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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期：107/12/21~108/01/06 

展覽名稱：光陰的故事-攝影社期末成果展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積學堂 

「攝影社期末成果展」顧名思義是將本學期社員所拍攝的成就與結果進行

展出，讓非社員、不認識攝影社的人、對攝影有興趣的人，能夠了解本社的經營

成果。此次期末成果展之目的是為了讓社員在參加這學期社課後，搭配學期課程

主題「光影」，思考構圖、光等所學技巧如何應用於自身作品，輔以文字，傳達

自己的攝影理念，也呈現本學期攝影社的努力成果。 

  
圖一:展覽現場 圖二: 展覽現場 

  
圖三: 作品欣賞 圖四: 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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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專題」課程-國際組織(含 NGO) 
國貿全英三 王憶慈 

本學期通識教育中心與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合作開設「全球化視野專題」

課程，由李天生教授擔任課程老師，於 12 月 27 日邀請對外關係常務理事李澄

然先生主講國際組織。李大使曾經擔任過外交部常務次長、外交部北美司司長以

及中華民國駐美處副代表，經驗豐富。課堂中李大使與大家介紹國際組織的歷史

發展和現況，也講述各組織對於全球經濟、貿易及社會動向所具有的深度影響力。

李教授也分享一些其在擔任駐外大使期間，與國際組織交涉的小故事，引起同學

們強烈的好奇心。民間組織及 NGO的蓬勃發展也是李大使的專業，與大家精闢

解說政府在民間及 NGO方面的投入及努力。當然，李大使也不忘提出國際組織

在台灣發展的困難之處，更指出我國未來在國際交流可以突破的方向。 

課後駐校時間，李大使於社會創新學院院辦駐點與同學們交流，同學們皆積

極發問。李大使也不吝嗇與大家分享其駐美國時的趣事及學習經歷，更述說許多

關於外交大使工作的不同面向，揭開外交的神祕面紗並鼓勵對外交工作有興趣

的同學勇敢報考嘗試。最後，李澄然大使與參與同學們合影並表示對逢甲學生的

認同及讚賞，期待日後李大使的再度蒞臨，帶來更多的精彩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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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專題」課程-國際禮儀 
     國貿四乙 吳玟慧 

本學期通識教育中心與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合作開設「全球化視野專題」

課程，由李天生教授擔任課程老師，於 1 月 3 日邀請前中華民國資深外交官張

良任大使擔任第十六堂課講者，介紹國際禮儀，張良任大使曾任駐以色列大使、

駐印尼大使、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新聞局國際處處長、海基會副祕書長、陸委

會香港事務局長、國防部副部長。對於國際禮儀實務、各國文化及國際間互動禮

儀相關事項十分了解，除此對於台印、台以的經濟發展推動等國際事務議題也深

具豐富經驗。 

在課程中張良任大使提及至今國際禮儀在國際場合上變成是一種較勁的場

合，而國際禮儀所涵蓋的範圍也相當的廣，除了言行舉止外，亦包含了食衣住行

育樂等，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也大不相同，此外大使也提及飯桌的座位及乘坐汽

車時座位順序的學問。課程中張良任大使也勉勵同學在進入下一階段時，須做好

思想上的準備，在張良任大使精采的演說下，課程中同學們皆全神貫注的聆聽，

獲益良多。 

於課後駐校時間，張良任大使於社會創新學院院辦駐點與同學們交流，同學

們皆踴躍發問，同學們紛紛表示對於國際禮儀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會之間相談甚

歡也期待日後張良任大使的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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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劇實作~變身青春校園故事的大娛樂家 
本學期的「歌舞劇實作」課程，是一門學生自主的課程，課程從規劃、招募

團隊、劇本編撰、海報設計、活動拍攝錄影、燈光音響舞台設計、道具製作、彩

妝…等全都由同學們自行籌備組織。課程共有 39位同學參加(包含不需要學分但

一同參加的同學)，還有邀請來協助演出時的舞台燈光控制的同學，以及嶺東科

技大學流行設計系的同學跨校協助演員角色定妝及演出時舞台彩妝設計。同學

們從暑期便開始規劃課程，從一開始鎖定「The Greatest Showman大娛樂家」作

為演出劇碼，到後來將劇本改編創作為屬於自己的、更貼近學生生活的一部青春

校園故事，並於 107 年 12月 26 日(三)於啟垣廳舉辦成果演出，現場近乎座無虛

席吸引不少同學來觀賞。 

 
行銷系 曾勇翰 

「歌舞劇實作:大娛樂家」是通識教育中心旗下由一群熱衷於歌唱、舞蹈與

戲劇表演的學生攜手自發及自主執行的一門課程。指導老師在只提供基礎的歌

舞劇知識及經驗指導的狀況下，給予學員們最自由的創作發揮空間，學員們需憑

著自己的歌舞劇經驗及天馬行空的創意，去完成期末的歌舞劇成果發表。而在這

門課程籌備與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學員們不僅要涉獵歌舞劇這塊領域，還要全程

投入整齣劇從無到有的規劃，再用有限的資源搭配無限的潛能，去成就一齣有規

模及一定水準的歌舞劇。 

內容大概分為以下幾部分：前期的企劃提案；主要幹部團隊的組織架構；劇

本的挑選與改編；舞台設計與道具製作；燈光設計與操作；音樂設計與歌唱指導；

舞蹈設計與教學；影像紀錄與創作，演技與肢體表達訓練和公關宣傳等。在短短

一學期的課程裡，學員們收穫最多將會是團隊合作的經驗。因為他們必須在彼此

素未謀面的狀態下，規劃一齣極具挑戰性、團隊合作性的歌舞劇，而隨著課程進

行及學員間不斷的磨合，他們會透過與別人溝通合作，從而學會包容及接納多方

意見。而我們堅信，在學期課程結束後，大家彼此間的情誼不再是學員，而更像

是共同進退的一家人。 

  
舞台道具由學生設計製作，道具的材料是由之前演出道具拆解再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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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從招募參加夥伴的海報到演出的宣傳海報都由同學們一手設計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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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自主專題課程影視規劃與傳播成果發表會 
本學期通識中心專任副教授李建成教授，受到中國傳媒大學邀請參加「2018

