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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o Lodoletti 的魔幻演奏世界 
通識中心本學期 5/9 及 5/15 特邀請義大利鋼琴演奏家亞伯特.羅多雷特

(Alberto Lodoletti) 蒞臨本校演出。 Alberto Lodoletti 現任 “Musica in San 

Lanfranco”presso la Basilica di San Lanfranco a Pavia、義大利”Mondo Musica 

Marnate”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音樂總監、l'Orchestra Sinfonica Carlo Coccia di 

Novara 國家交響樂團客席鋼琴演奏家、美國佛羅里達州 Tampa 大學-客席演奏

家。國際樂評： 

“他對音樂熟練,沉穩的詮釋方式，贏得了全場觀眾的喝采及熱愛。將樂曲的流
動性及氣質氛圍掌控精確，精堪高超的技巧驚豔全場＂。 

樂評家：Tölzer Kurier 

“亞伯特.羅多雷特擁有細膩令人讚嘆的弱音彈奏，以及內斂的音樂詮釋魅力＂。 

樂評家：Siebenbürgische Zeitung 

“觸鍵明確、敏銳，能夠輕易地即興創作出極具情感的音樂，像在對觀眾施予
魔法般＂扣住觀眾的注意力。 

樂評家：Murnauer Tagblatt 

~敬邀各位師長同學蒞臨觀賞~ 

承辦人員: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如(分機 2139) 

【亞伯特.羅多雷特的魔幻演奏世界】 

演出日期：2019 年 05 月 09 日(四) 

演出時間：晚上 7:00-9:00 (6:30 入場) 

演出地點：逢甲大學人言 B1 啟垣廳 

【森林重奏之夜】 

演出日期：2019 年 05 月 15 日(三) 

演出時間：晚上 7:00-9:00 (6:30 入場) 

演出地點：逢甲大學人言B1 啟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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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5/1-15 節目單 
修習「多元文化」課程的同學，每學期至少須參加一場通識沙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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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三) 
5/2 (四) 

13:10-15:00 
紀娙宜 

愛情劣質品──談親密關係暴力 

1.新聞案例分享。 

2.親密關係暴力的危險因子。 

3.親密關係暴力的保護因子。 

5/1 (三)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銘坤的葬禮》郭宇倫、許家愷 導演   片長 53 分 

家宇是一名就讀電影系的大學生，父親對他不聞不問，
隨著家宇的年紀增長，兩人也漸行漸遠。阿愷是一名
學習遲緩的孩子，母親幾年前因罪入獄並將他交由銘
坤照顧，頓時失去依靠的阿愷漸漸視銘坤為重要之人。
家宇與阿愷因銘坤的離世而認識彼此。透過葬禮家宇
從旁人的描述中感受到父親的關心，而葬禮後，以為
失去所有親信的阿愷，卻意料之外的得到家宇的幫助。
兩人一起面對失去，也一起陪銘坤走完最後一程。 

《土地》蘇弘恩 導演   片長 20 分 

Temu 家族要舉行一場祈求土地豐收的祭祀活動，所有
人都到場了，只有二兒子 Halong 因為去尋找祭品而姍
姍來遲。祭祀開始沒多久，大哥 Siqay 就把 Halong 拉
到旁邊去，請他去跟財團派來的代表小陳討論收購土
地的事。在狹窄的房間內，小陳拼命的說服 Halong 把
土地賣掉，他卻只聽到外頭不斷傳來祭品掙扎的聲
音...... 

5/6 (一) 
10:10-12:00 

廖家玲 

男女大不同，我們都是一家人！──從國際文化、流
行時尚、北歐社會、及台灣職場來看兩性面面觀 
講者在歐美亞許多國家工作與居住生活過，將從各個
不同的領域來討論兩性關係與性別平等，例如:國際文
化，流行時尚、北歐社會、家庭，專業領域及台灣職
場……等面相來討論。 

5/6 (一) 
15:10-17:00 

陳睿穎 

愛情，那些你以為對的事，其實都… 

1.愛情的大誤區。 

2.性平的迷思。 

3.輕鬆上手聊天法。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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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二) 
12:10-13:00 

曹詩緯 
鄭舜元 
姚沛淯 

再逢新美──偏鄉服務學習 
在大學的寒假，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在嘉義縣阿里山
鄉的新美部落和一群鄒族孩子們的邂逅。我們是如何
把歡笑帶給小朋友們呢？有發生什麼印象深刻的事
嗎？更多更精采、更有趣的故事都在沙龍分享會上說
給大家聽！ 

5/7 (二) 
15:10-17:00 

盧映龍 

環法百分百──費時六年˙分成四段˙單車環遊法國 

1.海外單車旅行規劃。 

2.法國單車之旅所見所聞。 

3.法國旅遊雜談。 

4.單車旅行是種...... 

5/8 (三) 
12:10-14:00 

白家齊 

走！去測量世界與我的距離──叁伍零天的旅行 

從亞洲、歐洲一路到非洲，在印度把軍車當便車、陰錯
陽差的替非洲的圖書館計畫牽線、旅館被闖空門但小
偷不是人、鎖了腳踏車但是車還是被偷……等。 

1.談談出發前的那些事。 

2.旅途中我遇見的人、看見的事。 

3.讓你看的不要不要的美景。 

4.那一年我吃的異國 X 食。 

5.回程──改變了什麼？ 

5/8 (三) 
17:10-19:00 

高嵩明 

在旅行中遇見的文創與環保 

1.從「黑鄉」搖身一變成為「環保典範」─魯爾工業區。  

2.柏林「哈客榭園」( Hackesche Höfe )的複合式文化商
店區。 

3.德意志近代史的見證─國會大廈( Reichstag ) 。 

4.「咖哩香腸」(Currywurst)是二戰後衍生的文創食品。 

5.世界級的博物館區─博物館島(Museumsinsel)在 1999

年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5/9 (四) 
10:10-12:00 

蘇彣忠 

校園中的氣候行動──撤資化石燃料產業 

從國際 NGO 角度講述全球行之有年的氣候行動-校園
撤資。 

5/10 (五) 
12:10-14:00 

王佩芬 

玩桌遊˙學數學 

1.寒暑假育樂營與系所活動適合破冰、聯誼的團康。 

2.討論數學桌遊，讓你學到數學，甚至愛上數學。 

3.引導如何改編桌遊，自製桌遊，人人都是 maker。 

5/13 (一) 
13:10-15:00 

艾米亞˙

黑耶克 

顏家寶 

詹美慧 

波蘭美食、音樂與文化 

來自波蘭的艾米亞˙黑耶克(EMILIA HYJEK)將為逢甲
觀眾帶來波蘭的美食、文化及傳統音樂。在此聯合講
座中，這位金髮美女將與其他 3 位演講者，帶領大家
一起進入波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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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一) 
15:10-17:00 

亞伯特˙ 
羅多雷特 
顏家寶 
詹美慧 

義大利美食、音樂與文化 

國際演奏界的一顆閃耀的金星亞伯特 ˙羅多雷特
(Alberto Lodoletti)，除了為逢甲樂迷在 5 月 9 日及 15

日帶來兩場華麗的鋼琴演奏之外，並為年輕的觀眾們
準備了完整的義大利套餐，我們將一起遊歷義大利的
美景及美食，別忘了加入我們新鮮活潑的驚艷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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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至 17 日微學分課程一覽表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多元、豐富、創新、技能、實用......

