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八期目錄】 
通識教育改革的最後一哩路/ 2 外語中心「精采學期、精采可期」/ 29 

107 學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開跑囉!/ 3 PMP1 回娘家，了解學習狀況/ 32 

通識沙龍 10/1-10/12 節目單/ 4 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的迎新茶會/ 25 

10 月份微學分課程熱烈報名中 / 9 通識中心三志工隊聯會幹部訓練/ 35 

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澳洲之旅/ 12 電視台志工隊器材使用教學課程/ 37 

通識績優教師側寫/ 18 EMBA 93高階師生相逢新社恩地/ 38 

春雨講堂：歷史大加速/ 20 EMBA校友拜會沖繩觀光教育會長/ 40 

全球化視野：兩岸關係/ 22 校友訪團尊師重道赴琉參拜孔子廟/ 41 

全球化視野：全球化產業大趨勢/ 23 歡迎日台交流促進會蔡事務長再訪/ 42 

科學傳播經典賞析(科技新聞報導)/ 25 哀悼外交工作老戰友蘇啟誠處長/ 43 

 

 

逢甲通識通訊(第 28 期) 2018/10/1 

發行人：李秉乾                        (半月刊,每月 1/ 16日出刊) 

主  編：翟本瑞 

編輯群：陳淑慧、呂長禮、吳書萁、李律奇、陳麗如、陳思穎、 

       許雅婷、蔡惠媖、古瑞菊、林依瑩、吳振宇、張忠賢、 

         謝佩璘、蘇紋儀、曹靜嫻、許芳瑜 
網頁 http://www.genedu.fcu.edu.tw/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FCU.GE/?fref=nf  

  

 

  
 

 
 

第二十八期(2018/10/1)             半月刊(每月 1/16 出刊) 

http://www.genedu.fc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FCU.GE/?fref=nf


逢甲通識通訊(第 28 期)2018/10/1  2 

 

 

通識教育課程改革的最後一塊拼圖 

     過去十四年來，在歷任通識主任及師長推動下，逢甲通識教育改革，已經

把傳統認定的通識教育全面改變了。最後待改善的剩下每學期大約 200 門傳統

「通識選修課程」了。而這也是逢甲通識教育改革的最後一塊拼圖。在三年前我

們就公開宣佈「四年後逢甲大學將沒有單純教師講授、學生聽課、考試通過的傳

統模式通識課程」，每門課至少要有 1/4 內容具備創新教學模式，不能僅是傳統

講授/考試的教學方式，這樣才能有效改變學生學習模式，徹底改變通識教育是

又甜又涼「營養學分」的惡名。三年前我們在〈給逢甲通識教師的一封信〉

(2015/10/11)中公開宣誓，而未來這一年就是我們改革的最後步驟。  

   為了有效推行， 9 月 25 及 17日，假通識沙龍舉辦課程改革說明會，計有將

近 100名老師參加。透過說明新課綱修訂，並請所有選修課程重送課綱，我們將

落實創新、創意教學。除了「專題製作課程(統合類)」外，未能在時限內完成課

綱審議的課程都將在 108 學年度都停開。說明會中老師充份理解逢甲通識教育

改革的意義與作法，未來更將積極改善教學，以期能以學生能力培養，當成授課

主要目標。說明會中翟主任與教師們面對面溝通，並解答大家疑問，希望讓所有

通識課程更加活潑、多元，以帶動學生學習熱誠，達到學生本位學習的成果導向

式教育目標。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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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開跑囉!!!  

國際體驗計畫已經滾動了四年，從第一年 52 位同學、第二年 56 位、第三

年 90位，去年更是送了 180位同學出國學習。過程中看到同學們的轉變與成長，

是我們最大的支持與肯定! 

今年也不例外，國際體驗計畫熱血展開~ 敬邀各位師長同仁將訊息廣發宣

傳，讓同學有勇敢出國趣!  

享受吧!!!屬於自己的國際旅行冒險行程!!! 只要你有勇敢 有想法  

機票費全免!!! 

國際體驗說明會歡迎來參加! 

時間:107年 10月 01日(一)12:00-13:30 

地點:人言大樓 B1啟垣廳 

有意願參與者請報名 https://goo.gl/forms/7tk3pAKIWkQjggyk1 

(備註:填寫報名表請確認資訊無誤，以免傳遞重要訊息無法接收): 

 

洽詢分機：惠媖學姊(5528) 淑慧老師(2148) 

逢甲大學國際體驗學習計畫臉書(歡迎加入,都可詢問)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5761850616694/ 

回首頁 

https://goo.gl/forms/7tk3pAKIWkQjggyk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576185061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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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0/1-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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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一) 
12:10-13:00 

陳俊達 

Bonjour！跟我一起環法一夏吧！ 
1.第一次寫計劃書──撰寫方法大公開！ 
2.出國前該怎麼辦──行前準備一把罩。 
3.跟著法國人生活──Couchsurfing 和 Airbnb初體驗。 
4.享受孤獨吧──一個人在國外迷路。 
5.航空界的巨擘──空中巴士。 
6.去法國不知道買什麼嗎？──法國伴手禮報你知。 
7.看不懂法文該怎麼點餐？──法式餐廳禮儀小撇步。 