未來領跑者-兩岸學子傳媒體驗營」，因此特別於暑期公開甄選出 9名同學組成團

隊，與台灣藝術大學、世新大學及東華大學相關傳播科系的同學，於北京在 2018

年 10月 14日至 2018年 10 月 21日間進行一周的拍攝行程。同時，參與活動的

同學們自主成一門專題課程，從辦理簽證開始，在出發前就密集訓練、編寫劇本、

分組開會討論相關的影片拍攝及呈現方式。在完成北京體驗營當地的影片公開

成發，回台後又再修改影片以及挑選展覽的照片並於期末舉辦成果發表會。 

成果展及發表會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舉行，主要內容包含參與之九名同學

的心路歷程、相片與拍攝之作品分享，主講同學一一介紹組員上台分享，並於最

後播放拍攝出的四支作品，發表會中同學們皆十分開心，氣氛相當愉快。 

影片播放結束後，李建成教授表示十分肯定九名同學的努力，畢竟大家都不

是影視相關科系，做出的成果已超出他的預期，並期許同學們未來能有機會再度

聚首，再創作出更優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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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多語系跨境數位行銷暨電商人才培訓營 
崛起的網路消費力，創造了上億商機的數位市場，現今企業面臨的是一個跨

國境市場經營、服務的對象也從線下轉變成線上的消費者，未來企業對於「國際

跨境人才」的能力需求將會愈來愈迫切，因此，外語教學中心從 107 年 11月 17

日起每週六、日，規劃了連續五週共十天的「多語系跨境數位行銷暨電商人才培

訓營」，邀請重量級的專業業師來為同學傳授跨境電商經營心法，培養同學跨境

行銷能力。 

同學們在完成十天 60 小時的培訓後，都很開心有機會可以直接與業者近距

離交流及跟著實作，累積實戰經驗。在課程內，業師們透過實作讓同學們了解什

麼是跨境數位行銷、同時業師也透過實例分析，帶著同學剖析各式行銷手法背後

的意涵及消費者喜好。業師的分享降低了理論敘述的時間，透過實例分析討論，

讓同學明白行銷是活的，沒有最正確的方法，只有更有效的方式有助於同學吸收

知識。在課程規劃上，也加入了影像拍攝及剪輯的技巧，由業師們出題讓同學們

進行實作體驗影音行銷的精隨。跨境數位行銷與電商是一個永遠在變化的市場，

相信同學們透過十天與業師們一起實作，已搭起邁向國際移動競爭力的一塊磚。

未來外語教學中心將會規劃更多為同學們培養國際移動的系列課程活動，敬請

追踨及鎖定外語教學中心粉絲專頁及中心網站。 

 

 
圖一：希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胡為民

執行長分享跨境消費者特性 

圖二：亞洲聯合產業育成有限公司李

怡樺執行長分享跨境人才必備技能 

  
圖三：放大行銷有限公司賴銘堃創辦

人分享多語系跨境行銷模式 

圖四：圭話行銷有限公司何佳勳創辦

人分享影音製作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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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藝術心靈與創造力成果發表會 
專題課程「藝術、心靈與創造力」，是鄭圓圓老師授課，課程以動手的方式，

把理論內容與體驗式學習相結合。通過講座和討論的方式學習廣泛的多元文化、

當代藝術創作、圖像、思路和手法。專為不同學科的學生有興趣於探索創作過程

中的塑造力、自我心理和情緒的關係而設計的。學生將有機會積極參與創意過程，

來提升自身的創造力和自我表達能力。 

鄭老師於課程帶著同學運用不同的方式創作，透過藝術表達、抒發與探索自

我創造力、與內心情感。在課程最後兩週，老師安排一週(12 月 26 日)讓同學們

前往校門噴水池旁，透過與正在展出的地面裝置藝術互動、合影等，讓每位學生

從不同的、全新的視角，發揮各自的想像力，創造出不同的故事，如有些同學透

過與 3D立體畫像的互動想像出自己在大峽谷盪鞦韆，有些同學想像著與厚紙板

立體雕塑的恐龍作品一同共舞等。 

還有，同學們分成 8 組，各組發揮團體創作能力，如其中有環保多喝水、殺

了聖誕老公公、回憶…等，依據各組的主題把一張畫有人形圖像線條的畫紙，用

畫筆、不限形式任憑同學想像，在畫紙中展現出多樣的風貌與故事內容。以及運

用短劇的形式帶領同學們進入創作者的奇想世界中。 

並於 108年 01月 02 日(三)作最後的成果發表，讓同學們分享表達他們的創

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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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成果發表會 
 
專題課程「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由韓宜老師授課，課本學期課程

特別改變以往方式，帶領學生到台中外埔永豐社區、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及南

投市鳳鳴社區等三個社區，透過三個社區的當地特色，發覺各別的問題與需求，

並比較三個社區分別特長以及是否有可以相互支援串聯的可能。 

本學期於 107年 12 月 26日(三)舉辦成果發表會，特別邀請到三個社區發展

協會代表，永豐社區理事長、鳳鳴社區理事長以及鹽埔鄉鄉民代表來聆聽同學們

的報告。同學們分為 9組，有為鳳鳴社區設計 APP、為大有社區規劃觀光休閒計

畫、以大有社區的特產炭來規劃 DIY課程、生物炭的推廣教學、以鳳鳴社區的特

產鳳梨酥設計旅遊行程與體驗活動，以及串聯農業社區的享食冰箱(解決剩食問

題，再創續食)。同學們提出的報告，各社區代表也都給予回饋建議，並覺得許

多計畫都有實質可以落實協助社區推廣的可能。社區的回饋對於同學們是很大

的鼓勵，同學們也在這一學期參與社區的當中更加了解各地的特色以及激發與

同組同學們的創意與跨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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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社區文化感動行銷成果發表會 
專題課程「社區文化感動行銷」， 是由陳介英老師授課，透過課程希望能讓

