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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FOCUS 公益鞋 好評不斷 熱烈回響! 
社會創新學院籌備已久的 s.School FOCUS 公益鞋終於在 108 年 4 月 9 號中

午首波上市!公益鞋是社會創新學院第一個專案成果，結合循環經濟與公益，打

造出這雙百分之百台灣製造的公益鞋。我們秉持著買一送一的概念，買一雙給自

己，幫您把另一雙送給國內外需要的人，讓我們一起高調做公益! 

義賣會當天非常榮幸的邀請到李秉乾校長一同高調做公益，校長也非常支

持公益鞋創新的概念，校長提到:「誰說做愛心只能送舊鞋，我們高調做公益，

您買一雙，我們幫您送一雙新的給有需要的人，讓這雙台灣製造的好鞋送到海內

外偏鄉做公益。而這專案同時落實學校在積極推動的 CDIO 精神，充份達到社會

創新的意義。也強調做公益要從社會企業的模式，要能夠維持並持續的經營。」

最後也在社會創新學院現場試穿公益鞋，並實際支持，將好鞋帶回家做公益。 

社會創新學院翟本瑞院長也強調現在市面上已經很難找到一雙百分百台灣

製造的鞋子，但我們用最好的設計、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資源共同在循環經濟不

浪費的概念下，找到一個可試做的模式。在今年暑假，透過將到海外執行國際體

驗計畫的同學，帶著公益鞋送給當地貧童，共同做公益。目前第一批是以小量做

實驗，未來模式成熟後也希望跟企業近一步的合作，讓大家一起做公益! 

義賣會現場非常的熱絡，大家先到試穿區試穿公益鞋，每一位都對於公益鞋

的構想、設計及舒適度讚不絕口!大家也都很支持的將公益鞋帶回家~真的非常感

謝大家對於公益鞋的支持與肯定，讓我們能在第一天就售出超過我們預定的八

成目標!這是一雙循環經濟又高品質的好鞋，希望大家穿得開心~社會創新學院翟

本瑞院長、賴奇厚執行長及全體同仁再次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謝謝大家!  

 
s.School FOCUS 公益鞋 好評不斷 熱烈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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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將公益鞋帶回家 翟院長及綠能中心簡秘書穿上公益鞋 

  

  
謝謝每一位師長同仁們對公益鞋的支持與肯定 



逢甲通識通訊(第 41 期)2019/4/16  4 

 

 

 

  

  
院長親自跟同仁們介紹公益鞋的精神與舒適度 

  
同仁試穿完都對公益鞋一致好評!連同學都來支持，也說實體看起來更好看 

  
感謝每一位支持公益鞋的朋友們!讓我們能在一天售出超過八成的目標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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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奧地利與巴黎的傳奇對話】音樂會 
來自奧地利英俊、詩意的鋼琴王子-亞伯特 穆貝爾(Albert Mühlböck)，在百花

盛開的季節，將為逢甲熱情樂迷帶來浪漫的法國詩與畫之夜，德布西、拉威爾、

比才、聖桑等作曲家將在逢甲與您相遇。 

2004-2012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學院（College Conservatory of Music, CCM），

主修鋼琴演奏，師從 Eugene  Pridonoff 及 Elizabeth Pridonoff，獲音樂藝術博士

（DMA）。1988-1996 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主修鋼琴演奏，師

從 Ludwig Hoffmann 及 Alexander Jenner，獲音樂藝術碩士（Magister Artium）。

曾於德國、日本、意大利和奧地利等多處舉辦獨奏會，亦曾受邀於美國紐約市史

坦威音樂廳、奧地利 Schloß Traun 節日、中國北京音樂學院及北京音樂廳等地方

舉行鋼琴獨奏會，除此之外，其也曾獲得法國 Vulaines sur Seine 國際鋼琴比賽

首獎、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學院 (USA) 鋼琴協奏比賽首獎等的多項得獎紀錄。 

04 月 22 日(一)19:00 將於本校啟垣廳舉行鋼琴獨奏會，為逢甲大學帶來美

妙的音樂饗宴。敬邀觀賞! 

 

演出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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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o Lodoletti 畢業於 Busto Arsizio 市 Ginnasio“D.Crespi”音樂學校，緊接著

考上義大利國立米蘭音樂學院，以滿分的成績取得鋼琴演奏家文憑後，又再繼續

鑽研深造大鍵琴及作曲。獲得 Verbania 的 Paul Harris 國際鋼琴大賽金獎、

Camaiore 國際鋼琴大賽首獎及德布希最佳詮釋獎、”Follonic”國際鋼琴大賽金獎、

2005 年在法國的 Jeunes Interpretes di Beaulieau-sur-mer 國際音樂大賽奪得兩項

金獎等。 

於 05 月 09 日(四)及 05 月 15 日(三)晚間 7 點，在本校啟垣廳與小提琴家

Daniel Tomàs Karl、和多位國內知名音樂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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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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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Alberto Lodoletti 

 

小提琴/Daniel Tomàs Karl 

 

小.中提琴/張博銘

 

大提琴/王靖雯

 

鋼琴/顏家寶

 

演出曲目: 
 1.E. Lecuona：Malagueña  (from Suite Espanola)  
 2.0. Respighi - Antiche danze et arie, Suite No.3 

Italiana 
 3.E. Lecuona：La comparsa  
 4.The Entertainer  
 5.Les Misérables  
 6.Albéniz：Granada (Suite Española, I)  
 7.Star Wars  
 8.E. Lecuona：Andalucía ( from Suite Española) 
 9.Albert W.Ketelbey：In a Persian Market 
 10.Albéniz ：Cádiz (from Suite Española, Ⅳ) 
 11.Schindler’s List 
 12.Cinema Paradiso  
 13.The Pink Panther  
 14.G. Gershwin: Rhapsody In Blue 

演出曲目: 
 1.F. Chopin: Nocturne No. 21 in C minor, Op. Posth.  
 2.Paganini-Kreisler：Theme and Variations on “I   

Palpiti”, Op. 13 (Theme from G. Rossini Opera  
  “Tancredi”) 
 3.F. Chopin：Ballata n°1 in Sol minore, Op.23  
 4.S. Rachmaninov: Dance Orientale Op. 2, No. 2 for 

cello and piano 
 5.J. Halvorsen：Handel-Halvorsen Passacaglia for 

Violin and Cello 
 6.F. Chopin：Scherzo n° 1 in Si minore, Op. 20 
 7.W.A. Mozart: Piano Quartet KV 493 in E flat Major,  

movment  Ⅰ:Allegro 
 8.F. Chopin：Scherzo n° 2 in Si bemolle minore, Op. 

31 
 9.Saint Saens - Piano Quartet in B flat major, No. 2, 

Op.41, Ⅳ movement :Allegro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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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1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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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二) 
12:10-14:00 

賴榮祥 

不停踩踏，永續產業契機 

中小企業的經營與挑戰，個人從專科到博士的終身學習，面對

競爭環境如何因應？30-60 歲的人生經歷如何挑戰不可能！透

過人生經驗的分享能夠帶給學生進入社會的反思。 

4/16 (二)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癡情馬殺雞》游智涵 導演   片長 20 分 

小豪長期在同志按摩院裡擔任清潔工， 心心念念地期盼自己有

一天能邂逅真愛。某日走進一位客人阿凱，小豪竟有了意外的

機會幫他按摩。兩人在互動的過程中，互相治癒，慢慢對彼此

產生好感....... 

《到頭來》沈騏 導演   片長 23 分 

小流氓李威在好友生日當天被上頭交代去執行一樁恐嚇討債工

作，沒想到過程中發生意外。承受著懊悔與罪惡感的李威，在

崩潰邊緣決定自殺。沒想到一個快遞錯送的生日蛋糕包裹，到

頭來卻救了他一命！ 

《鑰匙》薛朝輝 導演  片長 24 分 

二十年前，阿旺與兒子歡喜地開著夜車卻撞傷了一個人，重傷

者死了，他十六歲的兒子阿輝成天守在鎖店門口等著殺父仇人，

因此認識了老闆廖桑成了他的徒弟。二十年後，癌末的阿旺找

來徵信社的阿道，要他幫忙找到當年那死者的孩子...... 

《好時光》廖士涵 導演   片長 15 分 

阿源是一個「魯蛇」(loser)，他在遊樂園冷清、破落鬼屋裡工作，

但是他常常被小朋友識破，反而被捉弄。女兒生日時他做了一

隻怪獸鬼吊飾要送給女兒，回家的路上經過一處工地，魯蛇阿

源跌進了工地坑洞，因而誤入地下世界...... 

4/17 (三)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女兒戀習題》靳家驊 導演   片長 40 分 

心智障礙者的老化速度比一般人快約二十年，慧綺二十二歲，

心智年齡八歲，她想要嘗試真正符合她生理年齡的舉動，父親

老鍾不得不用鐵鍊將她栓在家裡，不再讓她外出工作。關於父

女之間的牽絆，或許慧綺懂得比老鍾更多。 

《規格化女子》李珞伊 導演   片長 5 分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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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所謂的好？什麼是所謂的壞？我們該是什麼樣子？又不

該是什麼樣子？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守護

其想法和特色，不輕易受到他人驅使，淪為被同化的對象。 

《姊姊》阮鳳儀 導演   片長 16 分 

初移民的姊姊梁芬迷戀著 90 代流行的美國彩色蝴蝶髮夾。梁芬

對蝴蝶髮夾的執著混雜著對俗氣妹妹的厭惡，使得母女三人在

日常生活下隱含的張力一觸即發。 

《亡牌前女友》林亮君 導演   片長 19 分 

怡君跟男友不太穩定交往中，男友前任女友姐的鬼魂在過世後

不斷現身騷擾。鐵齒的男友本不相信，但被鬼纏身的怡君日漸

憔悴，終於有天倒下了，男友也被迫帶怡君走上驅鬼之路⋯⋯ 

4/18 (四) 
12:10-14:00 

釋見聞 

面向正道 

佛陀說了種種苦並解剖苦因，同時也告訴我們如何離苦得樂，

只要依循八正道實踐修行，建立正確的知見和一切勝行，就可

以找到生命的終極答案，進而解脫自在而證得聖果，敬邀您一

起來找尋那條康莊大道。 

4/18 (四)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第一廣場》薛文碩 導演   片長 26 分 

