或者你可以讓自

己喜歡它。與房東聊聊天，房東有幾次煮飯也會問我要不要一起用，印像很深刻

有一次我把衣服丟進洗衣機洗，我就先去做自己的事，再去超市買東西，回來以

後我的衣服全晾好了，房東也已經去睡。很快的我也適應了有房東同住的生活，

就當作是自己的家人一樣在同一個家，漸漸地也感到自在一些。 

去旅行，會讓你換一個角度看自己。你走到了世界去，看看別人的生活，別

人的文化，同時也看自己。是原來的自己，最真實的自己，被放在不同地方的那

個不同的自己。我很認同《旅行的藝術》裡說的：“運行中的飛機，船或火車，

最容易引發我們心靈內在的對話。外在景物的流動，反而使內省和反思容易留駐

心頭，其實有很多拉車的時間可以和自己對話，我很享受搭車的過程，，一段旅

行當然並不是只有目的地，在車上看電影，看看書，偶爾抬起頭來看看窗外風景，

這些時間絕對足夠讓自己好好沉澱，和自己對話，同時也會讓你更認識自己。 

這一趟旅行我不會把它定義為玩樂，因為它並不是那麼這麼的事事順利，也

必須時時謹慎。我還記得，回來以後我的老師問我 覺得自己哪裡成長了嗎？我說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好像變冷漠了，很多事情都不在意了。老師告訴我，這不是

冷漠，是因為獨自在外會遇到很多事情不是盡如你意，所以學會了不去計較。我

把這番話想了很久，是啊，出走與追尋著實讓我開拓視野，同時讓我學會了寬容，

也使家更具有值得珍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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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浪漫的巴黎，一波三折的際遇 
都資系 黃于庭 

在巴黎，為了節省住宿費，選了稍微便宜的青旅，當時沒有注意到青旅在巴

黎第十八區，就在聖心堂附近。聖心堂有特別多的流浪漢、遊民、難民等…身分

地位較低的人們。 

第一折—跟期待不一樣的新世界 

從小就聽大人說巴黎美得令人窒息，浪漫的氣氛讓人陶醉。但當我一下巴黎

地鐵，就聞到令人做嘔的尿騷味。一出地鐵站，看到許多披著星月旗的人們在街

上大吼大叫、癱瘓交通，還有一些乞丐拿著杯子推向我，像我乞討。害怕之下，

我跟在一位上班族男性旁邊，讓他成為我與乞丐之間的障礙物，並順利回到青旅。

我以為這場鬧劇結束了，但回到青旅後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外頭持續喧鬧，還放

煙火、鞭炮等火藥…實在讓我非常緊張。 

第二折—旅程的第一個驚嚇 

雖然在旅途中有很多驚喜，但在羅浮宮時，原本的驚喜已變成驚嚇。 

當時在過馬路，一踏到人行道，馬上被一群約 7 至 10 個吉普賽小孩包圍，他們身

旁還有一位身高約 175至 180的成年男性跟著他們。孩子們一看到我就圍了過來，

問我會不會說英文然後一直摸我，似乎是在找我有沒有藏錢，我想掙脫她們便拉

住了我。後來是因為剛好一個女孩正在拉我後背包的拉鍊被我發現，我轉過去大

聲制止她，她們才放棄離開我。除了忘不了那些孩子們不斷碰觸我的手臂即不斷

對我的背包動腦筋的眼神外，我更忘不了那個男子對那位拉開我書包拉鍊被我發

現的女孩凶惡的眼神，以及女孩發現男人惡狠狠地瞪著她之後慌亂無助的眼神。 

冷靜後害怕轉變為悲傷—若我們都有選擇權，誰想變成那樣 

被孩子們包圍要偷錢包後，因為有點嚇到就坐在椅子旁休息一下。但腦子裡

不斷地想起孩子們在偷竊時的眼神，並不覺得有甚麼心虛或是過錯；被我發現她

們正要行竊時，男人凶惡的眼神；女孩發現男人眼神裡的譴責後，眼中滿是恐懼

還帶點無助，似乎接下來有甚麼嚴厲的懲罰正在等著她。這讓我一直想：如果她

們能選擇，會希望以這樣的方式過生活嗎？如果她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力，她們

會依然會像今天這樣成群結隊的行竊嗎？世上的貧窮、飢餓、移民問題層出不窮，

到底甚麼是最有效的解決方式？我到底能做甚麼發揮社會影響力，讓這些孩子們，

甚至是所有的孩子們免於這樣的命運，能有多一點對自己未來的選擇權？ 

第三折—國慶夜的暴動 

七月十四日，又稱法國的巴士底日，我跟在青旅認識的香港朋友一起去看國

慶煙火秀。準備要回青旅時，難民突然跑出來鬧事，不斷在馬路上吼叫、施放爆

竹、煙火、信號彈…無可奈何下準備沿著地鐵站走回青旅，但路途中被一個難民

抓住，下的我們尖叫跑回去找警察幫忙。後來警察收到上級命令要驅趕鬧事的難

民，要我們往一個方向跑。慶幸朋友看到有五星級飯店，於是我們跑去向五星級

飯店求救，才順利逃過一劫。本來飯店經理規定我們只有付錢才能待在飯店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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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明，後來因為我鼓起勇氣試著跟經理交流，他才答應我們可以待在飯店大廳

