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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學會通識榮譽獎章「典範通識學校獎」 

   非常開心也非常榮幸!逢甲大學榮獲 2018 年第 1 屆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通

識榮譽獎章之「典範通識學校獎」! 

也非常感謝校長代表領受典範通識學校獎，在校長帶領下，翟本瑞中心主任

全盤規劃與執行，以及四位副校長,各院院長通力協助支持，還有各學院/行政單

位的奧援，最後一定要感謝所有通識教育中心同仁的努力付出才能獲得此獎! 但

沒有同學們的參與，相信這個典範通識學校獎是不夠完整的!請繼續支持通識中

心，也請相信自己非常優秀，逢甲大學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大家一起繼續加油~~~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的教育目標主要是為了「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

競爭力!」，我們一直朝著學生本位學習、跨領域學習的目標前進! 

--------------------------------------------- 
通識教育中心近年來努力的教育創新方向: 

(1)成功地將「學生本位的成果導向式教育」落實在通識教育的規劃，並能依學生

能力培養不同向度，整體規劃通識教育的框架，並落實階段性改革。 

(2)有效地將通識教育推展成全校跨領域整合的重要機構，並能與各不同單位共

同規劃相關改革。 

(3)推動沒有學分的通識沙龍，豐富而多元的內容，帶動學生自主學習，培養學生

的軟能力。 

(4)改革大一國文、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英文等核心必修語言課程，轉換成

對溝通表達能力的培養，也利用議題與文化引導學生學習。 

(5)資訊素養及程式設計課程必修課程，培養學生具備電子書製作、拍片剪輯能

力、程式設計基本知能，讓學生具備未來競爭力。 

(6)創意設計、多元文化、公民參與、社會實踐四門必修課程，培養學生面對社會

的各項知能，亦有效培養團隊合作、批判思考能力。 

(7)規劃問題導向、實作導向的專題製作課程，激發學生的熱情，挑戰有難度的學

習，讓學生不再只是挑又甜又涼的營養學分，而能面對自己的學習。目前專

題類課程已佔所有選修課程的 20%，修課人數已達 15%，有效改變學生對通

識課程的看法及學習態度。 

(8)規劃微學分，推動以來，已成功帶動學生主動學習熱誠，學生因為習得基本知

識而願意進一步學習進階知識。 

(9)國際體驗計畫成功地帶動學生出國學習與挑戰的熱情，學生也因而對英語學

習及國際合作計畫、交換學生計畫有更高度的興趣及參與。 

(10)學生自主課程由學生規劃、申請，經審議後由負責老師督導學習歷程，成果

相當好，已成為學生自我挑戰最重要的創新模式。 

(11) 所有必修課程、專題課程、微學分、學生自主課程都已經是創新教學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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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目前，針對所有選修課程的四年前改革，己經到了最後階段。未來，

逢甲大學將不再有僅僅教師講授、學生聽講、考試就通過的課程，每門選修

課程都一定要有 1/4單元採創新教學方式進行。完成通識教革的最後一哩路。 

(12)催生應諾創客社區及社會創新學院，提供與通識教育互補的創新改革。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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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通識所有同仁多年的辛苦付出 

翟本瑞 

 

陪同校長到政大領取第一屆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通識榮譽獎章之「典範

通識學校獎」，得此殊榮所有學校都認為實至名歸，對逢甲通識教育肯定有加。

事實上這個獎項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就，理事長在頒獎時表示一個學校識教育

要辦的好，學校一定要支持、校長一定要支持。我在回顧過去資料時，看到當時

的劉安之校長和林秋裕教務長對通識的支持，讓陳介英得以發揮，奠定了通識改

革的基礎。而李校長在教務長、副校長任內推動的教卓計畫，更讓通識教育成為

「學生本位學習的成果導向式教育」成為通識改革最重要的指導原則。多年來在

此基調下，逢甲通識教育有大方向和目標可以努力。接王謙主任及邱教務長的棒

子，只要依此原則努力推動即可。 

校長在致辭時表示，過去十四年通識教育的改革，一步一腳印、不貪快，一

項一項地逐步改革，目前剩下最後一塊拼圖，選修課程的改革也將在未來這一年

內完成。我們花十五年來把通識教育辦好，建立出逢甲特色的通識教育改革。 

你們許多人比我在通識中心更久，更能見證這個過程的艱辛。是你們，讓

我在接任後沒有後顧之憂，也是你們，有著高品質及效率，讓所有改革都不再那

麼困難。謝謝大家的支持，讓我把改革的後段順利推動，贏得最後榮譽。 

未來，高教仍有一些待克服的挑戰、要面對的變革。我們是服務團隊，支援

全校教育理念，將學生的學習與成長當成我們的職志，發揮高效能的服務精神，

把價值做出來。 

大家都知道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但通識重要是做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

謝謝大家這些年的努力，讓我們把通識教育的價值做出來，真的改變了許多學生。

謝謝，有你們真好，未來，大家繼續努力!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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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0/15-10/31 節目單 
     

修習「多元文化」課程的同學，每學期至少須參加一場通識沙龍，歡迎至
人言十樓通識教育中心或通識沙龍索取節目單，亦可追蹤臉書「逢甲大學通識
沙龍粉絲專頁」，將可不定期收到最新場次消息。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10/15 (一) 
12:10-13:00 

楊沛璇 
葉芷君 
許淇真 

交享「越」團，讓你"越""越"欲試 
1.我們的選擇──越南。 
2.我們出任務──沙發衝浪、淨街、大學生地陪。 
3.我們和越南人。 
4.我們和越南交通。 
5.我們和越南飲食。 
6.我們和越南──發現不一樣的越南。 

10/15 (一) 
17:10-18:00 

張沛慈 

征服三大城市完成我的祭典夢 
東京、大阪、京都，這是我們最為熟悉日本的三個都市，
然而三個不同樣貌的城市，為何能讓許多觀光客一而再、
再而三地拜訪，它們之間的魅力又何在呢？來日本少不
了的便是日本祭典，想要一探究竟祭典的美好？想要知
道看祭典的絕佳位置？想要瞭解祭典中有什麼好吃好玩
的美食？有關旅程中任何酸甜苦辣都會公開大放送喔！ 

10/16 (二) 
12:10-13:00 

林致鋐 
李怡欣 
郭怡婷 
郭士銘 

柬視你我──我們生活著，很幸福！ 
18 天搭 6次飛機住了 9間旅館，聽起來很累很趕的一趟
旅程，因為有彼此因為有目標，旅程中充滿歡笑。一起經
歷從未經歷過的，住著會搖晃的小木屋，搭了一趟玩命
的越野車，只是為了要翻過一座山，這趟旅程很難也很
難忘，跟你分享四個橫衝直撞的人，如何完成這趟瘋狂
且難忘的旅程。如果你問我，推薦去哪裡玩？我會跟你
說，柬埔寨。 

10/17 (三) 
12:10-14:00 

胡鈞媛 

從中文系到聯合國──國際壯遊、交流與參與 
1.如何開啟任務旅行──我與 25 個國際/當地組織交流的經驗。 

2.如何自行發起計畫──去越南和黎巴嫩拍攝記錄片。 
3.如何尋找補助資源──外交部、教育部、大學、基金會與
國際補助機會。 
4.如何申請國際實習──我的兩年四大洲實習計畫。 
5.如何創造超低旅費──超過 3500 公里的便車與沙發衝浪。 

10/17 (三) 
15:10-17:00 

詩丹法尼 
為藝術計畫旅行──日本篇：2018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 
1.何謂越後妻有？何謂大地藝術祭？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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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件大地藝術祭作品介紹。 
3.你也可以為藝術計畫旅行：2018-2019日本重要展覽介紹 