同學們了解社區是社會與國家發展的基礎場域，它的好壞關係到每個人的生活

內涵與品質，課程主要是希望經由學生的實地參與學校附進社區文化之營造，並

對其成果進行推展，而使學生能養成知識實踐的能力，並進而對於社區的發展與

其所面臨的問題不但能有深入的認識，且能加以解決。 

課程中邀請臺中市文化局社區營造專業講師張昭友老師協助帶領同學一同

進入社區，使學生學會如何協助一個社區發展其文化，以及能經由團隊合作協助

社區行銷其文化。 

課程於 108 年 01月 04日(五)舉辦成果發表會，發表會中邀請張昭友老師以

及三個社區的代表來參加聆聽同學們的報告。同學們各一組題分成四組，一組專

為西屯區寶慶街大地風情住宅區設計課程、辦理活動。一組為廣福社區做調查，

結合附近的泰安國小的鄉土課程設計活動、記錄社區廣興宮的廟會活動等，將社

區的特色文化轉化為文創商品設計。一組為惠來社區完成社區地圖並記錄社區

文化與景點特色，並且協助社區製作粉專、設計明信片等。還有一組協助永安社

區辦理活動並記錄當社區特色景點與文化，設計 FB 專頁以及明信片等作推廣。

各組除了將自己設計的作品贈予社區作為紀念及參考，也實質為社區辦理了推

廣、教育活動以及設計粉專等，讓同學在這學期與社區的互動中獲得學習的經驗

並實踐發想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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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創業入門成果發表會 
 
專題課程「創業入門」，是由明輝會計記帳士事務所執行長徐光明老師授課，

課程介紹創業所需有的基礎功：創業商業分析、創業商業模式、創業團隊運作、

創業稅務規劃等四個構面，並提供實際案例探討及實務經驗分享，採「團隊齊心

合作」之教學方式，讓學員透過『吸收新知』、『討論收斂』到『實施體驗』的方

式。 

為讓同學能夠學會進行商業分析、建立商業模式，讓同學們分成六組做專題

討論及發想，於 108 年 01月 02 日(三)進行學期期末的最後一次總成果報，每組

提出進階來源創意構想(Why)、進階創業構想影片、進階商業模式畫布(目標客戶

群、亮點定位、產品特色(What)…)、進階競爭者分析、WBS、進度規劃，並且各

組預想有 10 萬元的預算所做規劃、團隊分工、挹注金額及關注度預估(重點)、

奮鬥過程實紀、以及經驗學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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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創業實作成果發表會 
 
專題課程「創業實作」，是由禾富記帳士事務所所長陳世喜老師授課，課程

引導同學探索創業構想的創新性，分析商業模式的可行性，擬定創業計畫書，完

成商品及服務的實作。進而運用校園創業中心資源，參與創業競賽，同時提供商

品及服務的買賣，體現創業活動。課程於 108 年 01 月 04 日(五)舉辦成果發表

會，同學們除了模擬創業，以參與創業競賽當作目標，設計分析並擬定計畫書。

除了企劃報告外，同學也提出許多在過程中發掘的問題(實際創業時會遇到的問

題、業界中會發生的疑惑等)提問授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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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上【表演與劇場】專題課程講座 

【肢體創意與聲音情緒表達】 

 

 
【講座訊息】 

講題：肢體創意與聲音情緒表達 

講師:蔡維容 

時間:2018/12/27(四)18:00~20:00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通識沙龍 

通識課表演與劇場邀請到曾到美國學習表演的蔡維容老師到課堂上為同學

帶來聲音運用的課程。課程一開始老師帶著我們暖身。除了身體四肢的暖身，還

有嗓子的暖身，老師教我們利用身體的活動帶到發聲練習。 

接下來老師讓同學們在教室裡遊走，並跟著指令做動作，例如:呈現大的姿

勢、小的姿勢，或者進階版:大的姿勢配上看著時鐘。利用這樣的練習讓大家練

習在劇場裡除了聽導演的指令還要觀察注意整個環境的細節。 

還有劇場遊戲武士道、森林合唱團以及外星語溝通。藉由這些練習讓同學們

練習與其他演員合作的專注度、與其他演員的配合而不適逕自表演自己的部分，

以及利用肢體語言向其他演員和觀眾精準的表達想表達的事情。最後一個活動

是練習念繞口令，因為一個好的演員需要能夠清楚的表達要說的話讓觀眾理解。 

總結這次的課程，蔡維容老師利用劇場遊戲讓同學們了解在劇場表演中除

了模仿還有很多想不到東西可以學習並精進，這是共同進退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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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鑑價！！通識選修課程-鑽石寶石之賞析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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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涵

蓋：鑽石寶石及玉石鑑定之要領及方法概論，鑑定使用各類工具如夾子、放大鏡、

尺寸量度、秤重、螢光燈操作，偏光鏡之操作、比重之量測，查氏濾色鏡之使用、

折光儀之操作，多色性與二色鏡、分光鏡之鑑定方法，熱導儀、鑽石筆之使用、

鑽石之比色，顯微鏡之觀測，以及傅立葉紅外光對翡翠鑑定操作等。 

上課時黎龍興老師會親自準備了寶石讓同學們瞭解學生寶石的構造及名稱，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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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都覺得很有趣，並增加課程額外的經驗。並安排學生至校外科學博物館

地質庫房收藏、矽裡乾坤水晶展、中彰投分屬金屬工藝製作班、台中臻品珠寶公

司年終特賣會、台中金翠珠寶公司等各校外活動，讓學生親自瞭解市場狀況，增

廣學生視野。 

  

  

https://coursesearch04.fcu.edu.tw/CourseOutline.aspx?lang=cht&courseid=1062XC01132GM3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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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參與通識教育中心 USR 成果發表 
 
12/23（日）通識教育中心 USR成果發表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盛大舉辦，全

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共 4 國 31 位國際生參與，結合本學期 PMP 食尚玩

