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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計畫期末成果展 

 

 
【活動訊息】 

時間：2018/12/23(日) 09：30~17：00 

地點：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逢甲大學有其社會責任促進人才培育、就業與創業，發揮教研能量，協助在

地產業發展及升級，促進區域資源整合，協助城鄉發展，培育領袖人才，並帶領

地區居民 24 小時享受綠色品質新生活。 

 12 月 23 日逢甲大學通識結合課程設計，配合東勢當地社區永續發展，透

過由碩士在職專班施丞彥同學在「3D 動畫虛擬實境」課程帶領整個課程帶領學

生從一開始的基礎繪製、建模、渲染至結合東勢地方特色建築進行建模，透過

GOOGLE MAP 及古照片模擬呈現的方式，完成整體範各圍區的復古模態，以供做

未來展覽、修繕、參考觀摩與再規劃的重點參考平台；陳淑慧老師的「社會企業

實作專題」課程，與范特喜合作共同指導學生，透過東勢在地商家進行社會企業，

個案瞭解社會創新的重要性，讓學生透過活動辦理規劃及建立社區品牌新意象，

活動當天與民眾進行互動性遊戲及涓版印刷，除了能讓民眾設計自己的專屬東

勢色彩，更讓民眾實際涓版印刷初體驗，排隊民眾都大排長龍超受歡迎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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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發性運用自主學習專題課程，由廖珮君同學、劉騏甄同學、吳玟慧同學及陳

奐宇同學以聯合國永續發展議題第 12 項責任消費與生產議題為目標，解決台灣

食物浪費問題，建構台中市東勢區上城里剩食供餐系統，經由剩食大富翁遊戲趣

味，讓參與民眾了解珍惜食物不浪費。 

林忠勳老師「消費行為與新產品企劃」暨「創意思考與文創產品設計」在本

學期讓學生先了解東勢當地消費者行為模式，利用消費者決策過程(CDP 模型)及

相關因素，讓學生進行產品的重新規劃及行銷，最後讓學生進行東勢個案提案報

告，透過專業評審團的總評，才得以在當日進行團隊本學期的產品及企畫書呈現，

藉由專業口才培訓展現向民眾傳達創作理念；陳介英老師「社區文化感動行銷」、

「探索改變社會的方法」則是帶領學生進入東勢蜻蜓谷，如何草木共生、維持社

會生態平衡，將小組成員透過分組，相互討論所凝聚出來的策略，建立同學擁有

改變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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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還配與賴奇厚老師氫能車活動推動，讓小朋友們能夠環

保愛地球體驗氫能車樂趣。 

 
本活動特別邀請台中市食農教育發展協會副理事長張文鴻老師(豆爸)團隊，

透過豆爸的食農及藝術家專業能力與賴奇厚老師以綠能科技為驅動力，共同規

劃設置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天穿茶驛 」，考量與民眾緊密結合，故規劃以

茶飲站形式，當天更有賴奇厚老師的「食品安全與衛生」通識專題課程學生協助

環境永續科普趣味 DIY、綠能展示與充電、地方文化故事館、健康茶飲販售等多

功能所設立；並且邀請逢甲大學 PMP 不分系王慧玲老師帶隊，讓國際學生到東

勢擺攤，與當地原住民奇拿棒美食、原住民烤肉進行國際文化交流，原本中文不

太會的國際同學們，更大膽使用中文開口與民眾進行互動、沿街猜拳叫賣。 

    逢甲大學師生共創一個全新東勢社區，經由大手牽小手志工培力計畫與青

年交流蹲點與推廣，最後達成提高社區環境意識，同時吸引青年回鄉，促成區域

與創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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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準決賽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107 年 12 月 07 日下午一點，假圖書館地下 B2 演講廳、

舉辦「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準決賽。本次共有 8 支隊伍晉級準決賽。本

次準決賽的辯題：「電子競技應列入奧運正式項目」，雙方精彩的詰問攻防，獲得

評審一致好評，最後共有 4 支隊伍晉級總決賽。 

辯論是一種綜合性的語言活動，期待學生們能在良性的競爭下，學習更多書

本上得不到的能力與生活經驗。最後，辯論複賽圓滿結束，感謝所有參賽老師的

指導與同學的努力。 

國語文教學中心 12 月 07 日舉辦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準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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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總決賽 

「辯」出學生邏輯口才能力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舉辦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

總決賽暨頒獎典禮，以「我國大學學雜費自主化」議題進行交鋒攻防，最後由「逢

甲皮蛋熱穴出征」、「國文顏值組」、「心花朵朵開」、「沈鈺鑫快起床」榮獲冠軍、

亞軍、季軍、殿軍，其中通訊系徐邦晉同學、會計系鍾宇宣同學二人獲得最佳辯

士。 

此次新生盃辯論比賽由臺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人月刊、逢甲

大學校友總會共同舉辦，本校校友經營之「三點一刻」、「葵柏兒」、「山水米」贊

助禮品。本次比賽宗旨為訓練學子邏輯思辨、論述表達之能力。總決賽邀請本校

高承恕董事長、翟本瑞院長、校友祝岱、戴學文、郭培方、嚴亦寬擔任評審。 

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表示，逢甲畢業的校友都懂得回饋

與感恩，因此未來也將持續贊助多項競賽，鼓勵學弟妹開發自我潛能。人文社會

學院翟本瑞院長認為，口才訓練非常重要，成功的人士多曾經參加過辯論比賽，

不管結果如何，它都是一個經驗，是未來競爭的軟實力。另外翟院長也強調，逢

甲的精神是重視團隊合作，就如同拔河比賽，必須擺脫個人英雄主義，辯論亦是

如此。工工系校友祝岱學長特別分享八字箴言：「知錯，改錯，絕不認錯」作為

辯論精神，並且提醒學弟妹，打一場辯論比賽要先確立自己的立場。 

本次競賽共有 32 支隊伍參賽，自 11 月 16 日登場，歷經初賽、複賽、準決

賽三次篩選。各隊必須過關斬將，才有機會晉級總決賽。 

季殿軍總決賽隊伍「心花朵朵開」是由風保一賈雯惠、資訊一甲游婷涵、通

訊二乙徐邦晉組成，立場為正方；經濟一乙沈鈺鑫、季吳越、趙建豪組成「沈鈺

鑫快起床」，立場為反方。正方論點為希望大學能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中，彈性調

整學雜費，如此一來，政府不必挹注大量的經費補助財政赤支的國立大學，而將

此經費改為補助個人而非學校。讓學校利用市場競爭機制，提高辦學品質。反方

則主張學雜費自主化後，重點不是大學到底要收多少的學雜費，而是可能影響台

灣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尤其是階級複製的問題。 

冠亞軍總決賽隊伍由正方隊伍應數一甲翁純祐、電子一乙林維濬、會計四鍾

宇宣組成「逢甲皮蛋熱穴出征」，迎戰反方隊伍國貿一丙陳奕汝、莊秉閎、財精

一余曉理組成「國文顏值組」。正方所持的論點，是廢除大學學雜費漲幅不能超

過 2.5%限制，並提出保障公私立大學的學雜費補助是公平的，主要目的是公私

立大學能站在同一起跑點，以提升教學品質、研究能量。反方則認為公私立大學

在土地、水電、租稅上都給予優惠的政策，因此大學法人有義務服從政府的管控。

大學學雜費應能有限度的調整，政府須依辦學績效評估調整學雜費，此外學校可

運用企業捐款擴充財源，讓學生能安心受教不致背負過多壓力。 

最後，高承恕董事長肯定參賽學子的勇氣，並提醒辯論比賽不是吹牛，而是

適當表達自身的想法。「切記不要攻擊人身，要就內容與觀點論述」，有些經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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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比賽值得觀摩與學習，甚至經典的演說內容更值得學習，尤其言談之中的幽

默感，更容易讓人留下極深的好印象。 

國語文教學中心 12 月 14 日舉辦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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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期：107/12/15~107/12/19 

展覽名稱：公車路線旅行圖文創作展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十公里免費的幸福──教你搭公車微旅行的旅遊書 

    中國文學系執行「專業圖文編輯報導專題」，結合兩門余風老師開在大二的

「圖文編輯理論與實務」之必修課以及「文創構圖與平面設計」選修課程，進行

「CDIO」教育的深碗計畫，同學們以中文專業為根基，學習圖文排版、平面設計、

平面攝影等技能後，搭配「公車旅遊書」之實務訓練，產出了 29 本大台中公車

旅遊書，內容包括了台中知名景點、台中各式小吃、台中文創聚落、台中古蹟深

入探訪等內容。學生除了文字創作之外，亦能將其文字作品轉化為圖像設計、圖

像思考，以及更專業的書籍報刊。專題進行的過程中，每一個小組猶如小型的出

版社編輯，每位小編各有不同的負責專業，例如文字編輯、美術編輯、企劃編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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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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通識教育 107-1 藝文活動成果 
通識教育中心為了陶冶同學藝術鑑賞力及生活品味，特聘請駐校藝術指導

及專家規劃系列藝文活動，每年除了提供 22 至 25 場高品質的音樂會、表演藝

術及電影欣賞活動外，亦在積學堂風之廊規劃系列藝術展出，增長同學美感之鑑

賞與品味能力，期能體會生命意義與人生價值，追求樂活務實之生活。 

本學期舉辦音樂會 5 場、電影及導演座談 6 場，共計 11 個場次，共 3,517

人次參加。本學期活動圓滿落幕，下學期亦於 2~5 月之間，安排多場藝文活動，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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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相印在逢甲－千人同心破紀錄 
 
將近幾千人的認證，來自 EMBA、逢甲學生，親自開瓶可樂，創造傲人群雄

的金氏世界紀錄，不僅是讓逢甲大學有了一項可以自豪的紀錄，更是讓更多人在

這個世代，都有榮幸參與歷史的一部份，正所謂一步一腳印，慢慢累積，才有現

在用努力換來的世界紀錄，每個人壓下手掌，留著美好的印記。 

   

 
 

逢甲大學精采學舍新建工程開工動土大典 
 
學校動土大典，將帶入更多的興建工程，讓逢甲大學拓展土地與繁榮，一年

比一年來的更風采，在私立大學獨領風騷，在許多人的見證下，從無到有的地基，

呼應大學有大用，也是將來許多學生有更多的權益，利用學校資源，教導莘莘學

子，讓更多人發揚光大，發光發熱，學校正是我們的最好的助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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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57 周年校慶 
逢甲大學 11 月 15 日為 57 周年校慶，年年盛大，越做越精彩，今年準備一

整框氣球，滿載希望與眾人期望，一放而出，飛向廣闊的天空，如我們的大學，

各類人才大放異彩，四處發光發熱，東門成為我們的新大門，創造許多的商機與

開發，也許未來更多的商業發展，從而建立，讓逢甲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指標的地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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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智造夢想號 
校慶當周，來著新科技與創意的產品，藉由一台車子，裡面有著許多未來科

技，讓學生充滿期待，夢想號裏頭，有著像 3D 列印的教學，主持人介紹各科技

的同時，也準備了小問題，給觀眾回答並贈予一些小禮品，利用 3D 列印，印出

禮品，讓同學充滿驚喜感與期待，也於此拓展自己的世界觀。 

  

 
 

鼓山高中參訪 
高中生參訪，無不帶著期待與好奇的心態，來到大學就像是一隻迷途的羔羊，

不知道有任何的事情，但卻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像ＶＲ，來自最近當紅

炸子雞的熱門項目，讓高中生體驗科技的魅力，促使引導學生朝著更多的未來方

向發展，從未知的領域，逐漸探索自己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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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畿大學－創客參訪 
有幸邀請近畿大學，蒞臨創客相互交流，透過這次的參訪，不只除了增加對

大學經營的未來與創新性，添上更多的思考創路與發展機會，擁有數多創意團隊

的應諾創客，以及利用廣告打下形象的「進擊」大學，藉由此次機會，分享彼此

的想法，同時，也讓我們看見科技的啟蒙，使每個人回想最初的英雄夢想，戴上

鋼鐵人，絲毫不減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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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藤高中參訪創客 
 
前日參觀大學，步入創客情境區，打開對未來的啟發，接著便是男女老少皆

可體驗的 VR，透過簡易打擊方塊的音樂運動，也可以進入情境區，戴上鋼鐵人

的頭盔及身軀，感受由 3D 列印延伸的科技，對未來學習新科技作鋪路，歡迎更

多青春洋溢的學生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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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全球化視野專題 1 月份最終兩場 
 
本學期通識「全球化視野專題」課程每單元由不同經驗豐富的卸任外交官、

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講授，依其專長按地區特性介紹，提供豐富之國際視野。課

後會在校園停留，擔任駐校外交官，與師生互動交流，進一步深化學習效果。課

程自 9 月授課開始已邀請對外關係協會會長夏立言大使、台灣大學政治系徐斯

勤教授、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顧問兼所長詹文男所長、對外關係協會副會長令狐

榮達大使、對外關係協創會會長，前外交部部長歐鴻鍊大使、沈呂巡大使、對外

關係協會理事陳杉林大使、羅由中大使、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總領事粘信

士大使、對外關係協會監事梁英斌大使、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宋燕輝教授、

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南亞組劉建均專員、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溫靖榆專員、介文

汲大使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黃介正教授、對外關係協會常務理事

李澄然大使。課程內容涵跨具有國際視野介紹全球化及全球重大議題、以及台灣、

兩岸關係的未來等重要議題。 

課程即將於 108 年 1 月 3 日及 1 月 10 日舉辦最後兩場。1 月 3 日邀請張良

任大使講授主題「國際禮儀」，張大使現任對外關係協會資深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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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0 日邀請產業專家杜紫宸教授講授主題「台灣在全球的格局」。杜教授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工研院知識經濟與競