10/18 (四) 
12:10-13:00 

蕭伊真 
蘇奕豪 
葉秉義 
劉柏孜 

"柬"單遊越南 37DAYS 
1.行前準備規劃-最便宜的深潛、最省錢的交通。 
2.體驗禁忌-柬埔寨大麻披薩的震撼！ 
3.在柬埔寨的幼兒教學日子-語言不通也可以教學。 
4.37 天無導遊的自助旅行-最美的無人白沙灘。 
5.騎機車遊越南-半夜衝沙灘、白天看日出。 

10/18 (四) 
15:10-16:00 

楊靜晨 

一個過目即忘的路癡，在奧捷可以玩得很自在 
1.如何克服心理障礙？ 
2.行前準備。 
3.路痴的偽裝——怎麼讓自己看起來好像熟門熟路？ 
4.歐洲人的禮貌與習慣。 
5.城市間交通很簡單！ 
6.分享走過的景點、人事物。 

10/19 (五) 
10:10-12:00 

杜承謀 

中、美南海較勁對我南海主權之影響 
1.南海情勢分析。  
2.中、美南海較勁。  
3.對我南海主權之影響。 
4.如何維護南海主權。 

10/22 (一) 
12:10-14:00 

劉性仁 

沉浸在生活中的談判藝術 
我們的生活中處處都是不同形式的談判藝術，談判高手
並非天生，如何享受生活中的談判藝術：談判後天可以
習得，做好萬全準備、充分掌握談判過程，並且深知如何
避免談判最常犯的錯誤和觀念偏差，以有策略、有系統
地規畫談判並加以實行，讓人生更加能得心應手，沉浸
在生活中的談判藝術中。 
1.前言：生活處處是談判。 
2.談判三大要素：工具、架構、戰術。 
3.結論與自由討論。 

10/22 (一) 
15:10-16:00 

彭怡惠 
許安瑜 
周晏禎 
何欣芸 

19非凡：菲律賓公益之旅成就我們不平凡的 19歲 
1.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前準備與規劃。 
2.愛不單行——薄荷島志工。 
3.宿霧、馬尼拉、愛尼島自助旅行。 
4.19 歲旅行——甘苦談。 

10/22 (一) 
17:10-18:00 

吳勝瑤 

24天環英國還能快閃巴黎 
1.毫無頭緒嗎？聽聽我的行前準備與規畫。 
2.倫敦玩幾天？郊區呢？愛丁堡呢？? 
3.遇到挫折就面對它、解決它! 
4.像畫一樣的美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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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二) 
12:10-13:00 

歐宣妤 

愛"象"成痴──踏上一場救援之旅 
在電視上常可以看到大象表演，在泰國更是常見，這可
愛的大象背後，其實是牠們是受到人類一連串殘忍的迫
害，所營造出來的快樂假象！那就來聆聽這場拯救之旅
吧！ 
1.如何選對象園—教你如何參與大象志工！ 
2.和世界各國的朋友們一起鏟屎的日子！ 
3.從清邁、北碧、曼谷、安帕瓦到象島，玩遍泰國 22天！ 

10/23 (二) 
15:10-16:00 

沈宜臻 

"芝"麻開門！我的美國自助之旅 
20 歲的暑假，我踏上了人生中第一次國外自助旅行，展
開這場美國冒險之旅。一個人在美國體驗不同的文化，
探索芝加哥這座美麗的城市。想知道機票哪裡買？住宿
怎麼訂？交通怎麼解決？以及這趟旅程中發生了什麼有
趣的事嗎？就讓我來與你分享吧！ 

10/24 (三) 
12:10-13:00 

賴品妤 
王品勛 

"新"動不如"馬"上行動 
1.計畫書的撰寫。 
2.行前規劃與準備，推薦旅遊 APP、部落格。 
3.旅行通通通－城市交通分享。 
4.公益任務分享－淨灘與宣傳台灣。 
5.如何在國外交朋友？ 
6.新馬趴趴走與國外瘋世足！ 

10/31 (三) 
10:10-12:00 

陳姵如 

《一堂課，台灣》 
歷史悠久的六裕區，即將興建一個新的捷運站。 
政府在考慮徵用這個住宅區的其中一個地段。配合捷運
站的到來，官方首次讓居民們決定要放棄哪些地段。這
些可能被徵用的地段，都有一個重要設施，而這些設施
分別都有各自的歷史價值、社會功能與社區情結。 
居民們必須決定，為了這個捷運站，他們願意犧牲哪一
個設施。  
一旦拆除，一切將不可逆轉。  
你/妳就是居民！ 

10/31 (三) 
12:10-13:00 

林秉嫻 
陳鈺雯 
宋沛蓉 

心泰柬單遊世界 
1.便宜又道地的泰國食物。 
2.交通攻略：如何在曼谷、柬埔寨走透透？ 
3.住宿準備。 
4.吳哥窟景點該怎麼走？ 
5.公益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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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相關系列微學分課程 
    107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多元、豐富、創新、技能、實用......想

要學什麼，可以自己搭配、自己挑。其中關於職涯系列課程，同學們可以透過

「UCAN 共通職能施測與解釋」引導還不太確定方向想要找尋自我職涯面向的同

學可以更清楚自己的優劣。透過「履歷表與面試工作坊」感受履歷表的全新體驗

以及對於人生的重新定位。「新鮮人職場簡報利」、「新鮮人職場企劃力」、「新鮮

人職場溝通力」、「生活與職場上需要的溝通與需求管理」、「職場專業禮儀實務」、

「解決問題最簡單的方法」等課程，則可以從中學習到職場必備的知能以及態度。

職涯相關課程陸續開放報名中。 

更多詳細課程介紹可參考通識教育中心網站 https://goo.gl/cgntU1 

相關課程的授課時間與簡介： 

【履歷表與面試工作坊】 

10/14(日) 09:00-18:00 上課地點：通識沙龍 

10/27(六) 09:00-18:00 上課地點：通識沙龍 

簡介 履歷表的全新體驗以及對於人生的重新定位 

履歷表的源頭活水(我是誰?我要做什們?) 

履歷表的奇幻旅程(投履歷都在想什麼?招募端又發生甚麼事情?) 

履歷表的前世今生(沒有甚麼事情是理所當然的) 
  

【新鮮人職場溝通力】 

10 月 15日(一) 13:10-17:00 上課地點：人 B116A 

◎瞭解溝通之重要性與技巧 

◎體驗團隊合作之技巧與方法 

◎案例分享與實務演練 
 

【UCAN共通職能施測與解釋】 

10 月 15日(一) 13:10-17:00 上課地點：通識沙龍 

◎說明共通職能之重要性。 

◎影片介紹加強學生對於共通職能之認識。 

◎進行 UCAN共通職能測驗，了解學生自我共通職能缺口。 

◎職能測驗結果解釋與說明。 

◎討論與規劃增進職能之活動與課程。 
 

【生活與職場上需要的溝通與需求管理】 

10 月 22日(一) 13:10-17:00  上課地點：人 B116A 

職場上若不擅溝通，與老闆、同事甚至客戶都難以達成共識，更別提職涯或人

生規劃。本課程要同學從了解身邊朋友的需求開始，把需求與溝通視為重要且

需學習的一種管理，累積職場軟實力。 

https://goo.gl/cgnt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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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規劃─如何存到第一桶金】 

10 月 22日(一) 13:10-17:00  上課地點：創客社區 

藉由教師求職與就業經驗分享，並藉由理財方式與規劃等工具或管道之說明，

規劃及討論出合適之存到第一桶金的策略方法。 

1.求職與就業經驗分享。 

2.如何做好理財規劃。 

3.存到第一桶金的策略方法。 
  

【解決問題最簡單的方法】 

10 月 26日(五)13:10-17:00  上課地點：人 B116A 

解決問題能力是未來重要的職能之一 

◎問題通常都希望用『專案處理』來解決 

◎為甚麼要用專案 ? 專案用是什麼 ? 