星期天，東南亞人的第一廣場，來自菲律賓的家庭看護工 Jane 

與廠工 Randy 偶然在這裡相遇。假日時光有限，在異鄉初識的

兩人在這裡一起度過了一個美好的星期天。 

《河邊公寓》吳岱芸 導演   片長 28 分 

妹妹即將出生，一家人搬到一棟新的公寓。小寶一邊在隔壁的

空屋搭起了自己的秘密基地，一邊默默倒數著妹妹的來臨。「嗯，

再過三個月。我就再也不會自己一個人了！」數著數著，小寶

卻也在這三個月裡變老了…… 

《離巢》陳定寧 導演   片長 26 分 

母親決定把老房子給賣掉，迫使女兒回到老家搬家。這對一見

面就吵架的母女，只有在夜晚母親吃下安眠藥後，意識迷離時

兩人才能「和平相處」。母女間的往事隨著家中的舊物，一件一

件再度被翻出，這段破裂的關係是否還有修補的可能性呢？ 

4/19 (五) 
13:10-15:00 

黎龍興 
喻家駿 

珠寶鑑定鑑價的技術真實呈現 

1.珠寶知識與鑑定能力已經變成一門顯學課程。 

2.由珠寶鑑定的領域詳細觀察微小世界。 

3.如何確認鑽石與 GIA 證書所在品質是否吻合？ 

4.如何鑑別祖母綠是否為哥倫比亞出產？ 

5.翡翠 A.B.C 貨的初步鑑別。 

6.商級珠寶欣賞美學。 

7.全程參與者可參加寶石抽獎 (保證天然寶石三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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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一)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釘子花》賴建穎 導演   片長 30 分  

農夫阿堂意外發現自己的外籍老婆在小吃部下海陪酒。為了挽

回老婆，決定重回運毒老本行大幹一票來證明自己，但是又放

不下家裡失智的母親和年幼的兒子，決定帶著這兩個拖油瓶一

起踏上這一段冒險。  

《仙草的滋味》吳裕程 導演   片長 23 分  

柏智與柏安這對小兄弟，總在放學後拉著小推車在公園叫賣仙

草。本來生意門可羅雀，但一位客人隨手將照片放上 FB 上分

享，兩兄弟的仙草推車一夕間變得大排長龍。雖然家庭的收入

開始好轉，但餐桌上卻不再有溫馨的晚餐，全換成堆積如山的

仙草鍋碗瓢盆。兩個小兄弟之間的情誼，因此悄悄發生變化。  

《浮草》李金寶 導演   片長 25 分  

一位 21 歲的年輕人在歷經喪母後與其父共同陷入了哀傷之中。

一次偶然的機緣下，他在釣魚時結識了一名陌生老者，成了忘

年之交。藉由釣魚，年輕人漸漸從喪母的悲痛中走出。老者也

藉著年輕人的陪伴，跳出了老來無伴的孤獨。 

4/23 (二) 
15:10-17:00 

黃德劭 

車輛系統的聯網技術應用 

1.車用區域聯網技術發展。 

2.車輛系統設計流程。 

3.資訊流與系統設計連結。 

4.CAN BUS 車輛通訊網路應用。 

4/24 (三)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私家車》蔡渝涵 導演   片長 33 分 

李罄和母親秀娟到廣東東莞找失聯的台商父親，旅程中遇上私

家車司機小陳。在小陳的帶領下，旅程並不順遂。小車離不開

大城市，更兜不出各自的人生難題。三人一同經歷一場荒謬、

無盡的尋父之旅。 

《回程列車》黃邦銓 導演   片長 20 分 

橫跨歐亞大陸的歸途上，沿著鐵路撿拾支離破碎的青春歲月，

那是一些泛黃照片的局部放大，也是一個時代的小小縮影。兩

段旅程，一趟隨著鐵道橫跨歐亞大陸︔另一趟則是從家族照片

去回溯戰時生活。隨著火車行進搖晃的節奏，過去和現在的分

界逐漸模糊，塵封的回憶於焉浮現……。 

《未明》林青萱 導演   片長 5 分 

以立體視鏡的雙頻道影像呈現不同文化景觀，當試圖以肉眼觀

看而產生的肌肉疲乏，將使左右影像時而交疊時而分離，暗喻

旅行穿梭於不同國家城市所見之現代性景觀，產生既熟悉又陌

生的經驗。前景描繪被液體吞噬而在「液化／異化」空間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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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體，如同攪入現代性機器的沈默受迫者，沈沒於碾壓之聲

的浪潮中。 

《如此這般的小人大事》趙暄 導演   片長 22 分 

父母離異的 9 歲男孩阿凌，因爲父親在他生日前夕帶女友及其

孩子回家，一怒之下當天深夜便收拾行囊離家，搭上開往花東

的夜車。舟車勞頓後抵達了母親經營的民宿，得到了母親熱情

的招待，他卻也在短暫相處的時光中，發現母親僅將他當成民

宿的「客人」。失望之餘，阿凌趁母親不注意時再度離去。一路

上陌生人並非刻意給予的善意和啟示，成了比家庭更溫暖的救

贖。故事的最後，他回到台北的家中與新家人同住，同時默默

守望著再次出走的那天到來。 

4/25 (四)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三仔》黃丹琪 導演   片長 20 分 

「三仔」守著一間過時的鐘錶行，店裡早已沒有生意。三仔平

時足不出戶，老友過世後他嘗試踏出停滯的生活。久違的第一

次爬山，三仔就摔傷了腳。山上的猴子，都在嘲笑他。 

《午夜陶德》王逸鈴 導演   片長 40 分 

小豪因為躁動的性格和美髮店老闆鬧翻，帶著家當決定借宿於

陶德家。對於未來的想像、對於生活現況的不滿，他們決定要

做點什麼去對抗這個世界、去得到他們應得的，即使分道揚鑣、

即使過程中充滿掙扎。 

《一起去天堂》張立約 導演   片長 24 分 

蔚藍的天空，悠長的山路，這不是一趟出遊，而是三歲的小五

與一起生活的羊，被帶去孤兒院遺棄的旅途。小五的到來讓這

間孤兒院的院長很煩惱。她覺得孩子應該盡早離院，去新家庭

適應生活比較好，但小五與其他院童不一樣，她與羊封閉在一

個小世界裡，跟外界沒有交流，更對領養不在意。院長開始有

著把羊送走的想法。羊不見了，有人說是去了天堂，小五不懂

分離，也不了解天堂，她只想與自己的夥伴在一起。 

4/26 (五) 
13:10-15: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啊~》陳孟瑄 導演   片長 23 分 

接獲弟弟意外重傷的消息，林宇亭搭上最快一班車回家到警局

進行筆錄。她試圖聯繫爸爸，卻無法解決她的無助；她試圖釐

清弟弟意外的責任對象，卻發現大家都在卸責，甚至連她自己

都是…與警方應答的過程，談及家庭與弟弟意外的細節，使她想

起與弟弟通電話的時刻、爸媽的離異、自己的高中時光，還有

弟弟發生意外的，是他們曾一起前往的地方。她自責、後悔，

卻同時也糾結，難道人生永遠沒辦法選擇自己想要的樣子嗎… 

《小死亡》周良柔 導演   片長 17 分 

阿嫻住在佈滿大油廠的高雄林園沿海工業區。先生被工廠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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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入住安養院，女兒遠赴台北找工作之際，阿嫻身兼數職，

打工賺錢，一肩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在某夜擔任大夜班廁

所清潔員新職時，阿嫻遇上年輕酒客，開始反觀自己，反思婚

姻與家庭現狀。想改變的欲望讓他心潮澎湃，他該如何面對束

縛，有勇氣出走和探索嗎？ 

《發射倒數》劉芃妤 導演   片長 45 分 

2018 年，彗星即將經過地球。從小夢想成為太空人的奕帆，現

在只是個玩具店員工；想要成為演員的子昕，經過無數次的試

鏡還是沒有角色上門。身處在一個看不見未來的世代，夢想無

法實現的兩人對於人生有太多的無奈以及困惑卻找不到出口。 

彗星快要經過地球了，他們的下一步該怎麼走？ 

4/29 (一)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楔子》黃芝嘉 導演   片長 25 分 

一對雙胞胎姊妹，京樺和京恬。一個是生活在家鄉當海生館飼

育員的妹妹、一個是決定去大城市闖天下的姊姊。京恬的個性

內向畏縮，但只要手裡拿著飼料，七彩炫麗的魚群就會如急流

湧來簇擁著她，這是她平淡的生活中最享受最放鬆的時刻。故

事從京樺離家的那天開始，突然間，京恬必須頂替姊姊的一切，

京恬漸漸明白姊姊想離開的心情。她居然日復一日，益加思念

過去，思念媽媽還在世的生活..... 