到地鐵開始營運為止。後來飯店經理也跟我們解釋為什麼它會讓我們待這麼久，

也跟我們聊天。當時他問我會不會害怕，我回答他有一點害怕而已。飯店經理看

起來好像就有點不高興，因為我不僅對他不誠實，我對我自己也不誠實。 

寶貴的一課總在受過傷之後—一輩子都要學會對自己誠實 

If you are not afraid, why you just asked me, right?飯店經理有點氣憤地對著我

說。這句話像是打到我一樣，一直在我的腦子裡迴盪。隔天早上趕回青旅，再搭

火車去比利時。先將行李放到在布魯塞爾的青旅後，就散步到比利時皇宮前的拍

照，結果又被遊民搭訕、東西差點被拿走，後來就跑到比利時中央公園，坐在椅

子上發呆，突然眼淚就撲簌簌地掉了下來，也不知道到底過了多久，竟然逕自大

哭了起來。從來都不願意正視自己負面情緒的我，很少哭泣，都是默默地吞下來，

休息一下再繼續出發。身邊的家人朋友也因為很了解我，都在我看起來有點沮喪

時就先陪伴我。因此很多負面的情緒都累積在心裡，並沒有真正被釋放出來，自

己也不清楚到底怎麼處理心裡負面的訊息。直到那天，真的哭出來了，在那一刻

突然為自己感到驕傲，第一次誠實面對自己。也因為這趟旅行，我更珍惜每一次

的喜怒哀樂，因為不管事陽光樂觀的我，還是沮喪憂鬱的我，那都是我的一部分，

只有我自己能好好體會這些感覺。也只有我好好跟自己溝通所有情緒的高低起伏，

才能繼續綻放笑容，面對更多挑戰。 

  
拍照後過馬路就被小扒手們圍起來了 法國國慶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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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福 
運物系 黃登佑 

這次公益旅行的體驗中每一個故事每一個國家都充滿各式各樣有趣的故事，

我最想分享的是國際體驗的大主軸-到馬來西亞兒童院做的公益活動，因為高中畢

業和大一時有參加過帶小朋友的營隊，連續兩年的小朋友營隊經驗讓我收穫滿滿，

所以和一起出國的朋友一起想公益旅行活動時我主動提起可以到國外的兒童院

讓小朋友認識台灣的活動，經過大家的討論，我們決定著手開始計劃編寫計畫書。

而一切的計畫卻跟我們執行的內容略有差距，當天我們抵達兒童院與我們接洽的

負責人討論我們的計畫，計劃也因為考量到他們要上學，所以大改流程及刪減我

們原本想做的內容，最後我們討論出來變成一樣教他們做洗碗精，再額外增加教

導他們課業輔導的工作（他們是華語學校才剛好讓我們派上用場），在教導他們

前以為用台灣的知識去教他們就可以了，結果意想不到的是國家的不同果然還是

會造成教育的內容，雖然數學我們教起來沒什麼問題，但是遇到國語就問題數不

完了，因為他們的用語和我們不同，比較類似於中國的用語，所以我們必須先去

猜測這個詞語和台灣的哪個詞語才是相同的，再去跟他們說這個括號要填入哪一

個選項，整個過程真的非常的艱辛也非常的困難，甚至還遇到短文填空，連選項

都沒有的時候眼淚都想流出來了，明明是國小二年級的作業竟然讓我們困難到想

逃跑，還好那邊的老師有多多少少的解救我們遇到的困難，後來的製作洗碗精也

非常順利的讓他們玩的開心，來兒童院除了學到不同國家的教育不同外，也感受

到他們從年紀最大到最小互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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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的海龜保育 
電機系 陳家弘 

在一個炎熱的清晨裡，我與三個小夥伴走在了前往集合志工的路上，陽光從

樹葉的縫隙中灑落，炙熱的氣溫彷彿訴說著這個夏天的到來，耳邊也傳來了陣陣

拍打海浪的聲音，預告著我們離目的地越來越接近，腳下踩著是泥土路，看著身

邊經過的完全不熟悉的矮房與商店，我們卻沒有一絲迷茫，因為一個月裡已經走

了這條路無數次，但故事總會有一個結尾，在今天我們需要去做一件最後與最重

要的事。 

來到了平時放海龜的池子附近，看著一隻隻熟悉的海龜，這邊的每一個海龜

我們都幫過牠們洗澡、清理池子過，但在今天卻是需要把其中的一支拿去放生了，

雖然聽起來有點感傷，但我想這對他們來說才是最好的歸屬八，這裡是牠們的醫

護站、休息區，但卻不是牠們的家。 

我們一路跋山涉水，來到了一個偏遠的海邊，領隊手中抱著的海龜彷彿也嗅

到了海的味道，在他的懷裡掙扎著，我們慢慢放下了海龜，看著牠的眼睛似乎在

訴說著甚麼，牠一開始迷茫的看相周遭，一個與以往不同的環境，但沒有經過多

久，牠看到了或是聞到了大海的感覺，牠先是慢慢往前走，後來越來越快，直到

衝進了海裡不在回頭。看到這一幕的我內心有些許的複雜，一方面是恭喜他終於

回家了，另一方卻是有點傷感，畢竟照顧了牠們也有了不少的時間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斷地回想剛剛的那一幕，我想這或許就是生物對家的嚮往

八，不管在外面過得如何，是成功或失敗，總是要回家的，因為家永遠是你最好

的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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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家晨的巴里島旅遊札記 
電機系 賴家晨 

