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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1/8-11/14 節目單 
    通識沙龍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11/8 (四) 
12:10-13:00 

張欣雯 
曾于恬 
李哲瑋 
郭政玹 

吉起直追的人生 
第一次出國就到一個不知名的國家，出發前親朋好友都很
害怕我們的安危，但是在經歷過這三週，我們感受到了不
一樣的風土民情，感受與台灣不一樣的熱情，你們可能擔
心在一個官方語言不是英文的國家，該怎麼辦？在當地拍
攝的時候，我們怎麼跟當地人溝通呢？還有許多在吉爾吉
斯發生的各種甘苦談都會分享給大家喔！ 

11/9 (五) 
12:10-13:00 

黃文和 

旅遊還能賺旅費？40 DAYS IN 美國、香港、東京 
1.行前準備與規劃。 
2.必去打卡景點照大公開！ 
3.如何訂到五星級航空超便宜機票，還能順便玩香港跟日本！ 
4.美國國慶日大折扣，如何邊旅遊邊賺錢！！ 
5.世界七大奇景—尼加拉瀑布，搭船近距離觀賞！ 
6.在美國要留意黑人？？  

11/12(一) 
15:10-16:00 

沈旻言 

「義」個人的旅行，說走就走！ 
1.想出國，可是我英文不好，怎麼辦?? 
2.一個人旅行，會孤單寂寞嗎？？ 
3.友善的笑容可以化解危機！ 
4.在義大利被強迫推銷時，我比你更無賴！ 
5.在義大利自助的日子──美食、風景、人文照片分享。 
6.跨國走訪捷克之交通旅遊分享。 
7.旅行少迷路──認識朋友的機會。 

11/13 (二) 
12:10-13:00 

許芸銣 

旅行菜鳥的「中歐歷險記」！ 
Life begins at the end of your comfort zone. 
一個平凡的大學生，在 19 歲的那年暑假，做了一件不平
凡的事。一個連登機證都沒看過的人，憑著一股傻勁和勇
氣，離開舒適圈，獨自前往中歐三個國家、總共七個城市
進行 26 天的自助旅行。從買機票開始，我將會分享如何
做行前準備、規劃行程、解決旅途中遇到的困難、旅程的
點點滴滴，和旅行後的感想。自助旅行不再是件難事！我
做到了，那你也可以！快啟程與自己相處的自助旅行吧！ 

11/14 (三) 
12:10-14:00 

陳穎瑩 

家的樣子──那段在尼泊爾的單純 
一直在找尋，家的樣子。 
心目中的家，組成建材應是取用自然，與朋友或鄰人一起
協立合作；家的周圍放眼望去盡是一片的綠，深淺不一；
生活的食材可在方圓百里摘採，或與鄰人以物易物。生活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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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盡可能取之自然，不對環境造成負擔。就像《需要
多少才足夠—三坪小屋的樸門生活實踐》的書裡，傑姬．
本頓博士在美國郊區的三坪三小木屋，亦或像日本電影
《小森食光》裡，市子住的森林小屋，皆由生活所累積而
成的生活空間與家的樣貌。2018 年初，意外的前往二千
二百公尺高的尼泊爾村落裡，居住近一個月的時間。第一
次感受生活與自然如此的接近。然而，越是與自然接近，
代表不可控制的因素越多，相對也更不便利。卻因而成為
生命中，一段無法忘懷的生活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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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7 年度科技部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獲獎教師 
朱正永副教授 

傑出研究表現說明 

一、 最具代表性學術研究成果 5篇。 
(1) Chen-Yeon Chu*, Zih-Fen Wang (2017, Dec). Dairy cow solid waste hydrolysis 

and hydrogen/methane productions by anaerobic digestion technology. IJHE, 
42(52), 30591-30598. Cited by 3. 

(2) Chen-Yeon Chu*, Hsin Lo, Zih-Fen Wang (2016, Feb). Hydrodynamic 
Properties in a Hydrogen Production Fermenter Using Sugary Wastewater. 
IJHE, 41(7), 4455-4465. Cited by 2 

(3) CY Chu*, L Tung, CY Lin (2013, Nov). Effect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and pH 
on biohydrogen production kinetics from food industry wastewater by mixed 
culture. IJHE, 38(35), 15849 -15855. Cited by 22 

(4) CY Chu, B Sen*, CHw Lay, YC Lin, CY Lin (2012, Dec). Direct fermentation of 
sweet potato to produce maximal hydrogen and ethanol. Applied Energy, 
100, 10-18. Cited by 36 

(5) CY Chu, SY Wu*, CY Tsai, CY Lin (2011, Jul). Kinetics of cotton cellulose 
hydrolysis using concentrated acid and fermentative 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hydrolysate. IJHE, 36(14), 8743-8750. Cited by 33 

二、 最具代表性實務應用研究成果 5項。 
(1) 建立一種導入暗醱酵生物質能電力於再生能源電網之供電系統：透過一

控制裝置將不受風力或光照影響的暗醱酵生物質能發電裝置所產生的電

能導入電網中，達到電網穩定供電及提升再生能源利用率之功效。 

(2) 開發一種儲氫鋼瓶啟動與流量控制裝置：通過智慧晶片控制器接收轉速

感測器感測引擎轉動信號，使流量控制器對儲氫鋼瓶進行氫氣開啟或關

閉輸送控制，具有節省燃油、提升動力與延長引擎壽命之功能。 

(3) 建立生物產氫醱酵槽水力動力性質偵測技術：以床壓擾動偵測方法解析

生物產氫反應器內部流體動型態變化，研究成果能建立生物產氫反應器

放大的預估模式，並提供實廠操作之條件參數。 

(4) 開發高濃度酸水解稻稈進行生物產氫之技術：使用高速循環生物反應器

可產出穩定且高速率的氫氣，此舉可對轉化我國大宗農業廢棄物稻稈成

綠色能源氫氣，提升我國再生能源佔比。 

(5) 商業化養豬廢水能源化技術：與合作廠商亞洲氫能共同完成養豬廢水商

業化先進氣態生質能源技術，1500頭豬，產電量 25 kW，回收躉購電費

每年約 100萬元。該技術不但可以去除有機廢棄物更可以產生綠色能

源，已推廣至印尼美娜多市增加氣候難民用電需求並提升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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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 5項。 
(1) 專利獲得： 

a. 導入暗醱酵生物質能電力於再生能源電網之供電系統，台灣發明第

I533555號。 

b.用於微生物醱酵之木質纖維素料源處理方法，台灣發明第 I409333。 

c. HYBRD RENEWABLE ENERGY SUPPLY SYSTEM，美國新型 US 

2015/0277464 A1。 

(2) 技術移轉： 

a.中國新能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再生氫生產裝置，10萬元。 

b.漢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效能厭氧醱酵產沼氣技術，20萬元。 

四、 獲獎情形及重要會議邀請演講 5項。 
(1) 2018/8/28-30: “Smart Grid Scenarios: Self-Sustained Green Community in 

APEC Region”, Technique Forum of Smart Power Management for Self-
Sustained Green Community in APEC Region, Bangkok, Thailand.  

(2) 2017/11/20-24: “Smart Power Management for a Bio-hydrogen Based Green 
Community”, 54th APEC Energy Working Group and Associated Meetings, 
Wellington, New Zealand. 

(3) 2016/10/12-13: “Applying Biogas Technology for Green Energy Smart Farm”, 
2nd Workshop on Developing the Green Energy Smart Farm, Jakarta, 
Indonesia. 

