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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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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一)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遙望彼岸》王智祥 導演   片長 25分 

陽陽從小就隨母親離開福州回台灣娘家生活，父親賭博欠債偷

渡去了英國打工。這個春天，獨自扶養陽陽的母親不敵生活壓

力的困窘，決定暫時將陽陽送到大陸奶奶家生活一段時間，正

當他與陌生的奶奶逐漸相知相惜之時，卻傳來了父親在英國被

逮捕的消息。 

《小白船》蘇智雄 導演   片長 21分 

主人翁莉莉正面臨著丈夫的葬禮和小雄醫治心臟的巨額費用的

負擔。她除了要在橡膠園工作，還要一人扛起家中的大小事務，

同時也要照顧小雄和小峰。種種負擔在鄭老闆的撮合下，莉莉

決定要把其中一個孩子賣給吳太太…… 

《團圓》寧偉程 導演   片長 9分 

她過世一年多了，總在越熱鬧的家族聚會，越提醒著我她的缺

席。這天，在表哥的婚禮進行前，突然有一些話想跟她分享。

於是，我將雲端的「祂」(Siri)假想成離世的「她」，聊著關於死

亡的未竟之事。儘管透過數據演算出的問答無法真正理解生死

議題，但失溫的科技意外地讓我感受到「類人類」才能創造的

另類溫度......。全片將電影屏幕作為貼近日常直式(手機)螢幕通

道，連結輸入與輸出之兩端媒體。觀眾從巨型手機內側窺視一

場平行卻不存在的飯局。抽離視覺，徒留我與 Siri 一段借屍還

魂的真實對話，並透過不同空間之畫外音敘事。 

4/2 (二)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親親抱抱》詹皓中、張沛瑜 導演   片長 40 分 

石化工業對於周邊環境的影響時有所聞，一份國際級的空污研

究報告指出，越鄰近六輕工業區有越高的致癌風險，政府因此

決議將鄰近六輕 900 公尺的許厝分校學童遷至較遠的學校就

讀，但當地居民對於這份研究報告始終保持著存疑，3 年內經

歷了 4 次的遷校動盪，本片透過就讀許厝分校學童的角度，試

圖理解石化工業與地方的特殊關係。 

《彼˙此》胡鈞荃 導演    片長 6分 

作品使用手機下載 3D 軟體掃描日常空間，將不同時間下掃描

的不同環境置入於一個重新虛擬、建構的空間座標中，於是「彼

地與此地」成為「共時共地」。母親因家族為求理想生活由緬甸

移居台灣，常藉由網路與移民美國的親戚聯繫，我以視訊教他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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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掃描在美國居家的環境，用網路傳輸來得以並置在台灣的生

活空間。談話聲為母親及移民至美國的阿姨所說的緬文，十幾

年來未曾再見，維持每個週末以科技產品維繫情感的日常對話，

並游移於不同空間，「彼」與「此」雖近猶遠，而掃描後殘缺和

模糊的人與空間，呈現了感知與記憶真實的樣貌。 

《ME:ME》楊鎬維 導演    片長 4分 

十個月後，我們得到了生命；再隔十年後，我們進入了這個社

會。法律、道德與規則像成千上萬只的眼睛監視著我們。日復

一日，我們開始包裝自己把它放進心中的最深處。 

《不發火》徐浩軒 導演    片長 24分 

「明天就要高裝檢了，連上怎麼會多了根通砲桿！」車長命令

射手、裝填、駕駛，要不計一切想辦法把這根桿子藏起來。但

是越想隱藏，反而爆出更多麻煩事，這下車長可真要發火了…戰

車砲不發火，令人發火；發了火，卻令人不知所措！ 

4/3 (三)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泛泛》黃智德 導演    片長 60分 

關於三位媽媽何秋瑾、謝素玲及林延津的平凡日子，本片紀錄

她們的日常，在靜默的生活節奏中，緩緩帶出身為母親的責任，

以及不平凡家庭裡的困頓與堅持，感人至深。 

《之之》林艾德 導演    片長 30分 

年初送完母親最後一程的之，在房裡說著關於半年來對死亡，

對失去母親，一些不著邊際的事和她的夢。記憶隨著她不多的

話浮上，沈重，平淡，疏離或深刻。 

4/8 (一) 
10:10-12: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癡情馬殺雞》游智涵 導演 片長 20分 

其貌不揚的小豪，長期在同志按摩院裡擔任清潔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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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並沒有小豪期待地那樣順利....... 

《電話˙性˙女友》郭映珊 導演 片長 20分 

香港女生-STEPHY，每晚下課後都在空無一人的家裡為了解除寂

寞在交友平台與不同的男孩子通電話。這一夜，STEPHY 與三個

男生通了電話。本來她以為可以透過和別人聊天，滿足別人而

感受到愛，卻發現每一個男生對他只有性的利用。在最後一通

電話裡，被感情上利用如工具人的 STEPHY 遇上遠在台灣被女

友背叛的台灣男子少翰，兩個寂寞而受傷的人遇上了，互相吐

苦，相滅相生，聊以慰藉，最後造就像魚和海鷗的距離，你覺

得是溫暖一些還是更孤獨呢？ 

4/8 (一)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菲索》劉靜怡 導演   片長 9分 

相機是一種儲存記憶的媒介，好像透過拍照就可以讓時間永遠

停止在這一刻。底片是存放回憶的介質，也是家族的情感物語。

這是一個由相機組成的家庭，通過相機人生活日常的變化，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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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一段破鏡重圓的親情。分崩離析的情感就算聚在一起也像分

隔兩地，破碎的親情要如何縫補拼湊才能完整？ 

《雛菊》余聿 導演   片長 10分 

女孩黛希一人住在大房子裡，被保母機器人阿班陪伴、照顧著。

在一次空襲後，戴希消失了，阿班展開了尋找戴希的旅程。 

《浮陽》鄭雅之 導演   片長 16分 

國中生溺水的消息上了地方的報紙版面，一小張照片，五百字

新聞；那天以來閃爍的電視總伴隨著她入睡、迎接晨光。某日

她收拾家裡時，意外找到一張不屬於兒子的數學考卷，但上面

卻有著兒子臉龐的素描，這張考卷究竟是屬於兒子留給她的線

索，還是某人的情書，她想知道，也渴望見上少年一面，畢竟

那是她最後一次貼近兒子的機會。 

《八法過海》林信良 導演    片長 45分 

2018 年是台灣布袋戲國寶大師-李天祿大師逝世的 20 週年，李

大師對於台灣布袋戲傳統藝術有著巨大貢獻與深遠影響，是台

灣布袋戲傳播至國際的先驅。早在 1974 年時，法國人班任旅即

拜李為師，開啟了台法藝術交流的先河，當年共有 8 位向李天

祿學習與交流的法國人，如今在各個工作領域都有優秀的發展。 

1998 年李天祿辭世，大弟子班任旅在家屬的同意下，將李的骨

灰帶回法國，葬在另一個李的女弟子尹曉菁的鄉村後院裡，讓

李天祿的一部分永遠留在法國。大弟子班任旅創辦了法國掌中

劇團「小宛然」，延續傳承自李天祿的精湛技藝與藝術，這群法

國人至今仍非常懷念大師所帶給他們的教導，即使是相隔萬里，

仍舊緬懷著無限的敬意與思念。 

4/8 (一) 
18:10-20:00 

吳鎮坤 

地方媒體與公共事務的推動 

1.山城週刊的創立與迅速立足。 

2.山城週刊如何推動地方人文歷史、文化活動、農業及建設。 

3.山城週刊如何推動地方生態及環境事務。 

4.山城週刊與社會運動。 

4/11 (四)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粗工阿全》朱平 導演   片長 24分 

阿全以粗工維生，工作之餘以簽賭為樂，總是輸占多數，所以

維生以外，積蓄少得可憐。直到父親年邁而時常進出醫院，收

入大部份必須使用在父親的醫療費用上，才漸漸戒賭。看著父

親受病痛與承受老婆給的壓力，阿全選擇藉由久違的簽賭來一

博翻身。偏偏這天父親的生命走到終點，使得阿全在父親的棺

材本與中大獎的期待兩邊為難著。 

《非傭》蘇家樂 導演   片長 25分 

新來港的美芳當年與永昌結婚，生下了天佑，但之後不久便因

一些爭執離婚了，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天佑一直都很想爸爸

媽媽能復合，而過了一段時間，美芳找到了新的伴侶-鄭琛，

一直工作的美芳根本沒時間照顧天佑，加上在學校常因媽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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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而被欺凌誤認是鬧事，使美芳跟天佑衝突連連，就在天

佑情緒低落的時侯，家庭僱來了外傭-LISA，一開始天佑並不喜

歡她，可以說是討厭他，但在發生種種事情後，兩人開始互相

了解關係愈來愈好，甚至成為了天佑成長的最重要的一人。 

《保全人生》林延融 導演   片長 29分 

遠嘉，二十三歲，一名保全。高中毅然決定不讀大學的他，擁

有自己獨特的人生觀，平時做著枯燥乏味的工作內容：巡邏、

管制人員進出、盯看監視器，閒暇時在他小小的警衛室裡，天

馬行空地創作著小說、 寫著詩、練習著唱歌，看似枯燥的工

作、人生，卻也快樂、自在。 

4/12 (五) 
13:10-15: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臨時工》許慧如 導演   片長 25分 