這次出國主要是去做海龜的保育志工服務，但那是要到第三天才會到另一坐

小島。所以到峇里島後的第二天我們先去金八蘭海灘吃一些當地的小吃、看風景、

等夕陽，比較可惜的是原本天氣都非常棒，結果要夕陽要開始的時候，天邊都是

雲所以根本沒看到，覺得非常可惜。還有遇到一群法輪大法的信徒們坐在海邊練

功，也有遇到似乎是新船下海一群人在那邊幫忙。 

在貝拉大島上做志工服務的時候，每個禮拜都會有休息時間，可以搭乘她們

的車前往 Crystal Bay，在那邊可以游泳、曬日光浴、吃小吃或是可以在額外付費

搭船到外海浮淺。我們待在島上的期間總共取 2 次，但是因為去那邊的途中要經

過山區，我會暈車所以第二次就沒去了。 

這是在志工隊的第一餐，那邊的餐廳是在海邊，所以吃飯的時候都可以聽到

海浪的起伏聲音、看著到太陽西下。如果已經吃完飯了，那邊也有躺椅可以躺在

那邊曬太陽或睡午覺。 

這是我們最後一天要搭車回機場時所拍下的風景，站在高處看底下的湖泊和

藍天，因為是在山上所以有一點冷，但是上面的風景真的是非常的棒，這張是我

覺得在峇里島拍到最棒的風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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峇里島趣記 
電機系 黃義軒 

在峇里島有好多的第一次，最為印象深刻的部份是坐船，記憶中的船坐起來

應該也就是跟日月潭的遊湖船，最多也就淡水的渡船，但殊不知這次在峇里島的

經歷完全顛覆了我的印象，絕對稱不上平穩的船，救生衣也是放在櫃子裡沒有穿

在身上，最重要的事，船上晃動的程度超級的恐怖，雖然外頭天氣晴朗，但是海

象確實是險象環生，船形容起來不誇張，是有跳的在前進，整船的不管是遊客或

是跟我們一起的志工者，都在齊聲尖叫，就連我的身體都不斷的從坐椅飛起來，

讓我只能抓緊旁邊的扶手，不敢動彈，最後好在這個狀況在一段時間的適應下，

我的心跳也慢慢的緩和下來，當我看到目的地的海岸時，大大鬆了一口氣。 

另外說說好玩好吃的經歷，整趟 20 多天的行程走下來最滿意的一餐就是第

二天去金巴蘭海灘，在海鮮大餐配著有點看不到的夕陽絕對是一種享受，完全的

放鬆不需要有任何的拘束，這才是一趟旅遊最需要的元素吧！雖然在這種地方吃

海鮮大餐，價錢肯定是不低的，但就算是買一種氣氛跟享受吧。可是在吃完又發

生了一個小插曲，為了省錢原本要走去公車站的，原來非常幸福的趕到最後一班

車，結果司機說這是他的最後一站不開了，我們直接乾瞪眼，趕緊去找計程車搭

回飯店，又多花了不少車錢，差點付不起，真的又是虛驚一場。 

最後描述一下，我認為最值得的行程，那絕對是阿勇河泛舟行程，從網路上

訂行程到遊玩得過程都是滿意加分的，教練在教導我們注意事項以及在船上的互

動都讓我們印象深刻，雖然他用有點破的中文努力跟我們溝通，但我們沒有絲毫

的反感反而是另一種溫暖，相對的我們是用英文跟他溝通，一切都在互相慢慢的

理解下漸入佳境，該刺激好玩的都被我們玩過一輪了，結論就是超級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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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國際旅程 
電機系 林旻頡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老實說在大學生活中，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跟朋友

一起出國旅遊，第一次從行程準備到、機票飯店訂購和整體的旅程規劃，全部

自己一手包辦。參與這樣的國際體驗計畫，完成這樣的一個人生目標，真的是

一個完全與眾不同的經驗。這也是第一次在國外待了將近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從一開始的不熟悉到最後的漸漸了解當地文化，我們不斷地上網搜尋在路上的

所見所聞，充實自己不足的知識，增加自己的文化水準，也利用在進行志工活

動之餘，參觀各地的風景名勝，尋找與台灣不同的文化特色。 

在進行志工活動的時候，當然不免俗也會有效小隊的工作分配，每個人都

有每個人不同的工作，也會配合不同的工作夥伴，工作時也會像台灣大學生上

課一樣，聊聊不同的生活經驗，聊聊不一樣的生活文化，分享彼此在活動中的

心得故事，互相加入聯絡方式，我想擁有一兩個國外的朋友，就是我這次出國

最大的收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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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灣教育體系不同的華語兒童院 
財金系 謝玄娟 

這次公益旅行的體驗中每一個故事每一個國家都充滿各式各樣有趣的故事，

我最想分享的是國際體驗的大主軸-到馬來西亞兒童院做的公益活動，因為高中畢

業和大一時有參加過帶小朋友的營隊，連續兩年的小朋友營隊經驗讓我收穫滿滿，

所以和一起出國的朋友一起想公益旅行活動時我主動提起可以到國外的兒童院

讓小朋友認識台灣的活動，經過大家的討論，我們決定著手開始計劃編寫計畫書。

而一切的計畫卻跟我們執行的內容略有差距，當天我們抵達兒童院與我們接洽的

負責人討論我們的計畫，計劃也因為考量到他們要上學，所以大改流程及刪減我

們原本想做的內容，最後我們討論出來變成一樣教他們做洗碗精，再額外增加教

導他們課業輔導的工作（他們是華語學校才剛好讓我們派上用場），在教導他們

前以為用台灣的知識去教他們就可以了，結果意想不到的是國家的不同果然還是

會造成教育的內容，雖然數學我們教起來沒什麼問題，但是遇到國語就問題數不

完了，因為他們的用語和我們不同，比較類似於中國的用語，所以我們必須先去

猜測這個詞語和台灣的哪個詞語才是相同的，再去跟他們說這個括號要填入哪一

個選項，整個過程真的非常的艱辛也非常的困難，甚至還遇到短文填空，連選項

都沒有的時候眼淚都想流出來了，明明是國小二年級的作業竟然讓我們困難到想

逃跑，還好那邊的老師有多多少少的解救我們遇到的困難，後來的製作洗碗精也

非常順利的讓他們玩的開心，來兒童院除了學到不同國家的教育不同外，也感受

到他們從年紀最大到最小互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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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帶來的熱潮 
財稅系 林子微 

