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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覽日期：108/10/21~108/10/25 

展覽名稱：動畫暨漫畫研習社中區聯合稿展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由中部大學各校動漫社一同合作的大盛宴，將中區九校動漫社的繪師作品於各

校巡迴展出，宣傳動漫愛好者的熱誠，讓有興趣的人能夠一同參與這次活動。 

(九校分別為:逢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亞洲大

學、勤益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台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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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1 日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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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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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五) 

13:10-17:00 

mi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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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沙龍 

mc0062 0.2 學分 94 讀書法，加快閱讀能力，讀懂書本內容(張志昇) 人 B1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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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介英) 

創客演講

區+手作區 

11/08(五) 

13:10-17:00 

mi0021 
0.2 學分網紅經濟系列~Camtasia 影片編制(王淑麗、施足櫻)  

*1.須攜帶電腦、2.需有修過 10/18、10/25、11/41 網紅經濟系列課程 
人 203 

mt0088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 C-霹靂燈、氣象預報(陳

金風) 
資電 B15 

11/09(六) 

9:00-16:00 
mt0101 

0.3 學分友善農資材工作坊(趙子維/廖光輝/張家銘) 

*8:00 學校東門出發。 

東勢 

振東柑園 

11/11(一) 

13:10-16:00 
mt0105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三)(周振權) 

※需 10/28 及 11/11 日兩日 6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 0.3 學分 
人 706 

11/11(一) 

13:10-17:00 

mt0108 0.2 學分文創就要動手作~生活小物的設計(1)馬卡龍零錢包(余惠娟) 人 B117A 

mt0084 0.2 學分生活時尚-特殊造型妝(林幸宜) 人 204 

11/15(五)   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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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旅行社洪珮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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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旅行社洪珮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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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s://goo.gl/KCH8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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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上旬微學分課程回顧 

  

  
「多益 600加強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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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彩妝基礎打底與修飾」、「日韓妝」及「職場彩妝-面試妝」課程。 

  

  
「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玩創客 B-霹靂燈、蜂鳴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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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溝通力」系列課程。 

  

  
「中醫學與生活-養生保健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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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實撰力」課程。 

  

  
「職涯系列-說明會暨共通職能測驗解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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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作(2)~ 機器人設計與繪圖」課程。 

  

  
「手機攝影_實拍實戰構圖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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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指尖上的粉彩」課程。 

  

  
「網紅經濟系列~鋼琴彈唱/伴奏系統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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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ERP企業資源整合系統，讓您擁有就業的門票」課程。 

  

  
「企劃與簡報技巧演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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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系列-就是 i設計：Illustrator入門」課程。 

  

  
「活動執行能力工作坊」影像製作能力及企劃撰寫與溝通技巧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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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磨一劍 綠金未來 Brown Is the New Green 

 

 

【逢甲大學 x 國家地理頻道】 
逢甲大學綠能研發登上國家地理頻道變魔術 

科技部支持、耗時三年完成的《綠金未來 Brown Is the New Green》，將在「國

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y Channel)播出，時間如下： 

10 月 18 日(五) 21:00 

10 月 19 日(六) 09:00 

10 月 25 日(五) 17:00 

2005 年起，全球學界公認逢甲團隊在產氫速率全球第一、兩階段產氫烷氣發電

能源利用率高於世界水準 25%以上。但是獨步全球的技術卻苦無具體實踐的機

會，沒有人相信台灣、逢甲的技術能夠商業運轉，寧可花大錢也不願嚐試。 

  台灣養豬事業的廢水處理相當困難，豬場基本上要超過 5000 頭才能符合經

濟效益，在八千多個養殖場中只有 126 個超 5000 頭，絕大部份養豬場的廢水處

理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法有效解決。 

  將逢甲綠能的技術具體應用，不但可以解決廢水排放達到標準，更能將「黃

金」轉換成能源，一來一回，一千多頭豬的規模就能達到經濟規模，可以解決台

灣大部份廢棄物的問題。 

  經歷 20 年努力，終於在 2019 年與廠商合作完成全球第一座養豬場生質能

發電廠，讓「黃金」有效轉換成「綠金」，完成具有經濟價值且能同時解決科學、

能源、污染、工程整合的方案。應用於印尼美娜多市更可以提供氣候難民解決欠

缺電力的問題。 

將實驗室理論與數據成功地轉換成實踐成果，雖是一小步、卻真的是一大步。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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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t Prize SDGs and 2020 Challenge 

逢甲大學霍特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2020 挑戰 

WE WANT YOU TO CREATE GLOBAL IMPACT. 
NOW IS THE TIME FOR YOUTH TO TAKE A STEP INTO CHANGING THE 
WORLD. 
我們希望你創造嶄新的全球影響力 

而現在正是年輕世代邁出步伐去改變世界的時候 

 
The Hult Prize brings together the brightest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globe to focus on solving one of the world’s key social 
challenges and awards US$1,000,000🤑🤑🤑 in start-up capital to winner. 
霍特獎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最聰明的大學生，專注於解決全球主要的社會議

題之一，並且獲勝者可以得到 100 萬美元的啟動資金。 

 
[2019-2020 Challenge]  
BUILD STARTUPS THA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OUR PLANET 
WITH EVERY DOLLAR EARNED 
[2019-2020 挑戰] 

建立一個初創公司該公司所賺到的每一分錢都會對這個世界帶來正面的影響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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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 Academy × 逢甲大學  一年一度的逢甲創業家週末來了  

今年度與 Taiwan Startup Stadium 台灣新創競技場共同合辦，設計出最棒最好玩

的創業活動。報名從速。（三天兩晚體驗創業活動） 

11/29(五) 17:00-22:00;  

11/30(六) 09:00-22:00 ; 

12/01(日) 09:00-22:00. 

*逢甲大學在校師生 免費；校外學生酌收工本費 500 元(人數 50 人) 

*不管有無想法都可以來參加!!!! 

*歡迎有天馬行空想法的師生，帶著 IDEAS 來 

*歡迎有實驗室技術的師生，帶著技術來 

*歡迎有參與過創業或商業競賽，帶著題目來 

 
活動問卷：https://forms.gle/KHsNbjhFChrD2Y5c8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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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不一樣的賽德克巴萊 清流賽德克日即將開跑 
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薛珍華執行長和楊成瀚博士後研究員於 2019 年 10