《氣》劉易 導演   片長 25 分 

在二十一世紀，你相信武俠世界還存在嗎？阿碩是個在臺灣念

高中的 ABC，極力想逃離臺灣的一切。有天偶然發現同學佳佳

是個習武之人！在偷學了內功後，阿碩發現自己天賦異稟，體

內充滿尚未雕琢的「氣」。然而偷學武功的代價會是什麼呢？ 

《柴哥與喵弟》江宗傑 導演   片長 30 分 

當紅兒童節目《柴哥與喵弟》，一大一小扮演著一狗一貓的角色，

風靡了整個兒童界。開心的舞台下，柴哥與喵弟卻各自面對著

難解的心事。喵弟心心念念著好久不見的媽媽，柴哥隱藏的地

下情正蠢蠢欲動。一場旅行，帶領兩人面對了心中一直跨不過

的點。 

4/30 (二)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阿邦》劉家軒 導演   片長 22 分 

馬來西亞長期存在著種族間的矛盾，而宇邦和宇樂這一對非血

親兄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一起成長。宇樂雖流著巫裔血統，

但哥哥宇邦還是對他奉獻無私的愛。但，宇樂因與宇邦的誤會

爭執而離家，投靠到一個無名小組織。漸漸地，他感受到自己

所身處的環境與自己所秉持的信念與價值觀背道而馳;反觀宇

邦，自從宇樂離家後便被自己的道德缺失和母親的怪罪壓抑得

透不過氣。宇邦和宇樂在重新找回彼此的過程也彌補著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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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漏，但他們深知他們的愛早就跨越種族的隔閡。 

《爺爺的老房子》李卓媚 導演   片長 18 分 

80 歲退休土木工程師，曾設計數百單建設，患心臟病後只能安

於家中。溫度剩餘片刻，日常中漸漸消逝的微細；老人與房子

的關係安靜又親密。 

《天台上的魔術師》馬曉輝 導演   片長 28 分 

整日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林飛隆經常做些偷雞摸狗的勾當。

某天大雨滂礡，被追入小巷的飛隆偶然目睹了一起性侵的發生。

落湯雞般的飛隆快步地走出小巷，選擇視若無睹地開了現場。

但這日後，飛隆心中惴惴不安，直到又遇見了當天的那個女生

⋯⋯ 

《坐椅上的人》張郡庭 導演   片長 5 分 

人群被慾望驅使，追求一個看似美好的目標。在片中以「極簡

風格」和「佔有椅子的人」對比之下，去思考佔有的慾望，而

彈珠臺的運動(發射-歸零)是影片的架構也是對慾望的看法。作

品探討人佔有的慾望，主角開啟一趟慾望的追求旅程，以「佔

椅子」表達擁有的物質和權力，隨著慾望越來越多，最後可能

在一瞬間回歸到一如往常，而整部片也以「極簡的手法」回應

主題佔有的慾望。在作品的物件、色彩、鏡頭可見極簡的方式，

而在角色單一的表情、僵化的動作呼應「人盲目對於慾望的表

現」，另外在椅子旋轉的部分，沒有敘事搭配音樂的進行建造一

個安靜的時間，「寧靜平和的訴說」對於慾望的觀點，如果觀眾

沒有讀取到資訊也獲得寧靜與安詳的四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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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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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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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5(一) 

13:10-17:00 

mc0031 0.2 學分履歷與面試練功房(劉漢民) 人 202 

mt0049 0.2 學分生活時尚-文青手作皮革(2)皮革零錢包(羅筱綾) 創客教室 

mt0050 0.2 學分 Banner 動態網業廣告-初階(林忠勳) 資電 B15 

mt0020 0.2 學分生活時尚~髮型系列-電棒運用(林幸宜) 人 B117A 

mc0043 0.2 學分觸及真心的故事~怎麼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故事 創客演講區 

04/17(三) 

20:00-22:00 
mt0075 

0.1 學分 APP 專題實作: App 設計(4) (洪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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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9(五) 

09:00-16:00 
mt0078 0.3 學分機器人設備配件切割及加工課程(張忠賢) 

中科機器人

自造基地 

04/19(五) 

13:10-17:00 

mc0042 0.2 學分職涯系列-用樂高認真玩出職涯藍圖(蘇琮瑜)  
創客演講

區+手作區 

mc0008 0.2 學分基礎簡報教學(郭培聖) 人 601 

mt0047 0.2 學分 Photoshop 軟體實務應用-中階(林忠勳) 資電 B15 

mc0039 0.2 學分投資世界的探索、實務(江冠廷) 人 B116A 

ma0014 0.2 學分生活美學~畫與話-禪繞畫(吳禹蓁) 創客小教室 

04/20(六) 

08:00-14:00 
mi0016 

0.3 學分 3D 動畫製作工作坊(1)(甲尚科技) 

※需 4/20 及 4/27 日兩日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 0.6 學分 
行二 105 

04/22 (一) 

13:10-16:00 
mt0071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三) 

※需 4/22 及 4/29 日兩日 6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 0.3 學分 
人 701 

04/22(一) mt0051 0.2 學分 Banner 動態網業廣告-中階(林忠勳) 資電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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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17:00 
ma0015 0.2 學分生活美學~玩粉彩-書籤設計與創作(吳禹蓁) 

創客小教

室 

mt0058 0.2 學分生活時尚~髮型系列-基礎編髮與盤髮(林幸宜) 人 B117A 

mc0046 0.2 學分社會活力透視(陳介英) 創客書屋 

04/22(一) 

15: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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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202 

04/24(三) 

20:00-22:00 
mt0075 

0.1 學分 APP 專題實作: App 設計(5) (洪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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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6(五) 

13:10-17:00 

mt0077 
0.3 學分產品設計與塑模實作(張忠賢) 

*與 4 月 12 日課程相同，僅承認一次學分 

中科機器人

自造基地 

mc0047 0.2 學分精神分析玩很大(翟本瑞) 人 202 

mt0027 0.2 學分商標註冊實務(雲馨儀) 資電 B15 

mt0059 0.2 學分生活時尚-時尚帶著走馬卡龍零錢包輕鬆製作(余惠娟) 創客教室 

ma0016 0.2 學分文創美學應用(羅菀榆) 人 B116A 

04/27(六) 

08:00-14:00 
mi0016 

0.3 學分 3D 動畫製作工作坊(2)(甲尚科技) 

※需 4/20 及 4/27 日兩日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 0.6 學分 
行二 105 

04/27(六) 

13:30-17:30 
mc0048 

0.4 學分山城小旅行(1)(洪珮綺) 

※4/27 及 4/28 兩日 8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 0.4 學分 
創客 

04/28(日) 

08:30-12:30 
mc0048 

0.4 學分山城小旅行(1)(洪珮綺) 

※4/27 及 4/28 兩日 8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 0.4 學分 
創客 

04/29 (一) 

13:10-16:00 
mt0071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三) 

※需 4/22 及 4/29 日兩日 6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 0.3 學分 
人 701 

04/29(一) 

13:10-17:00 

mt0052 0.2 學分 Banner 動態網業廣告-進階(林忠勳) 資電 B15 

mt0060 
0.2 學分文創與數位的融合~雷射雕刻基礎課程-來一個與眾不同

的木質杯墊-(張建祺) ※請攜帶筆電 
創客教室 

mc0045 0.2 學分性別與情慾~性產業與性態度關係探討(陳介英) 人 202 

04/30(二) 

18:00-20:00 
mt0075 

0.1 學分 APP 專題實作: App 設計(6) (洪耀正) 

※(1)~(6)完整上完，並完成課程要求才可獲得 0.6 學分 
創客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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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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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下旬微學分課程回顧 

  

  

  
「Illustrator 實務演練」系列課程，同學們從第一次接觸 Illustrato 軟體的初階

課程開始學起， 一直認真學習到可以獨立運用軟體繪圖、製作海報的中階

及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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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創意個性手作-花卉刺繡」讓同學透過創作的過程，體驗動手設

計、製作作品的樂趣，學習配色及生活美學應用，也能從製作的過程中培養

耐性及專注力。 

  
「找資金!上群眾募資平台吧!」透過課程 1.何謂群眾募資。2.募資平台操作技

巧大公開。3.募資提案的撰寫和關鍵因素說明。4.個案分享等內容。讓同學了

解群眾募資的操作技巧，未來有機會利用募資平台來實踐自己的計劃或夢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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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鋁銘板工藝--敲出你的名字」課程中透過鋁銘板的設計與製作，

讓同學透過實作與討論，喜歡並且體驗實作的感覺，並且也學習工藝技巧。 

  

  
「生活時尚~職場彩妝-面試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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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表達力」莊老師在課程中帶領同學瞭解簡報之重要性與技巧、體驗簡

報表達力之技巧與方法，最後透過案例分享與實務演練，讓同學們在課程中

訓練簡報的技巧與口語溝通表達的能力。 

  

  
「多益 600 加強班」系列課程，由鞋業學程提供課程，希望同學們能在 8 次

課程後提升英文能力以及多益測驗成績，增強海外實習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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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指尖上的粉彩」老師於課程中教導同學運用手指頭以及各種隨手

可得的物品來創作粉彩繪畫作品。培養同學生活美學素養，讓同學不須具備

任何繪畫基礎也能有自己的一片藝術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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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美天好日子手工果醬一起做!」課程中老師從食安開始講解，除了

動手實作，也重視食農教育，食品安全與衛生更是重要的一環。讓大家可以

依季節時令選擇新鮮的水果，以簡單的做法加上老師的重點提示，教導同學

遠離添加物，安心享受美味又天然的手工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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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X 隈研吾先生共善樓建築設計簽約儀式 

2020 年東京奧運主場館設計師隈研吾先生與企業愛用的逢甲大學，在校內

人言樓進行共善樓設計簽約儀式，隈研吾先生與董事長的握手，不僅是抱持著共

同對教育的理念，也是希望新大樓的設計建成，採用負建築的風格，結合在地環

境的發揮，讓共善樓符合新穎概念，而非傳統水泥建築，多了一份回歸大地的親

切感，一同攜帶所有人，創造更屬於美好的大學環境，由電視台志工隊紀錄全程，

精華影片請鎖定逢甲大學電視台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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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基礎核心必修「人文與科技」課程說明會 
配合教育部深耕計畫與通識基礎課程改革，特於 108 年 4 月 3 日於第六國

際會議廳，舉辦全校各學系主任、承辦助教說明會，以楬櫫說明課程改革原委與

目標，同時配合修正資訊素養作業。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人文與科技」課程實施方案： 