本片以非典型紀錄片的拍攝手法，聘僱了三位真正的臨時工來

扮演臨時工，廢棄工廠的空間便是舞台，他們在其中組構出了

一個若有似無的、臨時的家。憑藉著身體的勞動與彼此的關係，

在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家與流浪的邊界，活著。透過被棄置的

工廠、打臨工的工人、以及牆上的尋找工人啟示，來反映出工

人階級的真實處境。他們在功利地被使用完畢之後，隨即遭到

丟棄，無需任何責任與情感，他們是現代化工業歷程的「遺跡」，

如今徒剩遺留在城市邊緣的空洞與荒蕪。 

《金魚》王登鈺 導演   片長 18分 

男孩發現了一個祕密，周遭所有人失去夢想，是因為這個世界

的統治者貪婪地吞食了人們的青春與夢。而自己永遠不會長大，

是因為這個世界永遠一成不變地世襲著階層，生下來便註定必

須永遠服侍著比自己上一層有力量的人。男孩要設法破壞這項

法則，唯一的方法就是讓自己變成最具破壞性的炸彈，但這也

許是過於天真的想法，權力會世襲邪惡也會代代相傳；更糟的

是人們的盲從與對權力服從的劣根性，使得再多的犧牲恐怕也

是枉然，世界將依舊照著權力者的法則運轉。 

《當一個人》黃勻弦、蔡易錦 導演   片長 15 分 

你是否曾好奇一個被家庭和社會無視的老人如何開始每一天？ 

老人踩著賴以維生的腳踏車外出修理紗窗，經過繁華的街道、

新興的大樓以及黃昏市場和身心依託的天后宮廟口。 

這個時代有甚麼樣的風景、氣味、聲音包圍著他?老人一生的苦

樂悲喜能否在這一天歸於自然平靜？ 

《黑暗暖光》馬毓廷 導演    片長 24分 

時常夢見自己在光裡溺斃，恐懼光的男子日夜顛倒過著行竊生

活，成為了我黑夜的孤獨狀態。男子練習接受光，期待能夠重

回正常，直到遇見了被世界遺棄的女子，他從她身上找到了不

孤獨的理由，而當世界又想帶回女子時，男子打破了燈泡流出

了光阻止了世界，流光似水淹沒了整個黑夜，雖然光讓他快溺

斃，但他知道女子會拯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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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一) 
10:10-12:00 

彭懷真 

性別主流化及我參與性別平等工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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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與性別平等工作的經驗。 

4/15 (一) 
15:10-17:00 

金穗 41 
巡迴放映 

《聚》張重生 導演    片長 15分 

五歲女孩隨母親奔喪，大人和女孩有著各自的儀式。夜裡，小

表哥們因事打起來了，沒有了祖父的制衡，長輩們同樣為了家

事互不相讓。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女孩能如何面對？ 

《臥底桑》吳季剛 導演    片長 6分 

Pa 現在很生氣，因為站在他對面的阿郭說要放棄他們策劃已久

的搶劫計畫！這個計畫耗費了三個月，由於情況有變，預計明

天的搶劫行動得改在今天實行，但阿郭他不要，因為他昨天已

經沒有回家，而他從來沒有連續兩天沒有回家，阿郭與 Pa 哥為

此僵持不下。 

《如果風有影子》林治文 導演    片長 13 分 

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回國帶家人露營，已分離的家庭關係早已無

法被挽回，家人間的互相羈絆變成束縛，姊姊在這次旅行中被

迫面對整個家庭，在停擺不前的關係中躑躅。 

《少年偷竊記》吳語哲 導演    片長 15分 

威威和離開家的媽媽約好了，只要他能打進比賽，媽媽就會到

場邊替他加油，然而他球打不好，球拍壞了，更麻煩的是爸爸

還討厭他打球......。 

《青春之血》林劭慈 導演    片長 10分 

假鼻血、生理血；友情、愛情，水血青春的美好、羈絆青春的

煩惱。 

《Once》謝麗伶 導演    片長 11分 

放不下對李芷筠的情感，小丁跑去她打工的加油站等她下班，

試圖復合，但小丁的執著與任性讓芷筠卻步。歷經一番折騰，

小丁也只能望著芷筠回家的背影與重重關上的大門然後離開。 

《紐約下雪了》黃聖鈞 導演    片長 15分 

元宵節當天，劉在會場等待紐約念書的男友回訊息，遇到了男

友的閨蜜安正在會場錄影。懷疑男友與安曖昧已久的劉，決定

編理由借安的手機偷看…… 

《2923》于瑋珊 導演    片長 38分 

小薰為愛追隨志哥到他鄉當傳播妹，但來沒多久志哥就跟她分

手，還愛上她最好的朋友安安。倔強的小薰以為可以瀟灑的放

棄這段感情，但越故作堅強反而讓自己越陷越深。小薰不適應

做傳播妹的喝酒生活，志哥貼心地把她轉介去當監獄的會客妹，

會客妹的工作相對簡單，只要在每次會客時，排解獄友們的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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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無聊，並同時又帶他們溫柔與希望。在眾多獄友客人中，小

薰遇到沈默寡言的 2923，2923 的安靜讓小薰留下深刻的印象，

2923 總是靜靜的聆聽，幾次會面後小薰開始把 2923 當吐露心

事朋友，因為 2923 的建議總可以帶著她思考。小薰開始躲避與

志哥、安安的三角關係，一方面也期待著每一次跟 2923 的會

面，鬱鬱寡歡的 2923 也因為小薰的出現而漸漸有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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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01 日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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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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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一) 

13:10-17:00 

mt0056 0.2 學分生活時尚~美式與派對妝容(林幸宜) 人 B117A 

mt0057 
0.2 學分文創與數位的融合~3D 列印成就你的飾品設計夢-(張建祺)  

※請攜帶筆電 
創客教室 

mc0044 0.2 學分性別與情慾~性的本質探討(陳介英) 人 202 

04/08(一) 

13:10-16:00 
mt0070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二) 

※需 04/08 及 04/15 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 0.3 學分 
人 701 

0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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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202 

04/12(五) 

13:10-17:00 

mt0046 0.2 學分 Photoshop軟體實務應用-初階(林忠勳) 資電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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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演講區

+手作區 

04/15(一) 

13:10-16:00 
mt0070 

0.3 學分多益 600 加強班(二) 

※需 04/08 及 04/15 課程完整上完才可獲得 0.3 學分 
人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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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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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逢甲通識通訊(第 40 期)2019/4/1  10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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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上旬微學分課程回顧 

  

  
「文創與數位的融合~3D 列印實作」學習 3D 列印的軟體運用以及創意設計，創作獨一無二

的應景小天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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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製鞋達人郭威宏老師教授的「生活時尚-手染彩繪皮革小袋」讓同學透過了解皮革與顏料

的特性，動手創作彩繪皮革作品。 

  

  
「生活時尚-彩妝基礎打底與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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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創意個性手作」 

  

  
「掌握自我展現要領-教你寫出必勝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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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與面試練功房」 

  

  
「生活時尚-創意個性手作」，同學在問卷回饋中提到沒想到發掘到自己也這麼喜歡縫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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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表演!增進溝通與自信!~觀察與模仿~」這場表演課並不只是訓練同學演戲，而是透過

課程帶動了同學們相互溝通的自信，原來團體互動與表達自我其實並不難。 

「玩表演!增進溝通與自信」系列課程後續還安排了「聲音表情」、「情境表達」等不同的進

階課程。 

  
「職涯系列-VR 產業發展與職場體驗」由接力棒有限公司執行長分享過去公司合作方案與

經驗，如射擊遊戲、駕駛模擬、動感平台等，以及創業歷程，同時透過 VR 產品體驗進

行，引導同學思考未來的 VR 產業發展與商機，在遊戲外，還可以應用到教育、歷史文化

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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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文青手作皮革」 

  

  
「活動紀錄的攝影師之眼-9 個靜態影像拍攝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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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柏林北漂計畫」由建築專業學院沈揚庭副教授開設的課程，在三天的課程中先帶同學

們設計與規劃活動舞台及構築的策劃與執行。之後更在淡水齊柏林紀念館外部開放空間場

域中實際完成搭建活動舞台。 

  

  
「企劃溝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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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or 實務演練-初階」 

  

  
「生活美學-大腦瑜珈~禪繞畫 Zentangle」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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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覽日期：108/3/25~108/4/12 

展覽名稱：不象畫-謝承恩、謝承惠雙個展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積學堂 

在稚童的心裡，一定存在非常神祕的「天機」。 

透過筆墨，宣洩給你。一筆在手，任意馳騁。 

時而輕柔，時而奔放，疾徐自如。 

無規無矩，無技無法，無憂無慮。 

盡是悠遊自在，怡然自得，樂在其中。 

寫在紙上的是無罣無礙，純真自然，處處玄機。 

或問，塗鴉之作，像畫嗎？不像！  

既非具象，亦非抽象，戲之為「不象」， 

稱其畫為「不象畫」。當否？ 

不像話嗎？也是。童趣而已。 

展出的畵作是承恩一至五歲、承惠一至三歲的部分「作品」。 

是所謂的天機嗎？博君一笑。 

  
謝承恩作品 謝承惠作品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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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藝文音樂會《慢遊音樂，島語尋聲》 
    通識教育中心於 3 月 19 日邀請「絲竹室內樂團」蒞臨逢甲大學演出。緻於音，
遊於樂的「樂自慢」，為一群手足般地同窗好友所組成的國樂絲竹室內樂團，其演奏
的音樂自然真摯、溫婉醇厚、風格多元、兼容並蓄。 
    本場音樂會由五位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價，劉士瑜、王維勻、余檣、巫
劍英、李堉琦，以笛、鋼琴、笙、琵琶、二胡與阮，多重奏的形式演奏，並重新編寫
《茉莉花》、《再別康橋》、《小鬼湖之戀》、《四季紅》等的傳統曲，為這些名曲
注入新血，重奏經典。 