月 5 日前往南投仁愛鄉清流部落，與清流部落樸溯永續發展協會瑪姮．巴丸理

事長和臺灣社造聯盟尤帕斯．比浩理事洽談即將於 2019 年 12 月 4 日（三）於

逢甲大學舉辦之「清流部落賽德克日」和 12 月 12 日至 13 日於逢甲大學人言大

樓和人社館 B1 應諾創客開設之「清流 X 逢甲微學分課程」事宜。席間瑪姮理事

長和尤帕斯理事皆當場允諾賽德克日和微學分之開設，四人相談甚歡。 

12 月 4 日即將於逢甲大學登場的「清流部落賽德克日」目前暫定內容包括：

（壹）賽德克傳統舞蹈表演；（貳）《賽德克巴萊》電影放映會；（參）清流賽

德克部落美食義賣會；（肆）清流賽德克部落傳統服飾展示；（伍）清流賽德克

部落圖騰幸運手織帶工坊；（陸）清流賽德克部落傳統苧麻織布影像展六部分。 

瑪姮理事長即將於 12 月 12 日（四）下午 1:00-5:00 於逢甲大學人社館 B1

應諾創客開設的課程為「部落動起來：實戰清流部落創生」。本課程旨在透過南

投仁愛鄉清流部落創生的案例分享，帶領同學了解部落經營的理論、實務和甘苦，

ㄧ窺部落創生和賽德克族傳統工藝文化的堂奧。目前預定的授課內容包括：（壹）

清流部落創生案例分享；（貳）賽德克族傳統服飾和紋面體驗；（參）清流部落幸

運手織帶製作三部分。 

尤帕斯理事即將於 12 月 13 日（五）於下午 1:00-5:00 於逢甲大學人言大樓

B116A 教室開設的微學分課程為「霧社和川中島的故事：清流部落歷史資源巡

禮」。本課程旨在透過賽德克族、霧社事件的歷史文化介紹，和電影《賽德克巴

萊》的拍攝過程分享，帶領同學了解「川中島」清流部落及其各項資源（如：餘

生紀念館）的演變、發展和運作實務，及其背後血淚交織的動人故事。目前預定

的課程內容包括：（壹）「賽德克族的字典裡沒有恨」：霧社事件的歷史、資源與

武道文化；（貳）和平暨反戰教育；（參）「如何講自己的故事？」部落創生實務

教學三部分。活動和課程內容精彩可期，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和同仁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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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部落的瑪姮理事長（左）和尤帕斯理事（右）正介紹賽德克族的傳統織物 

 

社會創新學院的楊成瀚博士後研究員正與瑪姮理事長和尤帕斯理事洽談賽德

克日和微學分課程的開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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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高音詹美慧美聲再現捷克布拉格 
國際女聲樂家 Miranda Jan(詹美慧小姐) 

現任: 逢甲大學駐校音樂家 

-義大利 "Puccini"交響樂團女高音聲樂家 

-義大利 Estate Regina di Montecatini 國際音樂節聲樂家 

-俄國“Talents of World”音樂經濟組織女高音聲樂家 

-俄國“普羅高飛夫”交響樂團女高音演唱家 

-中國 “China Art Music Agency” 女高音演唱家 

2019 年 10 月 5 日在捷克布拉格 Cathedral of St.Clement at the Clementinum 與波

西米亞交響樂團、波西米亞合唱團首演“莫札特的安魂曲”，擔任首席女高音—

指揮家: Martin Šanda，Miranda Jan 溫暖的美聲觸動在場捷克觀眾的心弦。 

 

本校駐校音樂家詹美慧擔任首席女高音的音樂會海報“莫札特的安魂曲” 

 

Bohemiam Symphony Orchestra Prague(BSOP) 

2019.10.05-7.30P.M. 2019 年 10 月 5 日周六下午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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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ozart – Requiem 莫札特安魂曲 

Bohemian Symphony Orchestra Prague (BSOP) 布拉格波希米亞交響樂團 

Bohemian Choir Prague 布拉格波希米亞合唱團 

Conductor: Martin Šanda 指揮家： Martin Šanda 

Soprano: Miranda Jan 女高音：Miranda Jan 

Alt: Šárka Hrbáčková 女低音：Šárka Hrbáčková 

Tenor: Massimo Cagnin 男高音：Massimo Cagnin 

Bass: Nico Mamone 男低音：Nico Mamone 

 

演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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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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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演出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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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身著紫色禮服手拿捧花為本校駐校音樂家詹美慧女士當天演出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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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捷克代表處新聞稿 
108 年 10 月 11 日 

標題：台灣女高音詹美慧在捷克代表處國慶酒會獻唱，廣受好評 

駐捷克代表處 10 月 9 日(週三)在布拉格著名地標「佐芬宮」(Zofin Palace)舉

行慶祝中華民國 108 年國慶酒會，特別情商長期旅居義大利的台灣女高音詹美

慧(Miranda Jan)獻唱，獲得在場數百名賓客一致好評。本年國慶酒會首先由詹美

慧領唱中華民國國歌展開序幕，伴奏的是遭中國片面取消赴陸演出的「布拉格四

重奏」(Prazak Quartet)。 

在酒會進行中，詹美慧聲樂家也在「布拉格四重奏」的伴奏下，演唱包括兩

首莫扎特的二重唱，分別是選自費加洛婚禮的「信的二重唱」(sull'aria, che soave 

zeffiretto)及「女士，讓我服務妳」(via resti servita)，以及義大利情歌「被母親禁

唱的情歌」(musica proibita)、「不要遺忘我」(non ti scordar di me)及「我的太陽」

（O sole mio）等世界名曲，贏得全場喝采。詹美慧年輕時即赴義大利學習音樂，

長期旅居歐洲，目前也擔任逢甲大學駐校音樂家，此次係應邀前來布拉格演唱。

她表示，很榮幸在捷克代表處 108 年國慶酒會中演唱，只要是「為台灣而唱」她

隨時樂意參與。  

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曾偉明 組長 

 

本校駐校音樂家詹美慧進行演唱中 

(10/9日攝於布拉格佐芬宮Zofin Palace)(左起第三位身著粉色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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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音樂家詹美慧女士(左一)和駐捷克大使夫婦的合照 

 

駐校音樂家詹美慧女士(右2)接受捷克貴賓的熱情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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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酒會宴客情形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54 期)2019/11/1  27 

 

 

赴上海同濟大學、杉達學院介紹逢甲通識教育改革  

 

 本中心主任翟本瑞應同濟大學本科生院張宇鐘院長邀約，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至同濟演講，介紹逢甲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會中有新生院包括董琇、于

鵬、單燁、王冬冬等各副院長及相關主管，會議中交流許多逢甲大學通識改革創

新作法，並有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通識教育負責主管與會，大家對逢甲通識

教育改革都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開始同濟大學特別成立新生院， 下分同心學堂、同德學堂、同舟學堂、

同和學堂、濟人學堂、濟世學堂、濟勤學堂、濟美學堂等八個書院，將所有大一

新生從系中脫離，以大類培養，落實 “1+3”為主的大一不分系人才培養模式。逢

甲經驗，正好提供同濟進一步參加。 

 

 
同濟本科生院介紹逢甲通識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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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同時應上海杉達學院國際交流處李麗處長邀約，於 10 月 25 日至杉達

浦東校區介紹逢甲通識教育改革，參與人員均為推動通識教育的教師約 30 人

參加，另外亦透過網路聯線，與杉達的嘉善校區視訊連線，亦有大約 30 名教

師參與。達到有效交流目的。 

  
介紹逢甲通識教育改革 與杉達學院衣苗副處長交流 

 