在這個科技化的時代，有很多的網紅都會到很多不同的景點拍照，上傳到臉

書和 Ig 等社群軟體，很多人就會看到那個風景那個色調很美，就會想要跟風而去

同個地點朝聖，因此為當地造成很大的人潮。 

就像是我去泰國美功鐵道一樣，美功鐵道是泰國很有名的鐵道市場，在那裡

做生意的攤販都會把攤擺在鐵路旁，等到時間到了火車開來了才會快速的把攤收

起來，這是個非常獨特的景色，很多的人都會去拍在鐵路上的照片和跟火車拍照，

就像照片中的畫面，所有的人為了拍到那個畫面而高舉自己的雙手奮力的擠向前，

有時候人還會多到連火車要行駛的路都要被堵住了，雖然會給火車司機帶來麻煩，

但卻會給當地帶來非凡的觀光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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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灣一樣熱情的馬來西亞人 
財金系 張育瑄 

這次旅行讓我想分享的小故事有很多，主要分成公益活動、景點的分享、食

物的口感、住飯店的經驗分享、甚至是交通方式和台灣的差異性，還有我們遇到

的人，那我最想分享的故事是我們遇到的人，在馬來西亞大眾交通工具非常的不

方便，他和台灣不一樣他們比較少捷運公車或是火車這類的公共運輸，所以如果

你要從 A 點抵達 B 地點都必須要靠著像台灣 Uber 一樣的計程車，他們稱為 grab，

grab 的計費非常的便宜，我記得 Uber 在台灣搭了半小時應該也要兩三百塊如果

是離峰時間可能又更貴了，但是在馬來西亞搭乘 grab，搭了半小時差不多 15 馬

幣換算成台幣也才 100 出頭真的非常的划算也很便宜，所以其實我們在馬來西亞

的這段時間都是搭乘 grab 進行我們的旅遊，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們要從馬來西

亞飛往泰國時從即將離開的飯店前往機場的路上遇到的司機，那位時期是一位華

人，它可以非常流利地跟台灣的人說中文，他也比較的出來台灣人和大陸人說話

的語調有什麼差別，所以一上車就非常熱情地跟我們聊了起來，雖然有些用語不

太一樣但是還是能透過解釋語詞用法聊下去，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聊天內容，

我們都學過馬來西亞是由非常多不同族群的人組成的國家，在聊天時他也有提到

這回事但是讓人比較意外的是，其實不同種族之間他們的包容度似乎不太高，一

個不小心就聊到了有關政治層面的話題，為了避免觸碰到當地政治的敏感話題所

以我們趕快轉話題的跟他提到我們待會要飛去泰國，他也非常熱心的跟我們介紹

他之前和他朋友去泰國的時候發生的事情，也提醒了我們那裡的治安不太好所以

要把自己的隨身物品顧好，非常謝謝他如此有熱誠地和我們介紹，藉此也感受到

了當地人的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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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人生重要的-第一次 
機電系 楊宏芫 

第一次搭飛機，在機場各種手忙腳亂，雖然在行前做了許多的作業，但比不

上實地操作一次，報到、託運、安檢、逛免稅、上飛機、寫入境卡、入境，都是

第一次，在這趟旅程中會有多少像這樣的第一次？充滿第一次的異國旅程就這樣

開始了。 

第一次開口說英文，在國外當然是要說英文啊！不能總是當個啞巴，講的很

破也要講出來，「Hello, nice to meet you, I from Taiwan.」，也許聽你這麼一說，

對方直接開啟中文模式與你交談，就算是用英文交談也沒關係，因為你是外國人

嘛！沒人會責怪你的。 

第一次幫大象洗澡，想到泰國大家會想到大象是再正常不過了，但是大象在

人類的壓榨下也受到了許多的傷害，在泰國北碧，大象只負責吃、玩耍、睡覺，

其他的就由我們幫助他達成，像是洗澡，不過與其說洗澡，更像是和大象玩水，

其中一定會接觸到大像，大象的皮膚摸起來很粗糙，上面有些許的硬毛，觸感很

奇妙。 

第一次浮潛，台灣有許多地方風景宜人，海水清澈，且擁有豐富的海洋生態，

非常的適合浮潛及潛水，但是我的第一次浮潛卻是在普吉島，普吉島附近海域也

擁有清澈的海水、豐富的生態，是個標準熱帶島嶼風光，也許是我們選的點不對，

魚似乎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而且下水浮潛擦防曬乳是沒用的，只能乖乖地讓太

陽曬，結果隔天就脫皮了。 

第一次右駕，台灣大多是左駕車為主且靠右行駛，不過在國外會有右駕靠左

行駛的情況，像是星馬泰都屬於右駕，大家喜彎去的日本也是右駕。右駕車所有

開關按鈕都和左駕相反，常常要轉彎都會開到雨刷，如果大晴天在路口看到有人

開雨刷，那要小心，因為他要轉彎了。 

第一次進賭場，在台灣賭博是違法的，在馬來西亞有全馬唯一的賭場可以合

法賭博，再進去前心想「我要當暴發戶」，進去後發現我們的資金嚴重不足，而

且還在裡面看見我們沒見過的大面額鈔票，我們就默默地離去了。 

第一次入境台灣，懷著莫名的優越感走本國人通道，免去排隊入境的困擾，

而且第一次離開台灣這麼久，一去就是 23 天，第一次這麼想回台灣，第一次覺得

台灣真的很棒，這麼多的第一次很難用言語說明，只有去國際體驗才能體會，第

一次的國際體驗，讓我達成了許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如此的感謝學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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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中相遇 
水利系 張維棠 