一、 學分數：1 學分。 

二、課程規劃緣由及目標： 

人文與科技主要是讓學生能從人文角度出發，體驗資訊科技的創新應用，

增進其對微軟專業學程(Microsoft Professional Program,MPP)、亞馬遜雲端運算

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AWS)及 Google 數位學程的初步了解，藉此培養

學生專業技能基礎概念，願意自我學習延伸為終身學習的態度，以創新科技

之教學互動，打造人文與數位學習之新媒體運用目標，盼能為學生之學習模

式開創新局。 

三、規劃原則： 

（一）協助或使學生產生學習興趣或是需求感。 

（二）培養學生必須具備的態度、知識與技能。 

（三）突破學科專業本位主義，以提升學生基礎能力的課程設計取向。 

四、課程能力指標： 

（一）學生能規劃自我學習計畫。 

（二）培養學生專業技能基礎概念。 

五、課程實施對象及相關配當： 

（一）施行對象：108 學年起入學之大一學生。 

 （二）通識基礎核心必修 4 門課，各 1 學分：「公民參與」、「社會實踐」、「創

意思考」3 門課，加上「人文與科技：數位行銷」、「人文與科技：人工

智慧」、「人文與科技：數據分析」、「人文與科技：雲端服務」四選一。 

（三）取消多元文化搭配的「資訊素養作業一：資料蒐集報告」 

（四）除本系配當應修之「人文與科技」課程，若多修其他模組「人文與科

技」可列入通識選修統合學分。 

六、課程內容結構： 

設計 4 個模組，各系視需求選擇 1 模組作為必修 1 學分，每個模組都有單

獨的課程大綱及課程編碼。 

（一）模組 1：數位行銷 

1. 課程內容為 Google 數位課程的數據與技術職涯發展及數位行銷。 

2. 瞭解大數據、職涯發展的基礎理論與數位世界的可能商業機會。 

3. 提升資訊素養及自主學習能力。 

（二）模組 2：人工智慧 

1. 課程內容為微軟專業學程（Microsoft Professional Program, MPP）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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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2. 瞭解人工智慧相關的基礎知識，機器學習的法則，以及應用 AI 技術時的

方 法。 

（三）模組 3：數據分析 

1. 課程內容為微軟專業學程（Microsoft Professional Program, MPP）中的

Big  Data & Data Science。 

2. 瞭解資料的基礎處理與分析，並運用 Azure 平台功能分析進行與機器學

習應用方法。 

（四）模組 4：雲端服務 

1. 課程內容為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 AWS）。 

2. 瞭解 Amazon 所提供的雲端運算服務的基礎原理及架構、應用案例與實

務操作。 

3. 透過實務案例與操作練習引導學生理解相關雲端服務與應用範疇。 

七、授課方式： 

（一）透過教學平台網路教室 iLearn 和通識中心網頁，讓同學進行線上自

學。 

（二）安排教師及學習助理提供實體和線上輔導。 

（三）與創意思考搭配，以期中為界，約 8-9 週的時間讓同學完成線上自

學。 

八、學習評量方式： 

（一）評分項目： 

依照各模組課程設計進行評分，題庫測驗或完成作業。 

 
十、學習資源之建立 

各課程內容放於通識教育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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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改革 
 

搭配正課 舊制 108 學年新制 

多元文化 資訊素養作業一：資料蒐集報告 X 

全民國防 

軍事教育（一） 
資訊素養作業二：危機處理分析 X 

公民參與 資訊素養作業三：資訊理論簡測 資訊素養作業：資訊倫理簡測 

社會實踐 資訊素養作業四：實際參訪報告 X 

大一英文（二） 資訊素養作業五：自我介紹檔案 資訊素養作業：自我介紹檔案 

大學國文（二） 資訊素養作業六：電子書編寫 資訊素養作業：電子書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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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在家鄉-聯發科技數位社會創新競賽說明會 
 

    每個人都應該為家鄉做一件事，從腳下的土地向世界出發，由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資訊社會推廣協會鍾宛儒小姐訴說「智在家鄉-聯發科技數位社會創新競賽」

的基礎核心精神，鼓勵本校同學參與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舉辦的社會創新創意競賽，宛儒小姐強調這不是科技競賽，而是創意競賽，

最後還可以由聯發科技工程師與業界師資協助將創意實踐。首獎為 100 萬，優

等獎 20 萬，還有特別獎 5 萬，總獎金高達 327 萬，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

競賽。說明會現場也邀請社會創新學院賴奇厚執行長致詞，用綠能科技的專業引

導大家，賴執行長也說到我們需要站在偏鄉的角度思考對方的需求，解決真正的

社會問題，同時希望同學透過參與競賽培養自我的能力，也願意協助想參賽的同

學進行專案的提送；而人工智慧與社會發展課程授課的張忠賢老師更是以加分

的方式鼓勵同學參與競賽，並說明應用人工智慧科技解決社會問題儼然是未來

趨勢，希望同學要能夠面對這一波科技的發展。 

以下為此競賽的活動理念： 

     從「EVERYDAY GENIUS 創造無限可能」出發，聯發科技相信科技能夠改善

人類的生活、有效與世界連結，而每個人都有潛力利用科技創造無限可能 

(Everyday Genius)。聯發科技「智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邁入第二屆，本屆

維持「以特定的一個鄉鎮為主題背景」，邀請社會大眾、學生、社區組織、公部

門與民間企業一起來關心家鄉。去年獲獎的十個團隊，成員從中學生到社區媽媽

都有，令人感動的不只是他們的好點子，更是因為他們關心家鄉的行動 

    以台灣 368 鄉鎮及區為關注的對象，希望創新的經驗與在地生活更為貼近。

科技的力量應該讓每個人都受惠，即使是一個小鄉鎮的問題，如果有人關心，就

有改善的可能。從「為家鄉做一件事」開始，每個人都能找到一個改善人類生活

的動機，利人利己，成就 Everyday Genius。 

    參賽主題：選定一個台灣鄉鎮市或區作為主題對象，利用數位科技改善該地

區的生活或環境的一個問題。為貼近問題真實的背景脈絡，需檢附地方訪談對象

與意見回饋，如在地鄉親、地方政府、在地協會或團體等。    

   參賽資格：採團隊與開放型態，每隊由 3 人以上自由組成，不限年齡、國籍、

職業等，組長需為中華民國國籍。學生團隊、社會人士、非營利組織、地方社團

乃至公司行號都可組隊報名；若入圍決賽的團隊當中有未滿 20 歲之成員，需由

法定代理人簽立「未滿 20 歲參賽同意書」並繳交正本。 

主辦單位: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考網址：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about 

若欲參加活動，可洽通識教育中心林依瑩 分機 2142 

或填寫表單讓我們知道參加意願 https://forms.gle/PbokDv1JQrriJEdn7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contents/frontend/web/20_consent.pdf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about
https://forms.gle/PbokDv1JQrriJEd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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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 24 個經典心理學實驗的秘密之一 

霍桑效應、必馬龍效應、習得性無助、德西效應 
     
    3 月 25 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第二場「24 個經典心理學實驗」分享會，首

先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介紹「霍桑效應」。當被觀察者知道自己成為觀

察對象時，一開始這種「被觀看」的模式會讓被觀察者努力矜住維持產量，但一

段時間後發現生產率並未有明顯上升，反而需從關心員工的情感與人際關係等

交流溝通加以改善，讓員工覺得自己是公司中重要的一份子，以現代用語來說即

是「討拍」與負能量的抒發。「必馬龍效應」則是接受群體與自我的暗示致驗成

真，當賦予更高的期望時，會將自信與潛在的能力激發出來獲得更好的結果，不

管是在教學或職場上都能加以運用甚至形成良性循環。 

    國語文教學中心王惠鈴老師則透過 Youtuber 有趣又生動的解說影片介紹

「習得性無助」，當接連不斷地受到挫折，便會感到自己對於一切無能為力、喪

失信心，覺得無論怎麼做都沒有用，陷入一種無助的心理狀態，總結即是「敗給

了挫折感」。而「德西效應」也很有趣，王老師表示「獎勵是解藥也是毒藥」，

當外界的獎勵或刺激持續或過多時，學生的學習興趣反而會降低；因此，教師在

教學上的獎勵形式應該要變化調節，也要靈活調整教學策略，讓每一種才能的學

生都有發揮的機會。王老師最後也分享了一些學生正向的回饋單，引起與會老師

對其用桌遊與活動教國語文的好奇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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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解除肩頸眼睛痠痛秘訣大公開】 
     
     3 月 19 日通識沙龍邀請國貿系畢業校友蔡銘禮學長分享「解除肩頸眼睛痠
痛秘訣」。蔡學長畢業後順利進入半導體外商工作，卻因為生了一場怪病，全身
變得緊繃無法呼吸跟生活，自此展開物理治療的醫療看病之旅，最後甚至前往國
外尋求治療，終於在費登奎斯技術下找到肢體放鬆秘訣。三年前，他一邊上班一
邊創業成立體感連結工坊，致力於推廣對的不傷害身體的肢體放鬆方式。 

    首先他解釋為何許多學生會反應讀書讀久了肩頸痠痛頭昏不舒服，正是因
為「沒有正確的坐姿」！他強調雙腳一定要穩定地放在地上，翹腳、盤腿或腳打
叉都會造成身體的缺氧，當然無法長時間讀書；寫字時手打開的幅度不可過大，
盡量要夾在身體兩側，才能保持肩膀的放鬆。他笑稱「手打開愈大、落榜的機會
愈大」來勉勵有志於考研究所或公職的學弟妹，一定要使用正確的姿勢讀書與書
寫幫助自己上榜。 

    蔡學長也傳授了一些實用的眼球運動，大家一起練習透過簡單的技術來幫
助自己解除眼睛痠痛，期許每個人都可以找回「放鬆自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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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食物的原味-從產地到餐桌校外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專題製作[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探索] 課程，課程探討經由我們

日常生活中所見的各種吃的內容與方式，來認識吃和性別以及社會乃至環境所

存在的各種密切關係。授課老師陳介英老師於 2019 年 03 月 24 日(日)安排至苗

栗續緣自然農場校外教學，透過實際操作（種植及烹煮），來深入瞭解我們現存

的飲食問題，進而透過小組的合作，提出包含著從生產到消費的新飲食文化構想，

並加以宣傳或推廣。 

   這次校外教學的課程雖遇到下雨天，但不減同學的興趣，即便於雨中仍走訪

農場各地及實際體驗種植的方式。課程中邀請了續緣自然農場吳易倚老師帶同

學在農場中實地上課，帶領同學們了解友善農法栽植的過程能產出甚麼樣的蔬

果，品嘗農場內田野蔬食，比較市面加工食品的差異，找回來自大地原始的味覺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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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註冊實務 