同濟交流之際亦與創新創業學院有所交流，同時參訪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陰佳教授在通識開授的藝術類課程，印象深刻，頗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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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共同必修 0 學分轉型為社會參與課程 

大二至大四轉銜說明及方案 

 
一、 目前各階段未完成的人數如下表： 

年級 大二 大三 大

四 

延修

生 未完成講

座 

137 11 19 1 

未完成服

務 

1705 835 370 0 

未完成心

得 

2400 1534 925 9 

二、 轉銜方案： 

（一） 大二以上轉銜的相關方案： 

1. 大二以上服務學習必修零學分尚未完成之同學，從優方案執行。 

2. 方案為撰寫 500 字服務心得，再附上一張服務照片，經過承辦單位

審核即為通過。 

（二） 轉銜方案通告之文字，建議加上以下文字「因學校提供多方不同

社會參與與志工服務之學 習方式與管道，包含 d.school、s.school..等，

故改變鼓勵學生仍能融合社會參與課程之實 踐，獲得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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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上【智慧綠台灣】專題課程講座 

張芸翠老師分享「循環經濟與智慧城市」 

 

【講座訊息】 

主題：循環經濟與智慧城市 

時間：2019/09/24(二)10：00 - 12：00 

地點：逢甲大學人言2樓 202 

從張芸翠老師演講的內容所述，以往的整個產業鏈是由原料開採一路到廢

物廢棄，這圖中有許多的副產物遭到丟棄，而老師所講的循環經濟對於整個產業

鏈來說可以減少製造時所產生的垃圾量，進而不會有過多的垃圾產生，也能夠從

製造過程中所產出的副產物來製作其他的產品，達到減少原物料的開採以及廢

棄物的產出，這個對於整體的環境來說有很重大的突破，像老師講得一個稻殼的

例子，以前只知道類似資源有效利用的一些方法，但是沒有想過其實還有這麼多

不知道的使用方法，這堂課老師的分享，對同學們的原有認知中開啟了不一樣的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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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上【智慧綠台灣】專題課程講座 

台科大江維華副校長分享「綠建築與綠色生活」 

 
【講座訊息】 

主題：綠建築與綠色生活 

時間：2019/10/15(二)10：00 - 12：00 

地點：逢甲大學人言十樓 通識沙龍 

 

這場演講感謝台科大江維華副校長蒞臨本校分享「綠建築與綠色生活」，讓

我們認知到了，家喻戶曉的節能減碳，事實上是沒有完全做好的。近期提倡的電

動車 Gogoro，搭配綠能政策減免補助，讓電動車在馬路上隨處可見，我以為真

的能做到節能減碳，今天才發現，只是減少了汽油排放的廢氣，事實上仍能增加

了電的使用。這讓我也想到了一個例子，麥當勞為了提倡環保，不再使用塑膠吸

管，但是杯蓋仍然是使用塑膠製成的，那也是只做了一半的環保。 

綠世界、節能減碳從我們生活中隨處可見至全球性，想要做好地球永續同時

也要滿足經濟、文化、物質、精神，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雖然非常不容易，但是一步一步往前走，還是能看見成果的，例如全球綠建

築：建材生產運輸與營造之減碳、已開發生態破壞補償、建築物延壽、循環經濟

-老屋更新與舊建材再利用⋯⋯等，都是現在的發展趨勢，演講裡我最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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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人為干預停止後生態系會找到新的平衡」，相信只要我們努力去找到平

衡的方法，就能做好地球永續，帶來綠世界。 

  

  
整場活動透過對答方式，不拘泥一般的課堂演講方式，讓課程同學更有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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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造型講解』工作坊 

通識教育中心學生自組專題課程“歌舞劇實務”，同學為了學習演出時所

需的舞台造型，特別邀請 2019 大韓民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博覽會暨技術研討會

-假髮創意設計社會組亞軍陳婕妤老師為大家授課。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舉辦『舞

台造型講解』工作坊。課堂上陳老師為大家帶來了基本舞台妝分解教學，如何使

用妝容造型傳達角色鮮明的特色。如何使妝容搭配舞台服裝及角色設定之年紀，

並實際教導能運用在這次舞台劇中的每個角色差異。最後進行練習讓每位同學

找到問題點並改善。 

課堂講解中時，陳老師為避免台下學員們覺得無趣，特別運用了有趣及俏皮

的方式進行分享，她除了分享自己如何成為造型師的經歷、過程中也不忘一一展

現自己歷來的作品，同時向學員們說明何種場合需要什麼樣的造型，還不時開玩

笑的提醒學員們“千萬別帶錯了妝髮到不合適的場合去，她不會對這行為負

責”。 

在基本的概念講解後，接著就是實作講解。陳老師邀請了一位在場學員上台

來擔任其上妝麻豆，此安排主要為了加深學員們對一般日常妝及舞台妝的辨識，

同時避免學員們未來在舞台上帶錯妝髮，導致在各種舞台燈的照耀下演員顯得

面色慘白，五官失去了該有的立體度。在分享結束後，部分學員還不斷詢問陳老

師有關上妝之手法及化妝品的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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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社會新鮮人職場彩妝』 

通識專題「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課程，課程培養學生建立自身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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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課程對於業界實際狀況的認識，因此授課老師

於 10 月 23 日(三)在人 204 邀請專業彩妝老師-中華民國第二屆華容盃彩妝大賞

評審長、漂亮彩妝楊淑芬老師，位同學講授兩場(一場中文、一場英文)「社會新

鮮人職場彩妝」專題演講。 

演講中楊老師從基礎的保養開始講起，並講解現在時下最新時尚流行的彩

妝樣式，但同時說明在不同場合中該如何搭配合適的妝容才能建立專業的形象。

並且邀請同學當作彩妝模特兒實際示範，運用不同的色彩學搭配講授新鮮人的

化妝技巧與注意事項，以及依據每位同學不同的特色去搭配與展現最美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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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校外教學 

一般同學可能對於什麼是生態農場？與我們所吃的蔬菜水果是如何栽種？

並不是太了解，因此透過與位於台中市東勢區的兩個採行環境友善耕種法農場

的合作，進行現場實地教學，使學生認識了友善耕種的實際做法，以及彩行此一

農法進行耕種的不易，特別是在需要先種好幾年才能開始採收的水果上，其所面

臨的困難非常的巨大。 

 此次校外教學，授課老師陳介英老師帶著課程同學一行人早上先到距東勢

林場不遠的幸福橘園。它採行自然農法種植柑橘已近十年，每年的產量大約只有

慣行濃法（即有噴灑農藥、除草劑與使用化學肥料的種植方法）的十分之一。再

加上因為它除草除蟲都需要人力，因此勞力的負擔相當沈重。就農場主人而言，

選擇友善種植柑橘，主要是出於對土地與健康的關照，希望能透過此農法，為後

代子孫提供可以永續耕種的生態環境。 

下午到位於東勢往大雪山必經的東坑路，才出東勢市區不遠的蜻蜓谷生態

農場參觀，此一生態農場最令人驚豔的是：此農場除了不用化肥、不噴農藥與除

草劑之外，其農場主人生活與遊客參訪等所產出的廢水，也都會經由農場主所精

心創造的五個生態淨化池加以處理，使其排出的水不會對環境造成任何的負擔。

其主人所擅長的草木共生種植方式，也使我們大開眼界，發現友善種植，其實也

有不是那麼辛苦的栽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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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課程『一起去吧!跨境合作』成果分享 