想要學什麼，可以自己搭配、自己挑。可以補強自己的專業、可以發展自己的興

趣、可以發掘自己的所不知道的才能，並鼓勵同學自主跨域學習。為了讓同學們

在進入企業實習時能盡快接軌並展現符合企業期待之基本態度，安排有職涯系

列課程，且提供創業相關系列課程、美學系列課程、機器人系列課程、兩性相關

課程、生活環保時尚系列課程、以及各種領域的技能課程，並依據同學們給予的

問卷回饋陸續開設相關課程。 

    經由資訊處協助，107 學年度開始微學分課程將採用最新系統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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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2~05/17 課程一覽(更多課程陸續增加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5/02(四) 

17:30-19:30 
mc0003 

0.1 學分職涯系列-說明會暨 UCAN 共通職能施測與解釋(蘇琮瑜) 

*相同編號課程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教室 

05/03(五) 

13:10-17:00 

mt0008 0.2 學分生活時尚~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人 B116A 

mt0048 0.2 學分 Photoshop 軟體實務應用-中階(林忠勳) 資電 B15 

mc0040 0.2 學分桌遊與多元智能(林昱瑋) 
創客手作區+

演講區 

mc0033 0.2 學分玩表演!增進溝通與自信~聲音表情(張永翰) 通識沙龍 

mc0037 0.2 學分企劃與簡報技巧演練(莊閔越) 人 202 

05/04(六) 

09:00-17:00 
mc0049 

0.7 學分為土地寫詩˙水岸戀歌-東勢社區跨域編採(葉守禮、張

文鴻、李瑞源)※5/04 及 5/05 兩日 14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

得共 0.7 學分 

東勢 

校外教學 

05/05(日) 

09:00-16:00 
mc0049 

0.7 學分為土地寫詩˙水岸戀歌-東勢社區跨域編採(葉守禮、張

文鴻、李瑞源)※5/04 及 5/05 兩日 14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

得共 0.7 學分 

人 202 

05/06 (一) 

13:10-16:00 
mt0072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四) (周振權) 

※需 5/06 及 5/13 日兩日 6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3 學

分 

人 701 

05/06(一) 

13:10-17:00 
mt0061 

0.2 學分文創與數位的融合~雷射雕刻基礎課程-文創與音樂雷雕

音樂盒設計與製作-(張建祺) ※請攜帶筆電 

創客手作區+

演講區 

05/08(三) 

20:00-22:00 
mt0076 

0.1 學分 APP 專題實作: 程式實作(1) (洪耀正) 

※(1)~(6)完整上完，並完成課程要求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資電 B15 

05/10(五) 

09:00-16:00 
mt0079 0.3 學分銑床實作與程式設計班 (張忠賢) 

中科機器人

自造基地 

05/10(五) 

13:10-17:00 

mt0062 0.2 學分生活時尚-文青跟風帶我走-手縫製證件扣製作(余惠娟) 創客教室 

mc0022 0.2 學分職涯系列-培養職場抗壓力~桌遊 糟了個糕(蘇琮瑜) 創客手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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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0050 0.2 學分阿拉伯語言與文化概念(林珮諭) 人 202 

05/13 (一) 

13:10-16:00 
mt0072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四) (周振權) 

※需 5/06 及 5/13 日兩日 6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3 學

分 

人 701 

05/13(一) 

13:10-17:00 
mt0063 

0.2 學分文創與數位的融合~熱轉印系列-作為時尚潮流的你就該

潮帽自己 DIY-(張建祺)※請攜帶筆電 
創客教室 

05/15(三) 

20:00-22:00 
mt0076 

0.1 學分 APP 專題實作: 程式實作(2) (洪耀正) 

※(1)~(6)完整上完，並完成課程要求才可獲得共 0.6 學分 
資電 B15 

05/17(五) 

09:00-16:00 
mt0080 0.3 學分機器人機構設計技術(張忠賢) 

中科機器人

自造基地 

05/17(五) 

13:10-15:00 
mc0003 

0.1 學分職涯系列-說明會暨 UCAN 共通職能施測與解釋(蘇琮瑜) 

*相同編號課程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教室 

05/18(六) 

9:00-18:00 
mi0015 

0.6 學分青農回留之路-友善農耕，創新農業價值(巫建旺、巫居

訓、許晉田、趙子維) 

※5/18 及 5/24 兩日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東勢 

校外教學 

4月上旬微學分課程回顧 

  

  
「文創與數位的融合~3D列印成就你的飾品設計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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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軟體實務應用」系列課程。同學認真學習過 Illustrator軟體運用的課程再

來選修 Photoshop課程，感覺更加容易操作，而且學習效果更快速與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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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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程讓課程了解生態飲食與目

前大家習慣的飲食食材的不同，並透過實際體驗讓同學們感受其中的差異。 

  

  
「掌握自我展現要領-教你寫出必勝履歷」課程，從企業角度提醒學生在獲得面試機會前，

人資單位會看履歷表哪些重點項目，同時，提供學生履歷表範例，讓同學們了解及討論獲

得青睞或是會被篩選掉的履歷表有哪些類型，進而增加同學們對於良好履歷與自傳的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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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文青手作皮革」系列課程，從皮革的初步認識開始，老師帶著同學了解原料以

及製作的原理，接著學習運用各種工具創作自己的小零錢包，體驗動手實作的過程與樂

趣。 

  
「多益 600加強班」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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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髮型系列-電棒運用」系列課程，除了教同學如何注意自己的儀容裝扮符合各

種場合，也進階的讓同學學到一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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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世界的探索、實務」課程，老師利用特殊教具以及線上模擬軟體，讓同學可以實際

運用投資理論作模擬投資。帶領學生了解金融市場的常識，循序漸進地切入投資的方法，

培養正確的投資邏輯與觀念。 

  

  

  
「職涯系列-用樂高認真玩出職涯藍圖」課程，老師透過樂高認真玩協助學生視覺化其生涯

目標、生涯挑戰，以及思考生涯處境與發展有效的生涯因應策略。同時融入職涯藍圖當

中，再以樂高建構象徵性與隱喻性的方式，拼湊出屬於自己的職涯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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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通識課程配當-日間部學生適用 
 

一、 通識課程修課規定： 

(一) 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6 學分： 

1. 大學國文 4 學分。 

2. 英文 8 學分。大一英文 4 學分、大二英文 2 學分、大三英文 2 學分。 

3. 核心必修 4 學分。公民參與 1 學分、社會實踐 1 學分、人文與科技 1 學

分、創意思考 1 學分。 

4. 資訊素養 0 學分。內含三個作業，畢業前需通過。資訊倫理簡測、自我

介紹檔案與電子書編寫等三個作業。 

(二) 通識選修課程 12 學分： 

人文、社會、自然三大領域，各領域至少需各修一門 2 學分，統合類課

程不得認列為人文、社會或自然領域課程。 

(三) 通識共同必修課程 0 學分： 

1. 服務學習。一年級必修 0 學分。含三個作業，畢業前需通過。（外籍生

免修）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年級必修 0 學分。（外籍生免修） 

3. 體育。一年級必修 0 學分 

4. 班級活動。 

二、 軍訓、體育選修科目畢業學分採計規定： 

(一) 軍訓：二年級以上至多修習三門選修課程，1 學分得列入畢業學分，由

各學系、學位學程於修業須知中自行訂定。 

(二) 體育：選修課程是否計入畢業學分數，由各系自行決定。 

三、 有關修習非本系至少 9 學分及其他修課規定，請參閱『系定修課注意事項』。

(逢甲首頁「選課地圖」中查閱) 

四、 外國學生可辦理免修全部軍訓課程、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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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通識課程配當-進修部學生適用 
 