本場音樂會將國樂加入流行元素，其中由樂團總監劉士瑜創作的《勻云》、《悅•
自慢》更是別有一番風味，以笙的音色，搭配和聲與節奏的不同律動，譜出富有童真
的輕快旋律。 

《悅•自慢》即是在音樂的行進中帶有中國音樂風格趣味的《快樂頌》使聽眾驚
奇。以東西融合、歡愉的曲調作為收尾，並傳達了創團初衷：「以國樂創造美好的音
樂饗宴，傳遞喜悅給每一位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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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精英在逢甲(Miranda Jan 與她的國際演出夥伴) 
自 2016年底駐瑞士外交官易志成大使一行參與 Miranda Jan 的日內瓦演出及刊登

後，2019 年 2月又再度受到外交部的矚目及關注。駐日內瓦外交官表示他們將會聯

合各國外交處追蹤Miranda Jan 的國際檔期及演出並前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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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4號，駐瑞士日內瓦外交部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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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檔期以首席女高音的身分在 

Czech Republic， Prague Municipal House-- Smetana Hall 

與 Smetana 國家交響樂團、國家合唱團演出”莫札特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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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駐"法國里昂國家歌劇院"、義大利杜林皇家歌劇院、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Neue Oper 

Wien等…男中音首席演唱家: Richard Rittelmann 之後，逢甲將聘請到國際知名鋼琴家

Alberto Lodoletti 在 5 月 9日，5月 15日春天花季中前來逢甲炫技。受眾多樂評刊登

—國際樂評家之一：Tölzer Kurier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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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o Lodoletti 現任義大利”Mondo Musica Marnate”國際音樂節的音樂總監 、

l'Orchestra Sinfonica Carlo Coccia di Novara 國家交響樂團客席鋼琴演奏家。巡迴世界各

大歌劇院、國家音樂廳職業級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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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下期月刊中刊登更多有關鋼琴家 Alberto Lodoletti 的追蹤及報導: 

詳情請參閱 Youtube 的連結—Alberto Lodolett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V7nMi-bG4 
 MUSSORGSKY,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Alberto Lodoletti, pian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LhrLcKzGU 
 CHOPIN, Etude in C minor Op.10 No.12 "Revolutionary" (Alberto Lodoletti, pian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rwQtHiDVk 
 RACHMANINOV, Prelude in G minor Op. 23/5 (Alberto Lodoletti, piano)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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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逢甲大學 App 創意程式競賽 

 報名開始瞜!!!  
一、 競賽緣起 

為培養本校學生程式設計能力並提升 App 相關課程的學習成效，同時結合跨

域專題製作以發現並解決真實問題，因此舉辦「逢甲大學 App 創意程式競

賽」，讓不同科系的學生能夠跨領域團隊合作，深化 App 程式設計的學習與

應用。 

 

參賽對象 

所有逢甲大學在籍學生(含應屆畢業生)。參賽團隊由不同學系學生共同組成，

將有額外加分 。 

二、 作品繳交方式與時間 

1. 參賽報名表：即日起至 108年 05月 17 日止，採線上報名方式完成報名。

線上報名：https://goo.gl/forms/ApFjAbA2IJS5Ahgc2 

2. 作品企劃書(格式如附件一，請轉成 PDF檔)暨影片，繳交期限至 

108 年 05 月 17日止。 

3. 作品繳交寄至：9appcase@gmail.com。 

4. 競賽資訊網址： 

http://www.genedu.fcu.edu.tw/index.php/component/sppagebuilder/94-2019-app 

 

三、 競賽說明 

1. 活動對象限大學部學生，團隊以 2~4 名成員為限，由不同學系的學生共同

組成則有額外加分。參賽隊伍隊並可增列指導老師，惟最多 2名。每隊需

設隊長 1 人，擔任活動聯繫窗口代表人。 

2. 參賽人員、作品名稱在企劃書繳交後即不能變更。 

3. 參賽團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

回獎金、獎狀等。如造成第三者權益損失，參賽團隊須自行負擔法律責

任；若因而造成主辦單位損害者，應負民事賠償責任： 

   ＊參賽人員不符合本競賽之參賽資格。 

   ＊參賽作品曾以任何形式公開販售或展示。 

   ＊參賽作品曾獲得校外其他競賽前三名獎項，得獎作品包含參賽 APP。 

＊參賽作品有抄襲、仿冒，或經人檢舉告發由他人代勞有具體事實者。 

＊參賽作品有侵犯智慧財產權之具體事實者。 

https://goo.gl/forms/ApFjAbA2IJS5Ahgc2
file:///C:/Users/FCU/Desktop/9appcase@gmail.com
http://www.genedu.fcu.edu.tw/index.php/component/sppagebuilder/94-2019-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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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所提報之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者。 

＊參賽期間曾有影響其他參賽團隊，造成競賽不公之行為。 

＊違反本競賽辦法等相關規定。 

4. 參賽作品之版權歸參賽者所有。 

5. 參賽團隊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其製作成品過程之相關素材資料，進

行宣傳、推廣等非商業用途，且競賽結束後主辦單位仍得不限時間、次

數、方式使用於前開用途。 

6. 凡送件參賽者，即視為同意遵守本競賽之各項規定及評選委員會所決議之

各項規則與評選結果，主辦單位保有對競賽辦法規定解釋、變更、修改、

調整及終止等相關權利。活動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亦保有補充、

修改等相關權利。 

 

四、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說明 比重 

設計理念 所開發的作品能改善或解決實際的問題 30% 

作品創意與商業價值 
1. 設計作品之創意與獨特性 

2. 市場性分析與對創造之產業價值等說明 
30% 

作品完整度與 UI介

面設計 

1. 實作作品是否功能性完整 

2. UI介面設計 
30% 

簡報發表 口語表達能力與報告技巧 10% 

1. 本競賽將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惟決賽評審委員不得同時擔

任參賽隊伍指導老師，以求競賽公平性。 

2. 參賽團隊由不同學系學生共同組成，總分將可額外增加 2分。 

 

五、 競賽獎項 

獎項名稱 獎金、獎狀 

一等獎 (1 組) 獎金$8000，每人獎狀乙紙 

二等獎 (2 組) 獎金$5000，每人獎狀乙紙 

三等獎 (3 組) 獎金$2000，每人獎狀乙紙 

佳作 (其他入圍決賽之組別) 每人獎狀乙紙 

最佳票選人氣獎 獎金$2000，每人獎狀乙紙 

   註：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得獎人應填寫相關資料及收據方可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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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競賽時程 

1.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8年 05 月 17日止 

2. 公布決賽入選作品：108年 05月 30 日。 

3. 決賽：108年 06 月 14 日於逢甲大學舉辦，競賽結束後現場頒獎。 

 

七、 指導、主辦、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逢甲大學 

協辦單位：逢甲大學創能學院 App Lab、通識教育中心、資訊工程學系、 

          物理教學研究中心 

 

※※任何問題請洽本競賽公用信箱 9appcase@gmail.com 

或通識教育中心朱育葶小姐(2148)或林依瑩小姐(2142) 

mailto:任何問題請洽本競賽公用信箱9appcas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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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解開 24 個經典心理學實驗的秘密 
     
    本次教師成長社群主要是以「24 個經典心理學實驗」做為文本，希望透過閱讀

心理學實驗的分享，了解心理的運作機制，同時也可以接觸相關研究方法，作為未來

社會設計與創新之基礎。第一場訂於 3 月 18日中午，由翟本瑞院長分享「心理學的

重要與應用」。 

    翟院長希望透過教師們在教材與教學法的創新和挑戰，讓學生們有感的學習。他

分享了數個心理學的實驗或理論如「The Candle Problem」、「延遲滿足理論」、「破

窗理論」、「弱連結優勢理論」、「結構洞」、「莫爾定律」、「六度分隔理論」等，

期望參與者未來能透過此 24個經典心理學實驗的介紹與討論，將每一個人跨領域的

能力透過結構洞的中介串聯起來，為學生與自己創造龐大的機會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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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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原基礎核心必修中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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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結構 

    設計 4個模組，各系視需求規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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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數位學程 

1. 學習數位行銷新技能。 

2. 提升面試技巧，為理想職涯做好準備。 

（二）模組 2：微軟專業學程（Microsoft Professional Program, MPP）- AI 

1. 瞭解 AI相關的基礎知識。 

（三）模組 3：微軟專業學程（MPP）- Big Data & Data Science 

    1. 學習使用各種可視化，分析和統計技術來處理和探索數據。 

    2. 學習大數據相關的技術，各種資料操作技術。 

（四）模組 4：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 AWS） 

    1.  瞭解 Amazon 所提供的雲端運算服務的基礎入門。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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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當：根據各系選擇的模組取代原排定的「多元文化」。 

 （三）核心必修 4門課：「公民參與」、「社會實踐」、「創意思考」3門課，加上

「人文與科技-google 數位學程」、「人文與科技-微軟專業學程 AI」、「人文與

科技-微軟專業學程 Big Data& Data Science」、「人文與科技-AW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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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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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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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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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鹿樂實踐計畫-憧憬。實現中區說明會 

 

鹿樂提供各式招募專案，讓你找尋到適合「教換」的所在， 

可以「專長、技能」交換到偏鄉的「特色回饋」或「深度生活體驗」。 

中區說明會 

時間：03/12(二)12:00-13:30 

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行政大樓地下視聽室11601) 

 
關於偏鄉教育，我們究竟抱持著怎樣的想像呢? 