(4) 2013/8/21-23:Biohydrogen Utopia: Process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for Value Add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Khon Kaen, Thailand. 

(5) 2012/9/14: “High Rate Biohydrogen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Forum of 
hydrogen and fuel cell joining with Ministry of Energy, Indonesia. 

五、 其他資料。 
(1) 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a. 歐盟綠色化學協會亞太分會執行長

2016/6/6~; b. APEC 先進生物氫能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兼執行秘書

2009/11/1~; c.國際氫能協會台灣分會『IAHE-Taiwan Chapter』秘書

2010/2~; d. 亞洲生物產氫聯盟『Asia BioHyLinks』秘書 2007/4~ 

(2) 擔任國際知名期刊文章審核委員(reviewer): Applied Energy; Bioresourc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 Energy; Journal of 
Bio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Engineering in Life Sciences; Applied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Energies. 

六、 簡述上述個人之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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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科技部 104-107 計畫中，擔任計畫主持人案件共計 10 件，總經額 1389.7

萬元，其他共同主持計畫 4件，總經額為 1160.5萬元。另外擔任 APEC ACABT

執行秘書共同執行科技部 APEC維運計畫共計 4件約 1千萬元。 

 

 

朱正永老師執行能源國家型第二期計畫於印尼美娜多市農村 

導入逢甲生質能源設備示範與教育園區地方創生計畫實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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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部歐部長【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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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日邀請中華民國前外交部部長 

歐鴻鍊大使擔任第五堂課程講者，介紹「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歐鴻鍊大使在

接外交部長前便已累積 44年外交經驗，曾任中南美洲司司長和西班牙語區常次

次長，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拉美通、西語系出身的外交部長。歐大使以中南美洲的

古文明破題，從歷史縱向剖析中南美洲到現今的社會發展，其中特別跟北美洲做

比較：例如以白人北美與非白人中南美，切入近代之間的政治地位差距;以定居

北美跟探險殖民中南美，點出之間的經濟定位差異。並分享他擔任駐尼加拉瓜大

使期間的經驗談，剖析在中南美外交時需要注重的細節，以及沒有一個友邦是永

遠友好的外交道理。此外也提及中南美國家對於兩岸問題的認識，與分析兩岸外

交休兵如何對中南美外交事務，產生正面積極的影響。歐大使的精彩演講，促使

同學明白國家困境與在中南美洲當地發展的侷限。 

課後駐校時間，歐大使於社會創新學院院辦駐點與同學們交流，同學們積極

發問，從拉丁美洲到兩岸關係，深入探討兩岸關係對中南美邦交的影響，獲益良

多，期待歐大使日後蒞臨本校，分享更精深的外交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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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藝文活動 

【我們的那時此刻】電影放映暨映後座談 
 
本中心於十月十一日播放【我們的那時此刻】紀錄片，這不是一部無聊的歷

史紀錄或者報導影片，除了眾多的名導、巨星現身說法，分享當年的奇聞趣事、

創新革命之外，更加入了屬於民眾的回憶與感動。 

本場活動更邀請到曾榮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楊力州導演，蒞臨本校演獎。

座談過程中導演向觀眾提到想拍攝電影的原因，也提及了對於未來台灣電影的

期許。楊導演說，對於《我們的那時此刻》這類型的電影在台灣電影界中無法及

時竄紅這件事，應該要以平常心去看待，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電影語法，像某

段時間台灣的電影語法是寫實主義，而有段時間的電影內容多為女性復仇電影。

他想做的無非是在《我們的那時此刻》這部電影中，透過五十年的過程，使大家

都能看懂電影這回事；電影的壽命都非常的短，這種狀態其實是不好的，突然竄

紅的電影只是剎那的煙火罷了。 

近一個小時的映後座談中，參與同學提出了許多對於電影生態的疑惑，導演

也都細心的一一解說，更有同學於活動結束後留下與導演相互切磋，增長對於電

影方面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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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海洋教會我們的事-刪海經解析】 
 
107 年 10 月 17日(三)邀請洪淳修導演帶來〈那些海洋教會我們的事-刪海經

解析〉專題演講。洪導所拍攝的得獎紀錄片--「刪海經」，主要是在拍攝活化石-

-「鱟」，很特別的是導演並不是主接用生物及生態的角度來帶我看鱟，而是以台

灣政治及經濟還有金門漁民生計與環境保護人士之間矛盾的角度，讓我們了解

這片鱟的棲息地—後豐港。在記錄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而忽視、

顛倒工程會對環境帶來的破壞及漁民的生計的問題，還有一連串政府在整體規

劃、評估流程上的不完善和偷工減料，導致金門後豐港現在生態、經濟及民生上

的失衡，是一部可以引發觀者多方面思考環境議題的記錄片，導演希望我們能透

過這部片來省思金門、鱟、台灣及對岸之間的關係，並了解已經發生在金門生態

上的憾事，來更慎重地看待台灣其他環境、經濟上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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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機器手臂智能應用創新系列活動暨競賽 

 

「2018‧機器手臂智能應用創新系列活動暨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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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營隊是以逢甲大學通識中心與中科智慧機器人基

地（含中心基地與衛星基地），舉辦跨領域的 AI機器人虛實整合創新競賽。 

通識中心特別開設了「Tinkering敲敲打打」、「機器人在工業上的應用介紹與

實作：機器手臂+自走車」、「工業級機器手臂介紹與實際案例實作」等三門微學

分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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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讓學生在了解基本的機器手臂（四軸）的科學原理之後，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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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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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引入 Tinkering

教育，藉由 Tinkering 實作各種創意來發現科學的有趣和美麗，領略到宇宙運行

的不可思議和團隊合作的快樂，感受到分享靈感和思維碰撞的樂趣，體會到親手

解決實際問題的成就感。 

課程結束後於 10/6(六)舉辦大專生與創客組競賽，透過團隊競賽的方式，激

發學員對於機器手臂的更多想法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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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之經營策略-以記帳士事務所為例】 
 
107 年 10 月 19 日(五)陳世喜老師於專題課程「創業實作」邀請禾壅記帳士

事務所專員陳志亞分享自己的經驗，帶來一場〈服務業之經營策略-以記帳士事

務所為例〉講演。演講內容包括 1.記帳士事務所產業分析與發展趨勢；2.記帳士

事務所商業模式分析；3.記帳士事務所與會計師事務所之競合關係。內容從如何

準備記帳士資格考試講起，並詳細地分析記帳事的相關工作模式和未來發展， 

引導同學對於這項事業的深度了解，一方面同學在訪問企業時能有多面向的了

解，另一方面可以鼓勵同學有意願可參加相關資格考試，對於未來創業或承接家

族企業時都十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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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劇演出技術-舞台彩妝技巧】工作坊 
 
107 年 10 月 09日(二)為增加通識藝術表演類專題課程，(如「歐洲舞台藝術

表演」)之課程需求，講解各種不同表演形式及舞台演出的差異，以及依據不同

年代及角色特性設計舞台彩妝重點，過程以「費加洛的婚禮」劇情背景中古世紀

歐洲時期為例。示範當時代的服裝與彩妝手法，並以舞台劇中之角色「伯爵夫人」

以及「費加洛」的妝容為演示，其中費加洛的妝容分別示範了兩種不同的打底手

法，一種是適合小劇場的，一種是適合大型劇場表演的。隨後，不僅僅只是示範，

更要求同學們自己動手上妝，從簡單的妝前保養開始，到自己選適合自己膚色的

底妝，修容、眉毛最後是口紅，讓平常不太有機會上妝的男生們，初次體驗上妝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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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系列課程【履歷表與面試工作坊】 
 