『因為兩個女孩的一個念頭，讓不同領域的十四個人成為一個團隊，一起成

就一趟難忘菲律賓旅行，現在我們帶著滿滿的故事回來了，那些在菲律賓教課、

學英文、旅行、餐桌交換的日子還有各種酸甜苦辣，正在悄悄發芽。』 

「一起去吧!跨境合作」是一門由兩位去菲律賓擔任過志工的 2 位同學，決

定再次前往挑戰並規畫安排的自主課程。課程為了能夠招募更多可以一同參與

學習的夥伴同學們，於 108 年 04 月 18 日中午開了一場前導說明會，希望來聽

說明會的同學可以更瞭解到這門課程以及相關活動及教學。最後有 14 位同學一

起前往菲律賓完成這項挑戰任務。 

課程分為前導訓練、實地執行及活動後發表等三個階段。參加課程的同學們

在前導訓練中需學習生活及實用英文、團隊表演(扇子舞)、菲律賓文化、活動及

教案設計。接著帶著準備好的教材前往菲律賓的 Gain Christian Academy 學校，

這所學校是一所距離首都馬尼拉約有一個半小時車程，學生從幼兒園到高中生

都有的綜合型小學校。課程的同學們在教案設計中包含了音樂(台語歌教唱、製

作簡易樂器、介紹台灣原住民歌曲及知名中文歌的由來)、美術(透過一場小短劇

來介紹燈籠的歷史，接著帶學員一起彩繪燈籠)、台灣文化(介紹台灣名產，現場

製作珍珠奶茶，以及端午節的由來與製作香包)、科學(果凍蠟與雞蛋降落傘)，教

學中課程同學與當地孩子們教學相長，設計的很多教學活動都是需要團體合作

來完成的，同學們表示在看著當地學員們卯足全力的學習並產生興趣，是製作教

案最棒的收穫。之後同學們還設計了餐桌交換準備台灣特色小吃和菲律賓的朋

友所準備的美食相互分享，藉由互動了解彼此文化。 

經由這次課程及菲律賓實作提升同學們英文能力、活動安排設計、了解不同

文化、學習教案設計、學習溝通技巧與團隊合作以及到菲律賓實際執行時將所學

在實地場域運用，並且在回國後將所經驗於 108 年 10 月 21 日中午通識沙龍場

次做了一場發表會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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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國小-樂高機器人體驗營 

讓孩子設計自己的機器人! 

 

孩子學習到東西後開心的笑容是我們最珍貴的禮物 

【活動訊息】 

主題：樂高機器人體驗營 

時間：2019/10/20(日)19:00~16:00 

地點：豐原南陽國小 

 

 

課程宗旨： 

 

近幾年來，資訊網路大成長，已經進入所謂「人人都要會寫程式」的年代。

而我們希望讓孩童學習程式不再只是有錢人孩子的專利，所以我們決定與台中市

的南陽國小配合，在孩子的假日時間推出樂高機器人體驗營的活動，藉由一天的

活動一邊玩遊戲一邊學習的過程，讓孩子培養出邏輯思考的能力同時讓孩子不再

覺得寫程式是件可怕的事，也讓之前沒有接觸過程式的孩子能因此進入到程式的

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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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國小樂高機器人體驗營服務心得 

 

  

  

 
主講師:電機大三蔡秉修 

 

千里迢迢從逢甲大學騎車到豐原區的南陽國小，就為了辦一次樂高體驗營。

這是我們第一次舉辦樂高機器人的體驗營，雖然營隊只有一天，但是我們整整準

備了一個星期啊。 

因為之前經歷的關係，我這次擔任樂高機器人的講師，從組裝到機構講解一

手包辦，當然要感謝冠彰以及孟軒的支持，如果沒有他們，這次的營隊根本不可

能完成 

。 

早上的組裝是我教一個步驟，小朋友做一個步驟。因為沒拿麥克風，到了中

午都快沒聲音了。而中午小朋友都不想睡覺，所以孟軒冠彰臨時把之前做好的

APP拿出來給他們玩，並稍微講解程式，很棒的臨場反應。整天下來，小朋友給

我們的回饋都是正向的，還問有沒有下一梯營隊，超感動的。 

最後感謝南陽國小的主任讓我們有機會到國小推廣APP程式教育，也謝謝幫

助過我們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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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電機大二楊孟軒 

 

南陽國小的樂高機器人是我從暑假開始計劃與洽談的，在我的學習過程中我

非常早就開始 

接觸到程式了，但並不是每個孩子家中都有那麼多的資源可以讓他們在國中

小就接觸到程式， 而現在的學習資源越來越豐富，孩子自己學習程式不再那麼

困難，但是要讓孩子開始踏進去程式的世界卻是最難的。 

因此我們這次以推廣的方式來讓小朋友開始接觸到程式，用簡單的機器人課

程一邊玩耍一邊學習，讓孩子了解程式的運作原理與邏輯，開始對程式有興趣開

始進入程式的世界，也希望之後如果有機會希望可以舉辨為期三天以上的活動，

讓我們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可以與孩子們交流，同時也可以讓孩子們自己發想一個

企劃，打造屬於自己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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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資工大二施冠彰 

或許，對於其他人來說。這只是一般的大學生，去到國小教才藝班的工作。

但對我而言， 打從一開始就不單單只是份工作，真正的用意一直都在讓小孩能

夠透過這些有趣的科技教育課程，從中找到熱誠與興趣，並進一步的增進邏輯思

維的能力，或得比一般小孩更不一樣的技 能。 

 

帶體驗營的感覺跟在一般學校教課是完全不一樣到感受，在體驗營，能深切

的感受到小朋友是真心對樂高機器人有興趣，才拜託爸爸、媽媽幫自己報名，進

而上了這堂課。與有熱誠的學生互動可以發現，即使你不多做任何被動的指導指

教，他們也會自動湊過來問你「這個要怎麼組裝？」、「夾子要怎麼設計比較好」，

並且不必多督促，他們能自主深入了解機器人的架構，並嘗試修改架構，讓自己

的機器人有機會跑的比老師的機器人還快。並且任何的活動都保持著高度熱誠，

以及想盡辦法贏得競賽的勝利。我覺得，看到他們透過有興趣的課程，進而激發

他們對學習的熱誠與主動。不僅我個人獲得了教育上的成就感，小孩也獲得了知

識上、技能上的提升，雙方都有獲得。 

或許有人反對讓小孩這麼早接觸程式設計，甚至是接觸資訊產品。我卻認為，

在這個時代 

，資訊技能、邏輯思維在某方面來說也是所謂的「基本教育」，如同國民教育，

培養小孩擁有獨立思考、基本知識，我認為科技教育也是如此，培養小孩懂的如

何操作科技產品、甚至到如何去指揮，命令機器人，來幫自己完成工作。這也將

會是未來更加資訊化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得面臨的挑戰。因此，及早準備，及

早獲勝，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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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英文閱讀 閱讀越有趣 
外語教學中心自 106 學年度起開始推動英語廣泛閱讀，除了同學漸漸閱讀