這次旅途我想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馬來西亞雲頂高原帶來的震撼，在一

座高原上盡然能有如此的建設，每一棟房都又大又有特色且不時起濃霧讓視線變

得朦朧，山腰還有一座佛寺保護著這座山，真的是如仙如鏡的地方。 

路途我們坐著客運上來，而路上原本由通達變成堵塞的車輛，後來到了纜車

口我們搭了纜車上去今天要住的地方”世界第一大酒店”，途中我們在中間站下

了纜車去看看佛寺的樣子，整個佛寺非常的莊嚴且濃霧讓人覺得雲深不知處，非

常像一幅山水畫。到了最上面才是讓我們最震驚的事情，整座山的頂部都是在做

OUTLET 不然就是酒店讓住客休息，美食娛樂應有盡有讓我想起義大世界，但比義

大世界齊全、海拔也比義大高很多。 

晚上我跟夥伴們拆夥自己

去附近繞繞逛逛，一個不小心

迷路了，後來就跟一個馬來西

亞人聊天聊了一個多鍾頭，才

知道他是來這邊休閒的而且住

的房間一個晚上就要三萬塊台

幣真的令我覺得奢侈，後來她

看著我覺得我像是年輕人開始

述說他的奮鬥史，從平窮無法

出國到現在能在各地遊玩的種

種一切都是得來不易，他提醒

我過程中遇到的挫折一定要想

辦法走過去不能用跨地或繞

的，唯有面對才能記取教訓，說

著說著時間也不晚了我趕緊離

開回去休息，心裡一直想著，每

一趟旅途都會遇到特別的人，

而當時的我看見了對於未來的

希望，因為台灣的現況真的讓

年輕一代很難有對未來的奢

想，我才漸漸明白一步一腳印

的真諦「失敗的人總是在揮霍

時間，成功的人卻是在運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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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背後的苦 
機電系 蔡岳融 

離開台灣 23 天，看到許多繁榮、蕭條的地區，我感悟到貧富差距是每個國家

都必須面對的一大難題，地球一直再轉，就算我們出國旅行，時間一直再往前走，

這是無法改變的，社會上還是有很多人為了柴、米、油、鹽努力著。 

這趟旅途中我們有安排要去看人妖秀，在舞台上人妖賣力的演出，從舞台上

亮麗表現，看的出他們為了這場表演平時所付出的努力一定不少，看完表演我也

走到我欣賞的舞者前方想與他拍照，與人妖拍照是需要付小費給他們的，拍完照

離開前，其他人妖靠過來或拉或跪的希望我與他們拍照，小費也是他們一大部份

的薪資來源，當下看到這個場景其實蠻替它們難過的，相信他們選擇人妖這條路

有一部分是因為現實所迫，有誰會希望自己出生在一個平窮的環境，但這個社會

就是如此不平等，經過這一天，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我應該慶幸生長的環境，更珍

惜身邊的種種資源。 

普吉島的海邊夕陽非常漂亮，許多人為了拍當下的美景，在夕陽將要落下前

排隊上滑翔傘到空中拍照，業者為了搶這一波商機，讓教練一個接一個不間段的

接客，身上甚至什麼防護措施都沒有，幾根繩子纏繞完就上去了，連救生衣都沒

穿，我們在下面看到都為他捏一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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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都市與村莊的差距 
會計系 陳佳儀 

那時候我們 4 個人是第 1 天的自助旅行，結束馬尼拉海洋樂園的我們坐上

grab 要去兩個教堂拍照，到達聖奧古斯丁教堂沒多久，就對這邊觀光推銷的人印

象太不好了，雖然知道菲律賓人賣東西的作法就是直接在你面前推銷產品說產品

有多好，但是我真的覺得如果推銷 2-3 次沒有要買，是不是就可以尋找其他願意

買的賣家呢？一直推銷也一直徘徊在我們身邊的那種感覺好差，雖然知道他們以

這個為生，但是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們，那時候遇到 2 個自稱導遊，然後看到我們

是外國人，一見到我們就靠過來一直說半小時 300p、一小時 700p 的行程我們要

不要，一直對我們推銷，我們堅決的說不要，他們還是跟在我們身邊，不斷對著

我們講，這不是他們推銷幾次的問題，而是最後他竟然對我們的團員說 「why you 

come here, go home！」我們當場傻眼，他講完之後也就不靠近我們，在那之後，

每次看到在路上推銷的人心裡都有點害怕，不敢接近。突然之間，很想念回到村

莊生活，那裡的村民每個都以笑容面對你，只要你走過去就會有人叫你名字跟你

打招呼…。 

雖然當初來菲律賓時有看過一些資料知道菲律賓的貧富差距極大，但是實際

看到還是覺得很驚人，馬尼拉的 small 旁邊竟然就有一大片貧民窟，在那裏有多

少的人因此謀生，又有多少人連旁邊的 small 都從來沒進去過。還有一次在熱鬧

的大街上，一旁的街道有時會出現一些看起來貧窮的人家，在車水馬龍的馬路旁

騎腳踏車、在陰暗的電線桿旁邊蹲坐著，或者坐在人行道上聊天、玩，看到的時

候都替他們捏一把冷汗，小朋友一不小心跑出去，就可能被車子撞到了，這種景

象大概很多而我們只是看到其中一小塊而已，只是我們看到的很小很小部分吧⋯。

我們在回去飯店時聊到這件事，都覺得很感慨，當初我們想帶著希望來幫助貧窮

的家庭蓋房子，可是其實我們做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份，還有好多好多的家庭，

可能沒有一個可以保護自身安全的家，我們還能為他們做什麼呢？不由得在心裡

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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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必須與大家分享的難忘故事與經歷 
電機系 蔡易恩 