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宏碁電腦總經理。産學研經歷豐富，對於趨勢分析、產業政

策、企業創新、國際合作、技術經濟學深具實務經驗與專長。 

 
對於講座有興趣歡迎參加報名(開放少量名額)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9vuprI8PMgJKRN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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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專題」-認識南亞(印度、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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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邀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南亞區負責專員劉建均、溫靖榆先生主講認識南亞-印度及巴基斯坦。兩位先

生皆擔任外貿專員多年，實戰經驗豐富，專業於分析南亞政經及貿易走向。課堂

中，劉專員與同學們分享南亞國家的特色及風俗民情，其中含不丹、尼泊爾和斯

里蘭卡等較少接觸國家，增添同學們的國際視野。同時，劉專員也不忘與大家多

分享其主力市場印度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經驗，強調近年來印度急起直追的經濟

成長並鼓勵同學們多了解相關產業的知識。而溫靖榆專員則主要講述巴基斯坦

的產業現況及經濟脈動，以人文角度切入並用「兩個世界」的比喻來描述其對巴

國的社會觀察和生活體悟。真誠真意的演說，給予同學們深刻的啟發，也對巴基

斯坦有更多的見解。 

課後駐校時間，劉建均及溫靖榆先生於社會創新學院院辦駐點與同學們

交流，同學們皆表現對南亞國家的好奇，積極發問。兩位專員也各自針對其業務

內容做延伸，讓大家對外貿工作有新的認識。當然，兩位也不吝嗇分享其派外工

作的趣事，鼓勵同學們保持對南亞的憧憬及開放態度。最後，溫靖榆專員更大方

贈予本校通識中心其從巴基斯坦攜回的珍貴書籍，盼與同學們分享。感謝劉專員

和溫專員蒞臨本校，期待下次的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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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專題」課程-紐澳、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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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3 日邀請前中華民國資深外交官

介文汲大使擔任第十三堂課講者，介紹紐澳、大洋洲，介文汲大使曾任中華民國

駐紐西蘭大使、WTO 代表、駐美堪薩斯辦事處處長，外交部研究設計會主任、

國際組織司副司長，外交經歷十分豐富，31 年來走訪 7 個國家，對紐、澳相關

議題非常了解。在課程中介文汲大使首先從澳洲的國旗帶至其背後的歷史為引

言，接著介紹澳洲著名的城市、觀光景點及經濟狀況，當中更提及近年來熱門的

澳洲打工度假，而後則是介紹紐西蘭的歷史背景及基督城的故事，且分享近幾年

毛利人發起回台灣尋根的運動，在課程中介文汲大使也鼓勵同學不要滿足於現

狀，要多遊歷世界擴展世界觀，在介文汲大使精采的演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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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文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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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澳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會之間相談甚歡，

也期待日後介文汲大使的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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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工智慧剖析電影劇本與線上遊戲 
 
本學期第六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科技人文對話的『現』與『限』」邀

請到中文系鐘文伶老師與大數據中心許懷中副主任對話分享。鐘老師從「人工智

慧與電影劇本」帶入主題，介紹透過人工智慧預測賣座電影與敘事模式等數據思

維如何影響娛樂產業；現在不只有自傳產生器，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寫詩與恐怖小

說，目前有學術單位在研發改作文機器人。但鐘老師也提到「愛」、「幽默」、「諷

刺」是機器人很長時間都難以弄懂的詞彙，因此中文人也別太擔心人工智慧帶來

的失業威脅。 

許老師則提到線上遊戲雖然要高昂的成本，卻是個極度競爭的產業，每年約

有二百款新的線上遊戲上市，但絕大多數的遊戲生命週期只有四到九個月根本

還未回本！因此我們需要以量化預測遊戲對玩家的吸引力，包含增進滿意度、避

免重要 (付費) 玩家離開，並有效規劃網路與系統資源。以 Nexflix 為例，由 555

個以上的分類標籤產出 7 萬 6 千多種組合，量化使用者對影片的喜好，進而分

析預測使用者想觀賞的影片，最後取出與銷售指標具有相關性的標籤。只不過機

器學習或人工智慧通常沒有辦法直接回答業主想要知道的事情，仍需要結合領

域知識與資料分析尋求可能的解決方案用以轉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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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文對話的「現」與「限」-水、科技與藝術 
 
本學期第七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科技人文對話的『現』與『限』」邀

請到歷文所余瓊宜老師與社會創新學院賴奇厚執行長對話分享。擁有人文背景

的余老師首先介紹「水」在藝術中的呈現，在以攝影、錄像、電腦等電子數位科

技產物為創作媒材的現當代藝術裡，水也常是藝術家詮釋的主題。然而，科技亦

為藝術帶來巨大的轉變，以科技作為創作媒材顛覆了藝術史裡「再現」的觀點，

甚而取代自然的真實成為「超現實」。但一個新創作媒材的興起，絕不意謂著既

存藝術質材的消失或被取代；相反的，是將藝術固有傳統的沿襲與擴展，它不僅

帶來新面向，同時也對舊有藝術產生影響。當然，不管創作的手段和質材如何推

陳出新，藝術活動中始終存在著一個永恆不變的東西，離開了它，藝術便不再成

為藝術，這個永恆不變的價值叫做──心靈。 

賴老師則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的「目標六：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

生及其永續管理」為主題，介紹荷蘭發展「漂浮城市」，讓人們真正與水共存，

以及推廣「海綿城市」、「韌性城市」的概念。賴老師並介紹八種神奇的科技：人

造冰河、乾洗澡、終極省水蓮蓬頭、救命水壺、雷射人造雨、折疊式馬桶、水管

抓漏軟體與太陽能淨水器，也許能成為未來解決缺水危機的缺水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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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地景 vs 瓦愣紙創作-迅猛龍入侵「最後的冰山」 
梁熏恩 

你想體驗「被迅猛龍追到懸崖峭壁一不注意隨時跌落冰河的刺激感嗎？」 

本學期十二月份創．藝．術「HEN 夯」聯展之「最後的冰山」帶您去到北極，

一窺即將消失的山，與「奔馳」的迅猛龍共遊吧！ 

近年來 3D 繪畫地景藝術帶來「HEN 夯」的風潮，透過鏡頭就能拍出身歷幻

境的真實感，視覺產生的錯覺使平面畫作也能與群眾產生互動的趣味性，讓群眾

為之瘋狂拍照打卡，而創．藝．術亦邀請藝術家石志偉與學生共同創作，期望透

過作品能提醒社會：時代的快速發展，人類過度的開發及浪費，引起全球暖化加

/速，冰山沒有停止融化，甚至岌岌可危，這是一個非常需要去關注且省思的議

題，藉此藝術作品的呈現，期望喚起更多的綠色意識，減緩人類對大自然已然造

成的傷害。  

另一檔與「最後的冰山」撞出火花的是「奔馳」，由瓦愣紙大師鍾凱翔帶領

學生使用瓦愣紙為素材，以建築的視角解構迅猛龍，研究迅猛龍的各種情緒姿態，

將瓦愣紙以堆疊手法創作三隻觀察中的、狩獵中的及奔馳中的迅猛龍，藉由迅猛

龍入侵校園在本學期末亦是 2018 年末能為學校帶來有活力有挑戰力的氣息，團

隊在佈置期間時發現讓作品與「最後的冰山」結合後更是有趣生動，經過的群眾

們被一比一迅猛龍吸引而駐足，湊近一看便會發現在地上的 3D 繪畫創作，帶來

更多的觀賞人次，也發現許多遊客拍照駐足，藝術介入校園藉由此次的聯展可說

是非常成功達成目標。 

「最後的冰山」及「奔馳」將於 12/26 星期三，下午 2:30 榕榕大道上聯合

開幕，在此力邀全校師生一同參與，不只是和藝術家們來場有深度的對談，也來

和入侵「最後的冰山」的「奔馳」合影，歡迎觀眾盡情的發揮自己運用肢體的想

像力，來體驗與 3D 地景繪畫藝術互動的攝影魅力吧！ 

 

  

逢甲大學學生與「最後的冰山」互動之趣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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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石志偉陪伴學生共同彩繪 3d 地

景 

逢甲大學學生參與「奔馳」瓦愣紙創

意工作坊與藝術家鍾凱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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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創業系列-我年輕但我已創業 
 
創業小聚系列-我年輕但我已創業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三)舉行，由好氏社

會企業創辦人邱鈞評及王慧龍分享創業歷程，其中來有一位創辦人還是學生呢！ 

這場演講顛覆大家對創業的定義，大家一定都會覺得創業就是為了賺錢，有多少

人會是為了社會公益而創業呢？好氏社會企業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員工人數

可以用 10 之手指頭數得出來，但是他們卻可以發揮出像 100 個甚至 1000 人去

提升教育品質、推動環境永續及促進穩定就業，而此次演講中創辦人也特別分享

他們其中一項環境永續的方案，他們到蘭嶼推動環境永續，主要是解決寶特瓶過

多的問題，蘭嶼不像台灣本島可以有這麼多又大地方進行垃圾處理，蘭嶼已無法

負荷島上的人加上遊客觀光時所留下來的垃圾，於是好氏課會企業推動一個計

劃，在港口邊宣傳請遊客在登船前幫忙帶一瓶寶特瓶回台灣處理，其中一對情侶

自願將他們的行李箱全裝滿寶特瓶，讓他們非常感動！ 

做好事不分貧窮富貴、男女老少，只要你願意哪怕只是單單的一瓶寶特瓶，

10000 個人加起來，也是可以發揮極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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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入門專題演講「公司設立及稅務規劃」 
 
12 月 19 日(三)通識專題課程—創業入門，授課老師徐光明老師，邀請明輝

會計記帳士事務所 營運長徐光輝老師來和同學分享【公司設立及稅務規劃】專

題演講。無論是公司設立及稅務方面徐老師具有非常多實務上的經驗，於演講中

帶給同學許多關於公司設立的細部觀念。從「設立公司的目的」開始談起，分析

「公司的種類：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帶同學了解什麼是營業稅及營所稅、

甚麼是法人、法人和自然人的差異、還有企業的稅務規劃。演講內容十分仔細，

引導同學了解並具備相關的知識。演講中除了選修創業入門課程的同學，還吸引

了許多對於創業議題有興趣的同學一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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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消費行為與新產品企劃」及「創意思

考與文創產品設計」聯合成果發表會 
 
12 月 14 日(五)通識專題課程專題課程「消費行為與新產品企劃」及「創意

思考與文創產品設計」聯合成果發表會。兩門課的同學以東勢的特色、文化、或

產品做為新產品與文創商品的設計主題。其中有以東勢特產設計的「客家梨情-

東勢梨子酒」、「Dong Tea 東勢茶飲」、「橘星高照禮禮盒」、「走味的咖啡(東勢咖

啡)」、「哩來哩來-高接梨採果趣與 DIY 產品」、「東勢天堂(甜糖)」、「東勢櫅粑餅」、

「就醬好-東勢水果果醬」，以及以東勢當地文化特色為開發的「東勢桌遊」。作

品充滿學生們的想像，同時為了刺激同學們對商品設計能有更完整、更進一步的

完成度，也特別邀請象水廣告的經理與專案企劃來當評審，以業界的眼光來指導

同學們的成果報告及設計。 

「消費行為與新產品企劃」及「創意思考與文創產品設計」兩班課程的

成果也參與 12 月 23 日在東勢舉辦的「逢甲大學 USR 計畫聯合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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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創業系列-我的生態便當創業夢 
 
社會創新學院於 12 月份開設創業系列工作坊，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在創課

書屋開始第一場次，這次邀請到本校公創所研究生廖祿祐同學來分享他的創業

歷程，廖同學一直希望能做一份對社會有貢獻事業，因緣際會接觸到小農以及了

解到台灣的食品問題，因此他決定朝對環境、小農友善且對消費者有益的生態便

當事業做起，這一條跟別人不同的創業之路異常艱辛，從一開始的門可羅雀，到

現今日趨穩定的成長，這其中許多的困難挫折及如何調整，還有一些平時聽不到

的經營小撇步，廖同學都一一跟大家分享，同學們聽得非常專注並踴躍提問，現

今廖同學也進一步開發訂餐系統回饋給逢甲的師生，相信這次大家對於如何創

業及經營上都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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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創新個案課程-CSR 寫作教學 
蕭兆昇 

由德國科隆大學社會學汪浩博士教授課程，利用活潑且循序漸進的教學方

式，帶領同學了解企業永續創新個案，並且做出 CSR 相關主題的投影片報導。 

課程一開始汪老師讓同學在天下雜誌 CSR專欄中挑選自己喜歡的文章閱讀，

接著再把閱讀相關主題的同學分在同一組，每一組將在老師的漸進式地帶領下，

學員自己組織出具有故事性的 CSR 報導。每個學員在文章中挑選出關鍵字，再

經由組別討論，各組分別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關鍵字，在討論過程中，由於有

來自各系的學員而激盪出許多不一樣的想法，雖然討論時間到了，但各位同學還

是積極再研討。 

在 12/17 課堂的最後讓同學把關鍵字分類，重頭戲在 12/22 的工作坊，老師

將帶領同學實做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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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銀行 CSR x B 型企業 
曹睿庭 