出興趣，也使得大一英文課程更加豐富。同學在修習過程中，更搭配英文讀本海

報比賽和英文閱讀字數比賽，讓英文學習真正可以學和用。以下為中心專任助理

教授廖珮珈老師提供以英文訓練學生閱讀的課堂觀察。 

從閱讀開始的英文訓練 

閱讀是件有趣的事，不過聽到閱讀英文書籍，常讓同學聽而生畏，甚至打退

堂鼓。學校自 2017 年起在「大一英文」課堂推動英語讀本的活動。藉由合適的

選書，降低同學對於英文讀本的徬徨，從中獲得樂趣與成就感，進而養成習慣，

英文能力也能順其自然的提升。 

廖珮珈老師在課堂中，希望不只是閱讀，同學的英文溝通能力也在這堂課得

到發揮。外語教學中心每學期皆會配合廣泛英語閱讀舉辦競賽，107 學年第 2 學

期外語教學中心舉辦「英文讀本海報簡報競賽」，該活動融合英文閱讀與英文口

語表達，活動進行的每一步，無論是小組討論亦或是分組發表，廖老師也鼓勵同

學能以英文交談；因同儕間的溝通較沒有壓力，所以同學們會發現可以了解別人

的想法，並試著勇敢說出自己的回應，在雙向對話之間會形成好的循環，同學們

對於開口說英文就不會有壓力。 

動眼動口更要動手的團隊合作 

閱讀不只是個人的，更是團隊的活動。「我們要選『羅密歐與茱麗葉』還是

『格列佛遊記』?」如何取得共識是個有趣的協調過程。侃侃而談讀後心得，從

他人身上取得共鳴，或是在別組的報告得到啟發，都是難得的分享經驗。 

閱讀帶給學生的心情或衝擊無法以言語表達，就讓五彩繽紛的「海報簡介」

為你發聲吧！課堂上小組實作時心得聊得不亦樂乎，齊力繪製海報來為故事畫

龍點睛，讓透過閱讀得到的想法藉由海報跟大家分享，這不只是獨樂樂，更是眾

樂樂。 

就讓<信心>來推你一把 

能力需要養成，信心何嘗不是！多年的英文教育讓許多同學有不錯的英文能

力，但是並沒有應用的機會跟場合。在課堂裡，從發現可以與同學用英文溝通，

然後慢慢聽懂臺上別組的故事，加上老師從旁的鼓勵，自然而然地增加使用英文

的信心與勇氣。廖珮珈老師就鼓勵課堂上的同學參加全校的<英文讀本海報簡報

>比賽，同學也獲得了不錯的成績。 

獲得名次的同學開心的表示：「因為這一堂課，讓我的口語能力和團隊合作

能力增強，我也因此接觸到競賽的相關訊息，當下內心很想參加，卻又害怕在這

麼多老師以及同學面前會出差錯，但在老師的多次鼓勵下，我們決定參賽。因為

老師告訴我們，在課堂上我們都可以成功了，相信我們比賽一定可以創佳績。」 

藉由每學期的英語讀本活動，同學體會到英語閱讀的魅力，這樂趣經由與同

儕的討論與分享，可以獲得更多不同的想法；外語教學中心 108-1 辦理「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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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 Contest」，希望同學可以透過閱讀讀本繪製自己的一片藍天。 

  
圖一: 同學在課堂上與同儕分享 圖二: 同學對自己製作的讀本海報簡介 

  
圖三: 比賽當天同學對評審老師做讀本簡介 圖四: 得獎學生與老師合影 

  

大一英文課程競賽已經第六周啦👉

截至目前為止 

全體大一英文班級的閱讀字量達到

74,060,426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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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本學期(108-1)配合大一英文課程辦理「The Top Reader 

Contest」，想了解更多競賽資訊請掃上方QR code進入外語教學中心

網站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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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orner A to Z 打造英語學習環境 

108-1 外語教學中心語言學習角 
108 學年第一學期外語教學中心辦理英語語言學習角(下述簡稱英語角)，

目的在營造說英文、用英文的環境，讓逢甲的學生利用課餘空堂時間進行語言

溝通的練習，校園的角落裡傳出學生與老師間用英語話家常，打造課後輕鬆練

習英文的環境，開啟師生間互動式交流及對話，讓英文不再是無聊、單調的講

述，而是有趣、互動的溝通學習。 

 本學期英語角包含聽、說、讀、寫四種技能，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如果你聽

不懂別人講甚麼英文，如果你還在用枯燥乏味的 CD 題庫練習聽力,建議你快來

參加連綺薇老師的英文聽力活動，老師用大家最愛的英語流行歌來練習聽力，

並學習歌詞意義的精髓，快來成為聽力高手吧！ 

 鄭安倫老師的口說練習以輕鬆的英語會話與同學們聊聊連假行程，練習會

話技巧。保證參加完後，加上不斷的練習，一定能跟外國人對答如流。陳秋華

老師的口說主題是讓同學分享最受逢甲學生喜愛的網紅 YouTuber 以及影片內

容，同學們分享阿滴及滴妹的英語教學影片、美食主廚 Fred 的精湛廚藝、莫彩

曦 Hailey 拍攝的介紹美國好市多 Costco 的開箱影片、彩妝達人的美妝教學、以

及全台灣年紀最小的蔡桃貴分享超萌日常，在場同學都很享受說英文的討論過

程。 

 周振權老師的閱讀練習主打閱讀技巧大放送，老師以有趣的文章內容跟同

學一起切磋閱讀難題。而廖芳瑜老師的寫作活動，則是請參與同學帶一篇自己

寫的英文段落，字數大約 500字，到活動現場由老師指出每位同學的寫作優缺

點，以求精進寫作表現。同學們認為在輕鬆、自在的環境裡學習英文，能讓他

們拋開焦慮，也覺得獲益良多。  

 英語角的老師們在每次的活動中都會跟參與同學分享學習英語的小密技，

歡迎全校學生即日起至 12/27(期中考週暫停活動)，每週一、二、四、五中午 12:00-

13:00 至資電館一樓外語教學中心跟我們一起在英語角的情境中說說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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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聽力活動大家豎起耳朵用力聽。 圖二：口說活動用英文說說連假規劃。 

  
圖三：聊聊逢甲學生最愛的網紅。 圖四：閱讀密技大公開。 

 

 
圖五：認真的同學 hen 可以。 圖六：分享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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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108-1 英語學習角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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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印尼 BPK PENABUR 參訪 PMP 班會課 
2019 年 10 月 17 日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的班會課，來了一群很熟