男生也要好好保護自己 

你覺得下面這張照片的男生帥嗎?不論你的回答是什麼，對我來說第一次見

到面的時候我覺得是個帥氣的大叔，他在世界七大奇景-佩特拉古城向我攀談，還

邀請我坐上他所飼養的馬匹(這張照片就是在馬匹上拍的)，沒想到這卻是惡夢的

開始。 

大叔是在這裡經營馬匹載客的工作，在坐上他的馬時遠以為會帶我走平常的

觀光路線，結果他卻慢慢帶我往山頭裡面前進，前進的路上我還一直說服自己說

或許只是想帶我看看不同的風景，直到他在一個四周無人的山頭中央問我：HAVE 

YOU SEXY WITH MEN?當下我嚇到快尿出來。大叔的身材高壯，我不可能打得贏他，

周圍又沒有其他人可以求救，終於了解被強暴女生的無力感。這時只能努力的打

哈哈過去。於是我用很破的英

文極力澄清說自己是正常男

生，而且外面有 7 個同伴在等

我，我想如果我說自己只有一

個人的話馬上就要出事了吧!

後來大叔還抓我的手去碰它

的重要部位，並不斷描述「它」

有多雄壯威武，還好最後在我

不斷強調自己趕時間，以及假

裝夥伴打給我下，成功回到觀

光區，一場驚魂記終於結束

了。 

我想說的是，不論男生女

生在國外都要記住不要隨便

和陌生人走，這雖然是 7 歲小

孩都知道的事，但不知是在台

灣過得太安逸，還是自己太過

放鬆，以至於在國外發生這場

驚魂記。再說一次: 

在國外不要隨便和陌生人走，

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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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甘苦談 
電機系 陳昤欐 

其實在這一場活動算是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趟旅程，一開始我只是想要出

國找個伴一起所以只想參加 A類的我因為還以為女生可以兩人一組的找了我的室

友，結果發現 A 類的只能自己參加。一來是跟人說好了要一起參加，二來是如果

是只有我自己做肯定又會泡湯的原因，後來就決定要走 C 類，雖然那時心底的聲

音還是我只想出國玩不想做志工，因為我那時還以為做這種國際志工應該都是去

很困苦的地方，可能我之後的生活品質也會超級糟的。 

到要企劃書即將機將截止的日期時，我們四個人很努力的留在人言趕稿，那

時的我就覺得有一群夥伴真好，有一群的一起做事的時候，當其中有一人稍微怠

惰了、想放棄了，但也一定有一個充滿的動力的激勵的你，而你也會因為這種正

向循環不會像獨自一人承擔覺得太累也有人可以鞭策自己，我那時就想要不是有

和這一群人，我一定會放棄的，畢竟在繳交日期附近也有超多課業壓力以及社團

活動呢，蠟燭兩頭燒呀。 

到了要面試前一刻，我們所有人還超緊張的以為會需要全英文面試，畢竟是”

國際”志工嘛，結果後來發現面試超級輕鬆的不但不用英文面試而且也沒怎麼被

問問題，反而一直被問有沒有問題想要了解的，結果這是我們唯一沒有準備的。

面試完的我覺得我們心驚膽戰的熬了好幾天，當天還七早八早爬起來被英文稿，

還特地大家穿同色系的正裝，有種被整的感覺。結果出來後，也許一開始看到那

報名人數就覺得我們上的機會很大，但其實還是挺開心的。 

到了確定出團人員以及開始討論時已經到了二年級的下學期，這次計畫家扶

在台灣的負責人-澤胤，也跟我們約好了每個月至少一次的開會，隨時盯我們的進

度、以及分享他在當地的體驗、修改我們天馬行空的想法，而且我們也為了能交

的出進度也時常相約出來討論，這樣不但增進我們這些人的思考、也在磨合我們

彼此的相處習慣。我覺得有這個制度非常的完美，因為我們這些完全不了解當地

情況，能有個隨時可以詢問的人、能給予我們建議的人士非常難得的，這樣不但

能讓我們更加把握對之後辦活動的狀況、也跟加心安、而且如果真的有什麼需要

協助的也找的到資源。 

拉回我們討論的過程，一開始我們就需要分工決定出誰要負責哪塊的部分，

我們 7 個人分為行政組、美宣組、活動組、攝影，我也意外的被推舉成為行政組

的隊長。一開始的時候還有點開心覺得這次是仗著天時地利人和才能被推舉為隊

長的，但後來就開始緊張想說我這個隊長會不會當的太不稱職了，畢竟主持的都

不是我，我也不也不敢太強勢的要求別人，所以行前準備時前一直有我頂多算個

小秘書的感覺，講我自己是隊長都不好意思，還好到出國後我就有覺得我有做點

事了，趕抬頭挺胸的說我是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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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行前準備時期突然莫名奇妙的惠英姐也說要加入，後來活動開始後發