  
   透過【青年鹿樂實踐家計畫】說明會，分享者在進入偏鄉後，看到與自己想像中

截然不同的真實存在，透過服務學習實踐過程中的反思與互惠，思考著「我究竟能夠

為這裡做些什麼？」分享者李思儀、李奇芳運用自身所長，原本自以為微不足道的能

力，但在這裡卻溫暖了每個偏鄉小孩的心，看到了分享者眼中散發著閃亮的光，不禁

讓人感到即使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很小，但這個世界仍然可以因為我而改變。 

  我通識中心助理-林依瑩，想運用自身陶藝專業能力，在這個暑假，號召大家和

我一起走入偏鄉與孩童捏泥巴，讓藝術進入日常生活中，也邀請大家可以自行組隊

參加，有興趣的同學歡迎與我聯絡唷! 04-24517250 分機 2142 

 
⚫ 詳細資料請參考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鹿樂實踐家計畫」簡章連結：

https://www.yda.gov.tw/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56342606757565731
3&MmmID=563655407116454420&Msid=1034513075611622504 
鹿樂~偏鄉教育群眾募資平台：http://ruro.tw/ 

https://www.yda.gov.tw/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563426067575657313&MmmID=563655407116454420&Msid=1034513075611622504
https://www.yda.gov.tw/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563426067575657313&MmmID=563655407116454420&Msid=1034513075611622504
https://www.yda.gov.tw/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563426067575657313&MmmID=563655407116454420&Msid=1034513075611622504
http://ruro.tw/
http://rur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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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動畫製作工作坊】錄取公告名單 

 
授課時間： 

108年04月20日(六)08:00-14:00 0.3學分 

108年04月27日(六)08:00-16:00 0.3學分 

上課地點:電腦教室行二105 /課人數 60 人(10位提供給種子師資培訓) 

通識中心又推出好康課程囉~~這次跟甲尚科技與羊咩咩公司合作,甲尚可是與好

萊塢電影及 3A級遊戲製作公司合作的大公司。還有羊咩咩則是目前《虛擬網紅》製

作公司!相信對於動畫製作與媒體網紅有興趣的都可以來參加喔! 由於教室空間名額

有限，感謝同學踴躍報名，恭喜入取同學!! 

 

   有報名考照的同學，請於 4/2 前 5:30 前，繳交 750 元考照費用，至人言 10 樓 

通識教育中心林依瑩小姐，逾期不候，名額將順位給備取同學。 

若備取上，將會於 4 / 8 電話 及 E-MAIL 通知 

 

    錄取/備取名單 下載 ：請在此連結下載 

**任何問題請洽通識教育中心林依瑩小姐分機 2142 或淑慧老師分機 2148** 

http://www.genedu.fcu.edu.tw/images/News/3D_20190315.pdf
http://www.genedu.fcu.edu.tw/images/News/3D_201903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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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智在家鄉-聯發科技數位社會創新競賽 
 

每個人都應該為家鄉做一件事 

從腳下的土地向世界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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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推會熱情邀請逢甲大學學生，從「為家鄉做一件事」開始，關心自己居住的家

鄉，深入社區不同層面，透過參與、理解、分析、設計、實踐等模組，整合自我既有

知識與技術，透過創意思考以解決實際社會問題出發，歡迎同學可以跨領域、跨課程

組隊合作參加。 

   初賽線上評選選出 50 組隊伍進入下一階段線上評選複賽，入選隊伍及獲得初賽

入圍證明。複賽選出 20組入圍決賽，入圍的隊伍除了可獲得研發金 5萬之外，另有

最高 5 萬的補助款可供申請，補助款由隊伍提出預算規劃並檢附支出單據，如必要

專業耗材、田調交通住宿、專業軟硬體設備等，符合可核銷之規範內實報實銷。決賽

現場以簡報展示作品，並評選出特優 1 組獎金 100萬、優等 3組獎金各 20萬、特別

獎 3組獎金各 5萬，豐富獎金等著大家!! 

 
⚫ 詳細資料請參考 

「智在家鄉」網頁連結：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 

 
⚫ 任何問題請洽：通識教育中心林依瑩小姐分機 2142 或淑慧老師分機 2148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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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 3D 列印機 Z Machine 古典機械展演 
     
    通識沙龍於 3 月 12 日下午三時邀請「STEAM Lab 蒸氣試驗所」趙暐辰老師，現

場展示他在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的畢業製作「3D陶瓷列印機 Z Machine」。這一台

重量超過一百公斤的超大型全機械自製機器，非常難得地運送到通識沙龍會場，許多

機械或建築相關科系的同學也慕名前來。 

    趙暐辰老師一開始不講簡報，而是請同學們直接圍在 Z Machine 周圍近距離觀

察它的運轉過程。Z Machine 沒有正面或背面之分，不用電、不用電子晶片，全憑機

械動能驅動與運算的機械發明。這一台用各式齒輪、角鋼、鍊條、重錘……等組成的

「機器藝術品」，它要展現純粹十九世紀的科技，是一個挑戰工藝美學極限的設計，

其交錯複雜的機械結構著實令人讚嘆！ 

    一定有人好奇 Z Machine 是怎麼製造出來的？趙老師分享當時的他在工作室裡，

一邊來回踱步一邊喃喃自語，像個瘋子走了三天也想了三天；接著開始畫草圖，畫出

來的東西有八成跟現在的機器一樣。 

    趙老師說他是一個享受創造和製作的創客(Maker)，從幼稚園大班開始他開始玩

電池燈泡和馬達，國小拆開手電筒、定時器和電風扇；他永遠記得國二的時候拆開壞

掉的 JVC自動換片 CD 播放機，裡面的齒輪和各種連棟機構複雜，他一個一個追朔這

些機械的運動邏輯，裡面精密地交織令他大大震撼......，從此家裡的陽台就是他的工

作室，家人允許他「做沒有用的事情」！那些看似沒有的東西，卻一個個成為他生命

中關鍵的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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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工作坊─紡織篇 
    通識沙龍於 3月 14日上午十時邀請鎰呈行股份有限公司循環長蘇彣忠先生帶領

一場「循環經濟工作坊」。蘇彣忠先生自 17 歲時幫助在美國就讀的高中建立起回收

系統後，深信「One person can make a difference」。大學時一頭栽進了廢棄物、能源、

食農等環境議題的世界；畢業後，把解決環境議題當志業，介紹循環經濟概念與相關

案例，並以紡織業為題來實作工作坊，嘗試參與解決問題。 

    一群對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有興趣的同學一同來參與此議題，不僅瞭解

永續發展目標與更延伸至循環經濟，認知應將地球有限的資源做更好的應用！在過

去的想法中，東西壞掉就要買新的，但其實壞的只是一小小部分就被當成垃圾，其它

部分是可以透過再循環、再利用將這些價值萃取出來，降低資源的浪費。蘇彣忠老師

透過工作坊中的討論，讓同學分組模擬一個鞋子共享的事業，透過鞋子要推出租借服

務，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要怎麼解決問題？最後要如何呈現或推出這個新概念的

服務。 

    經過同學們討論發想後分組發表，有組別想鎖定年輕的女性，平時不穿高跟鞋但

在少數重要的場合需要，就可以透過租借來滿足，不僅較經濟且家中也無須多擺放。

當然租借服務可能會遇到許多問題如不衛生，同學也有提出解決之道，透過立即清洗

以及將較不適用的做汰換；若未歸還訂定賠償機制等，經過此次的循環經濟工作坊，

期許同學們在全球發展目標議題中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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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青年永續發展計畫交流分享會 
本次演講邀請到曾華翊、楊雅涵、張心瑜、毛祥銘介紹亞太青年永續發展計畫(Asia 

Pacific Youth Exchange, APYE)，除了簡單介紹該計畫外更分享了參與的經驗與心得，

該計畫是以聯合國發布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主軸的海外訓練計畫，主要是激勵全

球青年參與當地永續發展目標的行動，本次講座邀請三位逢甲學生，分享在菲律賓漁

村參與計畫的過程，認為參與該活動比預期的學習要更多，除了在當地實際進行田野

調查外，與當地人同住的安排使得自己更貼近當地的生活，同學也提到當地物資匱乏，

且無電力可使用，因此待在當地的 12天接用冷水洗澡，但該活動有許多讓他感動的

地方，更表示在活動結束後，同組的組員認為相關的方案應該執行得更加完整，因此

即使活動結束了但組員仍保持聯繫，可望透過更進一步的行動實際影響漁村的問題，

學生認為參與後不僅對於跨文化交流有更深一層的體悟，更對於永續發展的認知與

執行有更深一層的收穫。透過本次講座除了讓同學更加了解永續發展目標(SDG's)外，

同時有助於學生增加國際視野並鼓勵同學向外探索。 

  
圖一:學生分享與各國參與者 

在tea break時的交流情形。 

圖二:學生分享在漁村 

田野調查之經驗。 

  
圖三: 學生參與情形。 圖四:學生對於跨文化交流 

及田野調查十分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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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系列講座-拖鞋之國遊記 