悉的夥伴朋友，那就是從印尼來的「BPK PENABUR」高中參訪團，由 2 位老師

帶領 18 位學生至本校參訪國際生的學習環境與華語教學。 

活動首先由 PMP 的兩位導師王惠鈴老師及王柏婷老師介紹 PMP 的課程規

劃、學習內容以及浸潤式華語教學。接著，就是重頭戲玩遊戲學華語時間，由王

惠鈴老師帶領所有國際生一同進行「華語猜數字遊戲」，惠鈴老師先教導大家說

「多一點、少一點」的華語，然後就讓同學輪流上台當主持人，然後底下的外籍

生來猜介於 0-500 的數字，活動一開始就非常熱絡，無論是 PMP3 的外籍生或者

是印尼 BPK 參訪團的高中生，都非常踴躍的舉手回答，試圖猜出正確數字，整

個活動進行的過程非常愉快！同學們都在歡樂的氛圍中，學習到華語文。最後，

現場 PMP3 的印尼學生也與參訪的高中生分享，在台灣求學的心得，以及在本

校就學的優勢。藉由本次的活動交流，除了讓 PMP3 的同學們能夠實際分享自

身求學經驗，也能藉此增加外籍生的來台就學信心，相信在不久的將來，BPK 的

同學們也會成為 PMP 的一份子。 

  
圖說：印尼 BPK 高中生與 PMP 國際生一起玩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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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Freshman Project 國際生發表創新產品 
逢甲大學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開設跨領域專題實作課程，讓國際

生在大一時能透過各領域的實作探索與學習，找到自我專業適性與興趣，本學期

共規劃了三大領域，包含：商管領域、土木工程領域及資訊電機領域，而第一個

專題為商管領域，由行銷學系丁美靜副教授所指導，教師引導學生透過日常生活

用品中去觀察並和想像創造出新的產品，已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進行產品設計

成果報告。 

本課程共分成 6 組，經過一個月多的規畫、探索與發想，不停地觀察與發揮

想像以及市場比較，完整呈現產品理念以及手工製作的產品模型。第一組產品

「Spider Blander」(如圖 5)是由泰國生和印尼生們的傑作，水壺的外型具備果汁

機的功能，也能作為行動充電器，非常有科技感的產品；第二組產品為「Water 

Bottle」(如圖 1)，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水壺，然而國際生針對會隨身攜帶水瓶的消

費者，擁有更加便利的飲水用品，採用矽膠材質且可伸縮，不用擔心裝碳酸飲料

會造成腐蝕。第三組為「Popcorn Case」(如圖 2)由印尼女學生們共同發想的創意，

考量現在女生上班族都會化妝，在補妝的時候包包總是裝滿著一堆化妝用品，於

是想到就在手機殼上有一個簡易化妝包，讓顧客翻到手機背面就能快速地補妝！

而第四組為「EZ Caring Bottle」(如圖 3)，結合未來科技而生成，水壺能自動判

讀水量及水溫，並做補給提醒，瓶身最下方能放置藥物，十分方便；第五組產品

「Twinning Duo」(如圖 4)也是針對愛美的女性們，一支眼睫毛刷也能畫口紅還

有內建小鏡子，非常貼心且創意和功能十足的產品，也身受老師的喜愛；第六組

為「ON/OFF」(如圖 6)是由日本、韓國、越南、印尼的男同學們，設計擁有更多

功能的手機殼，如方便傳輸、充電等功能，還能夠直接懸掛在牆壁上，接上小鍵

盤就讓您感覺在用筆電一樣隨時就能夠辦工。 

丁美靜老師題到：「課堂時愈吵，就代表他們更積極在課堂上的討論。」也

讚嘆這群國際生：「他們可以每星期都完成階段性任務，並在短短數週的時間，

創造屬於他們的成果，實在是不簡單，我相當期待未來學生們的發展!」，而學生

們也分享這堂課程「實在很多事情需要討論，而且一個月的時間就要完成，太困

難了! 但是當產品出來時，只有開心能夠形容。」 

跨領域專題實作課程，透過觀察力和想像力，創造出更多樂趣，讓學生從中

發現也激發出對於未來的想像，並且落實「做中學」的指標，也讓他們對於之後

的專業領域更加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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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第二組「Water Bottle」產品 圖 2：第三組「Popcorn Case」產品 

  
圖 3：第四組「EZ Caring Bottle」產品 圖 4：第五組「Twinning Duo」產品 

  
圖 5：第一組 「Spider Blander」產品 圖 6：第六組「ON/OFF」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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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上課發想過程 圖 8：上課發想過程 

  
圖 9：教師引導國際生思考 圖 10：學生發想產品 

  

  
圖 11：各組小組發表與產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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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國文推行新教材，辦理教師教學座談會交流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連續五天於中午舉辦「國文

教師教學座談午餐會」，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邀請本校國語文教學中心教

師，一同分享與討論 108-1 大學國文教學的經驗與心得。這次的分享，分別由本

中心蘇哲儀老師（開箱文）、洪增宏老師（開箱文）、錢唯真老師（具象化描寫）、

陳耔伶老師（具象化描寫）、曾愛玲老師（辯論）、顏銘俊老師（議論）、陳柏全

老師（班級經營）、隋利儀老師（具象化描寫）、李靜玟老師（議論）、陳俐君老

師（辯論），共 10 位教師分成五天，分享他們在大學國文班級教學實務上的運作

方式，與會老師獲益良多。 

本次活動為配合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108-1 推行的新教材《大學國文好好用

(上)》而開設的教學座談會，由主任開場說明座談會的緣起、教材的架構並介紹

當日分享的老師。接著由老師們分享他們在新教材操作上的心得與經驗，並與參

加座談會的老師們互動討論、交換意見。經驗分享後，主講的老師們也都很熱心

地提供當日的教材，以及同意將座談會錄影分享給本校大學國文全體教師作為

參考。 

藉由本次連續五天的教學座談午餐會，讓老師們對於新教材的準備、班級經

營方面獲益良多，透過觀摩示範教師的教材、教法與經驗分享，一同增加本中心

教師在教學、教材的廣度，並將這些經驗用在教學現場，使學生們可以有更豐富

多元的學習方式。 

 
主任開場與講解教材結構 

 
主任介紹推展近期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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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哲儀老師經驗分享 

 
洪增宏老師經驗分享 

 
座談會現場 

 
座談會現場 

 
陳兆南老師提問 

 
陳耔伶老師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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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唯真老師經驗分享 

 
現場討論與互動 

 
顏銘俊老師經驗分享 

 
曾愛玲老師經驗分享 

 
陳柏全老師經驗分享 

 
隋利儀老師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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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玟老師經驗分享 

 
陳俐君老師經驗分享 

 
座談會現場 

 
座談會現場 

 
座談會現場 

 
座談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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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賀!!中正盃男籃勇奪冠軍 
一年一度的全國中正盃籃球賽在苗栗開打，共分成大學及高、國中、男女等

共 15 個組別，總計 203 隊報名參加，參賽人數達二千餘人。去年本校男子籃球

代表隊在中正盃冠亞軍賽中輸給了東海大學，最後拿到了亞軍的獎盃。歷經一年

備足戰力蓄勢待發，於 10 月 11 日複賽的第一場比賽戰勝過去的最強對手-東海

大學，此戰過後隊員更是充滿力量及信心，一路扶搖直上。 

10 月 13 日冠亞軍賽時對上僑光科大，去年大專盃曾經敗在其手上，賽前球

員們積極討論戰術，為的就是能保握每一次的得分機會，守下每一波對手的進攻，

不錯失任何分數。雙方上演精彩刺激的拉鋸戰，直到最後 9 秒戰成 41:41 平手，

在場邊的加油團都緊張到不行，最終由 8 號選手沈宇桓投進一球奠定勝基，讓

本校勇奪冠軍，成為復仇者聯盟，刷新紀錄! 