107 年 12 月 10 日，邀請到王道銀行 B 型企業專案負責人 張維軒 來到逢

甲大學演講，題目為「王道銀行 CSR x B 型企業」，年輕的分享者從兩個角度切

入，一為王道銀行的 CSR，王道銀行 CSR 分為公司治理、顧客影響力、友善環境、

社區經營、員工照顧五大面向，分享者也就這五大面向一一講解，其中我印象很

深刻的一張圖，看到一個人跪在地上，施肥澆水象徵著 CSR 是要從陸地上基礎

開始建才會穩健；另一角度則對 B 型企業做詳細介紹。     

關於王道銀行的 CSR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社區經營」的部分，到九份國小舉

辦夢想故事接龍活動、志工社帶領偏鄉學童進行團康活動、舉辦社企講座：翻轉

食安的必修課、舉辦 Dream On 夢想發生公益活動，提供總價值約百萬的圓夢獎

金、清寒學生暑期實習種子計畫，培養清寒學子的金融知識，並增強其未來競爭

力，讓同學們有機會和企業接軌。以上這些都是王道銀行的 CSR 部分。 

再來分享者開始分享 B 型企業，一開始我對 B 型企業並不清楚，經過他的

說明，有更進一步了解 B 型企業的運作。B 型企業認證也有五大評估要素公司治

理、顧客影響力、友善環境、社區經營、員工照顧，而 B 型企業的使命為極大化

所有利害關係人利益，設計兼具社會價值及經濟利益的商品或服務。分享者也跟

我們介紹了國際 B 型企業，如 natura 巴西第一大美容護膚品牌、patagonia 全美

最大戶外運動品牌等…。 

最後分享者用王道銀行的企業精神「利他圓己、成就他人，便是圓滿自我」

「ALL FOR YOU」做完美的結尾，他們要做的不只是另外一間台灣的商業銀行，

這也是為何當初申請 B 型企業認證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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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台大日研中心「文化と政治」研討會 
 

台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於 12 月 15 日(週六)舉行台灣戰前日本殖民時代

「文化與政治」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由該中心林主任立萍主持，邀請日本早稻田

大學社會科學總合學術院長劉傑、早稻田大學地域研究機構研究員野口真廣，韓

國高麗大學 Global 日本研究院教授辛槿姈等學者專程來台。本中心副教授黃煇

慶也應邀出席。研討會由野口研究員、辛槿姈教授以及台大歷史所博士課程生李

鎧楊分別就「台湾政治文化の近代化」、「近代と舶来の芸能」以及「《士林温古

誌》から見た 1910 年代」三篇論文。本中心黃老師也針對各該論文，就「北投

溫泉觀光產業」與「台灣選舉文化」等議題，與發表者對談交換意見，相談甚歡。

隨後在新任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教授(台大日本研究中心前主任)所主持之

「總合討論」後圓滿結束。 

 
(前排左三起)黃煇慶老師、文大徐興慶校長、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 

 
黃煇慶老師(右四)主持研討會後之懇親會，文大徐興慶校長(右三) 

 
懇親會場 

 
 
 
 
 
 
 

黃煇慶老師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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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健康路跑 
 
201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將近快三十人的工作團隊，紀錄著逢甲大學

的生活歷史，路跑就是其中一項不可或缺的項目，通常來自大一學生的參與，讓

整個路跑多了許多青春的氛圍，也讓整個路跑顯得氣勢磅礡，今年有幸邀請幾位

大四學生帶著懵懂的小大一，做暖身操，似乎新生早已有備而來，準備拿下冠軍，

以及參加抽獎，取走我們每年豐厚的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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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 107-1 英語語文學習角活動 
有別於前一學期英語語言角遍地開花在學校各個角落，以及同學們的熱情

參與，外語教學中心本學期再次做不同的嘗試，由中心董綺安老師、陳柏軒老師

和丁之奇老師共同設計，每週一、二、四、五的中午，在資電館辦公室 EZ(English 

Zone)和周圍教學空間，由專業的老師群們帶領學生針對英文的說、聽和讀做練

習(主題:SLR 不再盲目學習!)，開放給全校的學生免費參加，同學們這學期參與踴

躍，幾乎場場爆滿，師生互動中似乎增加大家對英文的學習興趣，同時也更產生

文化情意面的好奇心。 

英文口說(S)：本中心教學會議時有表示，老師們要多鼓勵學生們在課堂時用

英語發言和討論上課內容，英語語言角無疑提供了學生們課外的機會去切磋琢

磨英語口語的能力，由於語言角的人數上限為十五人，在小班制的情形下同學們

有更多的發言機會，也可以藉此延伸上課的口語訓練，讓學生在課外時間也有機

會說英語。 

英文聽力(L)：良好的口語技巧必須也要有良好的聽力能力，要能夠流暢得和

別人用英語對談也必須要有足夠的聽力去回答對方所詢問的問題，所以每週二

外語教學中心也有提供英文聽力的指導；語言的學習是相輔相成，每一個面向都

應面面俱到，這樣整體的英文能力進步速度才會更快。 

英文閱讀(R)：有鑑於英文閱讀為本學期重點培訓技巧之一，尤其是大一英

文廣泛閱讀教學的推廣，本學期語言角有三位負責指導閱讀的老師針對學生不

同的英文程度作練習，內容包含文法的解說，單字背誦技巧，閱讀速度培養和現

場閱讀的直接練習，討論過程中鼓勵大家用英文來解說自己所讀到的內容，同時

也可以增進英語口說練習。 

每次活動後，中心都會邀請參與學生填寫問卷和回饋表格，同學們整體反應

都非常好，給予了正面和積極的評價，本學期期初到學期末，報名學生人數顯著

成長，期中考過後更是場場爆滿，還有學生因額滿無法線上預約，便來到活動現

場來登記，本中心相當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期盼下學期還有更豐富精彩的活動

提供給全校同學喔。 

 

 

 

 

 

 

 

 

 

圖一:王鈺琪老師與學生開心互動口說 

 

 

 

 

 

 

 

 

 

圖二:林明洵老師傳授口語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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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陳榮旗老師說明閱讀技巧偏方 

 

 

 

 

 

 

 

 

圖四:連綺薇老師播放影音聽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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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afé 世界咖啡館 

探索四種外語文化，進來聊聊才知道! 
 
在世界文化圈中，當我們與來自不同語文的朋友接觸時， 我們是否帶著對

他國文化的刻版印象，與人交往呢 ? 德國人啤酒當水喝嗎?西班牙人愛鬥牛嗎?

日本人早餐吃甚麼? 美國人都大而化之嗎? 與外國友人交談時，你知道該怎麼

說，怎麼做，才能不失禮呢 ?  

外語教學中心在 12 月 13 日邀請日、英、德、西四種外語的 2 位老師和 7 位

國際學生，藉由世界咖啡館模式，與逢甲大學學生進行一場文化上的交流。參與

者近 50 位，藉著小組討論，輪換組員，發想問題，及探索答案等方式與國際學

生熱絡互動，整晚驚呼與笑聲此起彼落。 

在緊密的互動中，參與者吸取四種文化的多元觀點，凝聚同理心，有更深層

的文化認知。當晚的活動深獲參與者的肯定，將近 90%的學生表示此活動對於了

解異國文化， 破除文化迷思助益甚多。活動結束後，參與者久久不散，多次表

示非常期待下學期有類似的活動舉行。 

世界咖啡館海報 學生與外籍學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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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飛全球行動計劃成果展獲得明日之星獎 
廖珮君 劉騏甄 陳奐宇 吳玟慧 

 
「青年行動‧全球移動」Young 飛全球行動計畫-走進「我的行動 style 星光

大道」於 12 月 15-16 日在華山 1914 文創園區登場，當天有 21 組 Young 飛青年

一同分享其關注的永續發展議題，以及如何執行讓臺灣社會變得更好。 

Seed MAPS 團隊是來自逢甲大學國貿、運管及土木跨系級的四位學生組成，

在今年參加教育部青年署 Young 飛全球行動計畫，關注全球永續發展議題中的

責任消費與生產議題，Seed MAPS 團隊的命名緣由是希望能讓惜食精神的小小種

子在大家心中成長茁壯，MAPS 取自四位成員英文縮寫，希望透過我們的力量將

這些惜食種子散佈在台灣各處。目標旨在減少台灣食物浪費(剩食議題)，行動方

案為透過和在地組織合作及辦理活動，完成食物不浪費行動及惜食教育，在執行

這個計劃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許多過去我們不曾注意到的事物，也學習到許多寶

貴的經驗。  

在這近一年的計畫中，從一開始的四個人到現在的一群人，一起努力讓更多

人了解食物浪費議題以及珍惜食物的重要，也鼓勵學弟妹們之後有機會一起參

與這項計畫，一同為台灣這片土地而努力，發揮青年的影響力。這兩天真的非常

感恩南北奔波為我們加油的逢甲大學通識中心陳淑慧老師、報告當天到場的范

特喜微文創公司潘冠呈經理、為我們加油舉應援海報的學妹們，以及當天給予我

們支持、掌聲的所有人，因為有你們的支持鼓舞，讓我們感受到滿滿的愛。 

最後，除了感謝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給我們這個機會及工作團隊這半年多的

付出，也要謝謝 Seed MAPS 團隊的每個成員，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付出與努力，

不論前方遇到多少重重挑戰我們都說好要一起面對，我們做到了! 撒花一鞠躬 

 
圖一: 感謝陳淑慧老師連續2日南北往

返活動現場，直到結束才返回台中 

 
圖二: 逢甲學弟妹(左方舉牌者)在我

們簡報時為我們加油，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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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由中山醫、中興、世新組成的”

大南人”團隊與我們一路互相交流扶持 

 
圖四: 成果競賽從21組中獲得前5名

感到興奮與榮幸 

 

團隊成員心得分享 
運管碩二 劉騏甄 

12/16 這天很特別，我與組員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準備將參與青年發展署

Young 飛行動 8 個月以來的總成果，報告給評審，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僅要

將 8 個月以來我們豐富的結合東勢、逢甲大學、陽光婦女協會的合作成果濃縮

在 5 分鐘內，還必須將我們的成長心得與後續理念行動做一個傳達，對我們來

說確實相當的挑戰。 

如同每次的 young 飛簡報，我們都不停的練習再練習，希望透過 5 分鐘，精

準地傳達訊息，並且讓在場的參與者感受到我們的熱情、感染力，其實在北上之

前，我們對於自己的成果蠻有信心的，內心默默的覺得我們可以拿到冠軍，然而

在開始簡報後我越聽越緊張，因為許多組別的成果都超乎預期的好，記得 11 月

時，許多組別在進行類似”期中報告”中，老師對部分組別在可行性方面有一些

質疑，然而這其中有幾個組別的突破我聽了都覺得相當感動，例如有一組是在做

環境信託其核心價值在於提供民眾制度內的參與管道，讓「人人皆可以為環境盡

一份心力」，透過「環境信託」這樣的機制，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力量「有錢

出錢、有地出地」，然而其概念與機制的新穎在推廣時受到很多限制和打擊，卻

在回國執行期的兩三個月內有了重大突破，一方面是立法，一方面是連署，那組

已取得 6 名立委支持以及 800 位民眾連署同意；每隔組別都持不同立場與角色

將這個計畫完整、完成，整天聽下來覺得非常有收穫。 

而我們這組在呈現時非常順利，後面的問答有一題是我沒有回答很好的，當

時評審問我們認為自己的成功關鍵是什麼，當下覺得是我們和很多人合作，但後

來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這次的計畫可以順利完成是因為我們的”用

心”，對上城里的用心、對陽光的用心、對學弟妹的用心…，最後還是很感謝青

年署和逢甲大學的老師給予我們團隊的幫助，我們真的因為學校的協助在各方

面都比許多組別順利很多，謝謝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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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四甲 陳奐宇 

「Young 飛計畫成果展終於結束了！」這是我 1216 當下結束心中想的一句

話，從今年 3 月報名參加到培訓營再到澳洲去參訪，回國後繼續執行後續行動

3.0 最後終於來到了成果展。這一路走來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說起，不論

是參訪澳洲前去台灣有關剩食的組織去參訪、找合作組織的資源、行前的籌備過

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覺得竟然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了這麼多的事情，