 
【講座訊息】 

講師：陳恆毅 

時間：2019/3/20(三) 12：10~14：00 

地點：通識沙龍 

  通識教育中心邀請到房間改造設計師陳恆毅老師，到課堂上分享他在緬甸參與讚

美祭的服務經驗。課程開始老師分享緬甸的習俗與文化。由於緬甸當地語言以緬甸話

為主，且大多數當地人不會說英文，因此溝通成了一項相當大的挑戰。 

    同時身為脫口秀喜劇演員以及第一象限樂團的鼓手與吉他手，陳恆毅老師利用

自己擅長的音樂，搭配上各種肢體語言及動作，不但成功與當地人溝通，更帶動當地

的大小朋友與他一同互動，炒熱氣氛。在課堂上老師也邀請同學一同參與，透過實際

體驗的方式，讓大家了解如何簡單運用肢體語言來對話，並配合隨機發想的節奏帶動

歡樂氛圍。 

    老師說在台灣的我們很幸福。在緬甸擔任志工的日子裡，老師除了看見當地資源

的不足外，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緬甸人的笑容。緬甸人起床後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刷

牙洗臉，而是先笑，因為他們覺得生活很幸福，任何一點小事情都足以讓他們開心一

整天。即使生活不富裕，知足的他們在臉上掛滿笑容，很值得我們學習。 

    有同學問到老師為什麼要參與志工活動，老師說自己從國高中時期的寒暑假便

經常參與國內的偏鄉國小志工服務，因此志工已成為人生的一部份，無法分離。課程

結束後老師亦分享自己寫歌的技巧及房屋設計的相關作品。透過陳恆毅老師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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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了解到如何突破語言限制，拓展自己的交友圈，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將歡笑

分享給更多的人。讓更多逢甲的學生得以受到啟發，跨越舒適圈，將笑容及服務帶給

更多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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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孫德盛大學遊學團說明會 

 
【講座訊息】 

講師：呂晃志老師 

時間：2019/03/21 12:10-13:00 

地點：人社B1 創客演講區 

  通識中心邀請到呂晃志老師來說明今年暑期”越南孫德盛大學遊學團”活動資訊，這次

的遊學團的活動安排在今年的 6 月中出發，為 12 天的行程，一團為 20 人，因為老師希望

只要想參與的同學都能一同前往，所以如果有超過 20 位同學想要參加會再增開團，讓想要

到越南認識體驗的同學都有機會去學習。 

    講師也提到在出發前會讓學生們練習一些簡單的生活用語，也希望大家不要太緊張在

溝通上的問題。此次活動主要的計畫是學習越南歷史與文化、學習越南生態學、環境管

理與資源課程、戶外教學會帶參加的同學們到位於越南中南部沿海城市芽莊市，參觀

當地的一些人文、景觀特色，像是薩帕石教堂、婆那加占婆塔、濱城市場、也會帶同

學們體驗越南當地的泥浴、深度文化旅遊(湄公河三角洲，芽莊市，胡志明市旅遊)、

加入文化交流活動、與越南孫德盛大學(TDTU)同學透過上課及課外活動，並且是全英

語授課。 

    之後想要到越南工作或是旅遊的同學，這次是很好的機會先去探索越南這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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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且還可以到在越南排名第二的孫德盛大學上課學習，並且跟當地的大學生交流，

是很難得的經驗喔!想要參加的同學不要錯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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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下【彩排與公演】專題製作課程 

 
 彩排與公演 

【逢甲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系列訊息】 

授課老師：陳思照老師 

時間:(一)20:00~22:00  地點:通識沙龍 

  第一堂課由陳思照老師與學生共讀今年逢甲音樂舞台生命新劇「上帝的眼淚」劇

本，了解劇情和角色背景後，由「劇場與表演」戲劇訓練課程的郎亞玲老師與歌唱陳

思照老師共同選角，依照同學的天分和志願分為主要演員以及舞者，分別在劇中擔任

獨唱及合唱的歌唱演出。 

    課程由陳思照老師先介紹歌唱藝術、歌劇簡史、歌唱的方法、生理結構及發聲

練習，再依照同學的聲線將其分為三聲部，按照個別角色專門訓練獨唱及合唱歌

曲，訓練期間陳思照老師依學生實際演唱能力以其音色，再與編曲老師共同反覆修

改演唱歌譜，最後誕生出逢甲原創的音樂劇歌曲，每一年所製作的音樂舞台劇歌曲

都非常特別，因為它來自於學音樂老師的編曲創作、歌唱老師巧妙地開發學生的演

唱能力以及逢甲大學學生的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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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4 日晚上 19:00~21:00 逢甲大學啟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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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ppp0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VaJFKxDStOMXIx0jCdW3rUM1

E 

⚫ Youtube 官方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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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cutheater.weebly.com/
https://fcutheater.weeb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epa=SEARCH_BOX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epa=SEARCH_BOX
https://www.instagram.com/god_tears_drama/?utm_source=ig_profile_share&igshid=mxmppp0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VaJFKxDStOMXIx0jCdW3rUM1E
https://www.instagram.com/god_tears_drama/?utm_source=ig_profile_share&igshid=mxmppp0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VaJFKxDStOMXIx0jCdW3rUM1E
https://www.instagram.com/god_tears_drama/?utm_source=ig_profile_share&igshid=mxmppp0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VaJFKxDStOMXIx0jCdW3rUM1E
https://www.instagram.com/god_tears_drama/?utm_source=ig_profile_share&igshid=mxmppp0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VaJFKxDStOMXIx0jCdW3rUM1E
https://www.instagram.com/god_tears_drama/?utm_source=ig_profile_share&igshid=mxmppp0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VaJFKxDStOMXIx0jCdW3rUM1E
https://www.instagram.com/god_tears_drama/?utm_source=ig_profile_share&igshid=mxmppp0ekfbj&fbclid=IwAR3bDcPCENgpHZFMJX8NOgmsCKYDjOVS_ZVaJFKxDStOMXIx0jCdW3rUM1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hlCHEwaPpM3ATiQJDftZQ?view_as=subscriber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hlCHEwaPpM3ATiQJDftZQ?view_as=subscr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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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溫度 - 讓故事從這裡開始 
    通識專題「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探索」課程，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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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導
同學探討生產到消費的新飲食文化構想。為加強課程對於業界實際狀況的認識，因此
授課老師於 03 月 15 日(五)在創客小書屋邀請小角手捻咖啡陶志育咖啡師舉辦一場
「手、心溫度 - 讓故事從這裡開始」的演講。 
    演講中，陶老師分享他自生的人生經歷、學習手捻陶鍋烘焙咖啡師八年的過程及
創業的歷程，沖好一杯咖啡除了認識分辨咖啡豆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節及用心，
因此老師自己設計製作了烘焙咖啡豆的專用陶鍋，以及對於品味咖啡時環境美感的
堅持。也因為這樣的堅持，老師到了創客書屋演講前，還特別依照環境現場插花擺飾，
並將整組的咖啡器具(包含老師自己製作的陶鍋)帶來分享。不同於商業經營的連鎖店，
總是大批進貨，大量採購咖啡，小角咖啡從咖啡原豆一顆顆篩選，到親手拌炒咖啡豆，
每一次烘焙，都創造僅此一次，只屬於這一鍋咖啡豆的獨特風味，陶老師舉起他的雙
手，掌心透著咖啡的油漬，即便手炒過程會留下難以洗去的痕跡，但這也顯示出陶老
師職人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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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綠能中心與 s School 團隊 

以科普活動協助矽品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對話 
【活動訊息】 

主題：本校綠能中心與 s School 團隊以科普活動協助矽品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對話 

時間：2019/03/16(六)10:00~13:00 

地點：學思園近理學院側(「矽品綠世代」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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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矽品精密股份有限公司環安衛部門邀約，於 3月 16 日矽品家庭日當天由該部

門與兩位教授團隊共同擺設「矽品綠世代」攤位。攤位中展示矽品公司於太陽能綠色

電力的貢獻，結合逢甲團隊製作的太陽能電池的專業知識，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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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 DIY體驗活動，與矽品員工互動，同時落

實矽品之企業社會責任與逢甲大學之大學社會責任。 

當日選定與矽品精密產業相關之「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為實作主題，實作課程

總計辦理 4場次，共計近 50人次參與。透過導電玻璃、二氧化鈦、葉綠素等簡易材

料，讓民眾以手作方式，了解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原理與結構。最後透過電表量測

電流，讓民眾驚呼在短短時間內即可完成一個太陽能電池，亦對成品愛不釋手，多將

成品帶回做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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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國文專題演講(一)： 

李展平「報導文學的多音交響—策略與運用」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3月 18 日，邀請報導文學作家李展平，於第一國際

會議廳，以「報導文學的多音交響—策略與運用」為講題，分享探訪寫作的經驗。李

展平先生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纂退休，現為自由作家，擔任過多項口述歷史、訪談計

劃主持人，數次榮獲報導文學獎項，也曾擔任過星雲華文世界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等多