現我們人數真的太吃緊了，真的需要一位人手來幫忙拍攝。我覺得我們在行前的

效率實在是太浪費時間了，而且也有點搞太盛大有點沒意義的活動，像隊呼、大

會歌、團名隊名沒有說很必要但對於一個大活動有這些的確也變得比較豐富。會

說效率低我覺得主要原因是已表決好的東西太容易被翻出來反駁重提了，這樣會

導致之後相關的事務很難開始獲決定，而我又因為小專題的經驗所以也不想要太

武斷、強制。後來發現大家對於主導者的武斷決定非常反感，但是我為了效率完

整又覺得主導者不能太弱勢，這平衡真是難以掌握呀。 

到了要出國的前一周突然開始莫名的緊張，覺得我好像該準備的都還沒收拾

好，又覺得好像也不知道要多做什麼嘞，然後又很緊張第一天的行程，畢竟約旦

的行程都是我排的，而且到的第一天就有找到住宿地點、跟當地家扶機構的人交

接、包車行程…等活動，事前又沒法確定的，很怕當天有任何一點小問題就會影

響到整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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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交流促進會蔡事務長蒞校拜會 
 

日本「日台交流促進會」事務長蔡欣芳女士頃於 9 月間來台與「公益財團法

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及日本「大學新聞社」等合作辦理「2019 年秋季日本教育

暨留學展」與「日商企業徵才說明會」。當時本校選修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所擔

任「商用日文」課程之陳俊豪、王瑋廷同學特前往觀摩，順蒐集相關留日資訊。

10 月 22 日蔡欣芳事務長利用返國公務機會，再度蒞校拜會本中心黃老師，提供

該大學新聞社最近在日新出刊介紹台灣高等教育之新聞版面，同時與本校招生處

王柏婷老師，共同商洽未來本校利用該促進會在日本各地事務所之平台，作為本

校在日辦理留學本校說明會之可能性。蔡事務長即表示願意協助促成。斯時巧遇

本校管樂團林聖翰老師率團員來訪黃老師，感謝黃老師前年協助帶領赴日沖繩演

出，並邀請出席觀賞管樂團預定 12 月 3 日於國家音樂廳的公演。大家相見，於焉

興起未來再度赴日公演的話題，蔡事務長也應允盡力支援。 

 

(左起)蔡欣芳事務長、黃煇慶老師、王柏婷老師 

 

蔡欣芳事務長(左一)、黃煇慶老師(左四)、管樂團林聖翰老師(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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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嘉代表理事來台參加 ORION 啤酒節 
日本「琉台文化交流協會」代表理事比嘉伸雄為支援琉球沖繩當地盛產之

ORION BEER 在台北市花博公園舉辦之「ORION BEER FEST in TAIPEI 2019」，
特偕同沖繩市社中理事長照屋幹夫等人專程來台參與盛會。比嘉代表理事抵台後，
即邀約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服務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敘舊。黃老師夫婦依約前
往比嘉代表理事一行所下榻的台北市三德大飯店拜訪，暢談參加 ORION BEER 的
熱烈情況，並分享彼此對推動台琉交流的心得體驗與樂趣，相談甚歡。 

 

(左起) 沖繩市社中理事長照屋幹夫，黃煇慶老師、比嘉伸雄代表理事 

 

(左起)照屋幹夫理事長，黃煇慶老師夫婦、比嘉伸雄代表理事 
 

 
ORION台北啤酒節(ORION BEER FEST in TAIPEI 2019)晚會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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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國際經濟論壇今年輪在東京召開 
 (10 月 24 日)應邀與駐日代表處老同事會餐敘並參加會前歡迎晚宴 

源於 1991 年首次在日本東京舉辦，包含本校、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沖繩國際

大學以及上海國際研究院、韓國木浦大學校共五地大學所共同舉辦之「東亞國際

經濟論壇」，今年進行第 39 次會議。此次再度輪與本校締盟姊妹校的大東文化大

學，以探討「21 世紀東亞地區勞動經濟問題」為主題在東京召開。本中心副教授

黃煇慶偕同金融保險學程博班研究生、EMBA 93 高階校友郭明鴻共同前往與會。 

有關本項國際經濟論壇，本校歷來已主辦過三次。本中心黃老師因係本校及

大東文化大學兩校校友，又巧因曾長年奉派駐日本服務，而推薦本校具留日經驗

之前主任秘書陳蒼和教授(退休後出家，法號悟興)多次蒞會報告，迄今互動頻繁。

上次會議即由本校商學院經濟學系，於上(2018)年 3 月 30 日主辦，計有 11 位日

本籍教授、學者專程來校參加。事後日賓除感研討效果甚佳外，也對本校優良教

學環境以及台中傳統文化留下深刻印象。 

本校郭明鴻博士生經多次與黃煇慶老師商議後，決定以「長期照護保險的差

異--針對台灣與日本作比較(台日介護保険の差異について－外国人労働者によ

る介護の比較－)」為題報告。黃老師一行抵日後，即受到駐日本代表處新聞組顧

組長欽誠、教育組黃組長冠超、行政組王秘書重能、政治組林秘書郁慧等黃老師

昔日同事歡迎午宴。席間，雙方也就台日文化學術交流交換意見，教育組黃組長

更感謝本校多次協助招待日本訪台教授、學者以及學員等，臻本校在日本學界聲

譽日上；黃老師則表願為台日交流作出貢獻，歡迎大家將來返國時，撥冗移駕台

中來訪本校。 

當(10/24)晚黃老師一行，再應邀赴東京新宿出席本次主辦單位大東文化大學
之「歡迎晚宴」。多位舊識之異國教授、學者老友見面，如大東文化大學前校長渡
部茂、榮譽教授永野慎一郎，沖繩國際大學名嘉座元一教授、上海國際研究院吳
寄南教授等，大家久別重逢，甚是歡喜，交談也熱烈。期間，曾來訪本校的永野
慎一郎教授提及，依據日本氣象廳預報，翌(10/25)日研討會當天，將有大豪雨出
現。為避免因大雨而影響交通，乃囑咐黃老師等訪賓屆時抵達校旁之捷運站時，
將準備專車來迎。從此一事，足以顯示日本人做事精神均考慮周到，籌畫細密，
深值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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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左)郭明鴻博生(右)討論報告 黃老師(左)郭明鴻博生(右)討論報告 