家活動，讓國際生能透過與臺灣人分享自己國家文化，建立信心。當天 PMP 國

際生們更準備超道地的各國特色美食，這次活動由日本、印尼及泰國的學生推出

自己國家的食物，日本為日式小餅乾佐日式綠茶；印尼為印尼炒泡麵和壓豆腐；

泰國為泰式奶茶和粉紅牛奶，將自己國家最具代表與特色的食物分享給臺灣人。

在活動前三週透過每週班級活動時間，由王柏婷導師及王惠鈴老師指導國際生，

引導學生思考販賣的食物及成本計算、販賣華語練習、攤位及菜單設計及前置準

備，國際生也非常積極在課程之餘準備當天販賣的材料與物品。 

PMP 的國際生目前已學習 3 個月的華語，雖然中文不大流利，但非常積極

的叫賣及與臺灣人介紹分享自己國家的美食，當天與訓練國際生臨場反應與解

決問題能力，例：印尼販賣的是炒泡麵，但因為烹煮需要時間，故印尼同學就馬

上分工並做出號碼牌分類，並一一用中文告知遊客須等待的時間，而日本販賣的

餅乾起初銷售較不理想，但日本學生就拿著餅乾到園區各處與遊客打招呼玩猜

拳遊戲，來結合遊戲販賣，也因此與許多臺灣人互動，而泰國則穿上傳統服飾用

中文叫賣，當天泰式奶茶和粉紅牛奶則銷售一空。  

雖然國際生們中文都還不太會講，卻能成功的擺攤、計算成本、販賣，更賺

到了錢，相信這次的經驗能讓國際生更加有信心、提升自己華語能力，主動與臺

灣人互動，使自己更融入台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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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通識中心辦理程式設計應用課程與工作坊 
 
近年來程式語言課程日益受到各級學校重視，以英國政府來說更規定五歲

到十六歲學童的課程教材，把「電腦運算」正式成為必修課程，期待學生能夠啟

動創意，並非僅是將寫程式視為技術而已。而台灣也瞭解 App 開發設計之風潮，

教育部更從學制與教學方式兩大層面提出相關策略，希望將寫程式視為像國文、

英文、數學等課程般的基本必備能力。因此，透過 APPS基礎實作課程推廣戶外

教育，將有助於提升高中/國小教師資訊素養教學能力，並整合中區教學資源，

促進高中/國中學生進行基礎程式語言邏輯思考與撰寫技能，提升學用合一之能

力。也讓 APPS基礎開發協助學生創意能拓展應用至食衣住行育樂等領域，有效

成為未來產業發展之基礎。相關資源包括有逢甲大學提供 Apple RTC區域教育培

訓中心（Apple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場域，內有蘋果電腦至少 40部、ipad 40

部。其次是提供一般電腦教室支援，2 間。(內有各 40 與 60 部電腦)。以及 IOS

系列相關課程給予高中端的學生。藉此(1)培養跨校教師與學生程式設計之基礎

邏輯觀念；(2)鼓勵學生學習進階課程熟悉專業技術，提高學生學用合一能力；(3)

整理程式語言教材，以利推動跨校教學方案；(4)開設 IOS系列認證課程，積極培

養教師端之程式語言授課人才，並與國際標準連結。 

主要透過課程與競賽活動協助他校，開設的課程種類有： 

1. 開設 IOS 系列認證課程，包含 iOS APP 程式設計 3 班 105 人與 Swift 語言與

iOS App 設計初探 34 人，139 人，積極培養程式語言授課人才與學生，並與

國際標準連結。 

2. 與資電學院合作辦理 2018年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2018 年 APP 移動應用

創新賽，為鼓勵更多學生加入程式設計行列，逢甲大學是全台唯一 Apple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2018 年再次與 Straight A 晶盛科技雙方合作，舉辦 

Apple 「App移動應用創新賽」， 去年首度在台舉辦，即吸引來自 38 所學

校、174 組團隊報名參加，評選出來五名優秀隊伍，由主辦單位贊助，代表

台灣前往大中華區參加總決賽，在與香港、台灣、中國、新加坡等各國程式

設計好手激烈競賽後，台灣隊伍成績斐然，由來自淡江大學、台北教育大學、

逢甲大學及成功大學的學生團隊分別獲一等獎、二等獎和三等獎，讓世界看

見台灣學子的實力。今年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全台遴選出前五名決賽隊

伍，繼續參加浙江大學舉辦之大中華區 「 2018 年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 」 

總決賽，大賽最後得獎者，將被邀請參加 Apple WWDC 開發者大會。 

   新聞報導如下：2018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 程式設計好手決戰逢甲 

    一年一度的程式設計盛事「App移動應用創新賽」，2日齊聚逢甲大學展

開最終決賽，今年共吸引 34 所大學、176 隊報名，經過激烈初選，評選出

21隊晉級，前五名隊伍將前往中國大陸參加大中華區競賽，角逐更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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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楊龍士資深副校長致詞表示，因應學習程式設計成為全球趨勢，逢

甲大學在 2017年成立全臺唯一 Apple RTC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希望透過產學

密切合作，鼓勵學生運用創意，將智慧科技落實於生活當中。 

    決賽現場除了多位國內專家學者蒞臨指導，還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許茂新副局長、Apple Education 教育經理都共襄盛舉。本次競賽提供高額

獎金及獎品，包含前五名隊伍前往浙江大學參加大中華區競賽的來回機票與

住宿，總獎金高達百萬，希望激勵臺灣學子勇於挑戰。 

 
https://tw.news.yahoo.com/2018-

app%E7%A7%BB%E5%8B%95%E6%87%89%E7%94%A8%E5%89%B5%E6%96%B0%E8%B3%BD-

%E7%A8%8B%E5%BC%8F%E8%A8%AD%E8%A8%88%E5%A5%BD%E6%89%8B%E6%B1%BA%E6%88

%B0%E9%80%A2%E7%94%B2-230410761.html 

 
3. 辦理舞動奇機-機器手臂虛實整合全國高中職學生暑期營隊 

2018舞動奇蹟暑期營隊系列活動暨競賽 

開課日期 課程名稱(8場) 

8/10 樂高機器人 

8/11 FIRA賽是觀摩與人形機器人挑戰 

8/12 工業級機械手臂觀摩與操作 

8/14 Tinkering 

8/15 APP Inventer2 結合 樂高機器人 

8/16 Tinkering&樂高機器人連鎖反應大 PK 

8/25 Arduino實作與虛擬世界體驗 

8/26 西門子機電一體化與小型機器人 DOBOT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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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舞動奇蹟暑期營隊系列活動暨競賽」是為了迎接 AI機器人應用的世

界潮流，讓年輕的一輩迅速和國際接軌，從親手實作中體驗 AI 機器人的應用，

進而建立學生的自信。以下為辦理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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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樂高機器人 