 面對出社會的恐懼，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於 10 月 14 日(日)、以及 10

月 27(六)請來劉漢民老師前來開課，每場都吸引了 60 位同學在通識沙龍參與此

次的履歷工作坊，希望幫助同學打破一般傳統老師講學生聽的授課模式，這堂課

是由學生交換扮演面試者與面試官的身份，透過不同身份的轉換來獲取面試技

巧，老師用了不同的問題，來引導我們思考，讓我們將自己用簡潔、明瞭、吸引

人的方式來引起別人對自己的興趣，起初因個性較害羞不習慣和陌生人滔滔不

絕，三分鐘的時間講到一分鐘就無法往下說，但一天的課程下來大家不斷講時間

到了還欲罷不能，上這堂課前也有書寫一份履歷，透過反覆的修改與討論完成一

份能成功吸引人的履歷。這堂課大大幫助在迷途的我們，從學生轉換成員工對未

知的徬徨，原本我以為把書讀好就好了，但在應徵時才發現應徵同一個工作時大

家的專業背景都是一樣的，能吸引人的就要跟別人不一樣，期許自己未來過得特

別，大方的向別人介紹自己，讓別人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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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過程中為自己定錨，發掘自己的長處並學習該如何向他人展現出自己的特

色。 

透過不同長度的自我介紹(自我行銷)練習將自己推薦給他人。且經由老師的履歷健

檢修正自己的履歷表，透過不斷的討論與修正，完成一份吸引人的履歷。課程後半

並舉辦模擬面試練習，不只有中文還有英文的面試練習，讓同學能夠體驗同時面對

50、60人面試的震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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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系列課程【聲音地景工作營】 
 
由建築專業學院沈揚庭老師設計規劃微學分課程「聲音地景工作營」，於 107

年 10 月 13 日(六)上課，課程吸引了 40 多位同學參加，一開始先由沈揚庭老師

介紹整個大數據時代對我們的生活帶來的影響，透過一些簡單的生活例子讓我

們了解在現代的生活裡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不同的 ID，這些 ID除了記錄我們平

常的生活數據外，還能藉由這些數據來提供更符合我們需求的幫助，有點像電影

的演算法在記錄並推測人類的行為模式。 

接著由陳紀翰老師講授運用程式將城市裡的物件轉換成數據，賦予這些物件

獨有的 ID，再將這些透過程式轉換成這個城市獨有的音樂，雖然我不是很懂整

個運算的過程，但是能將資訊轉換成聲音我覺得是非常酷的一樣技能，除了讓城

市生動起來外，也像是賦予城市學習音樂的能力，真的有很不一樣的體驗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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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感受達文西】 

微學分「微創手術以管窺天的達文西機器人」 
還記得 107 年 6 月 23 日「生醫科技導讀系列：醫療器材的臨床應用」課程

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校外教學，帶同學們直接到達文西微創手術室、智慧病

房等現醫院現場觀摩教學，當日同學們參與踴躍以及熱烈的反饋。因此本學期自

動控制工程學系劉益瑞教授規畫系列課程時又爭取到能再次能得到現場教學的

機會。 

課程安排先於校內講解基礎導論與概念「微創手術與醫療器材面面觀」課程，

接著直接到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達文西微創手術室上課。由達文西微創手

術中心彭正明主任以及謝慶隆醫師、劉信誠醫師一同授課。課程由「微創醫學發

展史」開始，再到外科醫生也會經過的模擬練習，之後讓同學們使用達文西手臂

感受模擬開刀的狀況，最後彭正明主任分享「AI 在未來醫療的應用」引導同學

思考未來 AI的運用、各種不同的專長運用於改善醫療的可能。 

在課程結束後同學們很投入，熱情的他們還希望能再去看實際的開刀，彭主

任也因為感受到同學們的熱情，答應近期手術如有開放觀摩教學的部分，會通知

同學們分組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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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產業趨勢與工作世界認識】 
 
107 年 10 月 19日校輔處規劃一門校外教學的通識微學分課程，直接帶同學

們到資策會參訪教學。課程由逢甲大學的校友學長-廖書漢學長為我們介紹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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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助理心得 

土木四甲 陳奐宇 

一開始參加的時候其實不太知道這個單位在做什麼，但來到這裡之後才聽到

甚至了解很多現在在我們身邊發生的改變，從物聯網發展到智慧城市、智慧車...

等等。這些都是很棒的知識，也讓我在思考很多當未來的工作競爭者是機械智慧

時，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態與能力去面對我們的未來，是一個很重要也應該好好

去思考的問題。 

很高興今天因為一些美好的意外能來擔任這場微學分的助教，讓我在做助教

工作之餘，還能看到台灣先進資安技術機構的研究與帶給我們的省思，讓我對這

些先進技術有更多的了解還有對未來工作的所需要學習的能力有更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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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演說故事【說故事，玩表演】 
 
107 年 10 月 20 日(六)社會創新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合辦一場微學分課程，

課程的規劃設計，是以同學們若要做社區、偏鄉服務或是舉辦帶領一個營隊時所

需的能力做出發點。因志工服務的體驗中，最常接觸的是人群，最寶貴的經驗也

是來自於人群。透過表演故事，可以拉近人與人間的距離，且在教學上運用表演

的技巧也可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吸引注意力及學習的興趣。因此邀請茁藝藝

術教育創辦人、戲鸚鵡劇團團長張永翰老師教導同學如何透過表演藝術促進團

隊合作、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並能將其應用於社會服務之中。課程內容包含有認

識表演藝術、了解表演與服務關係、基礎表演練習、精進團隊合作、一起寫一個

有趣的故事，以及用表演說一個有趣的故事。 

 

參與課程心得 
土木四甲陳奐宇 

    今天的微學分讓老師讓同學們自己當編劇！！透過一些簡單的情境互動，

讓同學跟著情境一起玩表演。上午的部分先讓同學們認識彼此，一開始大家還是

害羞害羞的，但隨著課程活動的進行，引導同學勇敢地表達意見，漸漸地大家開

始互相融入。這之中還帶入一些很棒的元素，讓同學思考完成一部劇除了在做好

自己與大家一起演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如何地去幫助其他人一起完成這部劇，

我沒想到玩表演也能帶出這麼棒的理念讓同學去實作呢！ 

    下午老師再透過簡單的劇本大綱，讓同學自己想出劇本，一開始大家都不知

道要怎麼寫，但在老師一系列的互動課程，大家漸漸寫出自己要表演的劇本，真

的是很棒的一堂課。雖然我是課程助教但我也有下去參與一點課程，非常有趣大

家的想像力都非常豐富呢！ 

 
統計二乙吳惠如 

以前總認為說故事就像是喝水一樣，只要平穩地把它唸出來就好，上了堂課

之後，才了解到藉由「呼吸、表情」能把相同的三個字傳遞成不一樣的感覺，「我

愛你」可以是深情的、可以是平淡的等等，都是源自於說故事的人如何表達。 

一個好的說故事者必定是一個好的表演者，把說故事融入表演之中，像是昨

天的演講者，他是在演講嗎?不，他是在表演，表演如何讓我們懂得「說故事，

玩表演」。 

 
統計二乙龔于涵 

在上這個「說故事，玩表演」微學分課程之前，就有點緊張，因為以前很少

接觸這方面的東西，但在上課過程中，緊張就慢慢消失，也覺得很好玩。藉由一

些小互動小遊戲，就讓我們知道”語言”的重要性，也讓我們知道相信整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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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溝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元素。今天最大的收穫，大概是下午的小短劇，短