【專利撰寫與實務】課程，授課老師陳淑慧老師，希望同學們除了運用專利

申請保障自己的設計、發明權利，也希望同學若有創業計畫也別忘了商標註冊的

重要性，為了讓同學對於商標申請可以更完整迅速理解，邀請象水廣告公司經理

雲馨儀老師在 3 月 26 日主講 [商標註冊實務]專題演講，讓同學透過演講內容，

可以學習到商標申請註冊的過程、申請商標的重要性、該注意的事項、兩岸商標

申請的差異。 

課程後有目標創業的同學，積極與老師詢問目前已有的產品在商標申請與

註冊上相關的問題。同時了解商品在美國與台灣申請的差異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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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x 社團】從做中學-實際體驗更有感 
外語教學中心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大二英文微學分活動，在 3 月 29 日的

週五下午，一場只屬於大二同學的「咖啡、茶與英文 Coffee, Tea and English」開

始囉。 

本次授課的施惠家老師，由於先前也是咖啡研究社的指導老師，所以特別找

來了校內社團咖啡社的同學們團隊合作，透過社團同學的專長與資源，讓每位上

課的同學都有機會接觸到咖啡器具，從中學習與實作，並親手沖泡一壺手沖咖啡。 

這堂課程不單單只是聽老師在台上講課，也給了社團同學們一個表現的機

會，親自當講師。對於來上課的同學，也不會因為一直聽老師在台上講課而感到

乏味，透過親自體驗，更能增加活動的樂趣，除了手作咖啡的練習，更在課程的

後半部分，施老師也透過分組方式，讓同學們腦力激盪出想像中的咖啡店裝潢，

並繪製於海報上，互相夢想與分享，並以互相投票方式作為回饋，知道哪一種最

可行，讓想像中的咖啡廳離實踐更進一步。 

 
大二英文微學分 FB：https://www.facebook.com/fcumcs/ 

 
  

圖說:同學體驗手沖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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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英語讀本海報簡報競賽開張囉! 
    106 學年的「好繪讀書~英語讀本海報簡報競賽」同學在海報上展示五花八
門的創意，一分鐘的英文故事陳述燦爛而引人入勝，競賽的迴響十分熱烈；所以
107 學年又重新開張囉! 
    本學期活動搭配「107-2 廣泛英文閱讀競賽」，同學們可自行挑選一本讀過
最印象深刻的英文讀本，將其內容或讀本特色繪畫成海報，並於競賽當日以一分
鐘簡短的英文口頭報告重述故事內容、讀完讀本後的啟發及讀本中提及的文化
異同反思，希望透過本次競賽學習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了解價值觀。 
     活動報名已於 108.04.08(一)開跑囉~還沒報名的同學快點跟左鄰右舍相約
組隊參賽吧! 
 
※活動相關資訊請參考網址：
http://www.fcuflc.fcu.edu.tw/wSite/lp?ctNode=16195&mp=588101&idPath= 
 
※若有活動問題歡迎至外語教學中心詢問盧岱逸助理，或撥打至分機 5884。 
 

 
圖一：好繪讀書~英語讀本海報簡報競賽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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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學生的興趣—從 App 程式設計開始 
逢甲大學自 106 學年度起，實施全校性的 App 程式設計課程，而擔任國際生不

分系 App 課程的老師，為本校外語教學中心的王柏婷老師，她從自身自學 App

的經歷，採取認知師徒制結合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讓國際生從基礎開始，

逐步建構出 App 程式語言的知識。經過 9 週的課程，學生們均可以完成一個實

際的 App 作品，而本次最令人驚豔的是來自印尼的雷國亮同學，他設計出

「FengLife」App 並且已經上架在 Play 商店，不但有中英文介面，也有逢甲周遭

的用餐資訊、逢甲校園地圖、iLearn 功能連結及學校請假系統連結，其中，用餐

資訊不但有評價、地圖，還包含訂餐連結，實在是非常符合使用者需求。從這次

的作品當中，不難發現，i 世代的學生對於程式是不排斥而且願意嘗試的，只要

用對方式，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學生就會有自我學習進而應用的能力，此外，一

旦學生的熱情被激發，他們也會勇於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不管是教什麼程度的

學生，老師們只要秉持教學熱情，加上愛心、耐心及同理心，相信都一定有助於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啟發學生的興趣。 

成果照片： 

  

雷同學展示 App 成果 小組討論 

  
Feng Life App 首頁 App 內建逢甲周遭餐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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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學生團隊赴菲律賓 

參加國際 Hult Prize 創業競賽，獲初賽第二名佳績! 
 

由聯合國與霍特國際商學院共同主辦的 Hult Prize 國際競賽可說是學生創

業界的諾貝爾獎，第一名的競賽獎金更高達 200 萬美金!!! 每年有 150 多個國

家的數千名大學生報名參加，今年逢甲由國際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BIBA 學生

取得辦理校際競賽資格，是創校以來首次! 

去年 12 月 4 日於逢甲大學校內舉辦校際賽，獲第一名及第二名的團隊取

得參加國際區域賽的資格，於今年的 4 月份分別前往菲律賓馬尼拉及日本東京

與來自全球的團隊競爭。兩隊團隊為了比賽都如火如荼的準備，校內社會創新

學院、產學合作處育成與技術授權中心、綠色產品研究中心、通識教育中心與

綠能科技暨生技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USR 計畫等團隊協力開設課程、密集討論，

給予學生資源及支持。其中一組團隊由跨領域與跨國團隊組成，成員有纖維與

複合材料學系沈旻言(台灣)、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朱卓儀(中國)與全校國際生大

一不分系陸薇安(巴拉圭)。該團隊於 4 月 4 日代表逢甲大學前往菲律賓馬尼拉

場國際區域賽，該賽場有來自世界各國共 40 組團隊參賽。逢甲同學們表現成

績亮眼，在第一輪初賽獲第二名佳績。本校學生跨領域互相學習，學校跨領域

教學與行政單位協助，讓同學能站上國際舞台，展現創新創業構想，與國際頂

尖學生團隊切磋交流，展現逢甲能量! 

 

  
逢甲大學跨領域學生參與國際競賽，表現亮眼(左起陸薇安(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

系)、沈旻言(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朱卓儀(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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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Easy，開心學華語 

來自外語教學中心岱逸助教的心得與觀察 
    2019 年的春天，外語教學中心依舊忙碌，除了全校性課務與活動，3 月 15
日至 3 月 24 日期間，辦公室迎來一團來自泰國的 28 位同學，有幸與這些同學
一同相伴。 
    靦腆的微笑是我接觸泰國學生的第一印象；第一天晚餐時，我們之間的交談
中都是以英文為主，甚至需要 PMP 的學生翻譯成泰文來進行遊戲，但經過兩三
天 TA、志工們的陪伴及 PMP 王惠鈴老師和王柏婷老師用心的教學及耐心的引導
如何說出道地的中文並用熱情與學生互動帶領他們親口練習，讓同學開口說中
文的意願提高了很多；其實他們是一群對華語學習十分有熱忱的泰國學生，在泰
國時他們也都分別學習了中文課程，所以這次的遊學團課程安排除了中文課程
外，也安排了他們體驗了一系列的文化課程像中國剪紙、寫書法、中國繩結、唱
台語歌曲，繪油紙傘等，還到了苗栗的客家文化園區，了解客家歷史、穿上客家
服飾、品嘗客家美食等。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結業當天，因為這天也剛好遇到全校運動會，泰國學生
們特地換上泰國的傳統服飾與 PMP 的學生一起繞場，即便天氣有點冷，他們還
是充滿熱情，最後獲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績，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與回
憶，當他們回到外語教學中心還是很雀躍；中午除了午宴外，學生們還進行了總
結性的口頭報告跟影片展現，看他們在台上用中文對這十天的活動進行分享，雖
然講話語速很慢但是他們的用心準備跟他們述說在台灣的體驗，可以感受到同
學們真的是收穫滿滿、回憶滿滿。 
    透過教育部「新南向計畫」外語教學中心為遠道而來的泰國同學規劃了 10
天的中文學習旅程，感謝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及 TA 們這幾日的陪伴； TA 們之
前參加過菲律賓的見習計畫，會同理而且了解同學的心情與需要幫助的地方；而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利用夜市導覽的特長搭配遊戲，讓學生都有很美好的記憶，
這些天與泰國學生一起尋找知名逢甲美食、了解風土民情、融入生活、踏遍台中
的景點，雖然這些天下來有點累，但心裡卻充滿著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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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穿著泰國傳統服飾與 PMP 一同參加運動會遶場。 

 
圖二：到苗栗參訪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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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至客家文化園區參訪 圖四：於台中火車站前合影。當天活

動主要場地為東協廣場，並帶他們了

解在台中新移民或外籍勞工周末的活

動及發展出的文化。 

  
圖五、六：於逢甲文創會館書寫龍鳳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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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八：同學們覺得這富含文化涵養又有趣的活動，大家都很喜歡呢! 

  
圖九：中國繩結製作。雖然中國繩結

纏繞很繁複，但是同學依然很有耐心

的完成了。 

圖十：來到逢甲最令他們驚豔也最喜愛

的是我們的公共空間，特別試人言大

樓，各小組總會抓緊空閒時間到人言討

論總結性的口頭報告該如何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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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課程結束當天全體合照，大家都很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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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聽著不懂也能唱－穿越時空的「長相思」 
誰說外國人不能學古文？我們可以唱給您聽。本學期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學士班的「多元文化」課程，由中國文學系暨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廖崇

斐合聘老師邀請歌唱家林惠美老師，現場演奏古琴，結合太極功操，共同引導來

自十餘個國家的 43 位國際生，演唱唐代詩人白居易著名的作品--「長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

歸時方始休…。」來自中唐少婦的「遙遠思念」，藉由具有千年歷史淵源的古琴弦

音來演繹，依舊不減其款款情深。Everything is for love…，愛情果然是跨越文明

的共同語言。天南地北的同學們齊聚一堂，跟著講義逐字識讀，結合太極功操的

發聲練習，在一呼一吸之間，體會古典中文音韻的悠揚綿長，隨著古琴跌宕起伏

的旋律，串起了跨越中西、穿透古今的「長相思」。短短兩節課的時光裡，讓同

學們體驗到，學習不只是知性的辨析，更需要身、心、意的整體投入；也證明了

文學的風雅，其實可以藉由不同的形式，穿越語文符號的限制，浸潤我們的身心。 

  

  
圖說 :國際生唱古詩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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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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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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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歡迎參與 PMP文化角-國際童玩競賽  