一、 通識課程修課規定：(進修部學生適用) 

(一) 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6 學分： 

1. 大學國文 4 學分。 

2. 英文 8 學分。大一英文 4 學分、大二英文 2 學分、大三英文 2 學分。 

3. 核心必修 4 學分。公民參與 1 學分、社會實踐 1 學分、人文與科技 1 學

分、創意思考 1 學分。 

4. 資訊素養 0 學分。(進修部學生免修) 

內含三個作業，畢業前需通過。資訊倫理簡測、自我介紹檔案與電子書

編寫等三個作業。 

(二) 通識選修課程 12 學分： 

人文、社會、自然三大領域，各領域至少需各修一門 2 學分，統合類課

程不得認列為人文、社會或自然領域課程。 

(三) 通識共同必修課程 0 學分： 

1. 服務學習。一年級必修 0 學分。含三個作業，畢業前需通過。（外籍生

免修、進修部免修）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年級必修 0 學分。（外籍生免修、進修部免

修） 

3. 體育。一年級必修 0 學分(進修部免修)。 

4. 班級活動。 

二、 軍訓、體育選修科目畢業學分採計規定： 

(一) 軍訓：二年級以上至多修習三門選修課程，1 學分得列入畢業學分，由

各學系、學位學程於修業須知中自行訂定。 

(二) 體育：選修課程是否計入畢業學分數，由各系自行決定。 

三、 有關修習非本系至少 9 學分及其他修課規定，請參閱『系定修課注意事項』。

(逢甲首頁「選課地圖」中查閱) 

四、 外國學生可辦理免修全部軍訓課程、作業二：危機處理分析、服務學習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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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 24 個經典心理學實驗的秘密 

破窗效應、錨定效應、單一費率偏差、良心消費 

差異認知偏差、從眾效應、決策疲勞、框架效應 

 

4 月 15 日場次首先由林韻柔老師主講。林老師從領導工作、公共意識等面

向說明關於「破窗效應」生活隨處可見的例子。林老師也介紹「直覺思考」與「刻

意思考」的分別，因此「要消除錨定效應對自己的影響，除了要有足夠的訊息之

外，你還得有所警惕，啟動「刻意思考」。 

    下半場由李綉玲老師主講。若想落實「良心消費」，首先應讓商品的價格更

有競爭力、並要讓「道德消費」性的商品更容易被看見，讓良心消費者越來越能

接受「透過消費支持社會改革的營運模式貢獻社會影響力」。「單一費率偏差」

簡單來說就是「吃到飽」；李老師也引導大家在「學習速度」、「學習落差」、

「評價學生」與「學習安全」等面向進行教學上的反思。 

4 月 22 日場次首先由朱文光和余風老師主講，透過多部有趣的影片介紹關

於「差異認知偏差」與「從眾效應」。其中關於「從眾效應」數部裝有隱藏式攝

影機的實驗性影片讓大家看地莞爾一笑，卻也更能發現人們總是會擔心跟別人

不一樣，在「壓力」之下更容易懷疑自己的判斷，在害怕特立獨行之下默默跟著

主流改變觀點或行為。會後由於「從眾效應」的影響，多位與會者也紛紛提出想

法和回饋，討論非常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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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吧!跨境合作」自主課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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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為了招募更多可以一同參與學習

的夥伴同學們，於 108 年 04 月 18 日中午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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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吸引了 40 多

位同學報名參加，期間同學們認真的聽講並且提出疑問，而規劃課程的洪同學以

及徐同學也一一為同學們解答。並說明課程分為前導訓練、實地執行及活動後發

表等三個階段。希望來參加的同學們可以經由這次課程提升英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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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場公開發表分享

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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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及我參與性別平等工作的經驗 

【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課程，是由尤惠貞老師授課，課程中老師引導同學

從生活週遭的現象觀察、事例探討，並藉由哲學思維與問題分析，來認識性別差

異與性別平等之相關議題，進而尋繹出如實對應之道。 

為了讓同學對於性別議題可以更完整的認識，邀請在性別議題的研究領域

中的翹楚彭懷真教授於 4 月 15 日主講 [性別主流化及我參與性別平等工作的經

驗]專題演講，演講內容包含 1.性別無所不在、2.性別主流化、3.消除一切性別歧

視公約、4.LGBTQ 的權益、5.參與性別平等工作的經驗等部分。彭教授於演講中

分析目前社會以及政府、法規對於性別平等的現況，以及未來或許可以改善的方

向。經由本次演講激發同學們思考現況以及關懷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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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系列演講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安排系列的性別平等議題相關演講。5 月 1 日至 5 月 6

日，於通識沙龍共舉辦有四場專題演講，歡迎對於議題有興趣的同仁、同學一同

參加。 

日期時間 演講者 演講題目與大綱 

108年05月01日(三) 

13:10-15:00 

紀娙宜 

逢甲大學諮商輔導中

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主題：愛情劣質品-談親密關係

暴力 

大綱：結合新聞案例，讓學生瞭

解親密關係暴力的危險因子與保

護因子。 

108年05月02日(四) 

13:10-15:00 

紀娙宜 

逢甲大學諮商輔導中

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主題：愛情劣質品-談親密關係

暴力 

大綱：結合新聞案例，讓學生瞭

解親密關係暴力的危險因子與保

護因子。 

108年05月06日(一) 

10:10-12:00 

廖佳玲 

北歐設計顧問公司執

行總監 

主題：男女大不同，我們都是一

家人! ~從國際文化、流行時

尚、北歐社會、及台灣職場來看

兩性面面觀~ 

大綱：講者在歐美亞許多國家工

作與居住生活過，將從各個不同

的領域來討論兩性關係與性別平

等，例如:國際文化，流行時

尚、北歐社會、家庭，專業領域

及台灣職場…等面相來討論。 

108年05月06日(一) 

15:10-17:00 

陳睿穎 

親密之旅 引導培訓師 

iLover愛情人-課程總監 

光明頂創育智庫 創業

創意課程講師 

主題：愛情~那你以為對的事，

其實都... 

大綱：1.愛情的大誤區；2.性平

的迷思；3.輕鬆上手聊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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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YE 亞太青年永續發展訓練計畫 
 

APYE 亞太青年永續發展訓練計畫由城市青年學院 Urban Youth Acadmey, 

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共同發起，每年舉辦二次為期二周的【#亞太青年永續發展

訓練計畫】(APYE, Asia Pacific Youth Exchange)，旨在激勵全球青年參與當地永

續發展⽬標（SDGs）的行動，在與不同國別的團隊成員共同合作中，透過社創

新培養出實踐 SDGs 的相關能力和必要技能。透過設計思考及行前培訓，至指定

社區蹲點調查、共創永續發展落地的解決方案，最後向海外專家學者、整府單位

進行社會創新提案！除此之外，會後更透過在地組織的輔導加強落地實踐的可

能！SDGs 不僅是個國際共通語言，在青年培力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從訓練課

程、資源連結，海外議題觀察及社會參與，培養出實踐 SDGs 的相關能力與必要

技能。 

在 2019 年的寒假，有四個來自逢甲大學的學生自行報名前往交流，以下為

他們的經驗分享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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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Leadership Development Training]在菲律賓進行為期二天的訓練，課程包

括[小組個案的研究分析]、[青年在 SDGs 議題所該扮演的角色]、及[如何進行田野

調查訪談]…等等。 

 