短的時間就要生出一個劇本演出，如何讓一個劇本能 「虎頭、豬肚、鳳尾」，發

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也讓我學習到這些之前從未學習，真的很難得可貴啊~ 

 
統計二乙 李亞靜 

經過一天的課程，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家要一起

讓自己跟團隊的氣球都不能掉下來，第一次是還沒溝通就打，第二次是經過了溝

通大家一起打，效果真的好很多。也因而讓我體悟到了許多事不是單靠一個人就

能完成的，也不能自私的只顧到自己而忽略群體，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溝通”是

非常重要的，若沒有溝通就很難大家一起達成目標。除此之外我還學到了如何表

達自我，也在這堂課中開拓了自己的視野。這堂課讓我真的是收穫滿滿，獲益良

多。 

 
環科二。姚沛淯 

很開心這次能透過微學分課程學到：即使是同句話，語調和停頓點不同，會

產生不一樣的意思。舞臺劇的故事有的像我們日常生活，多感受周遭人事物，作

為創作題材，人人可以寫出劇本。在一個團隊中，彼此建立信任、溝通良好的關

係，做好分內事之外還需顧及團體，處理事情時，告訴自己是有夥伴的，大家一

起解決，讓團隊發揮最大效益。 

 
經濟二 張紫薰 

今天課程，離不開三大主軸，溝通、信任、表達能力，張永翰老師，增加許

多我們可以互動的模式，先找到彼此的共通點。表演藝術，其實範圍真的很廣，

但是我們今天所學的肢體表演，真的一點也不難，我們有時候會對所知的事情加

註了框，侷限了自我，但是有時候，真的不必要想太多，有了一個方向，自然而

然，大家都會循序漸進的跟著對的路走，我們在放空自我的活動裡，就是要隨著

歌曲，與老師的指令，時快時慢的遊走，我們當時一直在圓圈裡走，老師提醒我

們，在圈裡，也可以走出自我，無需要都是跟隨著眼前的人，是可以互相相交，

且跳脫圓形的圈。我們也透過一組一個小犬娃娃，來訓練應變接話的能力，這個

部分，接話的人是簡單的，只需要回答問題，再把娃娃拋給他人，我在這個部分，

有時會反應不過來，無法在瞬間就接話，這就是我還需要努力的部分，透過這麼

多的活動中，我自己，最喜歡我們編排劇本的最後一個環節，通過人事時地，編

出一個小短劇，我們這組真的很有默契，想出了破任務的短劇，兩個閨蜜在半夜

夜唱喝醉而掉入坑中來到了另一世界，需要擊敗大魔王，才能回到現實生活，我

們的超搞笑編排，就是不看腳本，直接練習，我們把早上的課都帶入劇本裡，大

家真的都很有一個向心力，才能讓我們的最後成果，成功地展現出來，戲劇與表

演，絕大部分的題材，都取自於我們的生活，而在現實裡，我們可能同時會扮演

多種不同的角色，來塑造我們人生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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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說話或可說話)實際體驗溝通的方式以及溝通的重要。 

  
團隊中最重要的相互信任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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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共同討論與創作一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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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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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s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 

外語教學中心--廣泛閲讀計畫介紹 
 

Beginning with the current academic year, extensive reading has been re-

introduced into the Freshman English Program as a program-wide requirement. This 

addition to the FE curriculum has been made for several reasons, but first and 

foremost is to improve our students’ overall language competence. Reading remains 

the key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our ER program asks our students to do a lot of 

it. FE students will be reading up to 100,000 words per semester from books borrowed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y.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ER leads to strong vocabulary 

growth, increased reading speed, better grammar awareness, and a greater sense of 

how the language fits together. 

 Another goal of the ER program is to encourage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books 

that students read will not be assigned by their FE teacher; instead, they will be self-

selected b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This is one of the key tenets of extensive reading: 

students choose their own reading material at a level appropriate for their current 

level of proficiency, beginning with easier content, then slowly but surely working 

their way up to more challenging material. MReader, a free online software that offers 

quizzes for thousands of graded readers, will be used to monitor students’ reading. 

But the book selection, the reading, and the assessment will all be done by students 

outside of class in their own free time. 

 One final aim of the program is to strengthen the balance between language input 

and language output. If our students are getting a rich, steady stream of reading input 

outside of class, this allows teachers the freedom to make the two hours of classroom 

time more focused and more dynamic. Time can be spent on mor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such as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presentation, or writing skills. 

 Extensive reading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Freshman English in 2006 and always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ll be even more 

successful in 2018 and beyond.  
 

自 107學年度起，外語教學中心大一英文課程已重新導入「廣泛閲讀計畫」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讓閲讀廣泛地再融入每班的英語教學中。增進學生

閱讀能力規畫之緣由其來有自，但主要爲提升本校學生之整體英文能力。面對大

學生英文能力一直無法提升之問題，閲讀至今仍爲語言學習的關鍵，而本計畫即

要求學生大量閲讀。大一學生需自本校圖書館借閲讀本，每學期需纍計的閲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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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爲 100,000字。外語中心麥科立老師 Michael McCollister 長期研究，發現廣泛

閲讀有助學習者習得大量字彙、提升閲讀速度、增進英文文法以及培養良好的語

感，可以應用於大一英文教學。 

廣泛閲讀計畫的另一目標爲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大一英文教師不指定學生

的讀本，由學生自行選擇讀本。這也是廣泛閲讀奉行的信條之一；學生選擇符合

自身英文程度的讀本——從較簡單的内容開始，以緩慢但穩定的狀態來挑戰較難

的内容。爲瞭解學生的閲讀進度，MReader 將納入計畫做爲監督的工具。MReader

爲一免費的網路軟體，内含數千個分級讀本的測驗。綜上所述，自讀本的選擇、

閲讀乃至閲後的評量，都由學生於課外時間自主完成。 

本計畫最終目標爲：强化學生在語言輸入和語言輸出之間的平衡。若學生以

閲讀的方式，在課外獲得多元、穩定的語言輸入，那麽教師便能自由地運用課堂

兩個小時的時間，安排較有深度且豐富内容；且更能夠把時間運用於互動性高的

活動，鍛煉學生的溝通、簡報或寫作技巧。 

廣泛閲讀自 2006 年首度導入大一英文課程以來，一直受到學生好評。107

學年度起，麥科立老師將帶領教師小組團隊繼續以有效方法，幫助學生提升自主

學習興趣，相信廣泛閲讀定會帶來更大的成效。 

 

圖：MReader軟體搭配廣泛閱讀，融入大一英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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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大一新鮮人專題之劇場教學-與認識商學院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以探索學習為宗旨，讓他們能找到自我適合

的專業系所，開設了跨領域專題實作課程，本學期邀請道企業管理學系鄭孟育副

教授擔任授課教師，透過劇場教學的創新設計帶領學生探索商管領域。 

為了讓國際生能放開肢體融入劇場教學，教師第一週先採取“地理座標”的分

類方式進行暖身活動，先標出教室的東南西北方，再請國際生依據各自所屬國家

的地理位置找到在教室的對應位置後站定在該位置，南美的學生們還很幽默的

站到了教室外用以顯示其國家真的很遠，再者請各國同學們開始構思如何在 5分

鐘內介紹自己的國家包含：文化、飲食、服裝、環境等等，並發下 A4 空白紙、

彩色蠟筆協助討論的工具，同學們非常熱絡的討論，更拿起手機上網收集各類資

料，接著由南美的同學打頭陣介紹自己國家的美麗以及到台灣有多遠…等等，其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原本內向害羞的日本同學還跳起了日本流行舞蹈驚豔