除了感謝這一路上幫助我們的逢甲大學老師、東勢區上城裡的里長、Mentor 老

師、台中陽光婦女協會、大南人團隊...等等，因為有他們的幫忙我們今天才能站

在分享的舞台上。 

我想在這段漫長的旅途中我最想感謝我的團員，珮君學姊總是很熱情地去

接觸這趟旅程的人事物，推著大家一起去完成這次的計畫;騏甄學姊總是會細心

的提醒大家該注意的細節，美宣、計畫書都能經過一番設計後美美的呈現在大家

面前;玟慧總是能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還能勇敢的站上舞台分享，我覺得她們

都是很棒的團員。我們在分享會裡與其他 Young 飛計畫的夥伴競爭，大家的分享

都很有趣，有很多是我不曾接觸過的領域與知識，在最後分享競賽裡，我們也拿

到了很棒的成績，學姊們跟玟慧的表現非常棒，很開心她們的努力有了不錯的回

報。 

我從這趟旅途裡更加地知道自己有太多太多需要加強的地方，我也因為自

己能力不足讓團員需要負擔更多的壓力，真的很謝謝她們。這趟旅程也讓我看到

很多以前不曾看過的風景，不論是剩食議題關注或是國外不一樣的風俗民情，都

讓我收穫很多，很慶幸當初有堅持下去，才能有今天的成果。很喜歡宏誌老師對

我們說的：「一個人可以走的很快，但只有一群人才走得遠。」也希望自己能將

這次的收穫應用在未來的生活中。 

 
國貿四乙 吳玟慧 

長達半年的計畫，畫下了句點，成果發表會結束那一剎那，腦海中浮現出這

半年來的酸甜苦辣，從團隊初創期總是因為意見無法達成共識而有所爭吵，經過

到澳洲 2 週的親密相處，到現在我們已經是密不可分的團隊。因為計畫的結束，

無論是我們的團隊的成員或是其他的團隊，都將會各奔東西，但我想經過這個計

劃的訓練，我們未來一定都會在台灣的某個舞台發光發熱。 

有別於過去在大學 4 年中所參與的活動，這項計畫是需要自己發掘問題並

且解決問題，關於澳洲參訪國際組織的部分，無論是事前的聯繫或是到當地的參

訪交流，都讓我培養軟實力及擴展我的舒適圈，而最後回國後的執行期，我們除

了在逢甲大學開設課程帶領學弟妹們一窺剩食的世界外，也到偏鄉台中市東勢

區上城里舉辦祖孫來煮食的活動，無論是睡在活動中心或是每天熬夜的趕出活

動內容，都考驗了我們是否能夠堅持下去的動力，然而我們撐住且一起走過來了。 

除了要感謝所有幫助我們的師長及參與活動的所有人，我最想感謝的是團

隊的所有成員，因為有大家的互相扶持，才能讓團隊繼續堅持下去，也讓我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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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畢業前能夠有個最美的回憶。 

 
國貿碩班畢 廖珮君 

雖然教育部的計畫結束了，但卻沒有鬆一口氣的感覺，或許是因為還有逢甲

校內的分享會跟期末成果展還沒辦完，也或許是上城里和全聯的惜食計畫還沒

拍板定案，更有可能是因為對我來說他已經不再只是一個計畫，而是生活中的一

部分了。 

從一開始得知這個計畫到招募組員、決定議題、參加培訓、繳交計畫書、到

澳洲參訪，一直到現在回國執行計畫，這一路上真的有許多道不盡的甘苦談，但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堅持到底的做到了! 

很謝謝這一路上陪著我一起過關斬將的夥伴，謝謝你們因為我的邀請而加

入這個團隊，謝謝你們從未對我說過要放棄，就算頂著很深的黑眼圈、很疲憊的

身軀，依舊積極的參與每次的討論跟活動，相信經過這個計畫，你們都變得更加

茁壯且自信，你們真的是非常棒的夥伴，謝謝你們。 

最後也謝謝通識中心的淑慧秘書一路的陪伴、翟本瑞主任的支持，以及呂長

禮秘書、雅婷姐、惠媖及通識中心大家的加油打氣，謝謝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范

特喜的潘冠呈經理、陽光婦女協會的秘書長跟劉依穎執行長、綠能中心的賴奇厚

老師、及願意相信我們的商家及學弟妹們，謝謝大家給我們滿滿的支持跟協助，

謝謝你們給我們一個舞台!!!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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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雪梨 OzHarvest 組織研習 Part 2-剩食超市 
 

蔡惠媖 

OzHarvest 受到丹麥剩食超市的啟發，在去年實驗性地在澳洲雪梨市郊創辦

全世界第一家「商品任你挑，金額隨你付」的 OzHarvest Market 剩食超市。裡面

的食物完全免費！負責收集和包裝上架的都是志工，他們每年成功挽救了 2 萬

噸的食物。在飢餓與食物浪費之間，OzHarvest 透過剩食超市和獨特的商業模式

取得平衡，成功地讓消費者改變購買習慣，並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讓剩食能夠

發揮它最大的價值。不僅打破大多剩食組織的運用方式，限定對象給貧窮或是弱

勢的人，剩食超市是開放給一般民眾的，有效解決剩食問題，也進一步的協助組

織的募款與營運，同時解決食物浪費、消費者需求和供應商食物處理的「三贏」

商業模式。 

而這間超市背後其實是有與 Woolworths 企業做 CSR 連結，由 Woolworths 派

一位管理者來幫忙規劃管理剩食超市，而剩食超市則為 Woolworths 的企業社會

責任，而這也是對於企業及組織來說雙贏的局面。 

 
超市購物:尊榮的待客之道，免費的貴賓級購物! 

你有去過一間超市是有專人帶你購物，幫你提購物籃嗎? 這間超市就在澳

洲的 OzHarvest Market 剩食超市。 

還沒開門，門口就開始出現排隊人潮。購物前，先到用餐區休息，吃點心、

喝咖啡等，稍作等待志工帶你購物。購物時，志工會幫你提購物籃，幫你拿取所

需物品，結束後，還會幫你打包，你完全不需要動到你的雙手，這麼尊榮級的享

受，意想不到的是，全部都是免費的。最棒的是，這些所有參與的民眾，在這過

程中，默默的也加入了拯救地球的行列! 

你心中應該有許多滿滿的疑問，就讓我列幾點跟大家解惑吧! 

◆為什麼這家超市都是免費的呢? 

剩食超市裡所有的食物都是 OzHarvest 拯救下來的食物喔!這些食物原本是

要被丟到垃圾筒裡的，但是被拯救了下來，所以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沒有標價，所

有民眾都歡迎來這間超市購物，拿取所需。也歡迎民眾自由樂捐，因為一塊錢澳

幣，就可以讓 OzHarvest 供應兩個人的餐點。 

◆剩食超市裡的食物是不是都是過期或是爛掉的食物? 

不是的，剩食是被拯救的食物，而不是廚餘。這些食物會變成剩食，有時候

是因為長得不漂亮(俗稱醜蔬果)、快過賞味期限或是罐頭有凹陷等等，但他們都

還是可食用的，而且志工在上架過程中都會再幫民眾塞選把關。 

◆如果都是免費的，不怕東西全部被搬走嗎? 

如果每天都可以將超市清空，那將會是最棒的狀況，但是我們試著將資源平

分，並留給有需要的人。其實會有志工專人帶你購物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志工會



逢甲通識通訊(第 34 期)2019/1/1  41 

 

 

依照每個人的狀況，例如:家中有幾個人，來了解適當需求量，並幫民眾做適量

的拿取，以避免二度浪費。也會告知你每一個區域的拿取樣數，像是蔬菜區可以

選三種蔬菜，水果區可以拿兩種。每天樣數跟數量也會依照當天超市所有的剩食

量做調整。 

◆不怕遇到貪小便宜的人嗎? 

如果真的要防貪小便宜的人，防也防不了，但你只會阻擋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說實在，在這邊有一部分的民眾是來自中國的大嬸跟伯伯，撿便宜的性格，志工

們其實應該心裡都有數。但另外一方面，有一大部分的民眾是遊民或是真的有困

難的人，每次看到他們在超市購物時心中的感激，那才是最重要的。而那些一般

的民眾，其實也是超市最重要的潛在捐助者，我們會用一步一步說明的方式，說

明組織在做的事，慢慢的也會轉變成捐助者之一。 

其實會來者邊的客人大多都是老客戶了，對這群客人來說，這已經變成一種

日常生活，這間超市儼然已變成他們的交誼站之一。某一位客人跟我說，在這裡，

不是只是拿資源的供應站而已，而是一個家，每一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志工會

跟大家聊天關懷彼此近況，也有一個小客廳，讓民眾可以聊天交流。我想，這是

這家超市背後最大的價值吧! 

  
超市的外觀 超市裡的捐款箱 

 

超市架上的食物，這些食物都是被拯救下來的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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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成本超市，有著無限大的滿足。 

這家超市，營運基本上是 0 成本。店面是由澳洲住宅開發商 TOGA 集團贊

助，食物是從各處拯救下來的剩食，店員全是志工，經理及保全是由

Woolworth(澳洲最大連鎖超市)委派，所以這間超市的營運基本是不用花到一毛

錢，但就是因為他的無價，使他的價值無價。 

當你在購物時，你有過充滿感激的購物經驗嗎?當你在工作或服務時，你有

過享受其中、充滿無私的經驗嗎?購物時，會看品質看標籤看價錢，因為付錢消

費，所以總是視為理所當然，而不是謝謝農夫辛苦地種植；工作時，大多都是被

薪水綁架，總是覺得工作量跟薪水不成正比，而不是看到工作中所學到的經驗累

積及成長；服務時，會覺得自己就是免費勞工，會期許拿到志工證明得到讚美和

莫名的成就感，而不是在幫忙當下最簡單的滿足與開心。日常裡，我們的世界總

是充滿著比較、衡量與利益及現實考量，但當所有條件都沒有了，就成了最單純

的美麗。而這就是這家超市美麗所在。 

民眾感激所拿到的食物及資源，不管是拿到什麼，客人都會很開心的拿到所

有的食材。有一次我帶到一位客人，看到架上的每一樣蔬菜及水果都感到驚奇，

說到這些蔬菜水果有多麼漂亮、盡然還有草莓，很感謝每一樣資源。 

志工們享受著跟客人的互動相處，從認識聊天，到變成熟客，記得民眾的偏

好跟需求，甚至像是老朋友，也會互相關心對方。在這邊也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大

哥大嬸們，因為我會說中文的原因，所以變得很親近，他們也都會跟我聊聊天，

關心我，還會捨不得我要離開~ 

而經理投入著想要將超市永續經營下去幫助更多人，了解及認識每一位顧

客，確保每一位真正需要幫助的民眾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資源；照顧志工們的心理

狀況，確保志工們在服務過程中能有最好的時光；控制超市的營運，確保資源能

夠有效的供給。 

這無形的力量，完美運行著這一間超市，而笑容、滿足到感激是最重要的三

元素。不被金錢綁架，意義無限大。 

有人可能會好奇，怎麼可能一家超市店員都是志工?又是什麼原因讓志工願

意每週來服務?我想是因為每次當志工的滿足感，還有情感的建立吧!到這邊就像

是個大家庭，見見老朋友，沒有壓力，很簡單就是直接對民眾服務，心中非常有

踏實感。 

在這邊當志工很累，記得我來的第一週又是腳酸、手痠、肩膀痛，本來想要

放棄，但是漸漸的習慣與愛上這邊的工作。每天雖然很累，但是隔天一早起床又

會期待去超市，可以跟夥伴聊聊天，期待見到喜歡的客人。我想心中的這一份滿

足與期待的感覺，是每一個志工內心的想法吧!而這也是為何 OzHarvest 的志工

團隊可以如此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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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當天大家也盛裝打扮來慶祝節日 食物都是來自貨車拯救下來剩食 

  
民眾開心的購物 志工們也都都跟民眾產生很好的感情 

  
志工會幫客人提籃子跟裝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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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雪梨 OzHarvest 組織研習 Part 3-教育 
 

蔡惠媖 

耕耘了 14 年的 OzHarvest 在整個拯救剩食的系統已經非常穩固，而接下來

的下一步就是- 教育。 

教育方面，OzHarvest 有兩個主要的主軸，分別是讓大家認識剩食議題，以

及教導大家如何減少剩食。途徑很多元，包括對大眾的假日市集、對企業的廚藝

教室、對學生的 FEST 教育課程以及對機構的 Nourish 廚藝課程，甚至也會到一

些博覽會等擺攤介紹。 

大部分的民眾都不會意識到剩食的嚴重性，因為在大家的生活當中，丟掉食

物跟廚餘的產生就像是我們的日常一般，對一個人或是一個單位來說，量可能非

常少，但是把所有的累積量統計起來，將會是很可怕的數字。像是在台灣，光 1

天的剩食量，就能堆出 74 座 101 大樓，一年 38 億元食物被浪費。這是很驚人

的數字，但是我們從來不會注意到。而且雖然我們從小就有教育「誰知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粒」，教導我們要珍惜食物，但是大部分來說還是很多人會吃不完，

因為對大部分人來說，他就只是一道填飽肚子的食物而已，並不會思考到他們背

後所消耗的多少資。以漢堡來說，他就需要花 1 萬 6 千公升的水來製作一個漢

堡，包括像是麵包由麵粉來，麵粉需要種植小麥；蔬菜也需要種植、清洗；肉類

從動物來，養動物也需要用到水等等等，有需要太多需要用到水的地方，但是現

在水資源也非常的寶貴，所以如果浪費食物，同時你也在浪費水資源，所以很多

事情都是息息相關的。不過一般民眾不會知道也不會自動聯想到，所以 OzHarvest

透過廣泛的宣傳與教育，喚醒大家對於剩食議題的重視。 

另外，不只是教導大家要減少剩食、珍惜食物，也教大家如保存食物，並且

運用這些食材到料理裡面。更有開給企業的廚藝教室，用拯救下來的剩食，煮出

一道一道的美食，送給合作的慈善機構。過程中，不僅做好事，也讓合作企業員

工能夠了解這些剩食的力量有多大，並運用每一分食材。 

每一項的教育活動都非常重要，是拯救剩食的最重要一步，這一條路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但是都不開始是不會終點的，很佩服 OzHarvest 的堅強團隊，選擇

開始，讓全澳洲的人民一起拯救剩食。 

這段期間我參與了四項教育相關活動，包括假日市集、廚藝教室、博覽會擺

攤及學校參訪。 

 假日市集:每個禮拜六組織會到雪梨市區不同的假日市集擺攤宣傳，而且是

固定安排好每個月四週各四個不同的市集，然後每個月一輪，以這樣的方

式在消費者心中產生印象及連結，以利建立長期關係。而且假日市集的民

眾也非常樂意捐錢，我參加了一次的市集活動，就募款超過了 2 萬元，賣

出了超過 10 樣的周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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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市集小小的攤位，卻能發揮很大的效力。 