  
[第二階段:Local Immersion]分組搭車前往菲律賓不同的社區進行田野調查，透過 3

天的 homestay 與當地人進行最直接的接觸，訪談當地居民，從中發現問題，並發

想能解決問題的提案，另外也有體驗到社區之夜，和當地傳統的飲食文化 boodle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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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四/毛祥銘 同學 心得 

    此次參加 APYE 活動，有許多出乎意料的收穫，我的組別是 SDG1-No Poverty，

我的組員是四個菲律賓人一個韓國人，從一開始互相不認識，每天的相處並且前

往社區調查，溝通及討論，最後產出一個能改善當地貧窮問題的專案，在這 12

天的活動中，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收穫及衝擊，除了全程都要用英文和身邊的人溝

通外，也認識到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夥伴，更重要的是透過實際的國際參與，學

 

  
[第三階段:APYE Symposium & Project Presentation]最後活動的三天進行成果發表，

並且也有舉辦 SDGs Fesitival 讓國際發展專家學者來了解各組的提案，還有許多從

事永續發展工作的社會人士座談會，從活動中更能了解 SDGs，創造可能的異業合

作，加速永續發展在亞太區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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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到永續發展的相關知識，更體認到 SDGs 的重要，在我們每天快樂上學時，世

界上是有很多地方的人正因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而煩惱，這是我們青年必須

去關心的議題，並且若有機會做出行動去改變。 

國貿二/張心瑜 同學 心得 

    其實剛報名 APYE 時沒有想太多，但在抵達馬尼拉時，對語言能力、人際關

係等等的擔憂迎面而來。然而，每天與不同國家組員的緊密合作加上一起生活，

擔憂很快被沖淡—交到新朋友、計畫的有所進展等等。在活動期間，除了能學習

到團隊合作的精神和協調方式，更多的是如何敞開自己的心胸去融入一個截然

不同的環境與拓展人際關係。這一個多禮拜內，不僅讓自己的英文溝通能力提升，

也開拓了新視野，覺得這一趟旅程很值得。 

國貿二/楊雅涵 同學 心得 

    我覺得 APYE 是一個很不錯的活動，這短短十天，我覺得自己跳躍式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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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了。不管是語言表達、團隊合作還是文化交流方面，也拓寬了不少眼界，而且，

在 APYE 裡可以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就算你不想交朋友，現實也會迫使你

這麼做。最重要的一點是，APYE 可以讓我們把自己的所學付諸行動！ 

財金四/謝致遠 同學 心得 

    今年寒假期間參與了菲律賓的 APYE 計畫，我的組別為 SDG 14 Life Below 

Wate，團隊導師是超級熱心的 David，總是能夠在團隊陷入困境時，適時的伸出

援手，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我的組員中有在 NGO 相關組織工作的夥伴 Janeen，

憑藉著過往工作的經驗，在我們計畫後段的社區資料採樣時提供了非常巨大的

幫助，她及 Indira 兩個人在台上報告的功力更是流暢、清晰，其餘的邵及 Siti 跟

我都是第一次參與這樣的計畫，對我們而言從中能學到什麼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過程中難免遇到許多困難，像是該如何訪問當地的漁村居民、藉由問題的引導獲

取我們需要的資料、從理性角度思考這個村莊中是什麼造成了污染，使得漁獲減

少、影響當地人民的生計，考量的面向很多，透過參與 APYE 也讓自己的語言

能力及在面臨問題的思考模式上學習到許多也進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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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最昂貴的課程，請鑑價！！ 
     

通識選修「鑽石寶石及翡翠玉石之賞析鑑定」課程，由英國寶石協會院士鑑

定師黎龍興老師與環科系教授喻家駿老師共同教導學生瞭解鑽石各種寶石及玉

石鑑定原理與方法，以實品鑑賞並配合理論解析及實際樣品鑑定操作；學習本

課程後能以較專業知識應用於鑽石、各類有色寶石及翡翠玉石之鑑定。課程中

老師準備各式各樣寶石先讓學生瞭解學生寶石的構造及名稱，再給同學們試戴

並走秀，在分別請同學一人拿一寶石唸出寶石名稱，增加同學們的記憶與識別

度，課堂中也教導許多關於寶石的穩定性，需避免的環境與寶石產地、市價及

可參考的書籍等，學生都覺得能選上此通識課程，一邊學習一邊體驗，太幸福

了。          

    於 108 年 4 月 19 日（五）下午 1 點於通識沙龍（人言 10 樓）喻家駿老師

及黎龍興老師舉辦專題演講「珠寶鑑定鑑價的技術真實呈現-翡翠玉石的紅外光

譜鑑定理論及應用」大成功！除了一開始兩位老師對珠寶及翡翠基本的說明，

還有安排 5 位寶石鑑定師親自介紹儀器功能及使用方式。今天的課程超昂貴，

安排全部總價值 1500 萬元以上平常看不到的珠寶請同學走秀，還有現場來賓提

供珠寶讓老師與儀器偵測,同時鑑價喔!最後活動高潮安排現場抽獎活動，有 5 位

幸運得主收到 5 克拉不等寶石，今天參與的朋友們不僅學習專業知識，各方面

都收穫滿滿！ 

 

https://coursesearch04.fcu.edu.tw/CourseOutline.aspx?lang=cht&courseid=1062XC01132GM3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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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媒體通路-何為公關及公關活動 

自 101 年起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就與科普計畫辦公室合作，以「科學傳播概

論」為核心，延伸開設「科學寫作」、「科學傳播經典作品賞析」、「行銷科學」、

「科學傳播媒體通路」等五科。本學期逢甲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東海大學 3 所

學校共同開設科學傳播相關課程，課程採用網路（遠距）即時互動教學，運用多

元教學方式（講授、討論與座談會進行），以逢甲大學為主播端，從本校發射課

程影音訊號至各收播端學校。 

 本學期開設課程為「科學傳播媒體通路（張忠賢老師）」，4 月 16 號同樣

邀請到精於行銷策劃及廣告的唐淑珍老師，這次唐老師將介紹何為公關及公關

活動。以行銷的目的製作完一支廣告或者舉辦某場活動，我們都需要去擴大這些

成果的影響力，這個時候與新聞媒體的互動就很重要了。除此之外，唐老師也向

我們詳細敘述了公關活動之一的新聞發布會的事前準備及當天程序等等，深刻

體會到所謂的行銷真是環環相扣，非常細緻的一項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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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台灣-謎樣的忠義社區-在地創生的大學教室 

通識選修課程（專題式統合領域）課程「智慧綠台灣」：因應氣候變遷、能源供

需失衡等全球危機，應用資通訊溝通與管理技術，即透過環境中各式載體融入智

慧化設計，以建構一個投資合理，具有高效、舒適、健康、便利、永續的智慧綠

環境，是台灣產官學研各界之共識與本課程意欲建立的價值觀與目標。本學期課

程安排四場演講，邀請相關領域的講者到課堂上與同學分享經驗，課程也透過分

組討論、口頭報告等方式，促使同學多思考多交流，讓上課不再是單方面的吸收

知識。 

108 年 4 月 16 日邀請到溪浩老師演講分享謎樣的忠義社區-在地創生的大

學教室。「忠義社區」是個典型的軍眷村落，位於台中大肚山台地，北邊與空軍

清泉崗基地相望，南面為陸軍營區。身為台中少數保存完整的大型眷村，與一般

眷村最大的不同，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居民由外省軍民、閩南、原住民、新住

民共同組成，是個具體而微的族群融爐。透過講師地分享，讓各位了解這個遺世

獨立的桃花源，也讓大家更珍惜眷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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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綠能中心與 s School 團隊  