 

 

與駐日代表處同事餐敘(左起)黃老師夫婦、林郁慧秘書、(右起)郭明鴻博生、黃冠超組長、顧欽誠組長、王重能秘書 

 

與駐日代表處同事餐敘(左起)黃老師夫婦、林郁慧秘書(右起)郭明鴻博生、黃冠超組長、顧欽誠組長、王重能秘書 

 

 
 

(左)大東文化大學大杉由香教授 (中)韓國國立木浦大學校朴贊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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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東亞國際經濟論壇第 39 次會議在大東文化大學舉行 

「第 39 次東亞國際經濟論壇(東アジア国際フォーラム東京会議第 39 回経

済シンポジウム」輪由大東文化大學如期於 10 月 25 日在該校東京板橋校區舉行。

天氣果真如同氣象預報，日本關東地區自早即下起豪雨，與我國電視台天氣預報

相較，佩服日本人的專業。 

與會者到齊後，首先拜會大東文化大學新任校長門脇廣文教授。本中心黃煇

慶老師因係兩校校友、與我又是締盟交流關係，相談特別愉快。下午一時，研討

會準時開幕，依序由上海吳寄南教授、沖繩名嘉座元一教授專題演講後，再由本

校郭明鴻博士生就「長期照護保險的差異--針對台灣與日本作比較(台日介護保険

の差異について－外国人労働者による介護の比較－)」以華語、黃老師日語翻譯

方式進行報告。因台日兩國均係面臨少子女化、高齡化的社會困境，因此如何及

早因應並有效引進外來勞力乃為當務之急，引起聽講者共鳴。 

 

報告者合影(左五)黃煇慶老師、(右三)郭明鴻博生 

 

綜合座談之一(右三)黃煇慶老師 

  
郭明鴻、黃煇慶專題報告 郭明鴻(左)、黃煇慶(右)共同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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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感謝旅日僑領等協助接待本校日本研修團 

    研討會結束後，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續留東京兩天，會晤曾來校參訪的前日亞

航公關室主任，目前自行開設「日亞國際行政書士事務所」的洪耿國先生。探詢

了解本年四月以後，日本擴大開放引進外國勞動力的相關配套措施。並與刻正留

學日本的本校商學院行銷系陳冠宇校友茶敘，殷殷垂詢留日現況及未來規劃。陳

校友表示學成後將暫留日本伺機創業，甚感激黃老師多年來的指導與關照。 

    當晚黃老師夫婦赴與曾蒞校參訪，並多次協助接待本校所籌組之日本研修團

的當地僑領，台灣貿易株式會社日本事務所江所長玉真及經營生化高科技的東特

塗料施董事榮舜的晚餐會。另外，由於曾邀請黃老師前往國立成功大學專題演講

的楊永年教授，也恰在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擔任交換客座教授，故也同受邀出席餐

會。楊教授原係警界出身，在跨國急難救助方面學有專精，因曾與黃老師於奉派

駐日期間所處理如 1994 年華航名古屋空難、1995 年阪神大地震、2011 年東日本

大震災等重大急難事件所累積經驗，交換意見，故雙方互動頻繁。大家在東京重

逢，共同就台日經貿文化與人道救助等議題，紛紛提出個別的經歷體驗與認識看

法，相談甚歡，乃相約再俟機擇期續會。 

 

 

(左起)黃老師夫婦；(右起)施榮舜董事、楊永年教授、江玉真所長 

  
(左起)陳冠宇校友、黃老師 (左)洪耿國行政書士、(右)黃老師夫婦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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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五十週年慶活動 
本校台北校友會於 10 月 20 日假台北大直典華旗艦店，舉辦成立五十週年慶

祝大會。本校高董事長偕同李校長、楊資深副校長、邱副校長以及本中心翟主任
等多位師長應邀專程北上出席盛會。本項慶祝大會由台北校友會張會長政文主持，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是台北校友會永久會員，又擔任該校友會所出版「逢甲人
月刊雜誌」副總編輯，以及日語研習班講師，爰受邀與會，共同祝賀。 

大會首先以「名人走星光大道」方式，歡迎高董事長所率本校師長一行依序

蒞臨會場，本中心翟主任亦在大家熱烈歡迎之列。隨後大會也安排台北校友會各

系友會代表，以及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偕所教導日本語文研習班之班長鄭宗陽校友、

副班長陳韋佐校友一齊同走「星光大道」入場，接受與會校友的歡呼表揚。黃老

師於經過貴賓席時，巧遇在座之翟主任，雙方相逢熱烈握手。該畫面經直播會場，

頓時成為本次活動盛會中之一段佳話。黃老師向極敬佩翟主任所推動促進台灣加

入國際社會福祉活動，而翟主任平素亦相當支持黃老師的台日各項交流行動，彼

此在各專業領域累積成效，對本校教學造就貢獻。 

 
(左起)陳韋佐副班長、鄭宗陽班長、黃老師、翟主任 

 
黃老師率台北校友會日文班鄭宗陽班長、陳韋佐副班長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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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左四)與本校統計學系與會師長合影 

 
黃煇慶老師(左一)與本校統計學系與會師長 

 
黃煇慶老師(後排左四)與EMBA第93高階校友合影 

 
黃老師率日文研習班班長、副班長進場 

 
翟主任(右一)與黃老師台北相見歡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