   文化理解從遊戲開始，繼上學期PMP食尚玩家由來自各國學生分享美食、

彩妝、旅遊等特色文化，本學期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邀請到韓國、印尼

及泰國學生分享當地最具特色的童玩。讓你體驗韓國綜藝節目Running Man「打

紙牌」遊戲，由韓國歐巴親自指導製作獨一無二的紙牌，成為台灣紙牌王；還有

印尼傳統童玩「播棋 Congklak」及「抓石子」競賽，挑戰你手眼肢體協調；最後

有泰國「椰子踩高蹺」遊戲，用椰子製作高蹺分組對戰，訓練你的腳力和協調力，

機會難得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體驗各國不同的遊戲！ 

 
一、時間/主題/報名網址： 

．2019/4/18(四) 12:10-13:00 韓國童玩競賽：https://reurl.cc/WAg7y 

．2019/4/25(四) 12:10-13:00 印尼童玩競賽：https://reurl.cc/DK77j 

．2019/5/2(四) 12:10-13:00 泰國童玩競賽：https://reurl.cc/ZZgga 

二、地點：忠勤B02多功能教室 (忠勤大樓地下一樓)  

三、宣傳影片：https://youtu.be/LBZ7IX68B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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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演講比賽 

歡迎全校國際生們 SHOW 出自己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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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是國際生，不用擔心字彙量、口音等任何問題，會說華語就勇敢大

聲show出來。更安排4/19(五)、4/26(五)和5/3(五)有專業老師訓練你演講技巧，

所以不用擔心，快點報名，把高額獎金帶回家！歡迎全校國際生踴躍參與，亦

請教師們推薦與鼓勵國際生們報名參加。 

 
 演講主題：我心目中的逢甲  

 參加對象：本校在學之學生(含學士班及碩博士學生)、短期交換生及海青班

中文非母語之外國學生及僑生，不含大陸、港澳、馬來西亞地區學生。 

 參賽方式：分低年級組及高年級組，採個人參賽。 

 獎金 

A. 首獎 8,000元，低年級組與高年級組各一名。 

B. 二獎 6,000元，低年級組與高年級組各一名。 

C. 三獎 4,000元，低年級組與高年級組各一名。 

D. 最佳精神獎 2,000元，低年級組與高年級組各兩名。 

E. 最佳創意獎 2,000元，低年級組與高年級組各兩名。 

F. 初賽現場啦啦隊加油獎10名，250元等值獎品。 

G. 決賽現場啦啦隊加油獎10名，250元等值獎品。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Zeb9M 

 重要時程： 

A. 初賽：5/10(五) 13:10-17:00 

B. 決賽：5/24(五) 13:10-17:00 

＊活動粉專Facebook: https://reurl.cc/ezkAL(FB搜尋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演講比賽)  

https://reurl.cc/Zeb9M
https://reurl.cc/ez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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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for 2019 FCU Chinese Speech Contest starts 
from 19 March 2019 to 30 April 2019. 
 
2019 FCU Chinese Speech Contest (2019fcuCSC) is not a place to evaluate you, but a 
stage for you to SHINE!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on’t worry about your vocabulary or accent. Speak up if 
you have touched upon Chinese!! On 4/19(Fri), 4/26(Fri), and 5/3(Fri), teachers will 
practice speech with you! Register now and win the prize money away!! 
 

 Speech topic：我心目中的逢甲 Find your love for Feng Chia and speak up! 

 Prize：per group 

A. First Prize 8000 NTD 
B. Second Prize 6000 NTD 
C. Third Prize 4000 NTD 
D. Best Spirit Prize(2) 2000 NTD each 
E. Best Creative Prize(2) 2000 NTD each 

 Participants：Students in Feng Chia University, including postgraduate students, 

short-term exchange program, and Overseas Chinese Youths Vocational Training 
School with non-Chinese as mother language can sign up for the contest.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u, Malaysia, and Mainland China are not eligible for the 
contest.  

 Contest method： Divided into junior group, senior group,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Website：http://bit.ly/Enter2019fcuCSC 

 Rules and Regulations：www.pmp.fcu.edu.tw  

 Time： 

A. First round：5/10(Fri) 13:10-17:00 

B. Final round：5/24(Fri) 13:10-17:00 

 
＊活動粉專Facebook: https://reurl.cc/ezkAL(FB搜尋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演講比賽) 

  

http://bit.ly/Enter2019fcuCSC
http://www.pmp.fcu.edu.tw/
https://reurl.cc/ez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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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演講速成班 Chinese Speech Training 課程資訊 

培訓場次Rounds： 

(1) 4/19 (Fri) 17:10 ~ 18:10 Speech Drafting  

(2) 4/26 (Fri) 17:10 ~ 18:10 Pronunciation 

(3) 5/3 (Fri) 17:10 ~ 18:10 Building Confidence 
Registration for Chinese Speech Training: https://reurl.cc/26R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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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講堂－演化論的演化 

恐龍為什麼會從世界上消失呢？是適者生存的道理嗎？今天魏國彥老師帶

領大家從遠古時代的恐龍至現今各個國家中，領悟出其中所隱含的達爾文演化

論。歷史無常，不可捉摸，各個年代的科學不一定是累積的過程，也可能包含著

革命，老師拋出另一種科學的可能，引導著學生一步步地探索今天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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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講堂－分組討論 

化石的形成是否代表著生命的演化呢？地殼為什麼會大小不一？歷史無

常，不可捉摸，但是同樣的改變卻帶來了不同的看法。今天我們的同學將以自己

的專業知識加上各自見解，帶出各種新穎的主題的議題討論。帶領大家從遠古時

代的地球至現今不同生態的地球圈與食物鏈，領悟出其中所隱含的涵義，與參與

同學們思想火花的碰撞，乃是教育所推崇的主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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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第四次例行會議 

  本學期招開運動會行前會與其他活動事宜，一開始先將本次成發的行政組

公告給大家，接著公布運動會拍攝流程，來了將近四十位新生及舊生到場，每個

志工細細聆聽總招解說細節，總招也期待著運動會能剪出一個精華影片，記錄整

天最佳過程，也是電視台志工隊的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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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球場落成三對三籃球賽 X 全校師生運動會 

  PU 落成，帶著滿懷祝福的汽球升空，以及三對三籃球賽，來自逢甲師生踴

躍參與，以及各位師生表現創意的運動會進場，不畏懼任何風雨，場上運動員展

現最佳熱情，舞韻表演校隊，更是表現出逢甲大學最洋溢的青春與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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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優遊臺中學課程 邀高中生撰寫逢甲美食圖文 

    臺中市政府為推動高中端與大學課程之教學合作，本年度之「優遊臺中學－

跨校選修課程」首度邀請大學、高中共同開設特色課程。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

心於 3 月 23 日，開設「逛夜市、寫夜市——舌尖筆尖下的逢甲夜市」課程，以

攝影、寫作為訓練目標。 

  該課程由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中興大學陳昌遠老師聯合授課，設
定夜市飲食店家為主題，讓修課學生進行逢甲夜市實地踏查，最後並安排美食圖
文實作，共計有 10 校之高中生參與課程。 

  本次開設的課程強調現場實作，攝影課程的部分，以「光線、人像與食物」
為題，安排食物實拍，體驗構圖、光線的影響，練習如能夠過圖像予人垂涎三尺
的感受。另外，透過文字敘述的搭配，練習如何將味、嗅覺落實為文字的表述，
並透過品香，感受氣韻滋味的差異，讓學生嘗試敘述其間的特色。 

  課程並規劃逢甲夜市實地踏查，先安排同學分組，出發前討論採訪主題，展
開實地演練，逛夜市、拍夜市、寫夜市，總結為個人的圖文寫作，讓圖像、語文
的表述，鏈結合生活的經驗，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臺中市設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中心推動優游臺中學課程，一方面希望

促成大學端之能量深耕地方教育，透過教師、設備的資源共分享，提供學生多元

化的生涯探索。另一方面也俾使教學內容結合在地資源，從生活經驗中體證知識，

深化學生的城市認同。逢甲夜市作為臺中的重要標誌，逢甲大學自是當仁不讓。 

 

3 月 23 日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開設「遊臺中學－跨校選修課程」首度

邀請台中市 10 所高中職學生體驗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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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調訪問技巧全都露─鍾駿楠老師的經驗談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3 月 29 日，邀請田野調查專家鍾駿楠老師，於

圖書館 B2 演講廳，以「聊著聊著就聊出一朵花──田調訪問技巧全都露」為講題，

分享田調訪問技巧與經驗。鍾駿楠老師曾為本校兼任教師，有多年豐富的授課經

驗，現為出版社編輯，並致力於田野調查與民俗文化之研究，忙碌之餘也參與客

家劇團演出，國語文教學中心希望藉由這場演講，讓同學了解田調訪問的技巧與

精神之所在，並從鍾駿楠老師的經驗分享中了解田調訪問時所須注意的事項。 

鍾駿楠老師首先幫學生建立田野調查的觀念，說明田野調查的意義，並從

「一、學會如何找資料」、「二、概括瞭解調查相關資料」、「三、備齊裝備」、

「四、實地田調」、「五、整理資料」這些步驟引導學生瞭解田野調查的方式。

接著，以自身的實際體驗，跟大家分享參與媽祖繞境活動、訪問客家劇團以及參

訪多項民俗活動時，應該要有的態度與準備。他於現場，透過相片展示參與媽祖

繞境活動時的收穫，以及沿途感受到信眾的熱情與照顧，他還提及在多次參與中，

克難過夜的感受。他也分享當初訪查客家劇團前，對客家話不熟悉所遭遇的困境，

於是努力學習客家話並融入劇團成員間的相處，後來甚至參與劇團公演。另外，

他還提出許多平常生活中大家容易說錯的詞彙發音，藉由與現場學生的互動，讓

學生明白平常發音的錯誤。 

演講尾聲時，他希望學生們能對生活周遭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多問多學、追
根究柢，與受訪者多聊聊，讓調查研究能開花結果。 

   

鍾駿楠老師登台 

演出客家大戲 
鍾駿楠老師分享田野調查技巧 演講後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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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媒體通路-科學廣告概論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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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邀請到