◎解決問題其實是有步驟的 

◎事倍功半的工作術 

◎簡易的問題解決的五個工具 
 

【職場專業禮儀實務】 

10 月 29日(一)13:10-17:00 上課地點：人 B116A 

職場專業禮儀之你不能不知道的秘密，進退應對要得體，看起來專業才能贏得

信任。職場專業、形象、應對及禮儀是職場必勝的關鍵。 

  
「叛逆也是一門學問」邀請聯運鞋業股份有限公司人資劉彥廷老師講述培養學生進
入職場的創新及適應能力，並讓學生顛覆傳統產業或鞋業的職場認識。(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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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解密商業模式的價值」讓同學對於設計思考有認知，讓創新與創業充滿
在生活中，對於商業模式有更強的敏銳度。(9月21日) 

  

  
「新鮮人職場企劃力」從認識企劃案常用方法、工具簡介開始，並講述企劃案撰寫
流程、企劃案主題參考等理論，再透過案例分享與實務演練，讓同學們可以在課程
中完成一份企劃的撰寫，學會企劃撰寫與報告的技巧。 

  
「UCAN共通職能施測與解釋」透過測驗分析，引導還不太確定方向想要找尋自我

職涯面向的同學可以更清楚自己的優劣。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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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國際體驗說明會大成功!!! 
107 學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正式開跑啦~ 在十月的第一天，我們舉辦了說

明會!由通識中心主任翟主任親自為同學介紹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從 103 學年度

的 52人到 106學年度 185人，更多的同學勇敢地跨出舒適圈，走向世界，同學

回國後的自信心與成長，正在急速發酵著!也很謝謝家扶中心的負責人到場為同

學解答；最重要的是謝謝這麼多同學參加，超過 300 位同學將啟垣廳擠得滿滿

的，真的很開心，你們的支持是我們繼續辦下去的動力~希望這麼計畫可以繼續

持續下去，影響更多同學。後續詳細計畫書徵選訊息請密切關注臉書社團動態喔

~ 
國際體驗臉書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5761850616694/ 

 
超過 300 位同學將啟垣廳坐得滿滿的 

  
由通識中心翟主任跟各位同學介紹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同學們看到宣傳單都很有興趣，聽到同學們出國的精采故事都露出興奮的表情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576185061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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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心家扶的負責人也一起參加，介紹今年的計畫，很多同學都很有興趣 

  

同學們也很踴躍的提問，淑慧老師也分享了很多資訊給同學 

 
謝謝翟主任、淑慧老師、家扶的兩位負責人以及最重要的同學們!!!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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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與時間拔河─逢甲人物故事徵文比賽徵件 
    故事，需要說出來，才能被看見。 

    逢甲，五十多年的歷史，那麼多的故事，需要從記憶裡挖出來， 

透過報導，浮出時間的水面。 

    歡迎逢甲大學學生踴躍投稿！！！ 

   比賽活動詳情請上活動網站查詢：https://fcu-story.zty.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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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開始報名 
    國語文教學中心希望透過辯論競賽，能提升學生對公民議題的關注及通識

學習的興趣，並學習包容不同意見的民主風度，而這正是團隊合作的基礎，待人

處事的軟實力。 

    比賽報名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1 日，請至國語文教學中心（資電 106）填

寫報名表。 

    比賽詳情及相關問題，請洽國語文教學中心林俞佑老師(分機 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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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專題」-全球化浪潮之下產業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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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7日邀請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顧

問兼所長詹文男所長擔任第三堂課講者，介紹全球化浪潮之下產業大趨勢，詹文

男所長於經濟部擔任顧問，並於政大 EMBA、台大商研所教授『高科技產業經營

議題』、『產業技術及市場前瞻』等課程，曾任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審議委員、

臺灣亞太產業分析師專業協進會理事長、經濟部審核科技事業上市上櫃案評估

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在課程中詹所長與同學分享 2025全球七個重大趨勢與關鍵

議題，從「人口結構轉變」、「全球化的風潮」到「萬物聯網的世界」並分享他

擔任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期間的經驗談，在詹所長幽默風趣的講課風格下，課

程中同學們皆聚精會神的聆聽，受益良多。 

課後駐校時間，詹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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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翟本瑞院長也到此與詹所長交流對談，從資策會一路談到國際事

務，相談甚歡也期待日後詹所長的蒞臨。 

 

 
圖一: 詹文男所長講課 

 

 
圖二: 李天生教授代表通識中心頒發感

謝狀給詹文男所長 

 
圖三: 課後駐校時間與同學們交流 

 
圖四: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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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專題」課程-兩岸關係與台灣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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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0日邀請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徐斯勤教授擔任第二堂課程講者，介紹兩岸關係及台灣未來發展。徐斯勤教授兼

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專業於國際情勢議題，擅長分析兩岸發展可能動向。徐教

授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切入課程主題，分享台灣與中國的政治現況，從蔡政府的九

二共識，兩岸一中各表問題，再到近日來討論激烈的中美貿易戰等，徐教授精闢

見解帶給同學不同的想法及反思。同學們更表示自己以前對於政治議題非常失

望且不願多談，在聽完徐教授的課程後，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多表示未來會花時

間多關注相關議題，了解國家處境並為公民義務盡一份心力。 

課後駐校時間，徐教授於社會創新學院院辦駐點與同學們交流，同學們對於

課堂內容都非常的有共鳴且積極發問，同時翟本瑞院長也到此與徐教授交流對

談，更加深入探討台美關係及中國政經發展，相談甚歡且獲益良多，徐教授也給

予同學們高度評價，期待徐教授再度蒞臨本校，帶來更多精彩的國際情勢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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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招募志工隊啦! 
社會創新學院以解決社會真實問題為核心，將與社會鏈結，因此場域會到

社區等場域結合。喜歡在外面趴趴走的，你的機會來啦! 

我們第一個場域就在台中東勢社區喔~以實際的專案，同學有機會實際執

行與操作~ 做出自己的成果吧!訓練同學規劃設計思考力、計畫撰寫力、專案執

行力、效益影響力。並有機會可以結合社會創新學院專案，透過計畫爭取，申

請補助，到海外執行計畫!!! 歡迎有熱忱的學生加入喔!!! 

※說明會時間: 2018.10.09(二) 12:00-13:00  

※說明會地點: 社會創新學院(創客書屋 人社 B1) 

※報名截止日: 2018.10.12 

※報名表單: https://goo.gl/forms/bI1vWeMWwMLhzpW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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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新移民資訊互動平台課程上課啦~ 
社會創新學院-新移民資訊互動平台課程在 9 月底開課啦!這次很榮幸可以

跟中山醫學大學的同學一起上課，由中山醫林俊哲教授及本院翟本瑞院長促成

合作，形成跨校課程，讓同學有機會可以跨校跨領域交流~透多中山醫、逢甲及

新移民專業師資，一起正視社會議題，為新移民解決就醫及生活層面等問題。  

第一天課程一早八點同學來到東協廣場，來認識新住民啦~很謝謝何景榮老

師的介紹，讓我們有這麼棒的機會聽優秀的新住民分享!也很謝謝社會創新學院

的賴執行長在週末還特地前來支持，跟同學一起上課學習～ 

由麥理事長帶同學認識越南文化跟禮節，許多越南的文化知識都跟台灣不

一樣，也因為文化的不同，造成很多誤會~像是我們的星期一是越南的星期二；

我們的端午節是越南的驅蟲節；我們的元宵節燈會越南是在中秋節舉辦喔!真的

很多新鮮的小知識~讓我們能更了解越南~ 

接下來更是邀請到了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等國家的新住民及移工朋友

來跟同學分享他們在台灣的生活、想法及問題，提供給同學設計 APP 程式設計

的想法，透過座談的方式，讓我們更加認識了多元的文化~~~真的很豐富也學到

很多~  

  
麥玉珍理事長為我們介紹越南文化 邀請到新住民朋友及移工與同學們座談 

  
謝謝何老師邀請到美麗的新住民姊妹們 同學討論著對於 App 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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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課程很榮幸邀請到中山醫的謝醫師來跟大家分享醫師在看診的豐富

經驗分享，醫師用問答方式跟同學互動，透過同學的回答來延伸分享經驗，讓

同學知道很多有趣的故事，原來就醫也會因各國的文化不同有很大的差異耶，

真的很精彩~ 接下來，翟院長親自帶同學認識設計的力量，也透過分組討論方

式，實際讓大家用 ORID(焦點討論法)去思考與討論，看大家用這麼短的時間內

討論出成果上台呈現報告，同學們都很有潛力呢!!!下午用世界咖啡館的方式讓

同學換組討論，透過不同的想法交流，也激發出不少點子~ 最後張老師也前來

分享自身的經驗分享，讓同學知道更多方向與資源~又是收穫滿滿的一天!!! 謝

謝翟院長及謝醫師在週末休息的日子，還來到學校為這群抱有學習熱忱的同學

們上課，大家都超棒的!!!!   