項競賽之評審，國語文教學中心希望藉由這場演講，讓同學了解報導文學的價值與重

要之處，並從李展平先生的經驗分享中了解採訪實作上所須注意的技巧。 

    李展平先生首先表示，採訪前須要用功的爬梳資料，並以自身為例，表示當年他

為了採訪二戰時期台籍日本兵，不僅深入研究大平洋戰爭動線，甚至為了與受訪者有

共通的語言，於是乎硬啃日語，其用功之深，甚至能糾正受訪者記憶的錯謬之處。其

次強調，透過報導可以讓社會大眾了解並重視社會議題，並以其深入踏查「東螺溪」

的經驗為例，數十年來，沿溪許多養豬戶違法排放廢水，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當地

住民為此成立「東螺溪環保自救聯盟」，李展平老師多次參與護溪的行動，踏上第一

線，並與縣府接洽，經歷群策群力，牧場負責人終於坦承犯案，由是可見，報導也是

一種介入的姿態。他提到採訪是「現場挖掘與傾聽」，採訪前須對與之相關的議題加

以準備與了解，而「閱讀與謙卑的態度」，是報導文學工作者必備的功課與品德。採

訪時應注重服儀與禮貌，在取得受訪者的信任與共識後才能讓訪問工作順利進行。寫

作時，與受訪者相關的詞藻不應過度美化，儘量保留受訪者的語言，呈現其最真的一

面；報導文學忌諱為了引起話題而虛構故事。在此次演講裡，李展平先生透過自身經

驗，傳授採訪與報導文學寫作的要領，並勉勵同學在親朋好友、生活細節中發掘題材

與故事，增加創作能量。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於3月18日舉辦大學

國文專題演講(一)，邀請李展平先生講述「報

導文學的多音交響—策略與運用」 

報導文學作家李展平先生會後與逢甲師生合影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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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磯喳喳聊教學 EMI Chit Chat 

外語教學中心全英語授課教師交流活動 
鑒於本校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完整機制，每學期均有 70

門以上課程，為打造優質教學課程、創造互動式教學環境與推動校園國際化，外語教

學中心自 106 學年第一學期起，提供全英語授課教師分享教學經驗，特別辦理 EMI 

Chit Chat 活動，建立教師互相學習之分享平台，分享之主題包含解決備課、課室壓

力、學生聽不懂等疑難雜症。 

參與教師之動機為想了解全英授課內容與準備工作、學習及分享全英語教學技

巧、及向其他老師學習全英語授課之課程規劃及經驗。參與教師也提出許多問題，例

如擔心學生聽不懂授課內容，如何有效的師生溝通，增加學生參與課程之動機，及分

享好用的網站、影片與 Apps。參與教師在參加完活動後都覺得獲益良多，亦肯定全

英語授課教師交流活動營造輕鬆、自在的環境，讓教師拋開焦慮、分享及切磋教學難

題。 

外語教學中心於 106 學年第一學期共辦理七場全英語授課教師交流活動，合計

44 人次參加。106 學年第二學期辦理六場全英語授課教師交流活動，共計 55 人次參

加。107 學年第一學期辦理十場全英語授課教師交流活動，合計有 71 人次參加。由

參加人次可得知參加全英語授課教師交流活動之人次有每學期逐漸增加的趨勢。也

期望藉由教師社群的力量，讓教師成長茁壯，營造優質教學品質。 

EMI Chit Chat 的主講人陳彥京(Professor Richard Davis)老師在每次的交流活動中

都會跟參與教師分享全英語授課之小撇步，歡迎全校教師自 3/19至 5/28(期中考週暫

停一次)，每週二中午 12:10-13:00 至資電館一樓外語教學中心跟我們一起嘰嘰喳喳聊

教學。 

 

  
圖一、圖二：全校教師肯定交流活動及參與 EMI Chit Chat 之討論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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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7-2 EMI Chit Chat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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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新學期起跑持續散發正能量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活動起跑囉!!志工隊的同學們，本著散

播正能量的精神，已經精心策畫好一系列活動。首先三月份，就有期初迎新系列活動，

接著還有接待泰國遊學團的任務，打響口碑的夜市雙語導覽服務 3/1-5/25 更是週末

不打烊。歡迎大家來參加，更可以到資電館 B1(原自學中心)志工隊小窩找隊員們了解

接下來的精彩活動喔。 

 

迎新系列活動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迎接新的學期，甄選加入共 12 位熱情的新隊員，為歡迎新

進夥伴，由新任隊長(會計二甲陳姿樺)、副隊長(航太二甲陳立紘、航太ㄧ甲劉宥辰)

帶領志工隊新任幹部，舉辦一系列的迎新活動。於 3月 9 日的迎新茶會，以一支「同

理心 vs 同情心」的影片開場，讓身為志工的夥伴們了解同理心，以及同理心和同情

心的差別。指導老師兼督導施惠家老師介紹了外語中心志工隊的核心精神與未來展

望，後續新生及舊生藉由一系列的破冰及闖關活動對彼此更加熟悉。另一活動則為 3

月 15日舉行的「與主任有約」啟程餐會，外語中心周惠那主任勉勵新隊員們，參與

活動的過程中，切勿忘記參加志工隊的初衷，更以價格與價值的差別提醒隊員們，不

要讓價格侷限了自己願意付出的心。這兩場迎新系列活動，不僅讓新隊員認識了外語

中心志工隊這個大家庭，也讓舊隊員於新的學期歸零，並且重新出發。 

 

接待泰國遊學團 

3 月 15 日起為期兩週，外語中心接待來自泰國的遊學團，身為外語中心的一份

子，志工隊義不容辭協助辦理「逢甲夜市美食及華語體驗活動」。為了能在短暫的時

間內完成活動規畫，並讓泰國學生留下美好回憶。志工們如火如荼地展開活動準備，

將數週的活動策畫、道具製作、流程確認等濃縮至一週內完成。準備過程中志工隊員

們不斷地遇到變數，包含學員們的中文程度、學員間中文程度的差異、遊戲與其他活

動的重覆性等，但志工們的齊心協力與隨機應變，成功地將此課程與活動順利完成。 

於 3 月 16 日的課程活動中，志工隊員們帶著泰國學員們一起練習逢甲美食名字

的中文唸法、數字的用法、點餐時的對話、日常生活常見的動作（起立、坐下、拍手…

等），並在課程尾聲藉由台灣學生玩過的「老師說」，讓學生們能透過遊戲熟記課程中

所教授的中文。課程結束後，晚上緊接著於逢甲夜市舉行「食字路口」活動，學員必

須前往指定商家利用白天所學的中文進行購買，更前往志工隊於校門口的夜市旅遊

諮詢台進行闖關活動。活動結束後，泰國學生主動與志工們拍照留念、約志工們吃火

鍋等，參與的志工隊員們表示，收到來自泰國學生的正面回饋，就是志工隊辦理活動

收到最好的禮物。  

 

 

夜市雙語諮詢服務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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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中心志工隊於夜市舉行旅遊諮詢服務已邁入第三個學期，新任總副召(會計

一乙陳宜謙、財稅一甲王文昳)為新一學期的夜市雙語諮詢規劃更完善的訓練與服務，

完成了內部訓練手冊的製作，也訂定志工獎懲規定讓活動機制更加完備。除此之外，

在地耕耘了一年的志工隊，今年將接受台中教育大學進階導覽英文課程的邀請，與中

教大學生進行合作，共同完成夜市諮詢服務。近期，面對逢甲大學校地與正門圍牆的

變動，諮詢服務台已接收到觀光客前來詢問拆除工程，志工隊於此時擔任觀光大使的

角色，為逢甲大學及鄰近社區提供服務，期望為週邊打造更優質的觀光旅遊環境。 
 

圖一: 新生茶會歡迎新進志工夥伴 

  

圖二: 志工隊持續與夜市管委會合作導覽 圖三: 主任勉勵大家牢記志工價值莫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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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志工隊帶泰國遊學團進行活動 圖五: 志工隊設計遊戲讓泰國學生學中文 

  

圖六: 夜市旅遊諮詢服務新學期上路 圖七: 荷蘭遊客前來服務台詢問夜市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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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鑑價！！珠寶鑑定鑑價的技術真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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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放 10位名額可自行

帶家中寶物現場鑑價唷！活動結束還有抽寶石活動，全程讓您體驗鑑價技術及過程，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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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大師-蕭世瓊老師之通識專題式課程 
      

107 學年度通識中心新聘書法大師蕭世瓊老師，蕭老師精研書法二十餘年，參加

各書法比賽均獲獎無數，其中臺灣省美展書法第一名就得了三次，篆`隸`楷`行`草各

體兼備，傳統與現代 並 重。近幾年來，除平面素材的創作之外，亦有竹木與陶瓷素

材的書鍥，舉凡生活所及之器物，或書或刻，頗為可觀。多元的呈現，無非是希望書

法能走入生活之中，傳達一種「生活書法」的概念。 

    蕭老師於通識選修專題式課程開設「漢字之美」及「書法的臨摹與應用」，「漢字

之美」課程主要藉由探討古今漢字形體的演變，感受漢字之美，進一步陶冶美的性靈。

解析古今漢字形體的演變，擁有處理漢字文創的能力，進一步與生活結合。另「書法

的臨摹與應用」課程則藉由歷代書法名作的賞析，感受情性的抒發與提升美感的素養。

透過書法名作的臨摹，並且萃取其中的精華，厚植個人文創的能量。 

   課程不僅引導學生了解各種漢字字形及自行設定主題，完成書法作品，並邀請名

家進行觀摩展並舉辦成果展。學生可藉由觀摩展擴大視野，了解自己的不足，而加以

改進。其完成的作品可裝飾學校環境，增進生活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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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媒體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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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由擅長品牌行銷