精於行銷策劃及廣告的唐淑珍老師來為大家介紹所謂的廣告。廣告的簡單來說，

即是廣告主針對目標客群所用的溝通道具，方式包括文字、圖片、影片等等。唐

老師也提到了廣告的各種類型，也多次強調了廣告的目的是說服及影響視聽眾，

以達成溝通及行銷的目的。以後看到各種廣告的時候，不妨多思考這支廣告想傳

達給消費者甚麼，他所針對的目標客群是誰，相信對廣告的理解跟體悟會更上一

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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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媒體通路-科學廣告-媒介企劃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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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邀請精

於行銷策劃及廣告的唐淑珍老師讓大家理解何為傳播媒介。欲傳播廣告，其媒介

大致上有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等等，即是廣告主針對目標客群所用的溝通道

具，方式包括文字、圖片、影片等等，唐老師也介紹了利用各種媒介打廣告的優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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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下音樂劇系列-【肢體與舞蹈工作坊】 
 

 
【講座訊息】 

講題：肢體與舞蹈工作坊 

講師: 何姿瑩老師 

時間: 107 年 3 月 6 日（三）13:00~15:00 

地點:人言大樓 507 教室 

  「1~~2~~3~~4~~」姿瑩老師喊著節拍，帶領大家一邊拉筋一邊自我介紹，就這

樣開始第一堂舞蹈課，老師以輕鬆的方式開始跳起第一個八拍，每個人都積極的

學習，互相幫忙，也對於自己不熟悉的部分主動發問。 

    3c 之歌是音樂劇的第一場舞蹈，闡述了現代人忙碌而離不開電子產品的生

活，這支舞蹈要表現完整，必須綜合考慮舞台上演員與舞者的人數變化，老師一

邊播放音樂，一邊調整大家的隊形進行舞蹈編排，最有趣的地方是姿瑩老師邀請

同學根據劇本故事內容，讓學生對自己的角色設計簡單的動作，再由老師統整所

有人的想法進而編排成一支舞蹈，隨著一次次的練習，同學們漸漸多了默契，有

時也會因為某一件事，產生共鳴一起大笑。 

    修課的李律瑩同學表示:「雖然沒有戲劇部分的演出，但是整個團隊都是有

一起合作的，我們舞蹈組有負責合唱隊的一小部分，舞蹈組跟著戲劇組一起帶著

歡笑聲卻又不隨便的態度練唱就像是兩間公司一起合作完成一個作品，這個作

品不只需要內容物達到水準，更是要連包裝都兼顧的，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服

裝設計師，「劇場服裝設計與製作」的同學們為我們丈量，做出讓我們在演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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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舒服自在又得體的服裝。這些過程讓我緊張、興奮、期待……，在我死板的

課程中增加了很多情緒，讓我不顧超修的壓力繼續待在這門課上。」 

    逢甲音樂舞台生劇場就像一個小型社會，以舞台作為共同合作的平台，在大

家各出所長下團隊合作。大家都扮演重要的螺絲釘，一起創造這個逢甲原創音樂

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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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

hare&igshid=mxmppp0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

VaJFKxDStOMXIx0jCdW3rUM1E 

 Youtube 官方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hlCHEwaPpM3ATiQJDftZQ?view_as=subscri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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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下專題課程「劇場服裝設計及製作」 

 
【專題課程訊息】 

劇場服裝設計及製作 

授課老師: 鄭圓圓(月妹)老師 

時間: 本學期每周二 17:00~19:00 

地點:忠勤樓 703 教室 

 

逢甲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結合十門課程跨領域合作，第一場即將在今年 5 月 24

日於逢甲啟垣廳粉墨登場，從編劇、編曲、舞台設計、燈光設計、道具設計、行

銷企劃、妝髮造型與服裝設計，每一個小環節都是由逢甲師生共同從零開始一步

步築構，其中劇場服裝設計課程更是串聯戲劇表演以及舞台視覺設計的一門靈

魂課程。 

課程由鄭圓圓(月妹)老師帶領學生導讀劇本，仔細介紹劇中每一位角色性格，

經過兩次綜合服裝造型設計評圖，同學們個別發表意見、提出問題，進而將設計

稿定案，課程中邀請纖維藝術家林雅芬老師教導學生開發複合異材質，讓今年的

服裝多元使用紗網、回收水果套、廢棄光碟、菸盒、回收鞋帶線以及二手衣……

不僅造型剪裁立體多變，更讓廢棄物透過設計師的巧手以及美的能力重新賦予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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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讓演員在穿上戲服時能更加舒適，鄭圓圓(月妹)老師也邀請了修習

通識「劇場與表演」的演員們到班，讓設計師親自為每一位主角丈量尺寸、討論

實際演出的服裝需求，不僅讓衣服打版更加方便，也能讓設計者不僅從角色去定

義服裝，更是真實為演員本身考量。過程中，也有何晉瑋老師「虛實通路與超媒

體」課程學生來班紀錄採訪，同步於網路宣傳逢甲音樂舞台生命劇場製作進度，

逢甲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希望讓各個課程的學生可以跨班學習，打破既有學習限

制，走出教室與其他課堂學員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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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下專題課程「文史調查與歷史書寫」專題演講 

【藤田村的故事─阿里山百年林業起點】 

 
【文史調查與歷史書寫課程講座訊息】 

講題：藤田村的故事──阿里山百年林業起點 
講師: 賴信真老師 

時間: 108 年 3 月 21 日（三）13:10~15:00 
地點:人言大樓 502 教室 

通識專題課程「文史調查與歷史書寫」邀請到文史調查經驗豐富的賴信真老

師到課堂上做一場精彩的演講。賴信真老師是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長期參

與臺灣地方文史調查工作，曾進行嘉義製材所、臺中鐵道與舊城區、臺中文學館

等地之調查，均有質量兼備的成果。其中，賴信真老師對於嘉義製材所進行的調

查，共產出三本調查報告、出版一本專書《藤田村的故事：阿里山百年林業起始

點》，以及三部歷史紀錄片《藤田村：阿里山百年林業起始點》、《東洋第一：嘉

義製材所》、《底藏：嘉義製材工場地下動力再現》，對於文史調查與歷史書寫工

作，具有極為豐富且熟稔的實務經驗。 

賴信真老師的演講，便是以她對於日治時期被稱為「東洋第一」的嘉義製材

所之調查為例，帶領同學認識文史調查工作的精神與方法，以及將調查成果轉化

成歷史書寫的概念與步驟。信真老師先從嘉義製材所的時空談起，讓大家瞭解論

述文史調查對象重要性的方法。之後說明如何進行調查、完成報告，進而將調查

所得轉化成圖文並茂、深度與廣度兼具的歷史普及書籍。 

    在演講中，信真老師展示在調查過程中收集到的相關文獻、相片資料，以及

進行口述訪問與田野調查的影片與記錄，藉此說明文史調查工作的基本進行方

式，之後再帶出她根據調查所得撰成專書的歷程。她特別舉出書籍的封面展開就

是整個嘉義製材所的手繪平面圖，在書中為了讓讀者理解文字敘述日式建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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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元素，也加上手繪風的日式建築平面與立體切面解說圖。另外還有配合著名

畫家陳澄波的繪畫，帶出嘉義製材所存在日治當代的樣貌，以及其展現的現代化

代表與象徵。更令人驚喜的是，在製材所的調查工作告一段落，即將將嘉義製材

所整修成為現地博物館時，再度發現埋藏在地下的遺構建築，因而再發展出另一

階段的考古挖掘、保存與調查工作。 

    信真老師的演講分享了自己的經驗，讓同學們體認到文史調查工作並不是

事罷則畢，而是需要長期進行的工作，這個過程就像偵探解謎一樣，總是能挖掘

出出人意料的材料與故事，甚至可以延伸觸類旁通出更多的議題與工作。隨著各

階段完成的工作，不僅能夠產出不同的成果，背後蘊藏的知識經濟更是不容小覷。

文史調查工作有意義的地方，正在於可以從中發掘長存地方但不為人知的故事，

透過文獻紀錄與實地的調查與訪問，可以讓文字的敘事更有溫度，讓過往的人們、

事件與場所再現，獲得重現與發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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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理監事會肯定本校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於 3 月 14 日舉行「第 13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本校企管系邱伯達校友、銀保系劉延村校友因分別擔任該協會副
理事長或常務理事，乃如常出席會議並提出工作報告。現任理事長趙文瑜女士為
台灣功文文教機構董事長，與擔任該機構總裁之伊母親蔡雪泥榮譽理事長，長年
來深耕臺琉各方面交流，功績甚篤，頗獲讚譽。 
    該中琉文經協會乃本校張故前校長希哲於 1958 年所協助籌劃創立，而本中
心黃煇慶老師前於任職公務期間，亦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多年，故受邀參與該協
會推展臺琉交流事務。席間，黃老師首表感謝趙理事長等之協助，日本國立琉球
大學校長大城肇偕同副校長花城梨枝子等一行五人，頃於 3 月 11 日專程蒞校並
與本校李校長秉乾簽訂學術交流協定，開展最近距離之國際大學交流活動。獲與
會理監事一致肯定並鼓掌祝賀。 
    黃煇慶老師並指出，上(2018)年除會同簡士超商學院副院長、陳善瑜經濟系

主任與管樂團林聖翰老師等約 10 人參加該協會創設「60 周年慶」外，本校並負

責舉辦「亞洲經濟論壇臺中會議」，其中接待專程蒞會的沖繩國際大學前校長大

城保等 7 位學者:多次接待「久米崇聖會」訪團且舉辦師生座談；代表該協會前

往沖繩浦添市舉辦監察院孫副院長「孫大川書法藝術展」及該協會理事「陳俊秀

有機鼻煙壺特展」；前往宮古島出席「下地中學與台中市漢口國中交流 20 周年

紀念活動」；率本校EMBA校友團參訪並考察沖繩經濟特區；接待日本谷歌(Google)

前社長辻野晃一郎及總部設於沖繩縣之日本全球化人才培育 triple-i 集團代表加

納滋德等等之工作報告。由於黃老師所提交流事蹟均成效顯著，頗獲與會者之讚

美肯定。 

 
與會者合影(前排坐左起:黃煇慶老師、朱德蘭教授、趙文瑜理事長、蔡雪泥榮

譽理事長、邱伯達校友副理事長、劉延村校友常務理事、林萬得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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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久米崇聖會蒞校商議青年跨國交流 
日本「一般社團法人久米崇聖會」理事長國吉克哉偕副理事長奧村正德及理