 
謝謝各位參與課程的老師、講師及同學們! 

  
中山醫的謝醫師跟同學們分享看診的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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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院長帶大家認識設計的價值，更用討論的方式深刻學習 

 
雖然只有緊迫的時間讓同學討論，不過同學都表現得很好，整張海報紙寫得滿滿的 

 
同學們討論完後就馬上上台報告各組的想法，並透過投票方式得到同學們的肯定 

 

第二天課程也圓滿結束，謝謝各位老師及同學在假日休息時間一起來學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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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伊芙遇上瓦力:談 AI 機器人的現在與未來之情感 
劉騏甄 

本次演講邀請到中研院的侯愷均老師講解 AI 的發展與未來，期間提到人文

與科技的相輔相成，透過設計讓人工智慧更人性化，幫助並貼近人類的生活，不

同功能的機器也要有不同的設計，例如幫助人類搬運的機器人和陪伴人類的機

器人不同，陪伴的機器人必須是一個人的形狀，並且有眼睛，讓使用者覺得自己

是和一個活生生的生命相處，進而達到陪伴的作用。 

由於參與講座的聽眾多數來自人文學院，對於程式並不了解，講師透過媒體

相關報導，提出自己的想法，像是許多媒體報導未來人類會被機器人統治，然而

講師認為電腦在運算上比人類厲害，但電腦懂得是 0、1這個數字，無法理解 0、

1 這樣的概念，人類與機器的不同在於靈性，它包刮了靈感與智慧，並且人類有

著感情，因此如果有一天，機器人的發展突破 0、1的限制，有了孤單、慾望等

等感受，那人類就有可能受到危險，但目前的科技離這裡還非常遙遠。 

侯愷均講師在這場演講中透過許多電影、迷思，讓大家能從共鳴中理解現在

的智慧發展以及人文與科技的結合，是非常豐富有趣的一次講座。 

 
圖一:侯愷均講師 

 
圖二:講師利用變形金剛、鋼鐵人為例，講述人文

在科技上的重要性，台下觀眾都感到有趣 

 
圖三:許多人社學院的老師都參與本次講座 

 
圖四: 侯愷均講師與創新社會學苑執行長賴

奇厚、及其他師生共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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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感動行銷經驗分享 
     

社區文化感動行銷，本學期邀請台中市西屯社區營造小組召集人及臺中市

文化局社區營造專業講師張昭友老師協助課程推動。於 9 月 14 日(五)帶來主題

『社區感動行銷經驗分享』的一場演講，講述在老師調查、接觸與輔導的社區營

造過程中的經驗，以及分析本學期同學們要調查行銷的社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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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式課程演講-是時候該釋放他了 (徐治宜)  
    107學年通識教育「藝術、心靈與創造力」課程主要探討視覺藝術與回應屬

於藝術本質的價值分析,並與心理、哲學、藝術治療領域連結,從「美的歷程」探

索心靈，使學生延伸深化至個人對創造力的認識，進而學習如何釋放自己的創意

潛能，並於課程中辦理兩次專題演講。 

    此次榮幸於 107 年 10 月 3 日邀請音樂藝術治療-徐治宜老師帶來藝術療癒

領域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聲音，由徐老師演奏雨棍和忘憂鼓，引領學生進入全身

放鬆的靜心狀態，慢慢甦醒的過程中觀察己身的五感經驗，進而帶入即興配對的

對談遊戲，在遊戲中練習觀察和表達，接著徐老師帶大家用外星語言彌合短形式

的戲劇演出，讓學生跨越舒適圈，以非語言的自由戲劇和音樂演繹，讓充滿力量

的身體語言跨越純理性思維與過分依賴說話的限制，啟發學生如何從感受出發

讓彼此交匯，抓住分享的核心，藝術化地呈現分享者故事的本質，亦透過藝術帶

來更健康更愉悅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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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文學與生活-一步一腳印的中文課 
「文學與生活」是一門讓國際生用中文更加認識台灣生活與文化的課程，由

中國文學系的鐘文伶老師指導，9/25(二)的課程鐘老師用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大家

更認識台灣的節慶與特別的食物，所以設計了一款台灣節慶大富翁遊戲，裡頭並

有台灣三大重要節慶，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並加入許多相關單字，例如：鞭

炮、屈原、賞月等等。 

 
首先老師先發下大富翁的學習單，先讓同學們互相學習每個單字的念法，若

學生有任何疑問，老師允許同學可以用手機上網查詢，同學們絞盡腦汁查詢學習

單上頭的中文詞彙，並互相練習發音，接著老師利用學習單上的單字造句請同學

造句，並給出了基本句型：我喜歡…及我不喜歡…，且鼓勵學生用自己先前所學

的句型造句，每組依序各派一位代表上台擲骰子，擲到該節慶的單字，每位代表

必須念出詞彙並且造句，一開始同學們怕自己上台出錯，對於上台被動了點，但

在老師的耐心鼓勵下，幾乎每個人都克服出錯的恐懼，都上台嘗試練習。  

 
在遊戲過程中有些學生運用之前所學的中文，說出了許多創意金句，例如：

我不認識嫦娥、屈原很帥、我不喜歡中秋節，因為鞭炮聲很吵。由此可見之前的

所學已經成為他們的一部份了，最後獲勝的組別獲得美味的月餅，也透過競賽讓

同學更加積極互動，遊戲過後，老師帶同學用視覺來認識台灣，利用影片讓同學

知道台北 101 的跨年煙火的籌備過程，最後讓同學們看跨文化創新 MV-妙台灣

翻唱的 Faded，裡面除了台灣廟宇的文化特寫還結合了不同的絲竹音樂，在視覺

和聽覺的完美享受中下課。 

 

 
 

文學與生活台灣節慶大富翁師生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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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不一樣的大一英文教學 

客製化商學院國企系英語專班 

Unique First-Year English 

 Customized FE (BIBA) in Business College 
 

Three years ago the Bachelor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IBA) 

program came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Canter to help tailor their first-year students 

English program.  The task fell to Dr. Richard Davis, and he conducted some 

preliminary interviews with student and faculty. The BIBA program is special since 

native Taiwane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leave and study abroad in their senior year. 

This meant that the program would not be able to follow the normal unified English 

program as the students had different needs. 

Dr. Davis designed the program to have different focuses with the first semester 

to pertain to reading and presentations; the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read 15 

articles related to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nd make 30-minute team 

presentations on the articles. The second semester would be about research and 

writing. The students would be given three writing tasks from different genres; an 

email, a book report, a letter of self-introduction and taught how to write in the 

different registers as well as how to conduct research. The students responded 

positively and worked very hard, but there was still something missing. The email 

assignment leads him to understand what was needed. The students had to email and 

interview their upperclassmen in the BIBA program who were currently studying 

abroad. Some of the students abroad complained that they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e 

class discussion and culture shock they were experiencing. 

Therefore, in the second year some changes were made. Dr. Davis brought in Dr. 