這一場是機器人營隊的首日，用樂高積木帶領大家進入機器人的世界，從一

塊塊的積木拼湊到程式的撰寫，帶領大家從無到有完成人生第一台的機器人。這

一天的課程著重在體驗自己製作出一台獨一無二的機器人，所以在課程中，並不

著重在程式的編寫，而是將基礎的概念及控制的方式交給學員們，保留較多的時

間給他們去摸索要如何設計機器人的外型、動力、結構、動作等…，助教們則是

在旁協助引導他們完成他們所發想出來的動作及結構，不直接提供問題的解答，

使他們在實作的過程中學會如何問題解決及邏輯思考的能力。今日的競賽內容

是請他們使用今天他們組別進行腦力激盪之後所設計出的機器人，進行相撲互

推的比賽，在有範圍限制的場地中，要設計出可以自行判斷是否出界的機器人，

進行對抗，比賽的過程中尖叫與歡笑聲不斷，大家都非常享受這一天課程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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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FIRA賽是觀摩與人形機器人挑戰 

這一天的課程先由兩位助教分享自身參與機器人領域相關的經驗與見聞，

第一部份的分享是有一位助教很喜歡在網路上搜尋各種不同機器人的設計圖，

自己複製或設計出機器人；第二部份的分享則是有一位助教有參與 FIRA 的活動

拍攝紀錄，並充分了解 FIRA 競賽的相關規則，所以請他分享並解析比賽內容，

而下午則是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合作，使用火流星人形機器人，讓學員體

驗實際上 FIRA 的其中一個足球比賽的項目，真實的去操作機器人去踢足球，學

員們都為自己的機器人設計不同的動作，已達到射門的動作，但很多人在做動作

的時候都會倒，畢竟平衡沒那麼簡單，經過這一天的活動學員們體會到與樂高機

器人不同的模式的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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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工業級機械手臂觀摩與操作 

課程整合校內不同科系的工業級機械手臂及自走車，讓學員體驗不同型態

的機械手臂，而在每一關卡中，都設計了不同的應用情境與功能，讓學員在操作

與體驗中同時了解不同手臂有其對應的應用情境，必須在適合它的環境下才能

發揮其最大的功能。而機電系的袁老師也提供了新進的歐姆龍自走車，讓學員們

體驗與了解在自動化工廠中自走車的運作方式及在工廠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

學員們更不一樣的視野與想法，有一位學員就提到，如果將機械手臂結合自走車，

是否可以做到更多的功能，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這一天學員們看到在業界

才能看到的機械手臂，許多人都覺得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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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Tinkering 

今天的課程內容是安排 Tinkering 教育課程(修補式學習)，在 2000 年，麻省

理工學院、探索博物館等幾個前沿的教育機構就成立了一個叫派網絡（PIE 

Network）的聯盟，PIE 是 Playful and Inventive Explorations有趣&創造性的探索

的縮寫，派網絡致力於藉助網際網路，通過科學和藝術活動，探索全新的教育方

法。修補式學習，就是這個項目研究多年，提出來的教育理念。今天選用的項目

是 Marble Machine（彈珠機器）孩子們可以用一些日常材料，在有限的時間與有

限的材料限制下，設計一個讓彈珠穿越重重障礙，抵達目的地的有趣裝置，在製

作得過程中，助教們只扮演引導的角色，這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培養這些學員們問

題解決的能力。在設計的過程中，許多學員面臨到連續失敗的困境時，會覺得疲

累不想做，但在持續引導鼓勵下，最終做出符合規定的作品，每個學員都非常滿

意自己的作品，也急著對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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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APP Inventer2 結合 樂高機器人 

這天課程安排是使用 APP Inventer2 製作一支控制樂高機器人的遙控器，學

員們這一天要學習如何使用 APP Inventer2 的套件，去製作出一支獨一無二功能

的樂高機器人遙控器，在編寫程式之餘還要設計出一台機器人。每組都天馬行空

的設計出屬於自己的戰車。而在課餘的時間，他們彼此之間會拿自己的戰車開始

比賽，利用白天所學到的東西，完的不亦樂乎。 

  

  

  

 

8/16Tinkering&樂高機器人連鎖反應大 PK 

這天是驗收成果的一天，上午將第一天原本為獨立完成的彈珠機器，改變規

則，變成三人一組進行合作闖關，而且難度也提升；而下午各組必須製作一台機

器人，並且要編寫 APP Inventer2 的程式，使用自己自製的遙控機器人進行對抗，

各組都天馬行空的製作屬於自己的戰車，並且設計出不同功能的按鈕，使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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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發會最大的功用，最終目標就是打倒其他組別，已取得較高的積分。經過

這一整天的競賽，學員們都十分的疲累，但在過程中，他們雖然彼此是對手，但

不同組別之間也會互相教學，幫忙其他組別解決問題，學習到互助合作的精神，

他們彼此之間都有十足的成長。 

  

  

  

 

  8/25Arduino實作與虛擬世界體驗 

今天的課程是 arduino 自走車實作，來了非常多學員，調查一下發現大家以

前都沒接觸過，但是每個人都非常有興趣。早上的課程開始由簡單的程式下去教

學，發現大家學的都很快，有問題也會即時發問，有了基本的概念，下午教學就

方便許多，大家對程式愈來愈熟悉，也開始讓車子跑動。到了競賽前，學員們都

非常有幹勁，拿了各自的車子到跑道賽測試，有問題就回去修改，改了很多次也

不氣餒，每個人討論互助，直到車子都可以順利在跑道上跑動。大家逾越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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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都寫在臉上了！最後一個多小時，大家來 VR虛擬世界體驗，平常沒機會體

驗，大家都非常的雀躍，看的出來學員們都非常開心。 

  

  

  

 

8/26西門子機電一體化與小型機器人 DOBOT實作: 

    今日教大家如何操作 uArm 機器手臂和 MCD 的使用方式，學生們每個看起

來都對機器手臂感到非常有興趣，很認真聽台上老師講解。早上一開始就直接讓

學生分組，並把 uArm機器手臂拿出來，接上電後用電腦操作，看它動起來的那

一瞬間，大家都很激動!想迫不及待看他能夾甚麼能吸甚麼，過程中也了解到一

些簡單的力學原理和機械結構。下午過去另一間電腦教室學習 MCD軟體，使用

3D 軟體模擬真實機器手臂的動作，體驗完之後大家回到創客競賽，操作手臂來

競賽，過程相當激烈，即使外頭下著磅礡大雨，仍然無法熄滅對於競賽的熱忱。

透過今天的實作，想必大家對於機器手臂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了，非常感謝這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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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工作人員和老師們還有幕後的辛苦攝影團隊，也非常感謝抱著興趣和熱忱