協助臺中市中小學科學教育園遊會 

 
表演與劇場 

【活動訊息】 

主題：本校綠能團隊協助臺中市中小學科學教育園遊會科學演示活動 

時間：2019/04/20(六)10:00~14:00 

地點：自然科學博物館太空劇場前庭廣場(活動主舞台區) 

   4 月 20 日為台中市一年一度的「臺中市中小學科學教育園遊會」，活動共

有來自全台中市公私立中小學暨超過三百位師生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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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主辦單位邀約，於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太空劇場前廣場進行科普教育演示 4 場次的活動。兩位老

師帶領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博士生與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學生，規劃「生質

氣體火箭」與「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二項綠能實作主題，總計辦理 4 梯次，共

計近 120 人次參與。「生質氣體火箭」是以酵母菌、產氫菌利用砂糖產生氣體推

動由民眾巧思裝飾成火箭的針筒，在活動主題「陽光水源風，再生新台中」的口

號下，火箭順利升空。另外，「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則是以導電玻璃、二氧化

鈦、葉綠素等簡易材料，讓民眾了解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原理與結構，並在短

時間內完成一個太陽能電池。兩場次寓教於樂活動，深受家長與學生的喜愛，大

小朋友於歡樂中學習生質能源的科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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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解構後的重生力量─吳汰紝導演 專題演講 

逢甲大學圖書館主辦、國語文教學中心協辦，於 4 月 24 日，邀請吳汰紝導

演，於圖書館 B2 演講廳，以「閱讀生命─談自我解構」為講題，分享生命經驗與

追尋夢想的過程。吳汰紝導演榮獲台北電影節首獎、瑞士紀錄片真實影展青年獎

首獎等多項電影殊榮，並有多年豐富的紀錄片拍攝經驗。吳汰紝導演曾在電視台

擔任幕後製作、第一線記者；在工作過程中體認了自我的生命意義，覺察自我價

值與自我意識，使她後來致力於紀錄片的拍攝與人性的探討，鏡頭呈現深刻、動

人的畫面。吳汰紝導演希望藉由這場演講，讓同學了解鏡頭的力量，並透過鏡頭

貼近生活與自我的覺察。從吳汰紝導演的經驗分享中，也使學生感受到她對生活

的熱愛以及從鏡頭瞭解世界所獲得的感動。 

  吳汰紝導演分享自己年輕時與母親的互動以及面臨母喪後，從無法釋懷到

直接面對事實的過程；在探索與質疑自我的過程中成長、完成珍貴的紀錄影片，

並因側拍、紀錄受訪者的生活，在拍攝紀錄影片時有了深刻的感觸，這份感動讓

她的作品呈現出富含生命意義、探討社會價值、貼近社會議題等的後續發展。她

提到對母親的思念，透過她隨時記錄「記憶中的母親」而漸漸地轉化、減少對母

親的思念，最後突破心理關卡，再次提升自我的層次。 

  另外，她也分享思索「愛情」題材上，如何加入生命的動力。她提到，獲得

百萬首獎殊榮與肯定，看似事業正要起飛的時刻，她決定暫停發展、重新審視自

己的內心。而在沉寂三年後，她決定走出之前的框架，讓自己看見世界、與社會

互動。此後作品改變了原有的風格，成為更有意識、加入生命動力的作品。藉由

〈尋情歷險記〉影片中，各種視角、觀點的討論、紀錄，豐富了被攝者、拍攝者、

觀眾對「愛情」議題以及後續情感發展、婚姻維繫上的認知。 

  會後吳汰紝導演還繼續熱心地指導學生影片拍攝後製與畫面安排等問題的

討論。 

  

徐培晃主任開場介紹吳汰紝導演。 吳汰紝導演以「閱讀生命─談自我解構」為講

題，分享生命經驗與追尋夢想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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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筱雲老師就學生於「逢甲人物故事」

短片拍攝時遇到的問題提出討論。 

主辦單位圖書館致贈感謝狀。 

  

全體大合照。 會後，吳汰紝導演熱心指導學生短片拍攝

的問題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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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行：神隊友教你課堂活動 

107-2 外語教學中心教師成長工作坊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外語教學中心辦理教師成長工作坊主要是讓逢甲的教師

分享大二英文微學分的教學經驗、示範課堂中最受學生歡迎的課堂活動或遊戲

以提升教學力，其目的也鼓勵教師們應用及活用課堂活動，來活絡全校英文課或

是其他課程，進而增加學習動機。工作坊的對話場域提供良好的溝通管道，老師

們親自體驗各種有趣的活動。讓英文課不再是無聊、單調的講述，而是有趣、互

動的學習環境。 

首場工作坊於 4/10(三)中午十二點舉辦，由外語教學中心陳彥京(Richard 

Davis)老師擔任講者，主題是「拍攝影片一點通」。首場除了外語教學中心的教師

參加外，還有來自通訊系、風保系、國貿系、土木系、財金系及建築專業學院等

系所教師參與，一同體驗用簡單的技巧拍攝影片，來呈現學習成果。 

第二場工作坊於 4/17(三)中午十二點舉辦，由外語教學中心林明洵老師擔任

講者，主題是「建立及打破童話故事的刻板印象」。藉由 Mentimeter 及 Kahoot

等網站及 Apps 來設計有趣、活潑及具挑戰力的課堂活動。此外，也利用小道具

(例如提示小卡與巧克力)，分組進行分享故事及提出問題的“Hot Seating”活動，

使課程融入語言學習情境。 

參與教師在參加完活動後直呼獲益良多，亦讚許教師成長工作坊提供互動、

輕鬆的環境，讓教師分享及切磋教學經驗及難題。本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從 4/10

至 5/29 的每週三中午持續進行(圖三)共計八場，歡迎全校教師踴躍參與。 

 

  

圖一、圖二：第一場教師成長工作坊之討論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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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圖四：第二場教師成長工作坊之討論實況 

 
圖五：107-2 教師成長工作坊場次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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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2 大二專業科系分流成功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為使學生探索未來方向與專業適性，在第一

學期本班積極安排職能測驗、跨領域 Freshman project 及一週一專業之院系參訪

與導師輔導外，為使學生可順利銜接大二各系專業課程，更輔導每位國際生在第

二學期時至少選 1-2 門選擇未來科系的基礎課程，於 107 年 12 月 6 日在 EZ Cafe

邀請到共 19 位院系助教給予學生選課諮詢，也讓學生練習草擬各自的四年課程

配當表，即早融入適應專業學習，了解自我專業方向。 

 
自二月份起，配合本校時程進行國際生選系分流作業，積極輔導學生大二學

系分流，在選系期間，先讓學生預選後針對有疑問學生，系上再安排學生學系個

別媒合諮詢，同時雙導師從中輔導，再讓學生決定未來想去的學系。泰國同學提

到：「非常感謝 PMP 鼓勵我下學期選商學領域的課程，讓我真的了解自己喜歡的

專業。」印尼同學：「PMP 的課很多元，我們可以透過不同領域的課程，自己探

索，找到自己喜歡的興趣」，周惠那主任也鼓勵學生，選擇現在自己喜歡能夠發

揮，讓自己閃耀的學系。 

108 年 4 月 25 日本校註冊課務組已公布學生分流名單，本班共 7 國 41 位國

際生，分流至 7 院 13 系（如表 1 所示），所有學生都非常期待下學期能加入各

專業學系學習，而系主任與雙導師更接力與各院系合作銜接學生輔導與了解學

習狀況。 

 
本專班再次感謝全校各院系大力支持下，逐步成長茁壯，也讓國際生們找到

自己能夠發光發熱的地方，期待國際生至各院系後與本地生互相交流不同國家

的文化，提升本校國際教育，拓展國際視野。 

 