Yu-Chi Wang to co-teach with me and we no longer gave exemptions to native 

speakers. Yu-Chi would lead the students in class discussions and help teach them 

about studying abroad. Dr. Wang completed both her Masters and PhD in the US and 

could speak to difficulties of studying abroad. The students responded very positively 

to the program and they have continued it in this the third year. If you would like the 

canter to possible design a specialized program for your department, please contact 

them and let them know. There are no one size fits all with language learning and any 

way they can help enhance your students learning will help to retention and good 

feelings all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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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年，逢甲大學成立了國際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英語專班)，簡稱

BIBA。外語教學中心的陳彥京老師 Dr. Richard Davis 受邀設計客製化的英語課

程。跳脫一般以課本為導向的教學方式，Dr. Davis 致力於為 BIBA學生設計全英

語授課的環境，及培養未來出國所需具備的語言及學術涵養知識。 

此英語課程分為兩大主軸。第一學期主要在培養學生的閱讀及做簡報的能

力。學生透過閱讀 15 篇真實語境的商業文章來培養閱讀理解能力。更進一步

透過小組合作，進行相關主題的小組簡報，來奠定做簡報技巧。第二學期著重

於培養學生的寫作及研究能力。主要在增進學生對撰寫英語信件的知識、架構

有邏輯的個人自述文章及學術文章的練習。透過這一系列紮根的上課活動，學

生不但增進語言溝通的能力，更對專業領域及研究方法有進一步的認識。為了

讓學生能更具體的了解未來出國所需要做的準備，Dr. Davis 設計透過英語

email 的真實互動，讓 BIBA 學生有機會和有經驗的學長姐一對一的交流。在

email 信件互動的過程中，BIBA學生對已經在國外就學的學長姐所面臨的困境

有更多元的了解。例如:參與課堂討論及適應從未體驗過的文化衝擊。在過去的

兩年經驗裡，學生都給予這些練習正向的回饋，並加確立未來要努力的方向。 
有了過去一年的經驗及學生的回饋，Dr. Davis 在第二年便邀請王鈺琪教授

一同加入協同教學。希望透過中外籍教師的合作，可以為國際及台灣學生帶來

不同文化的上課體驗，也為學生未來的留學生涯做更多的準備。王老師的課程

著重於培養學生參與討論的能力及技巧，並希望藉由她過去在美國求學的經

驗，來幫助學生進一步了解不同的學習文化。在過去的一年裡，連王老師自己

也說得到了許多正面的回饋和鼓勵，更從和 Dr. Davis 和學生身上學到許多寶貴

的經驗。因此，兩位老師更加相信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及針對學生的需求設計

適當課程的無限可能性。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和不同領域的專家一同努力，

為學生創造更多拓展國際視野的機會。 

 
圖一: 腦力激盪與發表 

Brainstorming and Presentation 

 
圖二: 誰說上課太嚴肅! 

Less lecture, Mor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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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小組專題討論 

Seminar Discussion 

 
圖四: 中西合授，協同教學 

Co-teach, co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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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沙龍分享爆滿啦!!! 
開學開始，暑假國際體驗回來的同學都在人言 10 樓通識沙龍分享出國

的經驗給同學們聽喔~ 最近也有很多導師班的班級帶同學們到沙龍直接聽同學

分享，真的很謝謝老師們的支持，讓這個計畫可以讓更多同學有機會出去~ 有興

趣的同學一定要把握機會來聽學長姊們的分享喔~ 學長姊們都很樂意分享他們

的經驗給大家，也有很多樂意留下連絡方式，給予大家協助跟建議~ 這麼好的機

會，絕對不要錯過喔~ 這學期的國際體驗計畫開跑了，其中一項就是同學要到沙

龍聽 5場分享喔~ 大家看到有興趣的主題，不妨來聽聽喔!  

  
講師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大家聽到精彩的故事都很入神。 

  
講師靠著街頭賣藝環遊世界。 也分享了很多旅行的方式。 

 
很多同學到場來聽講師的分享，很多還是講師的忠實粉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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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冷漠的臉之下，是善良且滿腔熱血的 
財金系 吳羿涵 

日本人是很冷漠的民族 

在去日本之前，聽說日本人是非常冷漠、人與人之間有著距離感的民族，而

那些過度禮貌的作為都是假裝的，如果遭遇麻煩困難，他們也不會輕易幫助陌生

人，這就是所謂的日本人的面具，而東京人更為如此。我抱持著半信半疑的心前

往日本，畢竟從小就受日本的文化影響深遠，例如：動漫畫、日劇……等，所以

並不願意完全相信日本人是這麼冷淡的民族，但是又沒有有力的證據來完全否

定這一番話，畢竟他們的過度禮貌是人人有目共睹的。 

關於過度禮貌這件事 

但是到了日本發現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雖然一開始到超商結帳時，真的被

服務人員的過度禮貌嚇了一跳，他們找錢時會把鈔票跟零錢分開給你，而且一分

一毛的算給客人聽，再雙手奉上找的錢，加上九十度鞠躬，最後再一聲「ありが

とうございます（謝謝）」。但是或許這也是日本人體貼的地方，他們想讓客人感

受到最高的誠意，也讓客人可以帶著好心情來享受一場購物，我想比起毫無禮貌

的態度，大家還是會比較喜歡有禮貌的服務人員吧！或許因為不習慣被這麼有

禮貌的對待，而覺得日本人禮貌過度是稍微帶有偏見的想法。 

  

願意幫我抬行李上下樓 

  如果將過度禮貌和過度替人著想的觀念套用在服務人員身上或許適用，因

為這是他們文化的一種不成文規定，必須要對客人致上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不管

到哪一間飯店、旅館，他們總是熱心的幫我搬行李到房間，而日本也非小費國家，

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出自於對工作的熱情，而大部分的日本人對自己的工

作都有很大的熱情，就算沒有熱情也不會隨便敷衍了事，而是妥當的做好自己本

分內的工作，日前日本有發生日本公車司機罷工事件，而有別於我們想像中的停

業罷工，日本公車司機罷工卻是不收乘客一毛錢，且繼續開著公車上班，有此可

見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有多麼大的責任心。但除了工作上的服務以外，當我一個人

走在路上時，我一個不到 155公分的女孩子抬著一個大行李箱外加一個大袋子，

看起來有些吃力，而常常受到日本人的幫助，他們並不像想像中這麼冷漠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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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地鐵站搬行李下樓時，遇到一對可愛的情侶，他們一看到我就說「很不容易

呢！一個人搬這麼重的行李上下樓。」我也回應他們一個微笑「是呢！」，之後

女孩子便一手搬起我的大行李，而男孩子也說要幫我扛旅行袋，這時候我心裡有

點受寵若驚，一來是在外地遇到這麼好心的人會不會是騙子？！二來是聽說日

本人不是很冷漠嗎？但他們幫我的行李搬到月台上後，便跟我揮揮手笑著離開，

我才意識過來，他們是真正的好人啊！我也趕緊跟他們道謝，而之後接二連三也

遇到很多日本人願意幫我搬行李、按電梯、禮讓我的大行李先走，而我也確實了

解到他們的禮貌是由內而外真實的展現。 

在日本搭私人漁船觀光 

  整段去日本的旅程一中，我記憶最深刻的是：我錯過了要去沖島的船班，而

下一班是兩個小時以後的事，那時候我深感絕望但又不太清楚現況，便去問了碼

頭旁邊唯一的一位阿伯，他不會英文而我的日文能力也還不足以明確溝通，在比

手畫腳之後勉勉強強能夠交流，船班是真的走了，而這位阿伯沉默了一陣子後，

突然說要用他的私人漁船載我過去，這時候我的危險小劇場又在腦中上演一百

次，我非常猶豫要不要搭上他的漁船前往沖島，但這個時候也沒有公車可以搭回

車站了，這個漁港也只剩下阿伯一個人，進退兩難之下我最後還是決定相信阿伯，

便帶著緊戒心跟了上去，在航行期間他試著用日文跟我聊天，我也試著回應他，

雖然只聽得懂三成，但我知道他一定是一個好人，順利抵達沖島時，他沒有跟我

收取任何金錢，而是瀟灑揮揮手揚長而去。 

  