來體驗營隊的學生們，大家辛苦了!＊心得感想 

  

  

 

層級 報名學校數 實際參與學校數 報名學生數 實際參與學生數 

高中 51 27 125 65 

國中 4 4 4 4 

國小 10 10 13 13 

合計 65 41 142 82 

    本年度辦理競賽參與的高中有 51所學校，包括有：北一女中、常春藤高中、

成功國中、大理高中、東山高中、斗六家商、高雄女中、光華高工、國立暨大付

中、和美高中、弘文高中、虎尾高中、惠文高中、嘉義高中、嘉義女中、建國中

學、精誠高中、景美女中、巨人高中、苗栗農工、南港高工、南科實中、磐石高

中、三育高中、沙鹿高工、師大附中、樹德家商、樹林高中、松山工農、台南二

中、台南女中、台南一中、台中二中、台中高工、台中女中、台中一中、衛道中

學、文華高中、霧峰農工、西苑高中、新民高中、新竹高商、興大附農、義民高

中、永年高中、正德高中、中山女高、忠明高中、竹北高中、竹東高中、竹山高

中。而國中有 4校：台中市大德國中、福科國中、光榮國中、惠文國中。國小有

10 校：新竹實驗中學國小部、台中市大新國小、東汴國小、大新國小、南陽國

小、鎮平國小、東海國小、惠文國小、彰化縣螺陽國小、南投埔里國小。 

    本次推動高中端以下之戶外教育競賽總計有 41所學校實際參與，報名學生

142 位，實際參與 82 位，具有非常高的推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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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基礎程式設計之工作坊 23場：  

    為了讓同學們提高對程式教育應用的基礎認識，辦理 23場次之工作坊，

不僅讓同學動手實作，也讓同學對於機器人在工業上的應用有所認識，更透

過零件組合與控制，學習機器人設計的基礎架構，課程非常有趣又豐富。 

開課日期 課程名稱(23場) 參與人數 

5/26、6/2  3D列印實作~神奇魔法筆(2場) 76 

5/27、6/3 熱轉印商品設計(2場) 59 

09/15、09/29  
機器人在工業上的應用介紹與實作：機器手臂+自走車
(2場) 

52 

10/12、10/19、
11/09、11/16、
11/23 

工業及機器手臂介紹與實際案例實作系列(5場) 
19 

10/19  資訊產業趨勢與工作世界認識(1場) 26 

機器人實作系列課程  

10/19、10/26 OTTO實作(2場) 82 

11/26 機器人控制系統(1場) 30 

12/03 機器人語音與 IOT互動(1場) 19 

12/14 機器人辨識系統(1場) 25 

12/28 機器人設計與繪圖(1場) 35 

10/08  樂高機器人-用 LOGO實現創意(1場) 14 

10/12  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黑白的雷雕商品設計(1場) 25 

11/30 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生活好好玩數位壁貼設計(1場) 28 

12/07 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首飾戒指設計(1場) 25 

12/21 IoT智慧家庭遠端控制實作(1場) 25 

 

【3D列印實作~神奇魔法筆】與【熱轉印商品設計】 

    開設給準大學新鮮人(高中生)的 3D 列印及熱轉印等課程，為了讓這些準大

學生們在這段進入大學前那高中生涯最後幾周也能過得充實，充分運用時間、並

鼓勵同學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於 107 年 05月 26 日(六)、06月 02 日(六)13:10-

17:00 開設 2 班「3D 列印實作~神奇魔法筆」課程，共 80 人報名參加(實際參與

課程人數 76人)。另外，於 107年 05月 27 日(日)、06月 03 日(日)13:10-17:00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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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2 班「熱轉印商品設計」課程，共 59 人報名參加(實際參與課程人數 59 人)。

鼓勵高中端學生能夠認識更多的大學資源。 

  

 

 
[熱轉印商品設計]同學們從電腦設計軟體開始，學習數位印畫設計的技

巧，到動手製作成品，每位同學都能完成屬於自己設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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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課程帶同學從3D列印的基本概念學起，並了解現今的3D列印科技發

展以及未來的運用趨勢。課程中為讓同學們體驗3D列印製作的原理，帶同

學運用3D列印筆來創作，在大家完成作品後還舉辦了一場發表會，現場展

示同學們的創作理念和作品，老師還特別送出一支3D列印筆給獲得大家投

票第一名的同學。 

 

【機器人在工業上的應用介紹與實作：機器手臂+自走車】 

   由本校袁長安(工學院/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產學合作處/智慧機械產業

發展中心)及張忠賢(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資訊電機學院/3D列印研究發

展中心)兩位老師開設「機器人在工業上的應用介紹與實作：機器手臂+自走車」

課程。開設日期為 107/09/15(六)09:00-18:00、09/29(六)09:00-18:00。課程內容教

授從工業 4.0的趨勢，導入機器人（含手臂與自走車）在工業上的應用。在講解

基本的機器手臂（四軸）的科學原理之後，以 MCD 程式輔助設計手臂的運動；

切實體會工業 4.0 虛實整合的意義。接著為了培養學生對於機器手臂應用的興

趣，並且引導學生邁向更高階的工業機器人應用，利用機器手臂（uARM）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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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自走/遙控車。雖然自走車可以擴大機器手臂的作動範圍，但另一方面自

走車卻會帶來機器手臂準確定位的控制難點。利用該機器手臂+Arduino 自走車

的組合，分組進行競賽；利用這個題目訓練學生團對解決工程問題的邏輯，以及

學生臨場的反應。共有 26人報名參加課程。 

  

【工業及機器手臂介紹與實際案例實作系列】 

    課程以工業六軸機器人為範例，引入 SimuCAD進行機器人路徑規劃與模擬，

並且將模擬結果在真實的機器手臂上實作。除此之外，將邀請業界講師於課程中

講解實際工業應用的場景，讓學員對於實際產線上的手臂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爾後選擇一較可行的工業應用場景，透過團對競賽的方式，激發學員對於機器手