表 1 107-2 學期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學生分流學系統計表 

序號 分流院系 人數 總和 

1 
人文社會學

院 

中國文學系 2 
5 

外國語文學系 3 

2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1 

4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3 

3 金融學院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7 

8 
財務金融學系 1 



逢甲通識通訊(第 42 期)2019/5/1  37 

 

 

回首頁 

表 1 107-2 學期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學生分流學系統計表 

序號 分流院系 人數 總和 

4 建設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1 

2 
運輸與物流學系 1 

5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國際企業管理全英

語學士班 
8 

17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5 

行銷學系 4 

6 理學院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1 1 

7 資電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4 4 

總計 7 院 13 系 41 位國際生 

 

 
圖說 國際生大二專業學系分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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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演講比賽  

現場啦啦隊獎!歡迎全校師生蒞臨支持 

初賽：5/10(五) / 決賽：5/24(五) 

本校近年來國際生人數增

加，許多國際生非常的勇敢，連

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就來到台灣，

期盼實現自己出國學習的夢想。

來到逢甲大學前，他們難免懷著

不安或惶恐，加入了逢甲大家庭

後，與不同文化的師友、同儕相

遇，在交流互動中激盪彼此的生

命。我們將營造一個舞台，讓國

際生們嘗試運用中文，分享在逢

甲的相遇中所觸動的每一個值

得珍惜的故事。 

  2019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

演講初賽將於5/10(五 )13:30在

忠勤B08辦理；決賽於5/24(五) 

13:30在圖書館B2辦理，目前全

校已近百位國際生報名參與，初

賽每人演講時間為2分鐘，低年

級組共12組進入決賽，高年級組

共10組進入決賽。主辦單位更提

供現場啦啦隊獎，初賽暨決賽現

場啦啦隊加油獎各10名之250元

等值獎品，歡迎全校師生到場給

予國際生們鼓勵與支持，亦可抽

獎把獎品帶回家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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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愛心、耐心、同理心 

近年來本校的國際學生日漸增多，許多老師在教學上遇到的問題就是「國際

生怎麼教?」、「應該要用什麼語言?」，有鑑於此，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目前累積 12 國 72位國際生，第一屆 29 位國際生已分流至各專業科系就讀大二。

本學期共安排 8 場系列活動，由協力團隊教師及教育部全英語授課種子教師不

藏私的分享在面對跨文化及跨語言的學生之實戰教學經驗。 

 

於 4 月 11 日辦理第一場工作坊，邀請到外語教學中心王柏婷副教授，王老

師開發的「自編英語字彙 APP」獲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更擔任國際

生 APPS 程式設計授課教師，引導學生設計出具特色的 App。老師與同仁們分享

如何教國際生 App 課程，王老師本身並非資訊科技背景，對於 App 的操作也都

是自主學習，因此，王老師建議與會師長，從「同理心」出發，站在學生的角度

來思考學習的困難點，然後再設計課程目標與進度。 

 

這個世代的學生，資訊科技取得便利，所以老師們最要緊的是「如何激發學

生對於學習的興趣」，一旦學生的興趣被啟發，他們就可以從事自主學習，也會

勇於面對問題、找出答案！最後更可以發展出「終身學習」的習慣。王老師在課

程設計上，也導入本校持續推動的 CDIO 精神，逐步讓同學建構出 App 的知識，

最後能做出成果，並且在課堂中發表。因此，只要老師們具備「愛心、耐心、同

理心」，加上教學的熱誠，一定能夠激發國際生的學習熱情，進而增進學生的學

習成效。 

 

  
圖說 王柏婷老師分享如何教國際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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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課堂互動技巧 
 

108 年 4 月 18 日第二場「國際生怎麼教?」教師工作坊，全校國際生大一不

分系學士班邀請到銘傳大學旅遊與觀光學士學位學程的釋俊彥主任蒞臨演講。

此次的演講，主要講解課堂上互動的技巧與活動設計。講者首先將課堂互動的重

要性與目標點出，接著分享自己個人在與國際生或是臺灣學生們互動上的難處

與發現。講者深入淺出地解釋 Kolb 學者對於四種不同學習風格的分析，讓台下

的老師們了解學生不管是國際生還是臺灣本地生都有著不同的學習方式，所以

不管是以英文或是中文為媒介的教室裡，不同的互動方式能激發到不同學習方

式的學生們。此外，講者不吝於分享他自己的課堂設計與技巧，例如隨機分組以

鼓勵學生離開舒適圈或是循序漸進地讓學生適應在小組討論與發表。 

釋俊彥主任幽默風趣，就如同他強調的課堂互動，他將此理念運用在當日的

工作坊上，邀請聽眾兩人為一組同時閱讀一篇不同的短篇文章，並且在閱讀完後

一起分享討論各自文章的內容，此設計引起台下聽眾熱烈地討論。講者選取的兩

篇短文內容提出此工作坊的主題「互動」，但是同時間也點出一個富含討論的議

題-怎樣才能創造出雙贏的局面，不管是對國際生、當地生、還是學校。工作坊

的最後，講者強調教國際生時四項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關懷學生、國際觀、

文化敏感度。 

  

  
圖說 銘傳大學釋俊彥主任分享國際生課堂互動暨班級經營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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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Q&A-問題釐清 

108 年 4 月 25 日第三場「國際生怎麼教?」教師工作坊，老師們在教國際生

遇到了種種的問題「國際生怎麼教?」「應該要用什麼語言?」等等，但那些是關

鍵的問題呢?本場次由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的周惠那主任帶領與會的

老師們一起發想及討論老師們覺得教國際生的問題，周主任首先邀請台下的老

師們轉換角色變「假如我是逢甲大學大一國際生，我面臨的學習困境是:」，而使

用 Mentimeter 線上回饋網站，讓老師們以不具名的方式指出國際生來臺灣可能

會面臨的困難，螢幕上在不到五分鐘的時間便顯示出各種不同的問題，包括：無

法理解課程內容、聽不懂中文、各國學習文化落差、沒有朋友、台灣生不敢跟我

說話、想家等，接著進行「世界咖啡館」的活動，將剛剛老師們指出的問題分成

三大類別：想家及交友不易、上課聽不懂和文化落差(環境陌生)，老師們分成三

組，其中一位老師擔任桌長來統整組員的答案，而每位組員在五分鐘內寫下該組

的解決方案，五分鐘到就輪流跑桌，在短短的 15 分鐘內，教師們非常踴躍提出

了許多解決方案，貼了滿滿的便利貼。 

此活動後，周惠那主任再度邀請台下的老師們轉換角色變成「假如我是逢甲

大學大一國際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師會是：」同樣在 Mentimeter 上讓老師們分

享一位好老師應該要有怎樣的特質，螢幕上再次顯示出各種不同的想法，例如：

有耐心聆聽我的問題、願意關心我、可以等我趕上進度、鼓勵與耐心、給我有安

全感、有愛心願意花時間解決我的問題、會看得出我害怕擔心等等。最後周主任

指出我們真的擁有問題嗎？還是，是我們自己創造出這些問題？其實最後老師

們的回答不正是國際生怎麼教的答案，「心」嗎?工作坊的最後提到，教國際生最

重要的三件是為：從「心」出發的教學、少及是多的課堂設計和強調實作練習，

在課堂該忙得應該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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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周惠那主任帶領教師發想釐清教國際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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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教師參與 國際生怎麼教？教師工作坊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目前累積 12 國 72 位國際生，第一屆 29 位國