事松永力也等一行 6 人，由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前秘書趙美雲女士陪同，於 3 月
22 日蒞臨本校參訪。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會同招生處林暉秘書接待，導覽校園
及教學設施。國吉理事長本人係二度來訪，憶上次 2016 年底來訪時，適逢本校
學生聯誼會進行耶誕節點燈活動，見舞台布置華麗，置身學生們青春活潑歡樂氣
氛，並欣賞本校管樂團演奏熱鬧動聽了耶誕節組曲後，乃成就邀請本校管樂團於
2017 年 10 月首度訪往日本沖繩的海外公演，享譽當地僑學各界。 

該「久米崇聖會」成立於 1914 年，迄今已超過百年歷史，成員乃源自中國
明朝帝國初年冊封當時琉球王朝時期，派遣福建「閩人三十六姓」華人前往協助
建立典章制度，所遺留之子孫後裔。因聚落集中於久米村（現沖繩縣那霸市內），
故亦稱之為「久米三十六姓」。後代子孫在當地建有「孔子廟」、「媽祖廟」、「關
帝廟」、「龍王廟」等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廟宇，至今已成為當地華僑信仰或中華文
化重要之地，香火鼎盛。尤其每逢孔子誕辰紀念日，均舉行盛大祭祀典禮，引為
當地盛事。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因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奉派駐琉多年，故因與該
會熟識，互動頻繁。 

國吉理事長表示，本次率團來訪本校，除透經我國駐琉球那霸辦事處正式行
文以表慎重外，此行乃源起於上(2018)年 12 月底，該崇聖會首次籌組在學之會
員子弟 17 人，利用年假期間訪台並在淡江大學短期研習華語，並與本中心黃老
師率本校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校友等餐敘交流之際，因聞黃老師提及本校華
語中心等對外籍學生所實施之短期華語訓練歷來成效良好，爰規劃本年前來本
校研習。本中心黃老師等表示歡迎，招生處林暉秘書亦就本校針對外籍留學生的
求學與生活狀況，以及本校特有「大一不分系」的教學課程詳加說明；同時邀選
修黃老師在本校國貿系所開設「商用日文」的五位日籍留學生陪同午餐敘，由於
語言溝通無礙，歡笑滿場。 

由於是(3 月 22)日恰逢農曆 2 月 16 日，月圓之日。本中心黃老師乃選用本
校 EMBA 洪添助校友所經營位於新社「恩地露營區」，舉行賞月晚餐會，特邀本
校王葳教務長、翟本瑞院長夫婦、戴瑞坤教授以及悟興法師(俗家名:陳蒼和教授)、
經濟系陳善瑜主任、本中心陳淑慧老師等多位師長餐敘。席間，黃老師拿出珍藏
多年的金門高粱酒饗宴賓客，雙方品酒助興，交談熱烈，氣氛融合，如同滿月圓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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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吉克哉理事長(左三)、奧村正德副理事長(左五)、松永力也理事(左一)等一行參

訪人言創新中心 

 
雙方洽商短期研修事宜(攝於人言通識沙龍) 

 
雙方洽商短期研修事宜(攝於人言通識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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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敘後合影(攝於台中新社胡明月山房餐廳)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介紹晚餐會訪賓 

 
國吉克哉理事長 (右立者)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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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留學生陪同午餐敘 

 
日籍留學生午餐後座談 

 
參訪臺中國家歌劇院 

 
參訪臺中科學博物館 

 
本校王葳教務長致詞 

 
王葳教務長(攝於新社恩地露營區) 

 
國吉理事長(左)奧村副理事長 

 
新社恩地露營區前之十六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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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尚學院師長蒞校參訪 
日本沖繩「專門學校尚學院國際商業學院」教師工藤明子、日本近畿大學通

信教育部設在尚學院指導中心的教師平得永太郎，於 3 月 18 日蒞校參訪。本中
心副教授黃煇慶會同招生處林暉秘書以及選修黃老師「商用日文(進階班)」課程
的國貿系洪珮菱同學共同接待。導覽校園參觀圖書館及教學設施。工藤教師一行
對本校優雅教學環境甚是稱讚，又聞本校連續多年獲得教育部教學最優獎，更表
敬佩。 

尚學院創始於美軍託管琉球時代的 1951 年，迄今近 70 年歷史，除設有中
學、高中部外，並有二年制與四年制之專門學校國際商業學院[尚学院国際ビジ
ネスアカデミー（SIBA）]，專門招收高中畢業後有志從事教師、保育、公職等志
業青年，成效在當地沖繩縣享有盛譽，頗受好評。學院長名城政次郎因與本中心
黃煇慶老師前於奉派駐琉球辦事處服務期間熟識，且鑒於黃老師曾獲我國普通
考試統計人員、乙等特考金融人員、高考經濟行政、乙等外交領事以及公職考試
最高級之簡任升等僑務行政等考試及格，乃囑工藤教師等專程來台蒞校拜會並
參訪本校，以向本校取經相關教學經驗。 

座談席間，巧遇本校李校長秉乾、邱副校長創乾，雙方簡短交談，甚是歡愉。

工藤老師等兩位訪賓亦覺幸會，並表示該校已開始籌畫本年暑假起，將陸續組學

生團前來本校參訪或短期研修，藉期提高該尚學院國際商業學院（SIBA）學子的

國際眼界與高度，本校李校長等師長均表歡迎。 

 
(左起) 平得永太郎教師、李校長、工藤明子教師、黃煇慶老師 

(攝於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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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洪珮菱同學、平得永太郎教師、邱副校長、工藤明子教師、黃煇慶老師 

(攝於圖書館) 

 
(左起)洪珮菱同學、平得永太郎教師、黃煇慶老師、工藤明子教師 

 (攝於圖書館前) 

 
(左起)洪珮菱同學、平得永太郎教師、工藤明子教

師、黃煇慶老師、林暉秘書(攝於圖書館) 

 
(左起)工藤明子教師、黃煇慶老師、平得永

太郎教師(攝於人言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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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文化大學日研中心開幕論壇  

中國文化大學新任校長徐興慶於 3 月 14 日舉行「日本研究中心」開幕典禮，
同時進行「國際學術論壇」。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李成市教授、韓國
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朴喆熙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研究科賴住光子教
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楊永明教授等台、日、韓知名學者，各就東亞之日本研究
近況精闢演講。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與當時擔任台大日
本語文學系主任之徐興慶教授合作共同舉辦多次台日國際學術會議，互動甚佳，
爰與台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林立萍、台北東海扶輪社長王金爵等財、學界人
士出任該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之諮詢委員，並應邀出席開幕典禮國際學
術論壇之「綜合座談」。 

徐校長表示盼透過該研究中心舉辦各項研討會，吸引對日研究有興趣的學

生參與，培育次世代東亞學專才。本中心黃老師相應指出，外交部內僅有對日事

務單位內設置「文教組」，足見對推展台日文化交流、培育雙方學術往來等增進

軟實力的重視；鼓勵學子伺機投考外交相關公務考試，將來實際投入對日工作職

場，一展日語長才。 

 
左起:文大徐興慶校長、政大于乃明教授、早大李成市教授、交流協會松原一

樹新文部長、台大日研中心林立萍主任、黃煇慶老師、東大賴住光子教授 

 
徐校長頒發黃老師感謝狀 

 
學術論壇會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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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通訊初稿編輯概談 
通識通訊編輯看似簡單卻又複雜，何以言之?未親身為之，其中甘苦實難以

體會，不就是把文章剪下、貼上，有那麼難嗎??為何用二個問號，且聽我道來。 
雖然徵稿通知已經提供初稿樣態、圖片編貼方式（必須滿版貼上不留間隙，

但實際收到文件卻………）、字型大小、標題標註（加框、加粗）、說明文字大小，

但每次收到文章後，各種類型都會看到，微軟系統、蘋果系統本質上就有差異，

編輯上自然表件、文字類型初編即需要調整，可能是微調、亦可能是進廠大修，

徹底改頭換面。 

另外，按照新聞重要性也要進行初排，需要廣為宣傳優先排列，一般事務自

然列為次要，但宣傳事項也有重要性等級區隔（這個重責大任就交給翟中心主任

傷腦筋再做順序調整，亦是難事一件，主任百忙中仍肩負審稿重任）。 

通訊每月二期，間隔不長不短，壓力???因人而異，何以言之，編輯壓力、

催稿壓力、截稿壓力、完稿壓力、發稿壓力。且談談發稿壓力，初期編發稿件，

因尚未習慣為例行業務，要時時提醒自己每月 1 日、16 日發稿日期，初期有一

次，先發完初稿測試，心中認為已經完成大半，竟鬆懈心情，忘卻寄送正式稿件

於所有人員，發稿當天睡夢中凌晨 5 點突然驚醒，匆促中趕快發稿，哇!鬆了一

口氣，總算及時趕上發稿時間，但又細一觀之，哇!!!寄件時未以密件副本寄送，

部分收信教師對於 Email 仍有顧慮，希望不要外露，趕快進行回收，但外部信件

系統無法回收（僅校內 Notes 信箱有提供這個功能），嚇出一身冷汗，壓力無形

罩來。 

通識教育中心（一、二級）師長、同仁辛苦、忙碌自不在話下，大家也是有

目共睹，真的是幾張照片、幾句簡短的敘述就能提供成果與成效，有些老師（如

黃煇慶老師）則是從頭至尾幾乎沒有缺席，每期 2-4 篇文章提供，亦是感謝萬分，

使通訊至少每期不會是空白。 

叨絮許多，還是要謝謝長期支持的師長、同仁投稿，使通訊精彩可期，辛苦

成果讓外界能了解與看見，對於未來評鑑、各項資料提供重大貢獻。 

臨末，也提供一些文稿、照片編輯樣態供參照，以使編輯更順暢，再次感謝

各位師長、同仁的鼎力協助。 

  

 

警察模糊的背影 警察模糊的背影 警察模糊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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