打破既定印象，世界由自己親眼見證 

  我們總是以「道聽塗說」和「既定印象」來評斷一個人，甚至是一整個群族，

義大利人一定是花心的、德國人一定是一板一眼的、美國人一定是自由奔放的，

而日本來一定是冷漠的，但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或許我們該親自走一趟與之

交流，才會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而非自己腦內幻想，與其在家讀萬卷書，不如

走萬卷路，出走後的每一場邂逅都是美好回憶，也是一種

養分。 

  旅行，讓我我們靠這個世界更近，有機會去擁抱世界

上每一個角落，也有機會被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擁抱，這

一趟旅行我更清楚的了解到「世界上果然充滿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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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旅程最大的挫折 
土管系 吳勝瑤 

英國的火車票很貴是眾所皆知的事，而我在台灣已經向旅行社購買了英格

蘭區的火車通行證，我買的是 1 個月內任選八天可以無限次搭乘的，但是因為

我必須上去到愛丁堡，而愛丁堡屬於蘇格蘭區，也就代表著我必須額外多買英格

蘭邊界到愛丁堡的這段火車票。 

為什麼我不直接買全區的火車通行證就好，只買英格蘭區的呢?這就是自由

行旅人的精打細算了，因為英格蘭區與全區的火車通行證差了大約台幣 2000 元

左右，但如果我只是加買邊界到愛丁堡的火車票，來回只需花費台幣不到 700 元

就能解決，所以我當然是選擇只買英格蘭區的火車通行證再額外買沒在通行證

範圍內的火車票。殊不知一切自以為在台灣就已經準備好的交通規劃，在入住約

克的當天晚上發現事情大條了。因為要再次整理之後幾天要前往愛丁堡以及下

去湖區的一切事務，我打開手機 app 裡已經訂好的車票內容看看，發現原來我

訂的從愛丁堡下去湖區的這班火車並不是夜車，雖然內容裡寫著總花費時間是

11 個小時多，但是是因為我從愛丁堡搭末班車到邊界後，就沒有火車了，所以

車程這麼久的原因是中間那段時間其實是等車的時間!而且還得轉三班火車，而

原本決定搭夜車所以也沒有訂旅館。 

    天啊!真是感覺世界末日要來了!我好驚慌，覺得自己很烏龍，因為從愛丁堡

下去倫敦都不至於花這麼久的時間呀!怎麼只到湖區竟要花 11 個小時自己會沒

發現呢!只能怪自己實在是太不謹慎，在一下子的晴天霹靂後，我開始要自己冷

靜下來，想起爸爸說的:「遇到事情就是要面對它、解決它」，這就是解決問題的

能力吧!沒錯，我一定要靜下心來好好的想想我該怎麼辦。上網查資料後發現可

以改車票，但是手續費就比我原本的車票錢貴了，所以我決定就直接放棄這張車

票吧，當天下去湖區再重新買，並且趕緊再從訂房網站上多訂一夜的旅館，啊!

總算是解決了自己搞出來的這個大烏龍，但是現在想想我怎麼會不花手續費又

重新買票呢，真的是花錢買經驗啊!而且當天買的火車票非常的貴，這次的經歷

我一定會銘記在心的，是自己粗線條的個性造成這次的事件發生，往後希望自己

做任何事都要更加小心謹慎、多加確認。 

 

 
 
 
 
 
 
 
 

  
在約克還沒發現問題前的休閒時光 新買的來回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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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信自己 ──沒有不可能 

財稅系 張簡寶玉 
在這 22天的旅程裡，每天都是充滿新奇的一天，去冒險去嘗試靠著自己的

雙腳走出每一步，不要小看自我的可能性! 
從計畫撰寫、規劃到實現，這一路以來對於從前的我，可能會覺得這是一件

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我當時只是憑著一股熱血就決定要報名參加，四處詢問
有沒有人願意和我一起出國，其實這過程中我也不敢確定我爸媽是否會答應讓
我出國，因為他們很保護我，可是我一直很嚮往國外的文化、風景與生活…等，
所以這個計畫是一個機會，能考驗與證明我自己的機會，雖然我父母仍無法接受
我一個人出國中長期，但能參加到這次東南亞公益旅行，對於我來說就像一趟奇
幻旅程，有著夥伴一起實現共同的目標與理想，這個過程很珍貴! 

在這之中我也熬了許多夜，為了趕企劃、做影片…等，裡面最讓我有成就感
的就是寫計畫，那時不懂計畫書該如何撰寫，我們那時找齊四人組時離計劃截止
日也將近了，而且我們四人也沒有一個有經驗的，當時每天熬夜討論趕出第一份
計畫案，請學姊給我們一點建議，那時的我才知道我們的撰寫根本很抽象、不具
體，前半段的討論就是天馬行空一樣，我記得要打第二次計畫案已經是截止日前
兩天了，整個計劃案都需要重新架構與思考，就是整個打掉重來，其實當下有那
麼一點灰心在知道要打掉重來時，但為了大家的目標，組員們晚上約在麥當勞討
論、打報告，熬夜趕出第二版計畫，後來在最後一天還有進行修改以及補足不足
的地方，在截止前一天的晚上，我與其他兩個組員徹夜未眠在麥當勞趕出了最終
計畫書，那是我第一次在麥當勞待最久的時刻了，做完的時候那種感覺真的很難
用文字去敘述出來，我記得我們做到早上五六點，大家早上都還有課要上課，那
時的我們真的很熱血與瘋狂!在得知計畫錄取的時候，這也是我大學到目前為止
最有成就感的時候了，超有成就感的就像中獎一樣開心，一切都值得了的感覺! 

在不同國度裡生活我與各國志工交流，得到一些不同觀點，除此以外這次出
國我看到各式各樣的人事物，有種大開眼界的感覺，也了解與學習到了不少，先
前的那些準備都值得了! 

所以要相信自己做得到以及去實踐自己的夢想，當你去做時目標就離你不
遠了!出國去冒險吧!你會發現世界很大，自己其實很渺小，但你能有無限可能與
機會，讓自己來趟奇幻旅程吧! 
Try it!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阿甘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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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愛你公益旅行-為了與更多無限可能的自己相遇 
財稅系 王靜瑜 

  今年的暑假不一樣!打破自己的設限，強迫自己踏出熟悉的環境，為了與更    

多可能的自己相遇，決定參加國際體驗! 

  我們這次去的工作內容主要有二個：建造廁所以及教當地小朋友們英文，其

中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建造廁所，因為這個活動我從來沒有嘗試過，覺得很特別，

和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文化的人們，因為踏上國際志工的旅程而相識，一起

團結完成一件事，看著本來一片平坦的地面，一天一天因為我們的合作而形成一

棟建築，這感覺很美好!也學會了如何混水泥，體驗了蓋房子的建築師和工人的

辛苦。 

  建完廁所之後，我們在外面刻上自己的名字，很開心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有我

付出的痕跡，雖然我們還是學生，能力有時也有限，但是只要願意去嘗試，小小

的力量，也是可以幫助到許多人們。而透過服務不只可以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們，自己也能透過服務探索自己、挑戰自己，讓自己多嘗試，更能讓我們看到自

我價值與被他人需要的能力。 
  

幫村莊居民蓋廁所 刻上自己的名字紀念 

    越南村莊的夜空也真的很美，滿天的星星，還有銀河以及流星，這是我目前

為止看過最美的星空，大自然的魔力和美，有時候只有自己親身體驗過才知道，

深怕一眨眼就會錯過眼前的美景，感謝當初的勇敢嘗試，踏出臺灣，去看看世界

的美好，我想越南的星空是我在這趟旅行最印象深刻的一個美景。 

    我覺得出國當志工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不僅可以和來自各國的志工們

交流，也可以幫助不同國家的人民，透過這個計畫能夠自我探索並意識到自己的

不足之處加以成長改進，強迫自己踏出熟悉的環境，給自己多一點挑戰，我希望

能看到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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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對還在猶豫不決的同學說:勇敢跨出吧!現在的我很感謝當時勇敢跨出這

一步的自己，還有儘管擔心卻還是支持我的家人，相信你們的旅程也會和我一樣

收穫滿滿! 