際生已分流至各專業科系就讀大二。本班邀集跨院系教師組成教學協力團隊，定

期規劃、討論課程及互通學生學習狀況與回饋，以提升學習成效，本學期共安排

8 場系列活動，由協力團隊教師及教育部全英語授課種子教師不藏私的分享在面

對跨文化及跨語言的學生之實戰教學經驗，歡迎教師們踴躍參與。 

時間：自 4/11(四)起至 5/30(四) 每週四 12:10-13:00 (敬備輕食) 

地點：外語教學中心 EZ (資電大樓 1 樓) 

報名網址：逢甲大學活動暨研討會報名系統->【國際生怎麼教?】 

(https://reurl.cc/Gn5ky) 
*教師參與紀錄將登錄教師整體成就系統 

 

https://reurl.cc/Gn5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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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下舞台劇系列【創新設計二】 

 
表演與劇場 

【逢甲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系列訊息】 

授課老師：鄭圓圓(月妹)老師 

時間:(一)10:00~17:00 地點:忠勤樓一樓 

  舞台設計課程邀請到專業的木工張師傅來班與同學討論，設計最棒的是將想法從

設計圖上轉為真正實作時，這個巧妙的轉換涉及一位設計師在材質、技術、預算、場

域以及與他人連結的經驗能力，也是舞台教育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實作學習」讓學生

的學習與真實社會接軌，張師傅在聆聽學生們的設計概念後將己身多年的實作經驗回

饋給學生，如尺度放大後要考量物件的拆裝、運送、保存、常用的木料尺寸與承重程

度……，當真實的經驗加入課程後，舞台設計進而走向舞台設計工程，而學生們真正

的考核將在五月二十四號以及六月九號公演前，偕同燈光、道具組製作課程一同搭建

舞台時見真章。 

    每一年舞台設計難的不是如何做出誇張的舞台效果，而是在非常非常拮据的資源

下，師生共同挑戰設計多功能的舞台結構，同時保持著友善環境的態度，以使用最少

耗材和再次被利用的可能作為考量。 
    每一年鄭圓圓(月妹)老師帶領著不同的學生，就像跨時空的對談，與過往設計師學

長、姐留下的部分「舊舞台」以及今年劇本需求，共同創意思考並回應這個問題，這就

是逢甲「原創」音樂舞台生命劇場最迷人的地方! 

逢甲音樂舞台生命劇場最新大戲「上帝的眼淚」 

相關索票方式請持續關注官方網站最新消息 

公演時間:逢甲大學啟垣廳 5 月 24 日晚上 19:00~21:00/  

台中教育大學(英才校區)  寶成演藝廳 6 月 9 日晚上 19:00~21:00 

 FCU 官方網站: https://fcutheater.weebly.com/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epa=SEARCH_BOX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god_tears_drama/?utm_source=ig_profile_share&igshid=mxmppp0

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VaJFKxDStOMXIx0jCdW3rUM1E 

 Youtube 官方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hlCHEwaPpM3ATiQJDftZQ?view_as=subscr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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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下「美好時光．社群劇場」專題課程 

【舞台劇的彩妝和造型】工作坊 

 
「美好時光．社群劇場」專題課程 

【舞台劇的彩妝和造型】工作坊 

時間：2019 年 04 月 14 日(日) 09:10~12:00 

地點：通識沙龍(人言10樓) 

  上午，工作坊，化妝束髮。 

  化妝束髮，應該是與我搭不上關係的兩件事情，但因為美好時光，讓我第一

次接觸到了，我覺得相當的新奇，相信在場也有許多人沒有嘗試過，而我們展開

了第一次的嘗試。 

  JOLIN 老師帶領著我們，開始一天的行程，一開始選了位男同學當模特兒，

挑戰一張臉呈現不同性別，大家都全神貫注著看著老師作畫，看著一張臉漸漸地

分成兩個不一樣的人，我們都覺得相當驚訝，我們這才知道老師功力深厚，看著

老師，還以為這不會太困難，輪到我們執行的時候，才發現這是好困難的事情，

起手都是問題呢。 

  接下來的束髮課程時間雖然不太長，但是對於我沒綁過頭髮的人，根本一竅

不通，這是需要練習的，這是一大挑戰。 

  這一次的工作坊，大部分的同學都有些膽戰心驚，但是大家依然願意嘗試，

上課時全神貫注，實作時，大家都掛著笑顏，雖然可能會被同學畫失敗，但是大

家願意為了彼此踏出第一步。這是相當珍貴的體驗，這次通識課後說不定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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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遇到，所以要好好珍惜，大家也因為這次的工作坊敢請更進一步，讓大家可以

更加融洽。願一切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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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下「美好時光．社群劇場」專題課程 

【故事劇組】工作坊 

 
「美好時光．社群劇場」專題課程 

【故事劇組】工作坊 

時間：2019 年 04 月 14 日(日) 13:10~15:00 

地點：通識沙龍(人言10樓) 

TA 化工三乙 林家玄 

   經過早上的化妝束髮課程，對於一直坐在椅子上的大家，下午的活動勢必要

離開椅子，讓筋骨稍微活動活動了! 

    這張照片是我們在模仿椰子樹的擺動。這個遊戲是要從 Jolin 老師所指向的

同學，而那位同學及他的左右鄰居都要做出指定的動作，且動作需要做的標準且

正確。Jolin 老師藉由第一個活動訓練我們的專注力及對動作的準確性，讓我們

往後在演出時能夠藉由我們的動作讓觀眾更明白所要傳達的訊息。 

    第二個活動是要以小組為單位活動，以手肘、手掌、膝蓋、腳底、頭部及屁

股作為支點，老師會說這次回合須以幾個之點著地，小組就必須剛好達到這個數

字才算通關。這個遊戲訓練我們組員間的團結並增進了彼此的感情。 

    第三及第四個活動也是以小組呈現，以老師指定的主題演出一個情境照片，

並讓其他同學猜出這是想表達什麼意境。接著就是比較進階的規則，需要自己想

出一個主題，並沿用老師所指派的意境，演出一系列四連拍，在這四連拍中要清

楚表達主題。這中間考驗了我們彼此的默契及配合，若沒有大家的創意及精湛演

出，恐怕很難在四連拍中表達出一個主題吧!! 

    這次工作坊讓同學們學習到很多演出上的技巧，也讓原本比較放不開的同

學藉由跟組員的協力演出後，終於放開自我，用心地演出，期望這次的工作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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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讓我們在之後的公演能更順暢，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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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工程師黃大麟夫婦訪本中心師長 

    服務於比鄰本校的漢翔航空工業公司工程師黃大麟夫婦，利用清明節返北

祭祖時候，特往訪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義務服務的本中心副教授黃

煇慶。黃老師除導覽中研院近史所環境外，並於活動中心微風廣場之「大戶屋」

日本料理午餐招待。 

    黃大麟工程師為本中心黃老師前任職外交部期間同事黃美華女士的侄子，

故早已熟識。黃女士係東吳外文系畢業，復曾派駐美國夏威夷及南非史瓦帝尼王

國等英語系國家館處，英語能力極強，且又對學習日語及佛教國學抱持興趣，乃

偶來本校向黃老師請益，同時親切義務教導商學院學生有關英文書信寫作，藉提

升黃煇慶老師日本語文以外的英文領域教學能力。另因學佛關係，多次參加本校

教職員工佛學社活動，並與悟興法師、莊富文秘書等師長職員建立深厚友誼。惟

不幸於兩年前因病去世，讓本中心黃老師等痛失英文好幫手。 

    此次黃大麟工程師偕同甫於今年二月底結婚之新娘，聯袂返北清明祭祖。因

聞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經常利用本校教學以外時間，於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義務協助該所校正編纂「中日和約檔案」工作，爰轉往拜訪。黃老師接待簡