 廚藝教室: 廚藝教室是 OzHarvest 的捐款來源之一，讓企業用付費的方式來

學習主菜，而在課程中所完成的所有餐點，將作為愛心餐，在隔天送到慈

善機構給有需要的人。這個計畫對於企業或是組織都是很棒的互利方式。

對於企業而言，他捐錢給 OzHarvest，同時又可以讓員工跟廚師學習進修廚

藝，增加員工福祉，並清楚知道捐款的資源用途導向；對於組織而言，有

捐款的收入，有免費的人手幫忙準備餐點，又有更多曝光機會讓更多人認

識組織。 

  
廚藝教室是一舉多得的活動，企業捐錢、員工開心、組織又可以獲得資源。 

 
 博覽會擺攤: 研習期間我參加了兩次的擺攤宣傳，方別是 Youth Eco Summit 

跟 Commonwealth Bank Agile Conference。Youth Eco Summit 主要對象是學生，

由學校帶同學到博覽會，讓同學們認識永續議題，所以當天有許多的相關

的組織會到會場，向同學介紹各個組織在做的事情。而當天 OzHarvest 也有

擺攤，並舉辦多場的小型工作坊。工作坊是由 OzHarvest 的員工向同學們介

介紹剩食議題，包括排名前五名的浪費食物排名，還有創意料理思考時間，

最後還有紅蘿蔔的成長日記影片。透過多元活潑的方式讓同學了解剩食。

另外是到 Commonwealth Bank Agile Conference，這間銀行是 OzHarvest 長期

的合作夥伴，也是很重要的捐款來源。所以在這一天的大型研討會，



逢甲通識通訊(第 34 期)2019/1/1  46 

 

 

OzHarvest 也有來到現場，讓更多參加研討會的員工或是合作夥伴能更了解

我們組織。 

  

到 Youth Eco Summit，跟學生做小型工作坊的介紹。 

  
 到 Commonwealth Bank Agile Conference，跟更多的企業員工接觸。 

 學校參訪:該組織也接受學校的參訪申請。研習期間我協助了兩場的學校參

訪活動，同學們直接到剩食超市，我們有專門的志工為同學們簡報剩食的

議題，並且也直接帶同學們參訪剩食超市，也有一間學校的同學們也自己

帶了要捐助的食物來到超市，並親自將這些資源放到超市的架上，是很棒

的教育機會。 

 

  

同學們都很認真的聽志工的介紹，並將自己帶來的食物放到超市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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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0 到 1 再到無限大，OzHarvest 的堅持讓不可能發生 
     

蔡惠媖 

OzHarvest 沒有特別厲害，只是多了份勇氣與堅持。OzHarvest 從創辦人

Ronnie 自己開始，賣掉自己的車，換了一輛貨車後便開始了拯救剩食的行動。一

步一步的，聚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了這個行列，需多志工一做就做了 10 年，

許多人也從志工變成員工，全心為這個社會付出。組織剛開始單純直接的從貨車

拯救剩食，到現在有超市及教育等延伸，為剩食議題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14 年過去了，OzHarvest 已經在許多人心中建立了品牌形象，並且跨足成國際組

織，在紐西蘭、英國、南非甚至是泰國都有據點。 

愛是 OzHarvest 最重要的元素，像個大家庭一樣互相扶持著彼此，不管是員

工或是志工，都想要讓這社會變得更好。而他們相信不管你來自哪裡，不管貧富

貴賤，大家都是一樣的，都有想要做好事的心，都可以加入這個行動，一起改變

這個社會。所以，台灣也可以，讓我們也一起改變台灣吧！ 

  

 
很榮幸可以跟 OzHarvest 的創辦人合照 R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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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巴拉圭國際生獲選廣達國際文化大使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來自巴拉圭的陸薇安 Viviana Ruiz 主動報名參

與競賽並獲選為廣達文教基金會「2018 國際文化大使 Global Culture Ambassador」，

廣達國際文化大使以創新教育促進者為目標，積極推動國際交流，因有許多縣市

中小學孩童未必能有出國或體驗異國文化的機會，期能藉此活動能與外籍生交

流，了解跨國的語言、人文、美食等，本次 Viviana Ruiz 透過媒合安排到台中豐

原區的福陽國小與學生們互動，目前於 12/8(六)及 12/15(六)已辦理了兩次的活

動。 

12/8(六)的活動為福陽國小舉行的是「臺灣主場秀」介紹了台灣米食的文化，

當天開場時校長帶 Viviana Ruiz 現場教唱台灣歌謠「望春風」，除此之外，為了真

正體驗米食炊事，辦理了廚藝大賽，主題為蛋炒飯，現場更讓 Viviana Ruiz、福陽

國小的校長等人親自 PK料理，Viviana更獲得了最佳廚藝獎。接著安排分站課程，

包含：飯糰 DIY、搗麻糬、古早虎頭包三項手作體驗，福陽國小更貼心得在穿堂

準備了「米食百匯」白米粥、沾糖鹼粽、米苔目的美食，更特別安排了爆米香專

車「砰」的禮砲三響，讓 Viviana Ruiz 見識到了台灣的米食文化的多樣性。 

12/15(六)則 Viviana Ruiz 邀請了來自巴拉圭的 8 位朋友及 PMP 的印尼及日

本的國際生們一同參與，當天分享了巴拉圭舞蹈、歌曲、傳統編織、美食 Mbeju 

& Cocido、趣味捏陶、巴拉圭現做飲食賞味與足球技巧，更讓國小生們在穿堂一

同跳巴拉圭的舞蹈，所有福陽國小所有師長、學生和國際生們更一起搭成了人形

火車來跳舞，最後因 Viviana Ruiz 對於環保非常感興趣，也帶著國小學生們用寶

特瓶做環保鉛筆盒，更貼上巴拉圭特有的圖案。Viviana Ruiz 提到：「非常感謝福

陽國小讓我們巴拉圭跟台灣的距離變成近了！」 

在此活動中，雖然 Viviana Ruiz 的只能用簡單中文說明，但她非常努力的用

中文將自己國家的文化介紹給國小學生們，除了能增強了自己的華語能力，也對

自己更加有信心。大家一起來認識 Viviana 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SPnCgfpy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SPnCgfpyL0&fbclid=IwAR1kRWE_Yi4otTncXioBXOglIjUfTTf3ZFFmKur-Ioobu0ZIxwZmJhLN7nI


逢甲通識通訊(第 34 期)2019/1/1  49 

 

 

  

  

  
圖說 Viviana Ruiz 至福陽國小介紹巴拉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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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侍酒師的職業現況與未來 
 
逢甲大學很榮幸邀請到台灣酒研學院（簡稱 TWA）的授證講師聶汎勳先生

蒞臨演講，為各領域的同學們帶來觀光餐旅職涯發展、及侍酒師職業的現況與未

來之經驗分享。聶汎勳講師在成為侍酒師前，是一名頂尖的法餐廚師，但礙於高

級法餐在台灣的市場接受度不比外國，因此轉而投身於侍酒師行業。其中提及日

本是目前亞洲地區侍酒師最具發展的代表性國家，簡述台灣正急起直追的現況，

也進一步分享了成為侍酒師的條件、注意事項及所要經歷的專業訓練等。另外，

為增加同學們的共鳴，舉實例述說在任職期間所遇到的各種顧客狀況及專業的

臨場應對（ex：培養觀察的敏銳度，快速判斷面前新顧客的口味與喜好等），並

開放志願者近距離、實際體驗侍酒師完整的服務流程（ex：事先品酒、向客人確

認開酒、從主人的右手邊進行任何動作等），加深同學們的印象，與會學員熱烈

參與和討論。最後，推薦其最新著作『酒瓶裡的品飲美學』一書，擺脫艱深的商

業語彙、用幽默又不失專業的口吻向大眾傳遞葡萄酒之品飲美學，讓侍酒師這塊

領域更貼近大眾生活，著實讓同學們受益良多。 

  Sommelier Nien, one of the top sommeliers in Taiwan, gave a lecture at Feng Chia 
University on December 5,2018. He has been awarded many prizes and honors, from 
the champion of Penfolds Taiwan Sommelier Competition (2010) and twice runner-up 
of Taiwan’s Best Sommelier Competition (2010&2011). 
  The lecture was titled “LA SECRET DE SOMMELIER”. Since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not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Nien explained what a sommelier is，and 

he shared his self-experience. However, Nien emphasized being a sommelier is a 
profession that is tough on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state. Sommelier is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in charge of serving wine, it belongs to service industry. Patient, passion 
and physical strength are the three main preconditions to become a sommelier. At the 
end of the the lecture, Nien showed the audiences how to open a sparkling wine 
bottle and red wine respectively. 
  Within his dynamic and fascinating speech, the audiences learn and enjoy it a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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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熱鬧!台北校友會日語班歲暮卡拉 OK 
 
由本校台北校友會謝前會長振裕以及傑出校友翁登財、張立義、崔昇祥與北

區統計系友會鄭宗陽等學長所號召籌組之「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在前駐日

資深外交官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義務教學下，半年多來，大家不但學會四十餘

首膾炙人口的日語演歌，也研習了基礎日語文法及日常日語會話的應對要點。 

每週五下午，已成一群校友固定相約在台北校友會館見面，三小時的日語研

習課程，其樂融融。黃老師也應同學所要求的每首日本歌謠內容背景，均詳細解

說，是以了解歌詞真義後，更引起大家學習興趣。甚也教唱罕見台灣民謠「望春

風」翻譯成日語「大地(だいち)は招(まね)く」的歌曲，以及昔日電視黃俊雄布

袋戲裡「苦海女神龍(みなとまちブルース)」、「為錢賭生命(芸道一代、げいどう

いちだい)」等流行歌曲，讓班上校友們彷彿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從前年青求學

時代，尋找往日在母校生活的記憶。 

時值歲末，本班乃循黃老師所提比照日本歲暮(せいぼ)舉辦「忘(望)年會(ぼ

うねんかい)」的建議，並在鄭宗陽班長積極籌畫以及翁登財學長主動表達負擔

車租、餐費的協助下，選定 12 月 14 日(週五)上課時間，前往班上校友周純堂學

長在桃園市經營的「哥法諾西餐廳」進行「移地教學」及「卡拉 OK(カラオケ)大

會」。期以聯誼方式藉收教唱成果，立即受到班上 20 餘位學員的熱烈響應。 

是日(12/14)，由謝前會長振裕夫婦、鄭宗陽班長以及翁登財、崔昇祥學長等

之帶領，同學一行 25 人搭乘專用遊覽巴士，浩浩蕩蕩前往桃園；而本校日籍留

學生長濱由莉佳同學適在台北，爰受邀同行，增添青春活力與喜氣，並可藉機沿

途實際練習日語會話。約 40 分車程，一行抵達目的地後，受到餐廳業主周純堂

學長夫婦率員工熱烈歡迎。 

黃老師「移地教學」按表授課後，即進行本次歲暮「忘(望)年會(ぼうねんか

い)」餐敘。於大家恭請謝前會長致詞、宴席主人翁登財學長領導乾杯，享用豐

盛佳餚同時，翁學長臨場以一首「湯島白梅（ゆしまのしらうめ)」展開歌唱大

會。同學們均依本身喜好，一一就課堂上所學習過的演歌輪流點唱。長濱同學也

選了班上教唱過的沖繩名曲「花（はな）」、「涙（なだ）そうそう」一展歌喉，

引起大家紛紛上場即席合唱，場面甚是熱鬧溫馨。 

席間，意外驚喜地舉行慶祝 12 月份的壽星活動，大家圍著兩位當月「壽星」

學姊，於長濱同學帶領唱日語「誕生日快樂(たんじょうびおめでとう)」歌聲中，

圓滿結束本次「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的歲暮聯誼及卡拉 OK(カラオケ)大會，

大家都歡欣地咸表收穫豐碩，更感謝鄭班長的熱心籌畫及翁學長的溫情資助招

待。由於聯誼效果甚佳，彼此相約盼於學唱八十首日語演歌之後，再次舉辦類此

餐會，增進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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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移地教學」情形之一 

 
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移地教學」之一 

 
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移地教學」之二 

 
祝賀12月份壽星慶生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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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OK(カラオケ)大會之 

 
卡拉OK(カラオケ)大會之二 

 
卡拉OK(カラオケ)大會之三 

 
卡拉OK(カラオケ)大會之四 

 
卡拉OK(カラオケ)大會之五 

 
卡拉OK(カラオケ)大會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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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新聞報導賞析-袁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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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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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經典賞析（李建成老師）」，於 107 年 12 月 4

日邀請袁瑷老師至本校演講，一開始的 24 分鐘影片，介紹土壤的構成、現代種

植水稻和旱作造成的土壤問題，透過影片的介紹讓我們了解我們一般認知的農

耕，從科學角度來看，農作好像不只是把東西種下去，澆水採收而已，而是任何

行為都和環境息息相聯，這些種種知識，濃縮在短短的影片中，中間大量的動畫

讓袁裡變得簡單明瞭，20 分鐘的動畫讓人忘記時間，教授說她這部影片總共被

退了大概９次，但他們團隊卻達到科學傳播的最大精神「用最簡單平常的文字圖

畫來表達傳遞科學知識」。台灣因為廢棄物導致環境污染的例子層出不窮，綠牡

蠣、鎘米、中油煉油廠。一片土地可以因為人類關愛的照顧，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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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新聞報導賞析-李建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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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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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經典賞析（李建成老師）」，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建成老師親自講述他目前正在執行的紀錄片「再會了，白宮」，從拍攝概念到