臂的更多想法與興趣。開設日期為 10/12(五)、10/19(五)、11/09(五)、11/16(五)、

11/23(五)13:10-17:00。此系列課程於 107 年 11月 16 日(五)安排至台達電子的中

科研發中心作校外教學，讓同學們可以透過實際運用實作場域更進一步地體認

理論講解中的概念，加深印象以及了解其未來之發展可能與方向。有 19位同學

報名此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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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產業趨勢與工作世界認識】：107 年 10 月 19 日本校規劃一門校外教學課

程，直接帶同學們到資策會參訪教學。課程由逢甲大學的校友-廖書漢學長為大

家介紹資策會，這裡是國家的研究單位，負責資安的一些研究。課程中談到物聯

網（iot）的簡單應用與介紹，廖學長說每十年就會有一樣新的技術誕生，現在最

有名的就是物聯網技術發展，但在這個技術在發展到應用的過程會出現很多議

題，像是當工作機會被機械智慧取代，未來的公司只要兩位員工就可經營一間公

司時，失業人口就會出現，這不是我們願意看見的。還有當人工智慧在判斷人的

道德標準時，要用什麼依據來判斷當下發生的問題，例如自動車的運行會在路上

遇到即將發生車禍當下的緊急判斷，這些都是現在資策會在做的研究與開發的

問題。透過資策會的參訪教學，不論是相關科系的同學皆受到很大的啟發，了解

原來所學之專業目前的發展超乎想像，以及啟發同學們對於在未來可以發展的

方向。課程共 22位同學報名。     

  

  
 

【機器人實作系列課程】 

    郭至恩助理教授(資訊電機學院/自動控制工程學系、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

位學程、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學位學程)，由其協助設計、規劃開設「機器

人實作」系列課程，且特別感謝『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提供 3D印表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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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的教材印製。本系列課程共有「OTTO實作」、「機器人控制系統」、「機

器人辨識系統」、「機器人語音與 IOT互動」、「機器人設計與繪圖」等五個單元。

由郭老師帶領一群先前參與各項機器人競賽的同學們當助教，設計教導這系列

的課程。因為有參與競賽的同學們提供相關經驗，將課程設計得更可讓初學者更

容易理解，且能用最簡單的材料完成簡易機器人，嘗試理解機器人的製作原理。 

【OTTO實作】藉由 OTTO使學生有對機器人有基本了解，並運用 3D列印件、基

本馬達讓學生對機器人有基本認識。課程以實作為主，讓學生分別進行程式、組

裝等步驟，引導同學們完成機器人，並能讓學生由程式分別撰寫不同動作以手機

進行操控。課程由實作中學習，提高學生對於機器人製作學習的興趣。課程因很

受歡迎，10 月 19 日開設第一班迅速額滿後，立刻於 10 月 26 日加開第二班。2

個班共 82人報名參加。 

【機器人控制系統】於 11 月 16 日開設「機器人控制系統」，課程吸引了 30 位

同學報名參加，分組製作簡易的機器人手臂，學習控制系統部分利用製作雙軸雲

台，讓學生了解機器人關節如何運作，並利用體感控制，加入 flask 建立的網路

串流裝置，並能當作遠端監視器來使用，使其未來能延伸至體感機器人。能配合

未來機器人辨識系統，做為臉部追蹤系統使用。 

【機器人辨識系統】辨識系統主要以(1)顏色偵測(2)物件辨識作範例介紹，利用

Raspberry pi 相機以及 3(機器人控制系統)製作的雲台控制系統延伸實作臉部追

蹤系統。課程吸引了 25位同學報名參加 

【機器人語音與 IOT 互動】藉由 python speech reccongition 套件包實作語音控

制，並利用 LED 燈實作語音互動，並藉由 chatbot 實作語音對話系統。有 19 位

同學報名參加課程。 

【機器人設計與繪圖】藉由預先準備好的設計圖，以此進行疊加，並利用 3D 列

印輸出，並藉由繪圖讓機器人配重以及硬體擺放來體驗機器人，本課程有 35 位

同學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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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機器人-用 LOGO 實現創意】：課程內容因應現在創客為主流的社會，如

何把自己的想法實踐出來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此課程主要藉由接觸基礎的軟

硬體後，用 LOGO樂高機器人，已分配主題的方式讓學生分組實作，從中練習把

創意實踐的能力。10/08(一) 13:10-17:00(授課老師:戴傲儒)，報名人數 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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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系列課程】：同學們充滿創意，在不同的課程中往往有

許多精彩的設計，但若要將設計實體化卻又缺乏相關技能，若要送廠商製作樣品

也索費不貲。因此開設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系列課程，讓同學們學會不同的技

術，也能夠將腦中的想法除了平面呈現外，也能自行將其實體化的可能。 

【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黑白的雷雕商品設計】：課程內容從文創商品的鑑賞開

始，老師指導同學們雷雕需要的軟體運，教授 inkscape 軟體的使用以及雷雕繪

圖設計的技巧，最後能將文創商品的實務操作，將創意實際透過雷射雕刻的技術

呈現出來。開設日期為 10/12(五) 13:10-17:00，主要授課老師為張建祺，報名人

數 2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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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生活好好玩數位壁貼設計】：課程內容主要有 1.生活商

品的鑑賞；2. inkscape 軟體的教授；3.壁貼繪圖設計得技巧；4.割字機的實務操

作。開設日期為 11/30(五) 13:10-17:00，授課老師為張建祺，報名人數 28位。 

  

  

 

【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首飾戒指設計】：課程內容包括有：1.文創商品的鑑賞；

2.電腦設計軟體的教授；3.數位雕逤軟體設計的技巧；4.光固化設備的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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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魔戒樹酯化的實務操作。課程開設時間為 12/07(五) 13:10-17:00，授課老師為

張建祺，報名人數 25位。 

  

  

 

【IoT 智慧家庭遠端控制實作】課程內容講授如何透過 APP 控制遠端系統達成

智慧家庭應運開發手機 APP，透過研華 Wise-4060達成遠端控制家電的功能。課

程吸引 25位同學報名。開課時間為 12/21(五) 13:10-17:00，授課老師為張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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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谷歌前社長及 triple-i 集團代表來訪 
日本谷歌(Google)前社長、現任日本 ALEX公司(アレックス株式会社)代表取