隊長劉奕岑說道：「這次的比賽原先不抱太大期待，不過到了比賽的時候學

長們很快就進入狀況，學弟們也適應比賽強度，這使我們的板凳深度加深，就這

樣每場都用盡全力拚到最後，才拿到這次的冠軍，當然這只是前哨戰，真正的挑

戰還在後頭，勝不驕敗不餒我們會繼續努力！」主力球員洪世育：「後幾場的表

現自己不夠滿意，希望趕快調整回來並在大專盃帶領隊友！」，投進致勝球的沈

宇桓:「自己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這個冠軍是大家一起辛苦得到的，大專盃才

是真正的戰場，期望帶領逢甲前進全國！」 

中正盃讓逢甲男籃的球員更能肯定自己，我們會繼續密集的訓練鍛鍊身心，

把狀況調到最好，迎接最終戰場大專盃全國賽，繼續為校爭光刷新紀錄!! 

 

  

籃球比賽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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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縣女性之翼會來訪 
由居住日本沖繩縣從事各種行業且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一群女性所組成之

「沖繩縣女性之翼會(沖縄県女性の翼の会)」，於 9 月 24 日籌組 15 人團訪台四
天。期間除拜會台北市相關婦女團體外，經領隊、琉球華僑總會前會長林國源之
引薦，於搭機返國前之 28 日上午，邀請曾奉外交部派駐琉球辦事處(現更名住那
霸辦事處)服務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台北市就「台琉交流關係」專題演講。
黃老師特邀請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執行編輯邱雅婷校友就近參與演講會，
並協助接待。黃老師從歷史上談及台灣、琉球兩地因地理、人文等因素，雙方往
來密切，互動頻繁。而近年來，出身琉球沖繩前來本校留學生亦每年增加，學習
效果亦均甚佳。如:今年初甫完成學業歸國之沖繩縣恩那村長千金長濱由莉佳同
學，迄仍經常保持聯繫，互通訊息。團長豬子立子(Inoko,Ritsuko)等訪賓聞之甚
感驚喜，連連讚譽。 

 

與會者合影之一(前排左三黃煇慶老師、左四團長豬子立子) 

 

黃煇慶老師演講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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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合影之二(左:團長豬子立子) 

 

與會者合影之三 

  
(中)逢甲人月刊執行編輯邱雅婷 黃煇慶老師演講情形之二 

 

黃煇慶老師演講情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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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品元實業人員往訪沖繩縣台北事務所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經同為本校統計系畢業之呂新發校友引薦，於 8 月 3

日在「台北市東豐扶輪社」例會，以「慣看今天的日本、笑談明日的台灣」為題
進行演講。因而認識多位在食品產業經營有成之朋友，並了解台日兩國長久以來
於經貿、文化、科技等密切交流之現況。其中創業於 2003 年並擁有製造波霸珍
珠粉、鬆餅粉 、米鬆餅粉 、奶泡粉、韓國麵包粉 、手搖飲料 等先進技術之「品
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敬熙董事長，鑒於珍珠奶茶等飲料最近在日本大賣，乃
興起赴日設廠或成立分店之構想。特再透經同為東豐扶輪社友之呂新發校友，向
本中心黃老師請益。經與黃老師洽商結果，初步選定地理比鄰台灣且人事、運輸
等成本相對低廉之琉球沖繩地區為設廠目標地。黃老師乃洽排於 10 月 4 日先往
訪日本沖繩縣政府、也同是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的台北事務所，探詢有關該地投
資環境、設廠的必要資訊以及相關優惠措施。因不巧該品元實業黃敬熙董事長，
恰當日出差德國拓展貿易行動中，乃派該公司曾仁佑總經理偕黎天賜資深協理
隨同本中心黃老師前往。受到對方仲本正尚所長、翁長良樹所長代理、江怡欣副
所長之熱情接待，並即進行座談。仲本所長首就日本政府在沖繩縣設置經濟特區
的地理位置，利用日本與亞洲或東協各國自由貿易協定所享受關稅優惠待遇以
及國際商務環境優勢等詳做說明；並表示可支援聯繫沖繩縣政府負責相關機構
提供更詳細之資訊；同時歡迎擇期實地考察沖繩經濟特區，以便該公司對前往沖
繩投資、建立據點有更深層了解，同時也感謝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的協助。 

 

(左起) 翁長良樹所長代理、黃老師、仲本正尚所長、曾仁佑總經理、黎天

賜資深協理、江怡欣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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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縣那霸日台親善協會蒞校參訪 

(10 月 9 日)邱副校長接見訪團一行熱烈交流 

日本沖繩縣「那霸日台親善協會」首度籌組雙十國慶祝賀團來訪，一行 50

餘人於 10 月 9 日抵台後即轉來台中，拜會台中市政府經濟產業局外，並參訪本
校。團長伊藝美智子女士現任該親善協會會長，因曾任當地校長及日本沖繩縣那
霸市副市長， 故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於派駐日本期間熟稔，乃有本次專程
來訪台中之行。該訪團行前我國駐那霸辦事處業透經外交部來函，本中心黃老師
爰會商國際處朱樹萱秘書，洽請本校邱副校長是日偕商學院簡副院長士超、招生
處王柏婷老師，以及本校部分日籍留學生與選修黃老師日文課程之學員出迎。導
覽校園並舉辦歡迎座談會。邱副校長及簡副院長均甚表歡迎貴賓一行蒞校參訪，
並引薦多位巧係同來自日本沖繩之留學生，親自報告留學心得或生活體驗，引發
訪團鄉親的熱烈共鳴，大有「他鄉遇故知」的喜悅。伊藝團長甚感謝本校邱副校
長所率師長及同學的熱情接待，順提及她也曾在教育界服務過，今日經黃老師協
助安排實地參訪後，更感覺欽佩本校國際教學成效的確一流。由於團員中有沖繩
縣前縣知事宮城宏光、琉球海運會長山城博美、沖繩醫師會長宮城信雄等政、經、
財、學、文化及藝術等各界重要人士，盼未來能在各方面更加強雙方國際交流，
深耕彼此友誼。座談會後訪賓一行轉赴全國大飯店，出席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主辦之歡迎晚宴。 