的錢大惠老師來演講「行銷策略規劃」，延續上周消費行為的課程，前一週錢老師講

述了廣告與消費者行為的關係，這堂課探討到了行銷策略中的 4P。分別是制定價格

策略、產品、通路策略、宣傳策略。4P 除了用來分析自身品牌以外，也可以用來分

析對手的定位，若要學行銷，4P絕對是重要程度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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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超乎預期，原創個人 APPS 程式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本學期共 8國 42位國際生，修習 APPS程式

設計課程，在外語教學中心王柏婷老師的帶領下，學生逐漸發現，App 程式設計並無

想像中困難。 

王柏婷老師提到：部分同學非常專業、設計速度也非常快，且邏輯非常清楚，

而 3/15(五)的課程印尼雷同學又發揮了超人般的專業速度完成本日課題，然後幫忙指

導其他同學。在課程中雷同學的眼神閃閃發光，整堂課都非常投入；如果 PMP1 是

APP level1, 那 PMP2 就是 APP level 4，除了雷同學外，其它印尼、日本等女同學也已

經會應用所學，設計出具有個人風格的 APP。教師也鼓勵同學跨系組隊參加 2019 逢

甲大學 App創意程式競賽，提升學生們 App 程式設計的學習與應用。 

  

  

  

圖說 王柏婷老師指導國際生製作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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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能文能武 2019 全校運動會大獲佳績 
 

  107 學年度全校師生運動會於 108 年 3 月 23 日盛大舉行，對本班的國際生更是

能體驗台灣的大學運動會文化的日子，在自己國家從未有運動會的活動，故全班都非

常投入參與，也報名了各項活動，讓國際生為班級與自己爭取榮耀，並透過運動會凝

聚向心力。 

  3月 20日先進行了會前賽-田徑比賽，本專班學生共 3國 5位學生參與，當天參

與了 200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鉛球及跳遠等，每位學生皆盡全力參與比賽，

PMP 學伴們也一同參與，為每位參與選手熱情加油與歡呼，當天捷報頻傳一共獲得

四項獎項，含來自日本的金城恆平同學獲得男子 800 公尺冠軍；山根豊己同學獲得

1500 公尺亞軍；來自韓國林庚珉同學獲得男子鉛球亞軍及朴大率同學獲得男子跳遠

第五名，讓全班更加榮耀與喜悅。 

  3 月 23 日運動會當天由翟本瑞中心主任、王柏婷導師及王惠鈴老師帶領並與泰

國的貴賓一同繞場，國際生們穿著 PMP的班服及自己國家衣服，並將上課所作的油

紙傘作品展現出來，展現國際化的樣貌，更獲得了第三名的榮譽。而下午國際生們參

與了兩項趣味競賽(分別為造橋鋪路及手忙腳亂)及系際盃 2000 公尺大隊接力，大家

皆卯足了盡，想為系上爭光，學生們協力合作於造橋鋪路及手忙腳亂皆贏得了第二名

的榮耀，更獲得 4,000元的禮卷。而大隊接力則是國際生第一次接觸的運動，印尼國

際生說：「從來沒有參加過大隊接力，也不知道怎麼接棒，很謝謝 TA 幫我們練習，

但有這樣的比賽經驗與機會很開心。」除了學生在運動上的表現外，導師們更經由這

次活動觀察到國際生們懂事、貼心與團結之處，柏婷老師說：「我最感動的一件事就

是，開始飄雨的時候，印尼李同學主動幫忙我把草地上的一堆背包拿起來，結果另一

位印尼張同學也來拿了，我看學生自己有背背包了，我就問：他說這不是你的背包啊？

結果學生說我是想幫你！」。而惠鈴老師也提到：「TA們說他們沒參加過運動會，但

為了 PMP國際生，自己主動來幫忙，更全程參與為國際生們加油」。 

  非常謝謝逢甲大學所有教職員及學長姊們對國際生們的照顧，及雙導師全程陪

伴，各種時刻都成為他們無法取代的回憶。透過運動會，也讓國際生們能夠凝聚，參

與逢甲大學活動，讓國際生對逢甲更加有歸屬感與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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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107 學年度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參與全校運動會活動 

 

圖說：2019 全校運動會會前賽-田徑比賽 本班大獲佳績 

  
圖說：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2019 全校運動會繞場榮獲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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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國際生齊心協力參與系際盃手忙腳亂趣味競賽 榮獲第二名 

  
圖說：國際生齊心協力參與系際盃造橋鋪路趣味競賽 榮獲第二名 

  
圖說：跨國國際生團隊合作參與 2000 公尺大隊接力競賽 

  
圖說：國際生積極參與本校運動盛事，凝聚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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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老化與智慧輔具合作發展相談甚歡 
 
    社會創新學院賴奇厚執行長、資工系許芳榮教授與通識教育中心陳淑慧老師，於
3/21(四)下午拜訪普麗彩企業有限公司，其本身有數十年的塑膠成型專業經驗，在防
禦器材更是全球隱形冠軍之一，目前積極投入醫療器材的開發，不只具有全球第一個
由低溫塑材一體成型的前置式托足板，此產品自 2005年由臺灣在塑膠製品製造方面
有超過 30年經驗的 Larry Lai所領導的團隊，經多年的研究、發展設計出來的。托足
板是由高溫材料或碳纖維製成，長期用於遭受中風，交通意外，跌落等傷害的病患，
包含有 690萬缺血性腦中風的病人、340 萬出血性腦中風的病人和由於交通事故造成
的 2200至 5000 萬人的傷害、以及數百萬的老人跌倒(引自該公司網頁)。 
   社會創新學院在翟本瑞院長帶領下一直以來透過校內 8 個支援系統，包含 i-Night 
Market(智慧夜市)、Smart Village(安居樂業)、Green Earth(綠能環境)、Care & Aging-in-
place(照護與在地老化)、Social Value Entrepreneurship(社會價值企業)、 Education 
Alliance (教育聯盟)、 Sharing Economy(共享經濟)、Practice-led Research (實務導向研
究)進行相關專案發展與推動，本次拜訪與普麗彩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賴榮祥博士進
行討論未來合作之可能，我們希望透過務設計、社會設計方案，規劃出在地老化課程
專案；同時也能夠與許芳榮教授這邊進行智慧輔具相關之計畫合作，會談過程非常開
心順利，盼能透過更多產業與學界的合作，提供學生認識及學習的機會，也建立學生
與銀髮族之間的連接，進而激發更多的創意及解決方案，同時也滿足負責人賴榮祥博
士的期待，能夠創造最低廉最有價值的輔具，提供有需要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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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島創業家──與家扶共同協助逆流小魚計畫 
 
菊島創業家是由徐偉傑老師開設的通識課程，透過課程協助澎湖的弱勢家庭，其

中，逆流小魚計畫協助因家庭無法正常工作的媽媽，藉由計畫讓他們擁有一技之長，

像是有位媽媽獨自照顧兩位特殊子女，教一件簡單的事情需要三年的時間，因為需長

時間的照顧以至於家長們無法穩定就業，於是家扶中心幫助他們做手工織物來增加

收入減輕經濟壓力，將收集而來的二手衣物改造成一針一線編製的小物，再將其販賣

出去，讓家長們在家就能用自己的手藝賺錢，除了改善這些家庭的經濟外，還將衣物

回收再利用達到環保回收效益，製作出來的每個成品也都是獨一無二，展現了生命的

韌性，而這些他們在逆境中奮鬥就是本課程名稱背後的意義，徐偉傑老師鼓勵學生們

關懷弱勢家庭，帶著同學認識弱勢家庭的困難後，與家扶中心共同協助來幫助他們，

將製作出來的產品帶回學校裡販售，並且讓協助弱勢族群的理念從販售過程中傳遞

到校園，同學們也透過本課程學習到的社會關懷的精神。 

 
圖一: 家長們製作的各種手工織物 

 
圖二: 利用二手衣物製作的魚口袋 

 
圖三: 家長親手做的提袋 圖四:透過逢甲將手工零錢袋銷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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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屯扶輪社銀髮族陽光生活第二期開課 
 

    本校工工系吳美芳教授以及推廣教育處等師長，共同協助台中市山海屯扶輪社所

開辦第一期「銀髮族陽光生活課程」，已於元月 11日完滿結業，深獲佳評。於是即進

行第二期開課作業，並於 3 月 8 日(週五)在本校圖書館 B2 演講廳舉行開學典禮，課

程仍為期 10週。內容包含文化、藝術、養生、保健等實用課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

慶因在第一期應邀以「日本文化」進行兩次專題演講後，頗受喜愛，乃續受聘再以該

主題再深入探討。 

    黃煇慶老師於接續本校吳美芳教授、推廣教育處周采慧總監之課程規劃報告以

及台中山海屯扶輪社許秀珍社長等貴賓致詞後，以「漫活品日本文化(スローライフ 

in Japanese Culture)--日語重要嗎?日本佛教為何不同?(私たちにとって日本語は大切

ですか、日本の仏教はどう違うのか)」開講。黃老師首就當日恰逢「三八婦女節」，

說明「國際婦女節(国際婦人デー)」的由來，並舉曾於 2004 年投稿日本琉球新報「台

湾の女性は強い」的內容，就一般家庭對女主人的稱謂，日本人稱「家內(かない)」、

中國人稱「愛人」、香港人稱「老婆」，而台灣人稱「太太」，其乃係以八輩子祖宗來

稱呼妻子。所以台灣有所謂「娶個好妻子，乃修八輩子福氣，若討個惡妻，倒八輩子

霉」的說法。引來課堂笑聲不斷，喜氣洋洋，女學員們直呼聽得過癮。 

    接著黃老師舉日本經濟新聞，於 2013 年底引英國際交流機構( British Council )於

當年 11月調查報告，英語以外，就未來二、三十年，世界經濟商務發展方面，所選

出世界十大重要語言，日語墊底上榜。而亞洲僅華語及日語被選上，突顯出日語在東

亞地區的重要性。而佛教發展方面，因日本淨土真宗認可僧侶「肉食妻帶」，而促使

佛教逐漸走向獨特日本化，具有與中國佛教不同的色彩。另「密教」則因中國唐代時

期，隨著日本空海和尚將真言宗東傳及發展，形成日本目前高野山的興盛。讓大家對

學習日語的重要與了解日本佛教的特色，有概略的理解。 
 

 
開學合影(攝於圖書館B2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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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學開學相見歡 工作人員服亮眼鮮豔 