全場。 

暖身結束後，開始進入課程的主軸，在課程前以請學生先預習及閱讀商業個

案，並請學生依據設定的情境進行演出，前面演出的一兩組同學偏向靜態演出，

即站著念稿或是坐著開會念稿等方式，教師開始使用劇場教學的技巧，讓學生們

動起來，例如:角色互換、雕塑、訪問、光譜圖、即興編劇等方式，使學生進入教

學狀況。在每一組的演出後，教師更給予學生回饋及根據每一組的情境，介紹對

應的商學院科系院所，讓學生更加了解若是對於「商業情境」感到興趣的話，將

來可以到相對應的科系院所就讀。 

劇場教學所需要的暖身以及課前準備需要較長時間，本學期僅安排兩次的課

程不容易讓所有同學發揮團隊默契，但從上課的總體反應中可以發現，國際生們

的活潑、開放程度平均來說是其實稍高於台灣學生，其實非常適合劇場教學的方

式，將來有機會的話他們一定可以有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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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跨領域專題實作劇場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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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示範賽── 

培養學生思辨力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 10 月 8 日於人言大樓啟垣廳舉辦「第一屆各言爾

志新生盃辯論示範賽」，邀請上學期全校國語文辯論比賽的冠亞軍隊伍擔任正反

方代表，透過實際辯論過程的展演，提供大一新生觀摩與思考，讓學生們認識辯

論流程，進而引起親身參與辯論的學習動機。 

  本次示範賽辯題為「中華民國應比照『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三

款全面實施侍親假」，聚焦探討現今各國最為關注的「老人長照」政策應有何發

展可能。辯士們運用邏輯分析與機智巧思，開展精彩的攻防互動。整場辯論示範

賽氣氛熱絡，所有參加的大一新生們看得興味盎然，體驗口語辯論的魅力。 

  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表示：未來學生的競爭軟實力，主要在於溝通表

達，屬於跨領域的學習。唯有把話講清楚，說得有條理，才能讓彼此間的溝通更

為有效。希望藉由辯論比賽的推廣，讓學生們對社會議題有更多元的思考，也能

強化表達論述上的邏輯與條理，進一步培養逢甲學生的思辨與創造力。 

 
說明：國語文教學中心 10 月 8 日於人言大樓啟垣廳舉辦「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

辯論示範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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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與土地交織而成的美景─藍山國家公園 

風保系 李濰筠 

 
藍山國家公園，位於雪梨近郊約莫 70 公里處，大概 1 小時的車程可抵達，

從繁華的都市沿著高速公路一直開，印入眼簾的是了了無幾的房子，在人煙稀少

的雪梨郊區中，充滿著大都市無法感受到的休閒氛圍，是寧靜、是享受，隨著車

子開往標高 1308公尺高的藍山國家公園，我的第一個景象是回音谷，在高聳的

山頭中，有著一塊塊綠油油的樹林，我試著大叫、試著吶喊，想要找到屬於我自

己的平率。 

附近的遊客有不少是來自國外，我們彼此交流來到澳洲時的情景，但我們唯

一相同的，就是藍山的壯闊與奧妙，孔子曾說：「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此刻站在

這裡才深刻的體悟到這一句哲理，在回音谷旁附近的是三姊妹岩，三座豎立在山

頭的岩石，遠看如同三人一般，或許長在它們身上的樹，照就了姊妹的字眼出現

吧！我在那看到的並非山並非樹，而是大自然那無窮且奇妙的力量，白雲從天上

映照影子在地面，樹林從山頭延續到地面；你說是誰有辦法靠人為的力量做出來 

？我慢慢品嘗風景的同時也發現了許多新奇的事物，例如：在當地流傳的原住民

傳說又或是當地屬一屬二的人造設施；來到藍山一定要體驗三項遊樂設施；坡度

為 52度的類垂直型火車、離地面 270公尺高的山對山纜車和從山上緩慢下降山

谷的纜車，各有各的愛好者與擁護者。  

或許我們一直想著要如何或如何讓我們生活便利，卻忘卻了有時候順應大

自然才是最好的，這一趟的藍山之旅是很棒的經驗，並非美景盡收眼底，而是整

個心境如同在瀑布下面一般，有了新的體悟，使我更加相信成長不僅可以在身理，

更也可以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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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歲的我與我的冒險旅程 
外文系 黃亮瀅 

在出國之前，如果有人問我這個暑假要做什麼，我總是說「我七月底的時候

要一個人去德國二十四天」，通常他們都會以一個訝異的眼神看著我，然後說「你

好勇敢喔！怎麼敢一個人出去？」其實就連我也不知道自己哪來的勇氣一個人

自助旅行。我只知道我是個有夢想的女孩，我的夢想很單純就是想開個攝影工作

室，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雖然我很有自己的想法，可我在某些方面是個膽小鬼，

可能是因為這樣我才報名了國際體驗計畫吧！想到世界另一端遇見不同國籍的

人，想和他們說說話，想和他們交換彼此的故事，但是，不是每件事都如同自己

所想的那麼美麗，到德國的第二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麼叫做孤單讓我不禁質

問自己「你的勇氣去哪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剛跟家人通完話的我，

沒有半滴眼淚，一心只想回臺灣，想回到那個我熟悉的地方，這時我看到一句話

「一個人旅行是沉澱自己的心靈」，瞬間像領悟了什麼，隔天收拾好心情我成了

一個全新的我。在德國的那幾天，當我心情低落時總會遇到臺灣人，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總在我需要幫助時出現，例如我在海德堡參加 Free Tour 正因為都是

外國人有點怕怕的時候，偶然一個臺灣女孩也參加這場，我們聊了很多還一起吃

了晚餐，最後還陪我去買帽子，雖然只有認識短暫的幾小時，但如果沒有她我也

不敢踏進德國的餐廳，也不敢進去服飾店選帽子。最後，我想說的是—旅行處處

都有驚喜，正因為是驚喜所以總是發生在你預料不到的地方，或許是人，或許是

物，又或許是事，但不管是哪一個她都會成為你旅行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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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英文認識人 
資工系 林祐任 