 

大學帶給我第一堂最難忘的課 
財稅系 謝依霖 

走進大學第一天開始，你從沒想過在大一的自己能夠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

國外自助旅行，從沒想過自己能夠將那些計畫中.想像中的畫面成為了完成中的

事。 

因為因緣際會下和系上的學姐一起參加學校舉辦的國際體驗的計畫，從零

開始寫出將近了 20頁的計畫書，成為了錄取名單中的一員，對我來說這好像是

昨天才剛發生的事，轉眼間的自己卻正在打著這篇分享文章。 

〈快樂好像成為了天天都會發生的事，憂愁和煩惱在此刻都會消失〉 

隨著年齡增長人的慾望變得越高，好像比小時候更不容易滿足，就好比身為

大學生的你我想必每天都會煩惱一件事，就是「等等午餐要吃什麼啊?」有時候

認真想起來這是一個很好笑的問題，因為學校外面有太多的選擇和美食導致於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選，當把這些選擇刪除後你會發現到吃飯就成為了一件很簡

單的事，因為有什麼就吃什麼啊! 

在越南我們和來自將近 10個不同國家的志工，一起替當地鄉村的孩童的做

英語教學以及幫忙當地生活不便的居民興建廁所，每天的教學過程中我感受到

小朋友他們眼中對知識的渴望和熱情，或許資源的不足.生活環境的不便，成為

他們在教育這塊的缺乏，可是你感受不到他們的埋怨及憂愁，只有開心的笑容和

天真的快樂，在台灣的我已經好久沒有沉浸在這樣的氛圍中。   

 

 

村莊星空 村莊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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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文化大不同，天天都有新鮮事〉 

人生第一次和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人相處事件超級新鮮的事，記得第一天

晚餐時，身為亞洲人的我們便開始做起筷子教學，因為對於外國人來說這也許從

未出現過在他們的餐桌上，有些人試一次就上手，然而有人到最後還是不行選擇

用湯匙吃飯，這讓我至今都還是留下深刻的印象。蟑螂的出現對於我們而言已經

成為家常便飯的小事了，好多外國人卻沒有看過這樣的生物，但是住在鄉下難免

都會面臨到蟲蟲危機的困境，常常都是我們的超強學姐，擔任捕蟲大隊的角色，

才能平息大家驚聲尖叫不知所措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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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網路資料完全不一樣的吉爾吉斯 
行銷系 張欣雯 

  吉爾吉斯的人雖然生活困苦，但是不會去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對待外

國人都很善良，我們到超市買東西的時候，他們還會問我們從哪裡來，希望之

後還可以看見我們去他們那裏買東西。而且台灣社工也有跟我們提及到雖然當

地的工資非常少，但是他們十分知足，如果機構會分發什麼物資，他們都會心

存感激，也對在這邊長住的台灣人十分關心，會常常詢問他們有沒有在這裡住

習慣，假日要不要一起出去玩之類的，真的很貼心。回觀看到台灣的社會，我

們時常在新聞上看見有些得不到物資的人上街吵架，覺得這是自己應得的，而

這是別人的善心施捨給你的，不應該去做爭吵和搶奪，很多事情就不應該如此

貪婪地去得到。也給我很深的感悟，覺得自己在這麼富足的家庭中，應該要有

自覺去幫助別人，或是用自己的力量去觀察周遭是否有需要幫助的人，而不是

自掃門前雪，如此的冷漠。 

  我們有當地的首都去旅行，在路邊我們發現很多和台灣不一樣的風景，當

地有許多綠地公園，供人休息聊天，路邊也有很多小販在賣東西，而很多小販

的收銀員是一個小孩，可能媽媽一次要負責很多攤子，所以其中幾攤必須讓小

孩子來顧，而這邊的小孩也都很認命，並不會和自己的爸媽吵鬧說要出去玩，

而是很乖巧地在旁邊坐著，有觀光客駐留時，就站起來招待，知道自己的家庭

狀況可能不太好，所以自己必須扛下這一個責任。也許是我們在台灣生活的太

好了，導致於我看到這邊的小孩覺得很心疼，覺得小孩子應該要快樂跟同齡的

小孩玩耍，而不是這麼早就開始扛起大人的重擔。在這裡沒有「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所以大人會覺得小孩年紀到了就應該幫忙家裡的工作，

可能出去幫忙耕作或是放牧，住在都市可能要幫忙販賣一些小飾品，吉爾吉斯

家扶中心也致力於協助這些孩童，可以有更有的生活環境，無奈當地社會結構

還無法這麼快就改變，現實面的東西迎面而來，當地家庭也不得不逼迫自己小

孩要成長，要學會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不可以讓爸媽擔心。相較於台灣，現

今小孩被父母寵的都要飛上天，一個不順心就鬧脾氣，搞得一整個家庭烏煙瘴

氣的，想想如果台灣小孩有吉爾吉斯小孩一半成熟就好了。 

  

當地人做道地包子給我 和當地社工開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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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航班 吉刻出發 
自控系 郭政玹 

旅行總要有個動機 

這一個故事有從來由說起，我為甚麼會參加國際體驗的計畫呢？我覺得這

一一連串的嚮往與衝動，故事要從參加學校活動認識去年去執行這個計畫的學

姊，在活動過程中我們彼此都分享自己在學校所遇到的人事物，而其中他也分享

了他因為國際體驗計畫出國所看到的所見所聞，我覺得非常的新奇，畢竟他們去

的國家是我想都沒想過要去的國家，所以我心想如果可以藉由這個機會去這神

祕的國度看看該有多好。 

這是一個對於台灣非常神秘的國家 

  我仔細去查發現台灣只有一個旅行社有這個國家的旅遊團及相關資訊，而

網路上也都只有很少的資訊，對於台灣來講，他真的是一個很神祕的國度。 

越神秘的國家，越是驅使我們前去探險的動機。 

出發前的恐慌 

在實際出發吉爾吉斯前，聽聞一些負面的傳言，讓我不禁開始懷疑，這一路

上要帶三個第一次出國的同學一起前往，真的可以暢行無阻的到達「李白的故鄉」

吉爾吉斯嗎? 

充滿新奇感的啟程 

實際從台灣出發之後，其實一路上都非常順利的，並沒有遇到甚麼阻礙，頂

多就是在韓國轉機時，他們因為我們沒有簽證，一度在韓國的轉機櫃檯等很久，

但還是順利的搭上前往哈薩克的班機，但因為在韓國機場有所延遲，所以我在飛

機上都很擔心會趕不是前往吉爾吉斯的航班，最後因為前往吉爾吉斯的航班也

延遲，所以我們很順利地到達吉爾吉斯。 

熟悉的場景 

一到達之後，映入眼簾的是有點純樸的小鎮，就如同六七十年代的台灣，也

如同我去年去馬來西亞實習的場景，當家扶的同工接到我們之後，我們就前往位

於首都一小時車程，他們北方第二大城的 TOKMOK，家扶在吉爾吉師的據點就位

於那，就開始長達一個月的生活。 

與腦麻兒童的初次接觸 

在這一個月的生活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們到達的前幾天就迎來我們

這次來到吉爾吉斯預計拍攝的大活動，這一天是要為當地有腦麻的小孩提供馬

術治療及水療的日子，當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去到首都，要隨行紀錄他們在治療過

程中的大小事在一開始遇到他們時，覺得他們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小孩，所有的小

孩都是身體有點不方便，每個人的症狀有輕有重，有的人可以自己一個人行走，

只是姿勢有點怪異，有些人則是需要攙扶甚至需要人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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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的治療 