實際去執行，從台灣到美國，一步一步去拼湊整個故事的全貌，我們只有聽了兩

個小時的簡短介紹，但這背後需要多少人的去尋找，找一個相關的人有如大海撈

針，無止境的投入。建成老師透過各種計劃獲得經費，為了就是能更完整的拍完

這次紀錄片。雖然這部還在拍攝，但期待他完成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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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新聞報導賞析-王文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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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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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經典賞析（李建成老師）」，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邀請王文竹教授至本校演講，教授大談能源問題，從傳統石油能源到新一代再

生能源，也談論電能應用的問題，近月來，英國批准新建核能電廠、日本重啟核

電，但台灣卻是禁忌，沒有人敢於談核電。同時，台灣又要向燃煤說再見，真那

麼容易嗎？近年來，台灣在操作及民粹高漲下，全國彷彿陷入夢境，經濟不振再

加能源這顆未爆彈，更令識者寢食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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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新聞報導賞析-劉宗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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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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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經典賞析（李建成老師）」，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邀請劉宗明教授至本校演講，一般的小朋友不可能叫他看一百多頁的論文，但

都能看完一百多頁的漫畫，若能在漫畫中加入知識，就是最好的傳播途徑。現在

回去看那些書可能覺得有些錯誤，但也是那些簡單的故事，才能引起我更往下的

延伸。雖然都在說科普的插畫，但對於我們大學生最能吸收的就是做報告時能多

用些圖片，在一張簡報中，若是整頁文字，台下的人一點興趣都沒有，即使你講

的再有趣，也是有些瑕疵，若是用圖片先吸引觀眾目光，再補充說明，聽眾有興

趣而且輕鬆閱讀，講者有能不局限於文字，能更自由地講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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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新聞報導賞析-李名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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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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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經典賞析（李建成老師）」，於 107 年 10 月 9

日邀請李名揚教授至本校演講，教授撰寫一篇天文科學文章的過程，從事前資料

收集、採訪前準備、採訪當天和事後文稿，一篇看似簡單的事，要真正了背後才

知道記者並不是那麼輕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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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新聞報導賞析-李依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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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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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經典賞析（李建成老師）」，於 107 年 10 月 2

日邀請李依庭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科學雜誌專題分享。教授談到如果想寫好

一篇的科普文章需要具有「科學性」、「精彩度」、「文學造詣」和一個「好的標題」

等架構。讓學生之後遇到專題研究報告時，能用文學報導的方式輔佐學術研究，

讓更人能淺顯易懂。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34 期)2019/1/1  61 

 

 

外語英文志工隊、逢甲大學電視台、 

通識沙龍志工隊聯合幹訓 
 
透過本周末的活動，讓我們了解更寬闊的眼界，踏出自己的電視台志工隊舒

適圈，進而，發現其他志工隊的目標與努力，除了與志工隊互動之下，更是幫助

我們更堅定屬於志工的驕傲與堅定。 

從一開始破冰，我們懵懵懂懂的拿起紙筆，寫下對其他人的印象，雖然蠻陌

生，但那也是跨出與他人拓展社會面的第一步。從無到有，對他人的印象，以及

每個人的既有定象，但當你聽完每個人的自我介紹，你又會感受新的世界觀，重

新定義每個人的感覺，這也是破冰遊戲厲害的地方，讓大家都能快速的融入此次

的大家庭幹訓，聽著每個志工隊帶來的寶貴經驗。 

藉由這次的聯合幹訓，不僅讓三個志工隊交流互動，也促進彼此志工隊的合

作經驗，感謝通識沙龍志工隊的營隊經驗，感謝外語志工隊的夜市英文導覽，相

信未來有機會的話，希望能再與更多志工隊交流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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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怕迷路，四十天走訪美國、東京、香港 
外文系 黃文和 

 
七月二號，一個人，一台相機，一隻行李箱，三個國家，六個城市。 

興奮裡夾帶著不安，機場裡的廣播混雜著外面的雨聲，穿著半濕透的鞋，此

趟冒險正式開始。這是我的任務，跟著鏡頭 vlog 玩美東。從台灣到香港，再到

日本過一夜轉機，還能記得是晚上十一點多，前往第二的航廈的末班車已過，服

務人員告訴我只能用走的過去，於是拿了張地圖，指了指方向，手機沒通訊，更

沒有網路，就這樣，我迷了路，整區漆黑一片，恐懼感隨著越趨加快腳步上升。

此時在不遠處看見有警察，於是就跑向前，向他問路，所幸警察先生願意直接帶

我走過去，才順利抵達航廈內的旅館，結束這場在旅程出發前就被朋友猜說肯定

會迷路的悲劇，這話情有可原，畢竟去年來日本連看著導航我都走反方向啊。 

轉機後，終於抵達華盛頓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雖說是華盛頓最主要

的機場，但離市區足足有一小時的車程，有了前天在日本迷路的前車之鑑，提前

在候機的時候把到達華盛頓市區的交通都給打在記事本上，於是順利抵達華盛

頓市區，此趟美國夢開始。在地鐵售票機前，隔壁的黑人婦女要我幫她拔出她的

metro card，我想也沒想就說了抱歉，大概是出發前就收到來自各方親朋好友學

校老師的提醒使然，要我多加注意黑人，她接著說指甲太長了拿不到卡，而後我

才幫了她。事畢她見我看著機器一臉茫然，幫我買了 SmarTrip，還教我怎麼搭到

旅館，語末是最熟悉的 have a nice day，也讓我對於那些提醒卸下心防。當天也

為了調整時差，報名了青旅的 city tour，來回走了四小時的路。 

七月四號，旅程的第二天，剛好是美

國國慶日，在旅館電梯裡跟一位老先生聊

了幾句，他跟我開玩笑說也許能看見川

普，在咖啡廳買了杯咖啡後亂走亂晃，還

能記得路上遇到一位老夫婦對我說 Good 

Morning，我喜歡美國人隨口的問好，一

開始總不太適應，後來就慢慢習慣了，就

像習慣美國速食餐廳的飲料可以免費續

杯一樣習慣。看完國慶遊行後，回旅館充

電，等待晚上最精彩的國慶煙火。這天整

個區內的戒備十分森嚴，白宮附近也提早關閉開放，進出看煙火的地點，Lincoln 

Memorial 的大草皮上，得先經過安檢才能入場，安檢人員是一位黑人女生，出

場買了東西回來吃再入場時，刻意排了別的隊伍怕遇到同個安檢人員。”I think 

I just saw you."這麼剛好是她，接著說 "I can just let you go. Ok you're good to go. 

Enjoy.”“You too.”我說。煙火很美。 

回旅館的路上，現在想到仍然餘悸猶存，煙火散場後，就像跨年後的人潮洶

 

警察模糊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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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街上可熱鬧了，突然一位黑人男生對著我說“Come on man.”並帶著猥瑣的

表情，我故作鎮定並加速離去，為了確保他沒繼續跟上，轉了頭，卻朝向我走來，

我抓了手機打給在紐澤西的朋友，並奔跑過了街，一切才落幕。就是這樣吧，即

使看過 Dear White People 這類以黑人為主軸的影集，即使一直對黑人議題感興

趣，又即使知道歧視不應該存在也不能以偏概全，不過隻身一人，我不得不敏感

些。 

搭了地鐵，轉了公車，隔天趁著國慶日折扣到隔壁州 Maryland 逛逛，

Maryland 的黑人比例更是高，犯罪率及治安長久以來是一大疑慮，好比在往

Maryland 的地鐵和公車上都是黑人，甚至推著行李在車廂兜售。在回程的時候

找不到站牌，遇到西班牙的遊客，向他們問了路，於是一起搭車回到地鐵站。回

旅館前繞了兩條街買晚餐，在路邊的一位男子對我大喊"voulez-vous coucher avec 

moi" 還好也是懂些法文，尤其這種連在美國就算不會法文的人也會懂的句子，

這次頭也不回，快步離去。 

七月八號，我在費城。獨自一人在外快一個禮拜了，有些情緒開始發酵。舊

城區的步調很慢，生活很愜意，卻無法享受這一切，思鄉、牙痛、不適應，全部

混雜一塊。為了讓自己忙碌點，只花了一天的時間把景點跑完，預計停留五天的

行程，也提早兩天，訂了車票前往紐約這顆大蘋果。 

七月十一號，搭了 Mega Bus 到了紐約，路上遙望著紐約天際線，小小的曼

哈頓島上是密集的摩天大樓，New Yoker 的字樣高掛在大樓頂端，好鮮明。滿溢

的期待與興奮，黃姥姥就這樣闖進紐約大觀園了，一切好不真實，平常在影片裡

出現的場景，就在眼前。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期望越高，摔得越重。紐約街頭的髒亂、污水、臭味，

徹底讓我對紐約幻滅。以前總聽人家說關於紐約的髒亂，地鐵的尿騷味和老鼠，

我總是抱著懷疑的態度，畢竟在台灣也不見得乾淨，到了這裡才能真實感受他們

口中的種種。 

在紐約的第三天，接到波士頓沙發主人來信息，內容是他臨時有事無法在那

段時間提供我住宿，一個晴天霹靂，上網查了房價，倒抽了好大一口氣，於是只

能割捨在波士頓長達七天行程。我想自助旅行就是這樣，充滿各種變因，臨時更

改行程，一切都是那麼彈性，那麼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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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的日子超過半個月的時間，時代廣場五顏六色的廣告電視牆、中央公

園的面積廣大、自由女神的堅毅、熨斗大樓的奇特外觀、各個大大小小的博物館、

世貿中心的玻璃樓身映照著藍天白雲、911 紀念水池的歷史記憶、橫渡布魯克林

大橋眺望曼哈頓天際線、中國城裡的台灣菜，種種一切都讓人懷念。讓人無法忘

懷的無非是時代廣場充滿各個騙觀光錢財的人士，其中以穿著卡通服裝要跟你

拍照最為大眾，而我呢，以為逃過這把戲就能安然無恙，殊不知一位拿著 CD 的

男子應推給我說 It's free，問了我名字後在上面說是簽名，就跟我收了一塊，在

我打開錢包的當下，他見我有其他面額的紙鈔，於是獅子大開口，把 20 美金給

拿走，我覺得不對，於是把他叫住並要他把錢退給我，他這才還我 12 塊錢走人，

不是啊，我說剩下的八塊呢！  

七月三十號，去不了的波士頓，來了水牛城。看了世界三大瀑布之一，世界

七大奇景之一的尼加拉瀑布，搭拉霧中少女號近距離觀賞瀑布，真是可遠觀而不

可褻玩焉，遠看是那麼地美，近看雖說壯觀，但船開得很進去，即便穿上雨衣也

完全被水淋得睜不開眼啊，是有一種花錢受罪的感覺，不過都來了，還是得體驗

一下。尼加拉瀑布行跨美加邊境，過了橋就是加拿大，聽說從加拿大面看，更加

壯觀，能夠看到瀑布全景。 

八月三號，回到華盛頓機場，準備搭機離開了。好喜歡在美國的慢旅遊，每

天自然醒，想睡就一點就賴一下床，抓著相機、手機、錢包就出門，沒電了就回

旅館，喜歡在岸邊啃著冰淇淋呆坐整個下午，喜歡這裡早晨微涼的風，熱卻不濕

黏的天氣，喜歡每個問候，每個語末的 have a nice day，喜歡速食餐廳的飲料可

以免費 refresh，一切都好喜歡好喜歡。記得那天在布魯克林的岸邊，望向曼哈

頓天際線，天湛藍，我在想，還有機會能來啃這顆大蘋果嗎？一部分的我不屬於

這裡，街頭的髒亂惡臭、擁擠的城市、飛快的步調，尤其昂貴的物價太不 foodie-

friendly。 

八月五號，我在香港，在訂機票上動點巧思，不僅花不到一般航空的半價買

到五星級的 ANA 全日空，在日本轉機九小時，去看了東京鐵塔，在東京逛了逛，

還能將省下的錢在香港玩了六天。 

計畫內容以拍攝 vlog 為主向，旅遊為輔，用影片紀錄旅遊的過程，每天都

要帶著相機出門，每分每秒都在攝影，前一晚忘記充電，隔天拍沒多久就沒電的

悲劇常常發生，回台灣後整理檔案發現有近 300 個片段，在整理以及剪片的過

程中，體會到 youtuber 的日常剪片生活，如果沒有構思整部片的內容，最後整

理起片段會不知所措，找配樂、後製、調色等，從零開始慢慢摸索，也讓我對於

影音創作這方面更有興趣，剪起片來忘記時間，忘記吃飯，看著整個影片從無到

有，心裡很踏實。許多人總覺得，新媒體創作者，不就是拍拍片嗎？這才發現，

即便他們口中的拍片，都不是那麼的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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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那麼勇敢，僅僅是想送給自己一份大禮 
 