破英文旅行 

    原本英文就不好的我，在這 20天的旅途，在出發前超擔心會不會遇到甚麼

問題卻沒辦法跟別人用英文對話，不過在上飛機的那一刻自恃著我有一台能夠

翻譯的手機，因而覺得英文應該可以應付。但是終究只是幻想，到了德國時，就

卡在海關超久，因為真的全部都聽不懂，海關人員從一開始講很快，漸漸地放慢

速度而且講比較簡單一些的單字，不過我大部分還是聽不懂，到最後海關人員直

接比手畫腳，甚至拿實體來比，終於才到他要說的，也就出關了。從這一刻開始，

便是我的英文噩夢，不論是在與人相處、或是參觀博物館。 

偶遇第醫人 

    根據調查，在德國要遇到台灣人的機率很低，這份調查是根據我在德國接觸

到的人所做出來的調查，因為在這 20 天只遇到 5個左右的台灣人。而我遇到的

第一個台灣人叫做誼佳，他因為剛從陽明醫畢業，所以這次的出國就當作她的畢

業禮物。跟他相處過後，算是開啟對醫科學生的第一道門吧!在跟他聊天可以知

道醫科生大小事，像是自家的醫生不太想要在自家的醫院看，因為會被其他人知

道那些病狀，不過也是可以偷偷溜進病房跟學長姐說能不能先幫他們看病。而我

們最有趣的的事蹟莫過於一起去醫學博物館，一方面因為我英文很差，而且博物

館裡不論導覽或是介紹都是英文，這讓我遇到很大的麻煩，不過很幸運的事是這

位朋友他從頭介紹到尾，而且還延伸許多醫學小故事呢！ 

最後一晚 

    在美好的事也是有結束的一天，最後一天我在離帳篷旅館遇見了她，她是一

位香港人，在荷蘭上學，當時她正好是放假，而且她正在環歐旅行呢！我們聊了

一會兒後，那天我們就出去玩拉，我們玩了一整天，最後我們還到了皇家啤酒屋

吃大餐，結果最後一餐花了 35歐元，喝了許多啤酒跟吃烤鴨、德國豬腳，裡面

的環境也非常地棒，還有駐唱樂團，氣氛炒得鬧哄哄的，裡面大家一起唱歌，也

有很多的外國人拿著自己的酒杯來聊天。結束之後旁邊也有皇家啤酒屋的商品，

逛到 10點天空正好漸暗，我們就走回旅館啦。 

    德國之旅告一段落，不知道下次再來會是甚麼時候，因此每張照片都是用心

去拍，每一個地點都是用心去看，每一個人都是用心去交，但在這之中最讓我最

震驚的英文真的是讓我吃了苦頭，聊沒幾句就卡住、買東西看不懂……當然這激

起了我更想讀英文，而且當我遇到第一個會說中文的人時，已經過了好幾天了，

那時有好幾天沒跟人聊天了，能夠跟人對話真的是一件很感動的事，所以下出國

前一定要學好英文，下次才能跟更多外國人聊天，才能看到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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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料理饗宴 
財稅系 黃宣瑄 

在這十天的志工體驗中，最讓我難忘及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鄉村的最後一晚，

我們嘗試自己做了蔥油餅也吃了不同國家的家鄉菜。其實當初我們領隊提議在

最後一晚讓我們自己煮自己國家的家鄉菜時大家都很興奮也很期待，但前提是

要用這個鄉村能夠買到或是取得到的食材。這真的是苦惱了我們四個台灣的女

生了，我們想吃的台灣料理太多，台灣有太多好吃的東西我們已經好久都沒吃到

了，但是食材及原料有限，我們還曾經想過就煮我們帶來的泡麵當作是家鄉菜。

後來依霖想到我們可以做蔥油餅，因為我們在這裡有吃過蔥蛋，早餐也吃過鬆餅，

所以這裡一定有蔥和麵粉。當天下午，我們開始動手作，這是我們四個第一次嘗

試自己做蔥油餅。從揉麵糰、讓麵糰發酵、切蔥……到最後煎蔥油餅的部分都是

我們自己做的。而我們在製作的過程，外國的志工伙伴就一直很好奇我們要做的

是怎樣的料理。我們試煎完一片試吃後就覺得還不錯吃，分給國外的志工伙伴吃

牠們更是讚不絕口，讓我們信心大增，也不斷有人問我們這個料理較什麼名字。

日本人是做壽司和飯糰，很道地的日本料理；德國人則是跟捷克人合作，他們做

的是炸馬鈴薯，他們將馬鈴薯切成絲後再用麵粉捏成一球一球的，吃起來的口感

很特別不像我們一般吃到的薯片或薯條。 

  我覺得能藉由這個機會分享自己國家的美食是一件很棒的事也是一個很美好

的體驗。這十幾天都是屋子的主人與女主人做飯給我們吃，最後一晚的晚餐也算

是我們給他們的一些回饋。用餐完畢後，我們也穿上了當地的傳統服飾，全都是

女主人一手製成的，每個人都開始拍照留念，也都相當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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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曼谷 
會計系 施孟嫻 

   
有時，我們會對於習以為常的一切保持很主觀的態度，甚至毫無感覺的日復

一日，就像溫水煮青蛙，不知道危機四伏。當新聞有經濟專題時，我們的媒體非

常喜歡用「亞洲四小龍」來比較台灣與其他三龍的經濟狀況，殊不知我們與他們

早就不再同一個層級，甚至連我們經常引進外勞的東南亞國家都有逐漸超越我

們的趨勢，現在再提「亞洲四小龍」只不過是在自我安慰，顯現出我們的無知。 

    這一趟旅行不只帶給我公益的意義，同時也讓我開了不少眼界。曼谷，泰國

的首都，這個城市新舊並存，它有摩登都市的一面，也有傳統古都的面貌。在市

中心充滿設計感的摩天大樓林立、大眾運輸工具便捷、百貨商場一間比一間豪華、

酒店旅館密度更是驚人，這個都市非常國際化，街上除了有外國觀光客，也有外

籍的商務人士在曼谷工作。購物時，什麼國際牌子都買得到，台灣有的、台灣沒

有的，這裏都找的到；晚上無聊時，不論夜市、夜店、酒吧應有盡有，夜生活不

怕無聊；美食更是一大亮點，想吃鹹的，有路邊快炒店可以選擇，想吃甜的，香

蕉煎餅是首選，口渴了，便宜又實在的果汁任你挑，更別說其他泰國經典美食，

各個好吃又便宜。在曼谷待久了，比較的心態也愈來愈濃，突然覺得曼谷超越了

台北！的確，就曼谷現在的發展看起來非常現代化，比台北還要像大都市，但仔

細觀察、深入體會後，卻發現曼谷似乎沒有表明的光鮮亮麗。有些街道骯髒而且

有異味，交通道路設計不良，曼谷主要幹道全天 24小時塞車，行人要穿越馬路

也是危機重重，更可怕的是，貧窮的人民在路邊行乞，有些甚至還只是小學生。 

    總結下來，曼谷算是泰國唯一高度發展的城市，但人民生活水平比不上城市

快速發展，即使高樓林立但基礎建設還是簡陋，而且貧富差距太大，經常大型購

物商場外就有人在行乞。或許我們的城市不比曼谷摩登，但我們穩紮穩打，有著

完善的基礎建設。彼此間互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也各有各需要解決的問題，只希

望這個世界能共同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在曼谷搭船 曼谷市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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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公益體驗 
  會計系 李沛軒 

   
淨灘剛開始的時候有點不好意思，在人來人往的沙灘上，只有我們三個在淨

灘，一直受到觀光客及當地居民側目，不過後來愈撿愈起勁，專注於撿垃圾後，

就沒有很在意旁人的眼光了，反而以此為光榮，最後撿了好幾袋垃圾，非常有成

就感，很高興為守護海洋付出了一點心力，對保護環境有所貢獻，雖然中途有被

從垃圾袋突出的木頭扎到，受了點小傷，但覺得很值得。希望能藉由我們小小的

淨灘行動，為環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力。 

  在曼谷的其中一天晚上，行程安排的比較緊奏，較晚回去飯店，回去要搭計

程車時，招了四五台車，司機都是用喊價的方式收費，而不是採用跳錶的方式，

有的喊 500 泰銖，有的喊 300 泰銖，但是白天從飯店搭計程車到市集卻是採用

跳錶的方式，車費也不過接近 100 泰銖而已，最後考量夜深了走路回去也不安

全，只好接收司機的開價，以白天 3倍的車錢回飯店，到飯店蒐集泰國計程車的

資訊時，才知道泰國在觀光景點、雨天、尖峰時段和夜間 9點之後，尤其夜間的

時段很容易遇到司機會漫天開價，上車前要先把價錢和司機溝通好再上車，不要

急著上車，經過這次的教訓，接下來幾天的行程，便都會注意回飯店的時間，不

太晚回去，避免傷荷包之外又可以確保自身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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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公益體驗故事分享 
會計系 賴姳廷 