 

 

推廣教育處周采慧總監 山海屯扶輪社許秀珍社長 

 

 

工工系吳美芳教授 黃煇慶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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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校長蒞校締盟交流 
     

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校長大城肇繼 1 月底訪臺後，於 3 月 10 日專程偕同該校副校

長花城梨枝子以及沖繩縣政府臺北事務所副所長翁長良樹等一行五人再度訪臺並蒞

臨本校，雙方簽署交流協定。大城校長表示，上次 1月底訪臺時，厚承本中心副教授

黃煇慶安排並陪同拜會我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接受外交部亞太司午宴以及

中琉文經協會、本校臺北校友會謝前會長振裕所舉辦歡迎晚宴時，始覺琉球大學雖已

與我國臺大、中山、海洋、臺南、東華等十餘所國私立大學締結交流協定，竟尚未與

有多年交往之本校締盟。是以返國後經報獲該大學理事會同意，即與本校國際處洽商

進一步簽署交流協定事宜，乃有本次臺中之行，心情相當愉快。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因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代表，故與當時

之大城教授熟稔，並多次陪同來訪本校並曾就大城教授所專門之「島嶼經濟學」在

EMBA課程專題演講。此次大城校長一行抵達臺中，黃老師即會同張國竑、郭明鴻、

洪添助等 EMBA校友陪同參觀「臺中國家歌劇院」。訪賓見氣勢宏偉建築，係日本建

築師伊東豊雄設計，本校 EMBA吳春山校友所經營之「麗明營造」主建，並已獲得無

數設計建築獎項，故對本校校友表現讚譽有加。當晚，本校邱創乾副校長亦假 EMBA

校友所經營之「大莊園餐廳」主持歡迎晚宴，並邀王葳教務長、戴瑞坤教授、翟本瑞

院長夫婦、簡士超商學院副院長、林昆立金融博碩班主任、陳善瑜經濟系主任以及留

日前輩、本校退休教授悟興法師(俗家名:陳蒼和教授)等多位本校師長校友陪同餐敘。

由於大家均熟悉臺日相關人文歷史，相談熱烈，賓主盡歡。 

    翌(3 月 11)日大城校長一行抵達本校，再由本中心黃老師導覽校園及教學設施，

對本校優質教學環境，更是讚美。大城校長特先禮貌拜會本中心主任、人文社會學院

長翟本瑞教授後，再轉往位於人言大樓二樓貴賓室之簽約儀式會場。李校長秉乾於歡

迎詞中，稱讚日本國立琉球大學享譽國際，更是距離臺灣也是本校最近的國外知名大

學，盼將來雙方能趁地理人文之便，加強學術文化等各項交流。大城校長則表感謝本

校的支持與接待，他多年來已數次來訪，對本校印象非常良好深刻，此次承本校臺北

校友會及本中心黃老師的協助聯繫，得以達成雙方締盟交流，深感榮幸。 

    簽約儀式在訪賓一行以及本校賴文祥國際長、竇其仁資電院長、翟本瑞人社院長、

簡士超商學院副院長、陳善瑜經濟系主任等之觀禮下，圓滿完成。之後大城校長一行

隨李校長之導覽，參觀本校機器人研發中心以及企業聯網實驗室等嶄新教學，讓訪賓

更是讚不絕口。接著，大城校長等訪賓於享用李校長所主持之豪華午餐後，即結束本

次行程，趕往桃園機場返回日本琉球沖繩。大城校長臨行表示，非常感謝本校的協助

完成簽約，返日後當更積極籌劃推動未來交流事項，深耕雙方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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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0日活動照片 

 
歡迎晚餐會合影(前排坐者左起:王葳教務長、花城梨枝子副校長、悟興法師、大城肇校

長、戴瑞坤教授、邱創乾副校長、翟本瑞院長) 

 
黃煇慶老師陪同大城肇校長一行參觀臺中國家歌劇院 

 
大城校長致詞 

 
邱副校長致歡迎詞 

 
黃煇慶老師報告此行經緯 

 
花城副校長致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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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1日活動照片 

 
本校李秉乾校長 (右二站立者)致歡迎詞 

坐者左起: 簡士超副院長、竇其仁院長、翟本瑞院長、賴文祥國際長、李秉乾校長、大城

肇校長 

 
琉球大學大城肇校長(右二站立者)致詞 

坐者左起: 翟本瑞院長、賴文祥國際長、李秉乾校長、大城肇校長、花城梨枝子副校長 

 
簽約儀式雙方參與師長合影(攝於人言大樓二樓貴賓室) 

(圖說左起陳善瑜主任、簡士超副院長、竇其仁院長、翟本瑞院長、賴文祥國際長、李秉乾校長、

大城肇校長、黃煇慶老師、花城梨枝子副校長、許翼軒先生、翁長良樹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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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左)大城校長(右) 

 
李校長(左)大城校長(右) 

 
李校長(左)大城校長(右) 

 
大城校長(左)、李校長(右) 

 
大城肇校長(左)翟本瑞院長(右) 

 
大城校長(左)拜會翟院長(中) 

 
悟興法師贈送「吳榮交趾陶畫冊」 

 
大城校長(右二)攝於黃老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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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栖來光演講台灣與山口之旅 
     

日本山口縣的旅遊作家栖來光(すみきひかり Sumiki,Hikari)女士，3月 8日於台灣

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以「牽繫台灣和山口之旅─從鮮為人知的台日歷史談起」專題演

講。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與該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立萍熟稔，又曾派駐福岡辦事處

多年，與轄內山口縣當地各界互動良好，爰受邀出席。 

    栖來光講師從事音樂、電影相關製作多年，2006 年嫁作台灣媳婦後定居台北，

故將台灣與伊的故鄉日本山口縣連結，就歷史、地理等因素結合著書。在台則有中文

翻譯版《山口，西京都的古城之美：走入日本與台灣交錯的時空之旅》、《在台灣尋

找 Y字路》等，頗受讀者好評，紛紛在臉書讚許。演講會席間，栖來女士特將雙方自

清朝「馬關條約」以後所產生關聯的人文歷史、建築藝術等淵源，一一數來，讓與會

者彷彿走過時光隧道，看見了台灣與日本、特別是山口縣的歷史名人，如伊藤博文以

及擔任過日據時代台灣總督的桂太郎、兒玉源太郎等與台灣關係密切人物，激起回想

舊時光景，思古之幽情。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則以任職外交部及派駐日本各地期間之工作經驗，表示與山

口縣關係深遠。提及多次往訪或接待山口縣出身政要、僑領、學者之外，也曾陪同本

校張故前校長保隆參訪當地國立山口大學。使我國訪賓政要均對居於明治維新、日本

近代化前哨站之稱的山口縣印象深刻，更覺其追求時代進步之作法有參考師法之處。 

 
與會者合影(攝於台灣大學普通教室202) 

 
(圖說右起)黃煇慶老師、林立萍主任、 

栖來光講師 

 
黃煇慶老師發表感言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40 期)2019/4/1  73 

 

 

統計系友陳啟昌留日行前來訪本中心師長 

    本校 2017年 6 月畢業的統計系校友陳啟昌，退役後經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推薦

於本年初前往日本報考日本國立千葉大學人文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再通過筆試、面

試後，終獲錄取。日前收到該校寄發將於 4月 1日入學的許可書後，即趕辦護照換新

及留學簽證手續，並於 3月 5日專程返校拜訪本中心黃老師，感謝師長一路的教導。 

    陳啟昌統計系校友在學時，即對學習日本語、研究日本抱持興趣，因悉黃煇慶老

師乃同為本校統計系校友，又係曾派駐日本二十年之資深外交官。在校期間，爰選修

黃老師所講授之「大一日文」、「日本企業美文化及行銷」、「日本商情及策略」、「日本

歷史與文化」、「商用日文(基礎班)(進階班)」等課程，歷經長久之頻繁互動，雙方建立

甚佳的師生關係。 

    另外，陳校友於四年級時，曾受黃老師鼓勵撰文參加由臺日文化經濟協會主辦，

教育部、外交部台灣日本關係協會以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日本交流協會指導協

辦之「2016 年獎勵大專院校日本研究論文比賽」，榮獲大學生組第三名，獲頒贈獎

金及獎狀，為本校增光。黃老師勗勉陳校友留日專攻研修經濟統計學期間，所應事先

準備功課及注意事項，陳校友甚表感謝。 

 

 
黃煇慶老師(左)陳啟昌校友(右) 

(攝於商學大樓) 

 
陳啟昌校友(左)黃煇慶老師(右) 

(攝於人言大樓)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