締役社長(董事長)辻野晃一郎先生(TSUJINO,KOICHIRO)應我國立中正大學邀請，由

日本全球化人才培育 triple-i集團(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 トリプル・アイグルー

プ)代表加納滋德先生(KANO,SHIGENORI)陪同，於上(2018)年 12月 13日訪台，並

就「創新」專題演講。隨後即北上，邀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假台北欣葉台菜料

理店晚餐敘舊。 

辻野先生說明渠此次演講重點，乃強調「創新來自於不拘泥成規，不隨波逐

流。(イノベーションは出る杭から生まれる)」，在日常生活處處皆可因新發現

衍生新思考模式，而有創新的表現。尤其在製造業，更需要有不斷創新的新思維，

方可維繫事業的持續成長。渠所新創日本 ALEX公司，就是基於此理念，鼓勵員

工共同研發創新，增進業績。而日本 triple-i 集團主要以輔導投考高中、大學為

目標的補習班事業，在日本升學補習業界享有盛名，總公司設於沖繩縣浦添市。

該集團代表加納先生與前任職外交部曾派駐琉球辦事處(現那霸辦事處)的黃煇

慶老師熟稔，並經沖繩前來留學本校商學院的長濱由莉佳同學轉為聯繫，乃特邀

聚會。加納代表提及，渠曾來訪本校，惟不巧未能與黃老師見面，但對本校寬廣

校園與優美的教學環境，留下甚佳印象，更欽佩黃老師能於外交公務退休後，回

大學母校執教，傳承寶貴經驗，為增進台日學術文化交流繼續貢獻心力。 

席間，加納代表聞知黃老師於服務駐琉球辦事處期間，曾協助當地僑界推展

華語教學。驚訝地表示，台灣與琉球沖繩間因地理及歷史因素，關係非常密切，

加上沖繩縣政府致力推展觀光事業，華語市場潛力無窮，又據聞本校在華語國際

教學成效相當優良，擬他日再度前來本校取經，或是請本校推選優秀華語教學人

員前往琉球沖繩支援該集團華語教學。由於賓主三人相談熱烈，乃互約他日再見

面暢敘。 

 
(左起)辻野晃一郎先生、加納滋德先生、 

黃煇慶老師 

 
(左起) 黃煇慶老師、辻野晃一郎 

  先生、加納滋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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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與日本久米崇聖會熱烈交流 
 
日本「久米崇聖會」青年研修團一行 18 人，由理事長國吉克哉率領於上年

12 月 26 日訪台，翌(27)日即邀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餐敘。黃老師乃邀集本校

台北校友會日語班周純堂、曾國治、李勝從與財法所黃敏瑜等校友，以及台灣大

學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立萍，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潘郁欣研究生等人陪同

餐敘。因聚會地點恰係台北市長寓所樓下，又近永康街夜市，引起訪團們一陣的

驚喜及好奇。 

該「久米崇聖會」為日本「一般社團法人」組織，成立已逾百年。起源於中

國明朝洪武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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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遺留之後代子孫。「久米崇聖會」在琉球沖繩當地建有孔子

廟、媽祖廟、關帝廟等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廟宇，至今香火仍是旺盛。國吉克哉理

事長因曾率團蒞臨本校參訪，並與前駐日資深外交官的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敘舊，

故繼而協助本校管樂團於 2017 年 10 月間，首度赴日海外演出，並與當地沖繩

縣立藝術大學進行音樂文化交流，造成轟動，在僑界引為盛事。 

國吉理事長提及此次係該崇聖會籌組就學之會員子弟 17人，訪台並在淡江

大學短期研習華語，能與本中心黃老師率校友及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等餐

敘交流，機會難得，甚表感謝。黃老師首先歡迎國吉理事長率一行來訪，同時適

時宣傳本校的華語中心歷來成效良好，且日籍留學生也日益增加，其中多位來自

沖繩縣，期待「崇聖會」今後能選擇本校為青年研修之目標學校。國吉理事長以

及擔任副團長領隊的該會理事松永力也、神村孝司亦表贊同。 

餐敘會中，台大林立萍主任也勉勵日本年青學子多來台灣參訪觀摩，同時表

示盡力支援黃老師進行本項台日文化交流，贏得滿堂喝采。席間，恰正為大學生

的周純堂校友長公子與來訪琉球青年相談甚歡，偶而高歌合唱，為本次本校台北

校友會與日本「久米崇聖會」青年訪團的熱情交流，相互激發另一高潮。 

 

餐敘會場之一(左一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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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左站立者右一)與訪團部分人員懇談 

 

國吉克哉理事長(前立者左)黃煇慶老師(前立者右) 

 

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立萍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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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敘會場之二 

 

黃煇慶老師(左站立者右一)與訪團部分人員懇談 

 

國吉克哉理事長(前立者左)黃煇慶老師(前立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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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立萍主任致詞 

 

 
餐敘會場之三 

 
餐敘會場之四 

 
餐敘會場之五 

 
餐敘會場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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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力量-夜間日文學習班 
 
本學期很感謝黃煇慶老師願意開設日文班，讓對於學習日文有興趣的人能

夠在每周三晚上聚在一起跟老師學習日文，這個班不同於以往大學部的班級，這

個班級裡面有大學生、研究生、EMBA學長姐以及校內老師們一起學習，每周除

了上日文課本內的內容外，黃老師都會準備經典日文故事、介紹日本的日文文章、

文法補充以及日文歌等等，此外老師也會分享他在擔任外交官駐日期間的大小

事，從日常生活到重大事件的危機處理，讓我們對於日本有更深入的瞭解。 

這門課除了有老師豐富的教學內容及經驗分享外，老師也將我們帶出教室

外學習，邀請同學一起用餐之餘，也教我們日式用餐禮儀，比起坐在教室中聆聽，

實際的體驗跟學習日式用餐禮儀，讓我不用死記硬背，這些禮儀至今仍深刻刻印

在我腦海中。 

 
逢甲大學夜間日文學習班「移地教學」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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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夜間日文學習班「移地教學」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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