     
透過這次公益體驗計畫，讓我順利到國外去探索和執行任務，而我們選擇的

國家是泰國。泰國是個風光明媚、文化濃厚、物價低廉、自然景觀豐富的地方，

是個觀光大國。 

 泰國人有著善良的心，他們喜歡幫助別人。我們在曼谷要搭 BTS去市中心，

我在投幣時，我發現我的零錢不夠，當我想放棄走掉的時候，我後面的泰國人幫

我補足剩下的部分，當下我用英文跟他說等我一下，我去換個零錢再回來，沒想

到他竟然微笑對著我說不用了，當下的我感到超溫暖的。這讓我回想到其實在網

路上看到最多感人影片都是來自泰國，從這些經驗才讓我了解原來他們真的是

很善良，有著助人的心，把溫暖帶給身邊的人，甚至是全世界。 

 我很慶幸我選擇了泰國，讓我體會到泰國人的熱情還有善良，我們應該要向

他們多學習，有體力之餘，能夠對社會做些貢獻的事情，不一定是要豐功偉業的

善事，默默地行善也可以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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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吃台灣零食 
統計系 詹敏瑄 

   
從高中時期就很想體驗國際志工，認識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夥伴，和他

們一起努力，幫助偏遠地區的居民。 

  因為學校的計畫，實現了我的願望，我來到位於泰國南方的一個偏遠地區農

村，我們寄宿的家庭的爸爸媽媽相當親切，很關心我們，給我們滿滿的溫暖，在

這裡我認識了六位志工夥伴，分別來自泰國、西班牙及日本。 

  我們從台灣帶了六項零食去做分享，分別是鳳梨酥、小泡芙、菜脯餅、玉蜀

淑、蔬菜餅、可樂軟糖，最受外國志工喜愛的零食前三名分別是蔬菜餅、鳳梨酥

及菜脯餅。最令我意外的是蔬菜餅竟然打敗鳳梨酥榮登第一名寶座，尤其是西班

牙志工，他們超愛蔬菜餅，他們說那個味道跟西班牙的一道料理很像，所以他們

超愛它。他們每個人都很喜歡台灣的零食，甚至有志工把標籤剪下來說之後來台

灣玩要去買來吃，所以想把標籤留下來，還問我們能不能把標籤送給她。很開心

他們都喜歡我們帶去的傳統零食，也希望他們能藉由「吃」，更認識台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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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的鄉村生活體驗 
統計系 郭宸瑋 

   

我這個暑假參加了學校辦的活動去了一趟泰國，一開始計劃去當地偏鄉教導

小朋友英文，結果意外的跟我們合作的組織改變了計畫，前幾天讓我們住在一個

鄉下家庭的家裡，跟著他們一起農耕，煮菜煮飯，一開始我到達那個地方的時候

想說怎麼會那麼偏僻，有點不太開心，會不會有傳染病之類的，但是那個家庭的

媽媽和爸爸人都很好，一看到我們就很熱情地跟我們打招呼，雖然他們英文不是

很溜，但是可以感覺的到他們的熱情與想與我們交際的感覺。第一天我們去清理

牛糞我覺得很不是習慣，從來沒有踩在牛糞堆裡面過，我想說沒試過然而就去做

了，最讓我印象深惡的一個故事，是到了晚上，有一個他們家庭的朋友來找他們，

依樣看到我們也是非常的熱情，他來的時候揹著一把吉他，一開始看到他感覺他

是一個做工的人，然而，在我們吃完飯他自告奮勇拿起吉他開始自彈自唱，帶著

我們一起玩小遊戲，一起唱歌，我第一次有一種感覺，感覺到回到以前鄉土的時

代，拋開一切世俗的煩惱，在那時候我感覺自己好快樂，他彈吉他的功力真的是

我見過最厲害的，雖然他的歌聲不是很特別但是卻能吸引助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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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的新朋友們 
財稅系 曾于恬 

Obina 
這位姊姊一見到我們就秀了幾句中文，令我們非常的訝異！在同工中，中文最好

的一位就屬她了，她會說基本的中文對話，常常會問我們說「你好嗎？」、「吃飯

了嗎？」等等之類日常的問候。Obina 給我的感覺就像一個小女孩，很靦腆，但

笑口常開，見到我們都會很開心地打招呼。在她生日當天，她很熱情的邀請我們

一起參加她的生日 party，請我們吃蛋糕，每個人紛紛送上祝福的話，她的眼睛

就笑到瞇成一直線了。 

 
Janabe 
  Janabe 是一個很和藹的人，給我的感覺就像是鄰家大哥哥，很照顧我們，常

常不厭其煩地陪我們去超市買東西，還會建議我們買哪種牛奶、哪種飲料比較好

喝。每次看到我們從冰櫃拿出冰棒準備要買的時候，他都會偷偷地笑一下。他是

一位很孝順的人，每天都會回家陪媽媽吃飯。 

 
Chyngyz & Lizy 
從機場把我們接到家扶中心的大哥就是他，一開始我們以為他是一位成熟穩重

的人，但跟他熟悉了之後，就發現他真的很逗趣，常常鬧我們或嚇我們，還會講

一些笑話。記得有次我在廚房洗碗，他突然從我背後大叫一聲，我就被嚇一跳，

也跟著大叫，那時候才發現原來他還有一顆赤子之心。他還有養一隻貓，叫 Lizy，

我們常常追著牠跑，一直叫牠名字，但牠只有在肚子餓的時候才會來找我們，找

我們幫他倒飼料，倒完牠又不採裡我們了。 

 
鐸 ＆ 昌翰 

司鐸是吉爾吉斯家扶中心的主任，昌翰是督導。他們在工作時都是正經八百的模

樣，下班後常常會跟我們一起吃晚餐，一起聊八卦，互相調侃對方。但他們也是

我們在家扶中心的導師，常常教我們一些當地的知識或生活習慣，常常被我們問

問題，卻都會非常有耐心的回答我們。假日也常建議我們去哪裡走走，或直接帶

我們出去看看世界。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我們在吉爾吉斯一定會像個無頭蒼蠅一

樣，懵懂無知。 

 
azark 
他是一位年紀比我還小的男生，他曾經參加了家扶的足球隊以及環湖活動，看起

來就是一個很健康，生活很規律的男生。我們週末的時候有一起去伊斯庫湖渡假，

從那時候我們開始變熟，開始會開彼此玩笑，而司鐸也有跟他分享我和欣雯（一

起出國的另一位同伴）的生活技能有多麼的稀少，讓他有更多挖苦我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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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惜福 
電子系 李哲瑋 