 

邱副校長致歡迎詞(攝於第六國際會議廳) 

  



逢甲通識通訊(第 54 期)2019/11/1  67 

 

 

 

(左起)琉球海運山城博美會長夫婦、伊藝美智子團長、邱副校長、黃煇慶老師 

 

合影(攝於圖書館前) 

 

黃老師導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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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日籍留學生分享求學心得及感想 

  
邱創乾副校長致歡迎詞 伊藝美智子團長致詞 

  
商學院簡士超副院長(右)致詞 本校日籍留學生(右)分享心得及感想 

  
本校日籍留學生分享心得及感想 本校日籍留學生(左)分享心得及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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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藝美智子團長(左)與邱創乾副校長(右) 合影(攝於第六國際會議廳) 

 

黃煇慶老師應邀在台中市政府晚宴致詞(攝於全國大飯店) 

 

(左起)工策會高總幹事、晚宴主人台中市經發局劉珍珍主任秘書、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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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中琉文經協會合辦「台灣・沖繩文化交流祭」 

伊藝會長所率「那霸日台親善協會」國慶致賀團一行繼於 11 日與中琉文化
經濟協會在台北合辦第一屆「台灣・沖繩文化交流祭」。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因係
擔任該中琉文經協會副理事長，故與駐那霸辦事處李明宗前處長同受邀出席。
「台灣・沖繩文化交流祭」活動共分為「小笠原流煎茶道」、「廣山流花道」及「鋼
琴與三線弦合奏唱琉球民謠」三個節目。各表演師範級貴賓，為求慎重，大都提
早數天抵台，或布置會場或熟悉動向或採購必要物品，均發揮追求精緻細膩的日
本傳統藝術精神。活動當日由中琉文經協會榮譽理事長蔡雪泥、趙文瑜理事長及
那霸日台親善協會伊藝美智子會長三位女士共同主持。由於所表演或展示之茶
道、花道，均重視表現自然、融合，致氣氛溫馨；而三線弦師演唱我民謠「高山
青」時，更將現場帶至熱烈高潮。 

 

與小笠原流煎茶道師範人員合影(攝於中琉文經協會) 

 

(左起) 李明宗前處長夫婦、廣山流沖繩支部座安直美支部長、黃煇慶老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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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沖繩縣台北事務所江怡欣副所長、黃老師、趙文瑜理事長、李明宗前處長 

 

琉球傳統舞蹈(攝於中琉文經協會) 

  
中琉文經協會蔡雪泥榮譽理事長(右) 監察院孫大川副院長(右) 

 

廣山流沖繩支部座安直美支部長及作品(攝於中琉文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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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家比嘉雅人 (左)三線弦師川村健一(右)合奏唱「阿里山姑娘(高山青)」 

 

品嚐「今歸仁酒造」之沖繩泡盛酒(攝於中琉文經協會) 

  
小笠原流煎茶道精美茶具 茶道裝飾(百合及柿子-百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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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姊妹校日本國立琉球大學熱烈交流 
(9/27)外語中心周主任出席台北校友會歡迎琉大師長晚宴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利用暑假尾聲時段往訪日本沖繩，並在當地新垣旬子
僑務委員之陪同下，拜會姊妹校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新任校長西田睦，受到熱情接
待。隨後並與校長辦公室主任喜納育江(學長補佐)、總合企劃戰略部新田早苗部
長等幹部及師長座談，據告該校將於 9 月 27 日，由喜納育江教授率團來台，召
集含本校在內之十餘所已締盟大學於翌(28)日借用台大會議室，舉辦「琉球大學
與台灣姊妹校連絡會」。本中心黃老師即答允屆時應邀與會，並帶領本校北校友
會日文研習班校長晚餐敘，藉示歡迎。並嗣經報奉本中心翟本瑞主任後，特派請
外語中心周惠那主任代表本校出席晚餐會，以期雙方會談洽商進一步之學術交
流。台北校友會謝前會長振裕經商洽後，決定假該會周純堂副會長在桃園市所經
營之豪華西餐廳「哥法諾牛排」宴請琉大師長一行。當日謝前會長偕同 10 餘名
日文研習班校友與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喜納育江、金城廣美等 7 名師長，浩浩蕩
蕩專車前往。席間巧遇琉球出身之新垣旬子僑務委員，恰在桃園市參加僑務委員
會舉辦之「世界台商會議」，也特撥空蒞臨出席，增添晚宴熱鬧氣氛。 

 

晚餐會合影 

  
(左起)喜納育江教授、周惠那主任 (左起) 周主任、黃煇慶老師、新垣僑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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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晚宴之一(左二、謝振裕前總會長) 

 

歡迎晚宴之二 

 

互贈禮品(前方立左起-喜納育江教授、周惠那主任) 

  
謝振裕前總會長致歡迎詞 台北校友會周副會長純堂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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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琉球大學假台大與各姊妹校進行交流 

日本國立琉球大學繼於 9 月 28 日借用集思台大會議廳，舉辦「琉球大學與
台灣姊妹校連絡會」，共有我國立的台灣海洋大學、澎湖科大、金門大學、東華
大學、雲林科大以及私立的本校、東海、東吳、開南、台北城市科大、中國文化、
文藻、靜宜等國私立十餘所大學人員參加。本校除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應邀與會
外，國際處朱樹萱秘書也奉派出席，並於會議期間以英語簡介本校，宣傳效果甚
佳。本中心黃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因曾負責對日學術交流業務，故與多所
大學與會人員認識。復又於會前晚餐敘聯誼，故與雙方均熟悉，席間多次被委請
引薦與琉大師長洽談，協助交流工作。更巧與在場之琉球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亞洲
文化學系，擔任亞洲文化中文學習課程的准教授金城廣美(金城ひろみ)女士同係
本校姊妹校之日本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校友，能在台灣相遇，直呼意外驚喜，相見
甚歡。於「連絡會」後，黃老師乃邀約琉球大學金城廣美准教授、醫學部大內元
准教授、綜合企劃戰略部國際合作推進課早野育子係長，以及沖繩縣台北事務所
江怡欣秘書、本校國際處朱秘書等人晚餐敘，繼續聯誼，共同就推動本校與琉球
大學間的交流洽商。 

 

與會者合影(攝於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本校國際處朱樹萱秘書英語簡介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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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黃老師、(右起) 金城廣美准教授、大內元准教授 

 

晚餐敘合影 

  
(左起)黃煇慶老師、金城廣美准教授 (左起) 喜納育江教授、朱樹萱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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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第一次隊課 
  本學期第一次隊課《器材大哉問》，在期初的一開始，電視台增設對於器

材的基礎教學，讓逢甲的學生，對於使用攝影機、相機以及腳架上，有更多的

知識累積，不僅是給隊上入隊的新生學習，也開放對外的報名機會，讓大家一

起透過隊課，快速累積基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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