會計系 莊淳奕 

站在新千歲機場的觀景台看著起降的飛機，14 天前我也剛降落在這片未知

的土地，展開只屬於我一個人的旅程。 

一開始我曾為自己找許多藉口放棄徵選國際體驗計畫，寫計劃書花太多時

間、總要在下課時匆匆趕著聽國際體驗的分享會、一個人旅行會不會遇到什麼危

險、出國前要安排好多事情……，心中如此多的負面想法，在經歷一番糾結後終

究抵不過一個念頭：我現在如果不踏出第一步去嘗試，而等到機會溜走才後悔，

不就成了遺憾嗎？ 

一個人旅行要做的功課很多，行程路線的規劃、交通住宿的安排、預算的考

量等，準備半年多到了國外，又面臨大大小小預料之外的事情，都得獨自面對處

理，旅行途中有時會因為各種因素亂了自己旅行的步調而覺得身心俱疲，可能是

迷路，可能是與人之間溝通不良，可能是因為天氣，可能是交通工具誤點，但無

妨，找間咖啡廳點杯咖啡或是餐點，坐下來休息片刻，調整自己的節奏後，再繼

續邁開步伐向前走。 

周遭親朋好友總說我很厲害，敢一個人去旅行，但其實我沒那麼大膽，只是

想完成我心中一直存在的目標，也想讓 20 歲後的自己在做決定時更加篤定，不

再時常猶豫不決。踏上旅程之後，藉著那些「需要自己做決定」的時刻，訓練自

己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面對過醉漢在房門外咆嘯、在同一個地方迷路好幾

次、遇上搭乘的列車撞到人，我也長了一點勇氣，對自己又有不一樣的認識。 

或許有天在我徬徨，不知道想要的是什麼時，會想起這趟旅程帶給我的故事，

那時的我逃離了屬於自己的舒適圈，給自己一個成長的機會，不關乎別人，而是

只屬於我自己的感受，成為我人生特別的一頁，當回到了舒適圈時，也要讓日子

每天都過得有意義、有目標，是需要努力的。 

  

觀景台的風景 札幌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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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的觀光者心態 

多一分心思觀察，讓我更認識越南 
 

財金系 葉芷君 

觀光客心態的當頭棒喝。 

在胡志志明市的街道上充斥著高樓大廈，各國旅客穿梭其中，到了夜晚這光

鮮亮麗的城市卻變了樣，看見社會中的低層舉家露宿街頭，那些是我們走訪這座

城市的道路同時也是他們的家。 

路旁時不時遇到母子販賣小物貼補家用，我們無法確定他們是否是詐騙集

團下受害者還是真的需要幫助，因此我們將多買一份的法國麵包向他們分享，內

心深怕他們不願意收下，沒想到他們展開笑容跟我們收下，母親開心的將一半拿

給身旁的孩子，路旁的大叔也向我們微笑示意。當下的感受很複雜，事實上那份

是我們吃不下不想浪費才分送，但在他們眼中卻是這麼珍貴，真的好羞愧，明明

我們是來越南做公益旅行，但我們卻被自己的觀光心態沖昏頭，買了過量甚至浪

費，感謝他們不嫌棄的願意收下我們分送的食物，同時感謝他們的出現提醒我們

凡是適量，因為在這世界還有些人無法溫飽，所有資源不應該被浪費。 

那些故事成就了現今的越南。          

歷史的殖民，讓越南有了「小巴黎」的稱號，在那美麗的建築背後，是殖民

強權的侵占，美麗的鵝黃色則是法國各處殖民的象徵，在世界的各處標記著。在

我們欣賞建築的同時，也能思索在過去越南人經歷的過去，這能夠幫助我們更感

同身受了解他們的文化。 

來到了胡志明紀念館,我看見的是越南人對胡志明先生的敬愛，擺放在陵寢

的花草都有著深層的涵義，河內大學生細心的為我們細說胡志明的總總事蹟。此

外我發現在社會主義思維下當地學生的想法跟我們有所差異，他們深信著上位

者能帶領他們迎向更好的未來，而他們要做的只是自顧自的好好的生活。那些困

難的事情,就留給上位者煩惱吧!這些差異同時也可以在越南國內觀察到,例如:過

去南北越的分裂在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勢力的影響下，南北越人對於外來文化

接受度也有所不同，這些在我們執行「淨街」活動時也能實際感受到，例如：在

胡志明市的公園我們不時被當地人關注我們在做些什麼，甚至有人前來向我們

談話；在河內我們則是被當成當地清潔人員，對我們淨街的行為不以為然，甚至

指引我們哪裡還有垃圾應該要去那裡清掃才對，在淨街活動的推動上較難有成

效。 

參訪火爐監獄，那裡保留部分過去監獄樣貌，狹小的空間壓迫的感覺讓人身

心都有種強烈的不適感，講述著當時的越南政治犯是如何在困境中取回國家的

自主權等…如果沒有參訪這些歷史遺跡根本無法體會是甚麼背景造就現今的越

南，何種困境讓越南人這麼努力想突破現狀，我們又該有甚麼權利戲弄那些為了

加計來台求溫飽的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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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小都還是能被看見… 

在越南進行淨街,非常有成就感!不到短短幾十分鐘我們幾乎就能撿滿整大

袋的垃圾,同時也會因為太多垃圾感到很無力,撿完一處抬頭一望又有更多垃圾

在周圍,似乎沒有撿完的那一刻,最後感到有一絲無力,我們三人到底能做些什麼

成效?我們的力量似乎太過渺小,甚至有想放棄的念頭。不斷受到異樣眼光的注視,

開始有些不舒服…就在那一刻有一位年輕人(感覺與我們年紀相仿),前來詢問我

們在做什麼?並稍稍介紹了自己,從他的眼中我看見自己被重視、認同。從一開始

遠遠觀察我們,到願意與我們談話最後甚至幫忙我們撿垃圾協助我們清理這座公

園。 

我們不只影響了當地人,我們甚至影響了其他外國觀光客,一位不知從何來

的女生跑向我們,快速為我們撿起因起風而飄散在四處的垃圾,最後用越南文向

我們道謝,他的快閃讓我們來不及訪問他,甚至來不及向他說明其實…「我們不是

越南人,我們跟他一樣只是一個觀光客,但我們想藉助自己的力量讓這座城市回

到他原本乾淨、美麗的市容。來不及與他分享「淨街」這項活動,但他們的行為

足以帶給我們持續執行任務的動力,讓我感受到儘管力量再微小,都是有機會被

看見,在還沒影響他人之前,我們必須堅定認同自己所做的事是對的事情,既然是

對的事情就應該努力持續做下去,不用去在意那些異樣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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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的姐姐 
 

土管系 陳鈺雯 

我們所住的泰國華欣飯店外，有個當

地市場市場，裡面的東西幾乎是曼谷的一

半，雖然不大但值得一逛在逛，因為裡頭

有最道地美食可以品嘗，老闆也很熱情的

與你問候，即使我們聽不懂泰文。由於我

們不會說泰文當地人也不會說英文，當我

們有問題想問老闆時只能比手畫腳，像是

多少錢要指著商品再指著錢老闆才會知道

你想問價錢，有次我們想問食物能否放冰

箱隔夜食用，比手畫腳不可行，就連使用線上翻譯也不可行，這時出現一位姐姐

問我們 May I Help You，經過一番英語交談及線上翻譯，姐姐瞭解我們想問老闆

的問題並且用泰文詢問老闆，心裡是一陣雀躍!在泰國的鄉下地方遇到會說英文

的人!不僅如此她還幫助我們頓時感覺到泰國的人情味。有顆幫助他人的熱情及

熱心很重要，當我身在國外時聽到有人說中文會很興奮聽到有人說英文會覺得

很慶幸，聽到有人說不知名的語言會覺得很困惑，但這趟旅程我遇到了好心人用

英文幫助我，印象中的東南亞是很危險的地方，從沒想過會在那裡受到他人幫助，

因此未來不論在台灣還是在國外當我遇到需要幫助的人我會很樂意盡我所能幫

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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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越南的衝擊 
 

企管系 許淇真 

18 天的國際體驗計畫，我和兩位同學選擇來到越南，一個時常聽到的國家

卻又很陌生，出發前對越南並不是很瞭解，但因為身邊的同學、舅媽或者外籍移

工都是越南人，所以對越南這個神秘國度十分好奇。 

我們預計從南部胡志明市慢慢玩到北部的河內，越南首都。在南部時我們參

加了一個當地的旅行團，三天兩夜的湄公河之旅，團員加上越南導遊總共 12 個

人，有越南人、法國人、韓國人跟我們三個台灣人，乘坐這空調很弱的廂型車 5

個小時抵達湄公河附近的水上市場，終於看到歷史課本上東南亞最長的河流，但

河流的顏色像泥巴一樣，十分混著，也充斥者各種東西木頭、死魚、水桶等等。

上船前，我們先跟當地人家借廁所，屋內昏暗，許多東西都長灰塵，廁所與廚房

緊鄰，牆壁不知道是發霉而那麼黑還是本來就黑，廁所小小的就一個茅坑，要用

水瓢打水沖下去，環境蠻嚇人的。 

上船後，沿者湄公河可以看到許多水上人家，就直接在船邊洗澡、洗碗、洗

拖把或水果，而大部分的生活起居都在船上，並且被許多觀光客拍照、觀看，生

活並不好過，但觀光客仍是他們收入來源，例如開船、租借船隻、在水上市場賣

水果拉高價錢，騙觀光客。原來湄公河的居民是靠者這些辛苦賺錢，過著簡樸的

生活。 
  

  

晚上回到住宿地方附近吃晚餐，走在路上不斷有約十歲左右的小朋友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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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手一下合掌，一下又手掌著上一直乞求，跟者我們至少五到十分鐘，等

到團員給了他們一點錢後才走，有的甚至又再帶著更小的弟弟妹妹乞討。其實當

時內心很害怕，擔心他們會不會搶我們的錢，而且看到他們苦苦哀求的表情，怕

一旦給錢後，會一直過來要錢，雖然很心疼這群小朋友，但給錢根本無法治標，

我們也實在無能為力，只希望他們未來的小孩能不用像他們一樣到處乞討，而是

能好一點的生活。 

後來幾天到了河內，體驗”沙發衝浪”免費借住當地人的家裡，可以藉由表

演才藝、煮家鄉菜等等來回饋借住家的主人。我們在網路上找到一位單親媽媽，

獨自扶養一個 8 歲、一個 3 歲的女兒。當我們到她們家社區時，很訝異，因為這

裡十分高級，由韓國建商蓋的社區，有 2、30 位警衛，一樓有許多公共設施，泳

池、圖書館、連球場、健身房、育兒中心、遊樂場，居民一半是韓國人一半是越

南人，附近也有韓國超市、補習班、餐廳等等。 

沙發衝浪主人的女兒八歲而已，完全不害怕和我們這些外國人用她所學的

英文與我們聊天或玩遊戲，想必媽媽一定花了許多錢給她學英文，而三歲的妹妹

也會說些簡單的英文單字像是顏色、數字、物品等等。吃完晚飯後，晚上我們和

小朋友們無憂無慮的在社區玩遊戲，有許多警衛，十分安全。遊戲結束後，八歲

的大女兒又去寫作業、練鋼琴。連我都很羨慕從小就有許多資源，學習各種才藝。 
  

這次越南之旅看盡了富人與窮人的生活差異，也實際體驗了。當我們在豪宅

社區裡時，仍不敢相信我們從貧苦的水上人家來到這個設施高級的住宅，心裡很

是複雜和惆悵。回到台灣後，現在回想起越南體驗過的一切，覺得自己很幸福，

不用為下一餐沒東西吃而煩惱，十分知足現在能坐在課堂裡不斷的學習、接受教

育，獲取知識和能力，也很感恩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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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的自由身，克倫族的故事 
 

建築系 陳筠禎 

許多流落在泰國的緬甸人會說：「我在邊境出生，在邊境長大。」好像「邊

境」就是一個國家，就是他的全世界。 

在象園的象伕老大 Karahan 幾天前語重心長地訴說著克倫族的故事?緬甸人

口不多，卻存在著無數個少數民族。然而「民族共融」不可能在緬甸成真，並不

是因為各少數民族間的齟齬，而是軍政府長年的打壓。其中，克倫族（Karen)就

深受其害。 

於是乎克倫族成了一群無國籍、無身分的人民，且在象園工作僅僅憑著一張

不知合不合法的工作證。他們想要取得身份必須經過繁瑣程序，同時也違背了民

族認同，因此安於現狀成了他們現階段的唯一選擇。儘管克倫族的後代只要在泰

國出生就能成為合法公民，孩子們的教育成了另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Karahan

說到：「孩子還小的時候我有能力照顧他們，但我的薪水不多，他們長大後如果

想追求更好的學習，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辦啊⋯」當下的我感到一陣鼻酸，甚至有

股衝勁想留下來幫助這群孩子，然而，我們終究得回到各自的崗位、過著截然不

同的人生。 

這十天的短暫交匯，我們看見的不只是如何照護大象，其實整座象園存在著

許多更深層、沈重的議題。「邊境」是一個模糊曖昧、衝擊交融、離合流轉的臨

界區，如同這座象園，無論是大象保育與觀光並行、園區的發展趨勢或者克倫族

象伕的依歸都仍是不確定值，但願樂觀與純樸的心能領他們前往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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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會 
 

財經系 宋沛蓉 

每個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會因為家庭教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個性，而每個

人在不同國家因未接受不同的文化衝擊就會有不同的生活習慣，而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平凡，若是良性的溝通即是好的交流，但也有可能因為溝通不良發生衝突

或爭執。而整趟旅程中，最期待的則是會遇見甚麼人，而那些人帶給我甚麼衝擊

及我意想不到的收穫。 

在泰國，隨處可見的是計程車和嘟嘟車和摩托車式的計程車，在柬埔寨嘟嘟

車則比計程車普遍，不外乎我們為期二十幾天的旅程都靠著搭車到每個景點。因

此也遇到不同個性的司機，嘟嘟車的司機用飛奔的速度開著車只為了趕快把我

們載到目的地，在路上瘋狂的按著喇叭感覺個性有點急躁。我們坐在後面都抓緊

把手，感覺快飛出去了，並驚呼下次別再搭嘟嘟車了，但對我們來說這也是個很

特別的體驗。 

這趟旅程中，也遇到人很好的司機，曼谷車水馬龍每天都在塞車也遇到司機

沿路跟我們聊天，跟我們介紹哪裡可以玩，哪裡有好逛的夜市可以逛。因為人生

的地不熟的所以很多時候用 app 叫車我們期時找不到司機在哪個位置，但遇到

的司機人都很好，都跟我們說找到一個大地標等著，他開車過來找我們，這時心

中的恐慌就大幅降低了，好幾次我們都怕司機不來在我們了。 
  

在華欣三天遇到的司機，人非常的友善，每次都比預定的時間還提早十分鐘

到，最後一天與我們開心的合影！路上當然也有遇到脾氣很暴躁的司機，但也有

遇到很好的路人，當我們找不道路的時候主動來詢問我們有沒有需要幫忙，在逛

華欣當地的市場的時候，因為攤販不會說英文也遇到很好心的路人即便手上已

經拿大包小包的東西了還是願意停下腳步問我們有甚麼需要幫忙的地方…或許

是這樣簡單的小舉動讓這趟旅程變得更加有趣更加溫暖。在暹粒三天遇到的司

機也沿途為我們介紹景點，也一直為我們找小路希望不要因為塞車而拖延到我

們的行程，當時剛好遇上柬埔寨的選舉，路上有許多遊行，不清楚狀況的我們一

問司機才知道原來這是他們選舉前都會舉行的遊行，表達他們對各自候選人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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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執行，參訪 SALASUSU 的工廠時，為我們導覽的姊姊也是台灣人，他是

那邊的實習生，知道我們到當地執行公益也特別詢問我們是否需要協助，也約我

們出來跟我們聊天，在異地遇到台灣人真的特別有種親切感呢!   