與台灣家扶的孩子相處時，部分的孩子會讓我感受到他們把別人給予的幫

助當作是理所當然的，若沒有幫助他們的話，甚至會表現出這在他們的認知裡是

不對的之姿態，就像是欠他們的一樣。而與吉爾吉斯家扶的孩子接觸後，我感受

到他們是非常知足而且惜福的。他會因為獲得到你的幫助，沒有任何的踰矩，也

不會對你有更多的要求。他們雖然生活在貧窮的國家，卻非常的有禮貌，讓人感

受的到他們的氣質、儀態。 

以前常常會有這種疑惑：台灣明明還有許多弱勢族群需要幫助，為何還要把

資源送出國外，幫助國外的人，而不是傾盡全力，援助台灣需要幫助的人。出國

這趟，與不同國家的孩子相處過後，著實讓我理解為何會想把資源捐贈給國外需

要幫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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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雨水 
國貿系 張琳琨 

 

是不是我們生活的太安逸了？有時候我在思考這個問題。雨水對我們來說，

有時候令人厭惡，有時候又非得需要它。對於蒙古人來說，雨水被視為老天帶來

的恩賜，即使下雨了，卻也不會撐起傘來遮雨。實際深入遊牧家庭中，自給自足

的生活態度，喜歡擁入大自然的懷抱中，需要水？就取河水，需要電？就靠著太

陽能發電。但在這個地方沒有所謂的水管，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水龍頭，用簡單的

容器儲水，那乾淨的水從哪裡來？雨水。有的時候，為了取河水，必須千里迢迢

的找河流。節省珍惜，是他們一直以來的觀念，即使是那麼一丁點的水滴，也是

重要的生活用水。反觀，生活安逸的我們，取得資源容易，造就成我們的浪費。 

浪費的水，或許可以使一個家庭足以用很久。在這個世界中，並不是所有人

都生活在舒適圈中，換做是我們水資源不足時，又會怎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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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課說駐日所聞「日本易學小故事」 
    本中心在新學期規劃透經舉辦一系列的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每場次邀

請兩位老師就不同專長進行報告及對談。10 月 8 日的講座，以「易經的哲學與

智慧人生」為主題，邀請國際學院李天生教授及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從不同觀

點談論《易經》。 

    李教授研究《易經》素有專精，對解說管理學的 forecasting預測學甚為精闢

透徹，備受本校師長讚賞與推崇。此次則首就《易經》是變革之書談起，強調指

導應時空而權變；並將美哈佛教授約翰卡特的領導變革理論,來對應《易經》的

相關卦象，內容新鮮，令人驚奇。 

本中心黃老師則以前駐日期間，就日本史上有關〈易學〉研究的幾則小故事，說

明對人生的啟示。中華文化的「四書五經」與「佛教」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甚

早，七世紀初，推古朝攝政聖德太子所頒布日本最早成文法《十七條憲法》裡就

大量引用包含「易經文化思想」的儒家、佛家精神。後再歷約七百年的幕府武家

社會，興起「武士道」及「和魂漢才」的思想，而其「武士道」精神乃係集儒、

佛與神道義理之大成，普遍被奉為道德以及行為準則。 

    如同《左傳》所述，日本這些各代武士在戰鬥中，因為要預知勝敗吉凶，而

信奉占筮法，也就需要學習易學。 如於室町幕府時代(1336-1573)，第一所普通

學校足利學校（あしかががっこう）經寺院應運而生，並起用禪僧做講師，對諸

國各階層青年學子，實施以儒學經典為中心的高等教育。葉渭渠在《日本文化史》

(遠足文化 2012)提及「青年武士則多以易學為研究之終極，習得占筮之法，以滿

足作戰時占卜命運的需要。」 

    曾經創造輝煌「元祿文化」的江戶幕府(1603-1867)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と

くがわつなよし，1646-1709）被稱為「易經狂」，據吳偉明 《易學對德川日本

的影響》(香港 2009)指出，從 1693年到 1700 年的 7年餘，共主持「易經講座」

240 回。綱吉是該講座主持，並邀公卿、文武官員、儒者、僧侶、神官甚至商人

與平民列座，同時還命令印刷官版《周易本義》等去推廣程朱易學。 

    明治以後，易學在日本更大行其道，甚被譽為「帝王之學」。明治(1868-1912)

及其後的大正(1912-1925)兩年號，均來自《易經》。其間傳奇人物高島吞象（高

島嘉右衛門、たかしまかえもん、 1832-1914）在其《高島嘉右衛門自序傳》將

自己發展鐵路事業等成就歸功於《易經》。其相關著作，到目前在日本易學界裏

面，仍享崇高地位。迄今還為人所津津樂道者，乃高島利用中華易學的占卜術去

進行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指引，遂使日本的政經得到更正確的發展，所言若響。

如 1909年占卜預言並警告伊藤博文之遇刺事件，即是一例。黃老師將數則日本

易學史事，娓娓道來，激起大家好奇又有興趣。至黃老師以統計學專業彙整 64

卦為規劃人生歷程四大循環系統，則因時間關係，留待未來再敘，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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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演講之一 

 
黃煇慶老師演講之二 

 
黃煇慶老師演講之三 

 
現場張貼黃老師以統計整合《易經》大系統 

 
黃老師演講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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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麗校友刻劃人間美境的油畫展 
    本校 EMBA 93 高階校友、商博班吳秀麗博士候選人於 10月 6日，假苗栗縣

「苗北藝文中心」舉辦為二星期的個人「吳秀麗油畫展」，並於 7 日(週日)在展

場舉辦「開幕式」，特邀曾多次帶團赴日研修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出席致詞。

黃老師乃邀約前同團訪日的工工系鄭豐聰、吳美芳教授，EMBA 93高階張國鈜、

郭明鴻、林建德、洪添助以及傑出校友張立義、翁登財等同窗好友一行二十餘人，

分從台北、台中等地前往與會觀賞，吳秀麗校友夫婦親自歡迎。 

    黃煇慶老師致詞中表示，在多次帶團前往日本東京首都圈、京阪神古都以及

琉球沖繩等地區參訪時，吳秀麗校友就表現出對自然環境、古蹟傳統美的喜愛。

於公務繁忙及學習研究之餘，尚能用心學畫、創作，EMBA畢業後短短十二年間，

即能選樣展出 74 幅油畫，觀之即感均是優美創作，讚賞彷佛置身於人間仙境，

內心也極和平、安定、充實，確令人欽佩秀麗校友的學畫堅毅歷程以及精彩豐碩

的收穫。 

    接著，吳秀麗校友提及此次展出作品，大多數是旅遊捷克布拉格廣場鐘樓、

義大利威尼斯、土耳其博斯普魯斯海峽、瑞士瑞雪、日本奈良以及國內等風景所

拍照後之繪畫作品。且提及平日喜歡作畫時無拘無束、任意揮灑的情懷，享受投

入在畫盤上與顏色對話，在愉悅的情境中醞釀多彩人生；同時以懷念雙親的心情，

鼓起最大勇氣，刻劃父母親。吳校友訴說想念親情的情懷，感動在場二百餘位來

賓，使油畫展室增添人間溫馨。 

    吳校友並強調，此展另一目的在於公益，願將現場作品所得以收藏者名義捐

給附近中學，提供莘莘學子富足、健全的學習空間和成長環境。熱愛鄉親、提攜

後進、奉獻心力的義行，更獲得滿堂喝采。最後在吳校友帶領大家觀賞展品並一

一解說後，結束一天收穫滿滿的行程。 

 

 
寬敞的苗北藝文中心展室 

 
開幕式觀眾湧入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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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麗校友與EMBA師生校友一行攝於油畫展場 

 
EMBA師生校友一行攝於苗北藝文中心展場前 

 
(左)黃老師、吳秀麗校友(右) 

 
黃煇慶老師 

 
(左)黃老師、張立義傑出校友(右) 

 
吳秀麗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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