  而當他們輪流在接受治療時，我們一邊在旁邊紀錄，一邊則是陪這些小孩玩，

畢竟我們是來自國外的外國人，對於他們來講，我們是非常新奇的一群人，在與

他們玩樂的過程中，我體會到它們其實非常樂觀，每個小朋友與家長都不會因為

他們身體上的不方便，而對自己或家人的未來感到擔心，而是非常地積極配合治

療，就算進步只是非常的緩慢，他們也是在每次的治療中，家長當作帶小孩來首

都郊遊，順便與其他家長聊天交流，而小孩則是在治療之餘，享受出門接觸不同

事物的機會。 

生命的奇妙之處 

經歷與他們想處一天後，我覺得生命真的很奇妙，他們雖然被上帝關了一扇

窗，但上帝又為他們開了一扇門，我從他們身上體會到，不管遇到什麼困境，只

要樂觀面對，日子還是可以快樂地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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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飛全球行動計畫返國分享會 
劉騏甄 

 
這是個熱鬧的禮拜日，21 組參與 Young 飛全球行動的組別各別前往 13 國

146 個組織後進行返國分享，同時，跟評審報告回台後，我們如何將國外經驗帶

回台灣。很榮幸的，我們是其中一個組別，配合新南向政策我們前往澳洲參訪 8

個國際組織，目的為減少台灣食物浪費問題，參訪期間我們意識到澳洲對於「公

平」的重視，在各種做法上注重人權、動物權、環境權，他們認為這些權利並不

是人類賦予的，而是動物、環境與生俱來的，也強調世代間的公平，不應該在這

個世代就用盡所有資源，這是這趟旅程在整個思維上最大的收穫。 

當日返國分享會早上，組員各自到達台北，我們各自準備了影片、小禮物、

明信片、吐司與果醬、各式各樣的 DM、逢甲大學旗幟到了會場，開始布置我們

的小攤位，我們帶的每樣東西都具有意義，一分鐘的影片讓我們跟其他人介紹時

有更豐富的呈現、果醬是來自澳洲的社會企業 Eat Me Chutneys 其雇用失業女性

利用醜蔬果製造果醬並販售、攜帶逢甲大學的旗幟則是為了感謝學校一直以來

對我們申請這個計畫的支持。在攤位上，我們不斷向民眾分享我們的理念，其中

教育部范巽綠次長、青年署羅清水署長來到我們的攤位聆聽我們的計畫並給予

我們鼓勵，很開心在一整天的努力下獲得了當日的現場人氣獎第三名，下午其中

兩位成員到二樓向評審報告我們回國後的方案，很高興擔任我們協力組織之一

的范特喜潘冠呈經理來看我們簡報，范特喜在我們連結東勢社區上給我們極大

的力量，前幾次都幫我們連繫當地里長、跟我們分享在地資源並帶我們到當地勘

查，讓里長相信我們正在做的事，進而跟我們合作。 

除了我們以外，許多組別的議題也相當有趣，也因為之前沒有太多機會仔細

問他們的內容，這次也在人潮比較少時詢問他們的計畫，許多組別在回國後都針

對計畫做了很多修改，例如之前原本想推環保旅行標章，返國後認為標章並不是

重點，而是整體環境、資源連結起來的生態旅遊系統，因此他們將往這個方向努

力，以及有組別期望推廣租賃塑膠杯的模式，透過特定的清潔、收購，減少塑膠

杯的垃圾量，透過彼此的分享，我們更認識其他組別的計畫，我們都希望透過和

協力組織的配合，能將這些想法做得更好更完整，這一整天，我們過得相當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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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教育部范巽綠次長(中)跟青年署羅清

水署長(右三)一起到我們的展攤參觀並合

照 

 
圖二:上台簡報行動計畫方案 

左側是五位評審委員 

 
圖三: 協力組織范特喜文創公司的潘冠呈

經理(中)特地北上聽我們的分享，給予我

們支持 

 
圖四: 本組得當日最佳人氣獎第三名。 

中間為本組的專屬指導老師，國立臺灣大

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賴宏

誌策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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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師生相約伊賀屋品味日本料理 
    經營歐漾國際公司的本校 EMBA 楊智斌校友，為籌劃配合政府「新南向政

策」，於八月底組團赴琉球沖繩地區考察投資設廠環境，以期擴充企業外銷東南

亞版圖。返國後即再於 9月 7日，邀集同行之 EMBA 93高階班張國鈜、郭明鴻、

黃隆虎、吳秀麗等校友以及工工系鄭豐聰、吳美芳教授與擔任領隊之本中心副教

授黃煇慶，齊假西屯區「伊賀屋」聚會，共同集思廣益，積極研商今後經營對策。 

    該「伊賀屋」係本校 EMBA 103 經管莊淑玲校友所經營，以提供生鮮之日本

料理為主。楊智斌校友表示︰感謝訪琉期間，大家協助貢獻心力，行程收穫滿滿:

盼能再藉以品嚐日本料理美味，規劃下一步之赴日行動。莊淑玲校友不愧是掌管

日本料理店高手，從選菜、烹調、上菜服務均一氣呵成，並逐一介紹每道料理之

食材產地、特性以及最佳享用方式，讓大家宛如仍身在日本用餐，真是一場溫馨

而快樂的日本料理餐敘。 

 
(前排坐左起)黃隆虎校友、郭明鴻校友、黃煇慶老師、鄭豐聰老師、吳美芳老師:

後排立者(左四) 莊淑玲校友、張國竑校友(右二)、楊智斌校友(右一) 

 
(左)黃老師、(右)莊淑玲校友 

 
(左起)黃隆虎校友、黃老師、莊淑玲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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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研習課再開講，挑戰「漢文学《論語》」 
       因暑假暫停的本校「週三晚間日語研習」課程，經廖珮君、郭明鴻、任

麗美、高秀蘭等多位同學、校友、師長們之號召催生下，於 9月 26日恢復開講。

本學期增加多位新學員，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再被邀擔任該班講者。由於適逢本

年農曆中秋佳節，校園內皓月依然當空；黃老師乃選擇介紹 fb 瘋傳膾炙人口「月

光小夜曲(サヨンのかね、莎韻之鐘)」的由來，以及中秋賞月「月見(つきみ)」的

日本故事。又巧遇孔子誕辰紀念日(教師節)前夕，爰挑選從《論語〈學而第一（が

くじだいいち）〉》開始，挑戰研讀日本「漢文學（かんぶんがく）」知識。 

     「月光小夜曲」故事發生於戰前日據時代，一名居住宜蘭泰雅族少女莎韻

(サヨン，sayon）因送行日籍教師被徵召入伍協助搬運行李，不幸失足溺水；後

被當時台灣總督為懷柔該部落而褒揚，頒贈紀念鐘的故事。隨後，台灣總督府更

委請電影業者，邀當時名女星「李香蘭(山口淑子)」主演，且將該《サヨンのか

ね、莎韻之鐘》流行歌曲編成該電影的插曲。而日本賞月的習慣則源自於中國，

流行於十七世紀後的江戶(德川)幕府時代。然與我們吃月餅、柚子習慣不同的是，

秋分前後季節恰逢日本竽頭（サトイモ）收穫期，家家戶戶均以竽頭做為祭拜的

供品。因此在日本，賞月(月見)時，中秋明月(中秋の名月、ちゅうしゅうのめい

げつ)、也被別稱為「芋名月(いもめいげつ)」。 

    鑒於該日語研習班已歷時一年餘，學員稍具日語基礎。為緬懷至聖先師孔子

的偉大教育，經探詢部分學員意見後，嘗試講解基本國學(漢文學)知識，並從《論

語〈學而第一〉》篇起講。由於學員們似均熟記中文的《論語》其中幾句名言，

因此如何把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如「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

來，不亦樂乎？」轉換成「子曰く: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う、亦説ばしからずや。

朋有り遠方より来る、亦楽しからずや。」等日本語念法，成為大家好奇且有趣

的課業。原則一次上課僅學習一句，大家初學反應尚稱良好；而另有事無法上第
一節課者，也紛紛表示期待下次的挑戰。 

 

 
上課情形之一 

 
上課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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