介該「中日和約檔案」原係外交部檔案，解密後轉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

業保管出版。由於黃老師係專業外交官退休，又曾奉派駐日本各地二十年，乃受

該所黃自進研究員之委託協助擔任該檔案之校正工作，目前已進入出版階段。而

其中甚多英文檔案部分，則係由委請黃美華女士生前幫忙校對潤筆，令黃煇慶老

師滿懷感激與思念。黃大麟工程師也初聞渠姑媽生前與本校關係密切的一段往

事，夫婦均表示，今後定將伺機來訪本校。 

 
 

(左)黃煇慶老師、(右)黃大麟工程師夫婦 

(攝於中研院活動中心) 

(左)黃大麟工程師(右)黃老師 

(攝於中研院近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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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資電碩班林家源校友赴日就職前返校謝師 

    本校資電碩班校友林家源因將往日本軟體系統公司「ユーザックシステム

株式会社」大阪本社就職，特於 3 月 21 日行前返校，再向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

請益話別。該「ユーザックシステム株式会社」成立於 1971 年，屬電腦軟體系

統開發服務公司，在東京及大阪兩大都市均設有本社。林校友表示，此次赴日就

職，係源於去年承黃老師提議，參加在台北留日展時的日系企業就職招募會，初

試通過後再由該公司付費飛往大阪複試，而受錄用云。 

    林家源校友在學期間，對認識日本、學習日語抱持興趣，選修本中心黃老師

在通識教育、外語中心、商學院所開設「日本歷史與文化」、「日本商情」等多門

日本相關課程，並參加由黃老師所規劃帶隊的「2016 年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暑期

日語研習班」。透經黃老師往昔長期派駐日本各地外交工作經驗，雙方建立深厚

師生情感，乃興起畢業後就職日本企業的意願。 

    黃煇慶老師再強調日本企業，迄今在經營管理仍保有「年功序列」、「終身僱

用」、「集團思想」等傳統特性，叮嚀家源校友赴日任職後，繼續注意學習態度。

並建議抽空前往我國駐大阪辦事處辦理護照報到，並拜會黃老師曾在駐日本代

表處同事之教育部派駐大阪辦事處羅國隆秘書，以期能與當地駐處經常保持聯

繫，密切互動，相互照應。 

 

黃煇慶老師(左)、林家源校友(右)(攝於人言大樓黃老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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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亞洲財團」首席研究員蒞校演講 

日本「一般財団法人ワンアジア財団 (One Asia Foundation)」首席研究員鄭

俊坤(旅日韓籍博士)於 3 月 21 日蒞校，以「亞洲共同體:亞洲文學及藝術之創意

與表達」專題演講。本校中文系朱文光教授會同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等師長接待

導覽校園、參觀圖書館等教學設施，並陪同拜會本中心主任、人社學院翟本瑞教

授。 

該「一亞洲財團(ワンアジア財団)」在日成立於 2009 年，以「放眼未來創

造亞洲共同體」為主要目的，已捐助包含日、韓、台、星、中等約 40 個國家地

區的知名大學，設立專題講座，帶動研究亞洲經貿金融、藝術文化等風潮。此次

鄭博士全程使用日語，乃由本中心黃老師擔任口譯。內容超越國境遍及歐亞、所

言人事物生動精彩、視其發展又與台灣未來息息相關，把亞洲動態描述得出神入

化，幽默有趣風靡全場，真是精彩成功的演講，獲得滿堂喝采，聽者收穫豐碩。 

 

(前排左起)翟本瑞院長夫婦、鄭俊坤博士(左三)、黃煇慶老師(左四) 

 

(左起)余風教授、朱文光教授、鄭俊坤博士、黃煇慶老師、馮婉婷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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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文經協會日本研究論文比賽頒獎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基於聯絡台日兩國國民情感，促進雙邊文化交流之宗旨，

並培養台灣優秀年青學子投入日本研究行列，提昇台灣青年對日本之關心及研

究水準，自2013年起舉辦大專院校日本研究論文比賽。辦理成效良好，本校亦已

有三名大學生、一名碩士生經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推薦參加比賽並取得名次，為

校增光。 

    「2018年獎勵大專院校日本研究論文比賽」頒獎大會，於3月23日假台北國

賓大飯店舉行，本中心黃老師因連續受聘擔任該論文比賽評審，爰應邀出席該項

頒獎表揚會。大會由鄭祺耀名譽會長主持，席間大學生組二名、研究生組四名得

獎者，均就個別論文大要發表感言。本項論文比賽負責人、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

究所長任耀庭、外交部亞太司專門委員黃明珠以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

所新聞文化部長松原一樹等來賓，均與本中心黃老師熟稔，並就比賽活動、論文

審查經過等交換意見，相談甚歡，為推動台日文化學術交流展現實力。 

 

論文得獎者與出席貴賓合 (攝於台北國賓大飯店) 

  

黃煇慶老師 (左)、任耀庭所長 (右) 黃煇慶老師 (左)、黃明珠專門委員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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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僑領東上木樟返台掃墓邀約敘舊  

    旅居日本大阪資深僑領東上木樟(Togami, mokusyo，原中文名:陳木樟)夫婦

利用清明返台祭祖，即邀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敘舊。東上僑領出生於日治時期

1931 年的南投，台灣光復後旋即隨其兄長旅居日本大阪。由於事業有成，且熱

心僑務，人脈廣闊，在大阪僑界享有聲譽。故與曾奉派駐大阪辦事處之本中心副

教授黃煇慶熟識，又因難得同為南投縣名間鄉大庄村出身，他國遇鄉親，往來頻

繁。 

    曾任駐大阪辦事處長之外交部前台灣日本關係協會秘書長羅坤燦夫婦，聞

東上僑領夫婦利用清明時節回台返鄉祭祖，即聯絡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以及前航

警局警官尤登魁先生、鄭忍女士等友人，於 4 月 4 日在台北聚會晚餐敘。因悉東

上僑領本年恰逢八十八歲高齡，依日本習俗由晚輩以「米壽(米寿、べいじゅ)」

慶賀，爰於餐敘同時進行蛋糕祝賀。東上僑領夫婦甚感興奮，感動地表示，能在

台灣與老友們見面敘舊，更享受米壽祝賀，真是人生快事。 

    在日本向長輩祝壽，按習慣有準備紅衣服獻給六十歲生日之「紅衣花甲壽

(赤いちゃんちゃんこ還暦祝い)」、七十歲之「古稀壽(古希祝い)」、七十七歲之

「喜壽(喜寿祝い)」、八十八歲之「米壽(米寿祝い)」以及九十九歲之「白壽(白寿

祝い)」等。今天東上木樟僑領以八十八歲高齡，還能如此快樂健談、耳聰目明，

以驚人之記憶力，將數十年來之大阪華僑歷史如數家珍，準確點出各時代的人事

時地物，令在場友人佩服驚讚不已，歡度快樂的餐敘與「米壽」之夜。 

 

(圖說左起):東上木樟僑領夫婦、黃煇慶老師夫婦 

(右起)鄭忍女士、尤登魁先生、羅坤燦前秘書長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