其實讓別人感受到溫暖的方式很簡單，一個簡單的舉動，一個微笑，都能讓

人對你留下好印象，如果說遇到語言不通的時候該怎麼辦，那就是出一個善意的

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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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面具 
 

財經系 林秉嫻 

在這趟旅程中，我覺得最有意義也最印象深刻的故事就是我們一連兩天的

參訪行程，第一天是我們拜訪皮雕孤兒院，在那裡我們看到了很多孩子，有正在

做皮雕的也有正在學習的，每個小朋友看到我們的拜訪，都很熱情的打招呼，當

我們想要製作皮雕當作紀念時，他們也都很認真的為我們製作，也努力指導我們，

雖然我們沒有基礎，手也不巧，但是不管我們花多久時間，他們依舊很有耐心，

直到我們完成作品，看到他們如此樂觀的看待生活，不因為外在而依舊充滿著自

信，內心是充滿震撼的，他們的堅韌讓我們看了很是心疼。 

第二天則是在參訪 salasusu 的工廠，這個工廠是由日本人創建，是一個提供

弱勢婦女工作的地方，他們成立了 10 年，從無到有，並且有了一套完整的機制，

從學習健康飲食、藺草製作，都是為了讓婦女們靠著一己之力在社會上生存，當

我們去參訪時，看到裡面的婦女認真工作的模樣，可以看的出來，他們很開心，

靠著自己的努力，而收穫美麗的果實，看到這些畫面，內心有說不出的感動，在

這兩天的參訪中，我覺得讓我學習到了很多，因為我的生活環境很安逸，讓我覺

得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應該的，讓我忘記了自己抓住機會、挑戰生活的衝勁，可

能會有挫折，但也只有自己成長了才能有所收穫，所以我覺得這些兩天的感動是

我最想分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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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習慣」說再見 
 

土管系 李芸珊 

今年是我人生第三次出國，也是我第三次透過參加逢甲通識中心舉辦的國

際體驗活動走出台灣邁向世界。前年我 19 歲，人生第一次出國第一次搭飛機，

自助旅行 23 天，探索荷蘭與比利時。去年我 20 歲，成為家扶基金會公益旅行

的一份子，用我從未嘗試過的海外服務學習和團隊合作的方式影像紀錄 19 天，

探索吉爾吉斯，並在家扶活動結束後，至新疆喀納斯徒步旅行 15 日。 

在每一次的出國體驗結束後，我都會問自己藉由此趟旅程，我從中有了什麼

樣的轉變和收穫?人生第一次的自助旅行，我身處異國他鄉所以壓力非常大，但

我學習假裝勇敢，並在假裝勇敢的過程裡，我學習如何勇敢；第二次的旅行我了

解到機會並不是留給準備好的人，而是留給懂得把握每次機會的人，我們應該給

自己多一點的勇氣去嘗試與挑戰新事物。而我今年所參與的國際體驗活動為公

益旅行是由逢甲大學、家扶基金會與中國陝西婦源匯三邊合作的計畫，由 8 位

逢甲大學生至中國陝西山陽縣當志工，協助婦源匯辦理四所小學的夏令營活動。

而我在此次的旅行中我從中學到了什麼呢?     

過去的我其實很受保護也習慣依賴別人，就以我消極的學習態度為例，每當

課堂上需要小組上台做簡報發表時，我從來就不是那個會自願站在講台上演講

的人。原因有二，我始終不相信自己有站在台前侃侃而談的能力，所以每次小組

分工時，我只專挑我比較擅長的文書工作來做。另一個原因是，分組時我總是會

和之前已經合作過許多次的熟人再次組成小組，而他們每一個人除了口條都相

當不錯外，也都非常樂意地自願上台簡報。久而久之，我逐漸習慣這套分組報告

模式，進而養成了強烈的依賴心態，因為我知道就算新學期有數不完的報告要做，

但只要我繼續待在這個小組裡我就可以逃避每次的上台發表。我一直以為我在

這過程中賺到了，殊不知，我早已經錯失了無數次能夠自我鍛鍊的寶貴機會!同

時我也漸漸體認到雖然我在大學三年投入許多心思於形形色色近百份的報告，

但老實說這對我在學習的道路上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因為我沒有在和他人合作

的過程中進步反而是停在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而已，到頭來我還是只會做我熟悉

的事，卻不曾做過我不擅長的新鮮事。 

以前的我習慣走同一條路上學、習慣在同一家餐廳用餐、習慣去同一位老師

所開設的課程學習等，因為我以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省時又省力。但

相反的，我也因為太過沉溺於舊的事物便對安逸產生強烈的依賴，反而造成我的

感知能力下降，對很多新的事物、我不懂的事以及我沒接觸過的事都不願意探索

與挑戰甚至害怕創新。於是，當我認清「習以爲常」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情後，我決定往前跨出一步，不再畏畏縮縮! 因此當老師指派我作為此次中國陝

西夏令營 8 人小組的組長時，我便答應這項任務，鼓勵自己把握此次我跟「習

慣」說再見的難得機會!雖然這對我而言是一項艱辛的挑戰，因為一直以來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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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何扮演一名配合度極高的組員，卻對如何作為一名組長一竅不通，「組長」

這二字真是既陌生又沉重啊!但為了打破自己那個萬年組員的身分，因此就算我

知道身為一個團體的組長因為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所以壓力會比其他組員來的大，

根本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我更希望自己能在這過程中有所蛻變與突破。 

對於此次的中國陝西夏令營，我擔任組長作為其他 7 位組員、學校師長、家

扶社工、婦源匯社工、中國志願者等多方溝通橋樑的聯繫者，我給自己第一次擔

任組長的整體表現打及格分數 60 分，但我給自己的勇氣分數打滿分 100 分。縱

使我知道我此次身為組長的表現並不完美，過程中也與組員因為教案的事在溝

通上產生摩擦，確實尚有諸多地方需再加強改進；但我也肯定自己當時的那份勇

氣，因為我大可跟老師說我不願意擔任組長，請老師另找更適合的人選，但最起

碼我不再退縮，而是開始正視自己的不足並嘗試做出改變。 

以前總是沉溺於習慣及停滯於現狀的我，藉由這次的公益旅行，讓我內心那

股突破自我的勇氣好像開始流動了，我最大的轉變就是我強迫自己脫離既有的

舒適圈，跟「習慣」說再見!在這個我逼自己成長的過程中，我開始嘗試一些以

前沒做過的事，雖然有時仍會害怕，但我想這就是所謂的成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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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再見～～ 
 

企管系 洪雨萱 

那天坐在餐廳裡，我們討論起大家在山上最後一天的情景，驚訝是！原來我

們是四所小學裡，最傷感、哭的最誇張的（因為我們是唯一一所小孩和我們同住

校園內）。 

    回想起那天，播完 7 天回顧影片，現場鴉雀無聲，而後隱隱約約開始有了啜

泣聲。一個兩個都開始哭起來了，這有點讓我們措手不及，但行程仍然要繼續!

一張張結業證書，由我們親自頒給自己的小組，並為他們每個人說一段鼓勵的話，

現場氣氛可說是盪到谷底，有些小孩哭到話都說不出，有些眼淚像水龍頭的水狂

流不止，我永遠記得，孩子們說，都難過死了飯怎麼吃得下，沒有錯夏令營結束

後，離我們離開還有兩小時。 

所以仍像往常一樣和小朋友吃中飯，完食後，有些孩子陸陸續續被接回家了，

而有些則留在學校倒數著我們的離開，這時，一位小朋友默默坐在我身旁，輕輕

的幾句，姐姐你是不是永遠都不會再來了，我們是不是不會再見面了，這是不是

最後一次和你說話了，我不敢看向他。 

因為我也清楚這些話可能將變成事實，我知道這 7 天每天將近 24 小時的相

處，對於要說再見真的有點難，他掛著兩行淚告訴我，他希望有天我們能再次再

見，我不敢承諾他，只能給他一個擁抱，告訴他，人生有緣我們可能會再見，而

我希望你記住著 7 天的美好，往後開開心心的，也要像我寫給你的小卡上那樣。 

不管面對什麼事，難過只能一下下，要開開心心面對接下來的事，希望這燦

爛的笑容永遠掛在你的臉上，我們後會有期!記得我坐上車後，在後頭的他，不

再是哭喪著臉，而是燦爛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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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相同但文化大不同-在中國旅行一個月的日子 
 

國貿系 吳奕潔 

今年暑假參加了學校的計畫到中國陝西西安協助當地機構舉辦夏令營。在

中國旅行一個月，遇到了許多跟在台灣生活不同的事情，印象最深、最難忘的事

就是那個吧…..旱廁。一條溝，溝裡有著之前上廁所的人的排泄物，蛆在裡面爬

著，爬著爬著還會爬到腳邊，時時刻刻都要注意著腳下，深怕一個不小心就踩到

軟軟的還一直在扭動的蛆。 

廁所中的每一條溝，都只有左右隔板，前後面則是一面面對牆壁，一面面對

外面，但是沒有遮蔽物。第一次上廁所時，一直猶豫著頭到底要面向牆壁還是面

向外面，想了想還是頭面向牆壁好了，因為面向牆壁那邊的溝還有著蜘蛛網，假

如屁股向牆壁，怕一個不小心就碰到了。每次都以這種方式上著廁所，直到有一

次看到別人上完廁所站起來時是頭面向外面的，我才知道原來我好像搞錯方向

了，不知道對方進來上廁所時有沒有看到我的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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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電視台大小事 

第二次隊課《鏡頭語言》 
 10 月 4 日星期四的隊課，由電視台志工隊督導－振宇老大親自傳授鏡頭語

言，一幅幅畫面如何傳達語言，讓閱聽者藉由構圖讀懂導演想傳達的意思，也介

紹一些鏡頭運動的專業術語。在之後看電影的時候，除了看劇情外還能去思考他

這個鏡頭怎麼拍、運鏡如何，如果之後拍影片，是不是能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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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隊課《靜態攝影入門與活動紀錄》 
   

來自新生的心得：看了某部機器人動畫之後對攝影開始感到興趣，所以參加

電視台志工隊。值班內容豐富，可以學到很多，以前在相機上完全不敢亂動的，

現在都明白了，即使是我應該可以隨心所欲使用得當。以及，目前感到最有興趣

的是縮時攝影，拍起來的效果超酷，想要拿來拍夜空跟河岸邊的夕陽還有棒球賽

和移動中的人潮之類的，逢甲夜市外面應該很適合最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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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隊課《採訪ｉｎｇ》 
   

新生心得:「這次隊課分享了從台灣到非洲的拍攝經驗，想精進拍攝技術就可

像學長多加拍多參加比賽，累積經驗，在菜的鳥都有出頭天的時候。以及主播實

習的背後花絮也都令人感到意外，明明都是事實經過剪接後卻變了味，只截取能

夠吸引收視的段落，使許多事情的事實都被掩埋在利益下，多麼悽慘。實作的部

分很有趣，不過在那要先做好器材的準備，不然會發生有畫面無聲的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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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電視臺志工隊日常值班 
   

本次隊課講解了攝影的最基礎、必要的知識，新生在之前的值班也許接觸過

很多次，但可能有些地方還是不太明瞭，而藍鵲學長用 PPT 有條理的講解後就

清晰許多，對相機的曝光、構圖等也了解更多。在能力檢定中也就更輕鬆了，ISO、

快門速度跟光圈也能更加上手應用，在未來實際應用上構圖也肯定能派上用場，

期許實際拍攝時，能把所學之技巧應用在上面。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