10/1 (一) 
17:10-18:00 

郭振廷 

初級英文獨自勇闖美國東部 
想知道美國的風情嗎？想知道紐約的繁華嗎？想知道美
國的一些文化嗎？想知道如何用最少的金錢遊美國嗎？
想知道我如何用破英語走遍美國東部嗎？或是想看世界
級的大瀑布？又或是想看美國的首都？甚至是波市頓海
島風情？古老費城的自由鐘？在這次的演講我將會揭開
我旅途的面紗~ 

10/2 (二) 
12:10-13:00 

洪雨萱 
梁立晨 
李欽俊 
吳奕潔 

執一顆赤誠之心˙赴一場大陸之約 
1.行前準備。 
2.偏鄉的 7宿。 
3.兩岸差異。 
4.旅程驚奇事。 

10/2 (二) 
15:10-17:00 

林麗娟 

學做異國料理從哪裡開始？ 
1.日本、韓國、泰國、中東、義大利、法國料理以及其他
國家，擇你所愛，享受下廚樂趣與滋味。 

2.牛肉壽喜燒、泡菜炒豬肉、綠咖哩雞、青醬海鮮義大利
麵、西班牙海鮮鍋巴飯、普羅旺斯淡菜、燉牛肉蔬菜
佐庫司庫司、凱撒沙拉，其實並不難！ 

3.學會異國料理的秘訣：熱愛美食、旅遊經驗、瞭解歷史
人文背景、閱讀食譜、有人共享。 

10/3 (三) 
12:10-13:00 

李濰筠 

澳視英文 
一個人流浪去澳洲，什麼都是第一次！如何學習獨立處
理問題，飛機票取消要更改成下一個航班怎麼辦？旅館
網路扣款不成功，人在外國又沒有帶信用卡，如何在國外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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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洽談和訂房？因為訂房問題導致要在雪梨的旅
館多住一天，如何跟旅館的人解釋拜託他多收留我一
晚？等種種問題的解決之道。 

10/4 (四) 
12:10-14:00 

林士傑 

佛教對情感的看法 
世間常人飲食男女誰無！離欲、斷欲、呵棄諸欲？男女生
生世世永為夫婦？夫妻倫常是罪惡？善法欲？節欲？化
欲？誠摯的邀請您，一起來為自己的生命解密。 

10/5 (五) 
12:10-13:00 

齊培凱 

始めまして，TOKYO！ 
1.行前規劃看過來。 
2.什麼？晚上住哪裡啊？ 
3.東京地鐵的 50道陰影！ 
4.所以我說，那個美食呢？ 
5.東京生活五四三。 
6.密技-旅遊成本節省術！ 
7.獨家收錄！所有花費大公開！ 

10/5 (五) 
15:10-16:00 

張琳琨 
彭芊華 
蔡孟欣 
林宥蓁 

蒙懂：紅色的英雄烏蘭巴托 
我們和蒙古的 18天生活！草原的民族自由奔放，自然純
樸與大自然為伍的蒙古是我的印象。首都佔蒙古人口的
三分之一以上，90%的人口收入是低於國民平均，雖然政
府補助學費卻仍很多孩子無法上學；冬天低於零下40度，
沒有收入買煤的人家只能燒垃圾取暖，,很多很多在台灣
無法想像的事情，這裡卻是日常。我們來到蒙古，認識這
個英雄的國度！ 

10/8 (一) 
12:10-13:00 

吳羿涵 

那年夏天在日本的散策之旅 
1.如何寫計畫書和說服父母？ 
2.如何輕鬆簡單排行程？ 
3.日本動漫迷和偶像迷的聖地巡禮！ 
4.用最省錢的方式玩遍東京、橫濱、滋賀、京都、大阪。 
5.如何去琵琶湖上的貓島－沖島？ 
6.在日本三餐怎麼吃的好吃又便宜？ 
7.如何用一張卡免費玩遍大阪？ 

10/9 (二) 
12:10-13:00 

洪瑄敏 
陳彥晴 

「馬」上出發闖世界！ 
第一次自己出發到國外，做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想知道
我們都經歷了些什麼嗎？還有在出發之前需要準備些什
麼？更重要的是這次旅行的重點，我們的公益旅行-在兒
童之家的點點滴滴與小孩們的各種互動。另外還有關於
馬來西亞的交通，除了在吉隆坡旅行之外我們也去到了
檳城，想知道更多關於馬來西亞的美食與風景嗎？還有
吉隆坡與檳城有甚麼不同？那就來聽聽我們所經歷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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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二) 
15:10-16:00 

王韋傑 
詹敏瑄 
郭宸瑋 
郭濬綺 

活出生活的「泰」度 
1.體驗泰國農村生活。 
2.和世界當朋友。 
3.如何當泰國萬人迷。 
4.曼谷趴趴走。 
5.遊走水上市場。 
6.芭達雅一日系列。 

10/11 (四) 
12:10-13:00 

張維棠 

歐買尬！是歐巴！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花費 25天的時間去了歐洲的五個國
家。從旅遊地點的選擇、認識當地民情、搭乘各種交通工
具、學會如何跟外國人交流，還有要抱持一個怎樣的心情
才能玩出自己的天下？即使沒有太多經費，還是可以很
享受地吃到歐洲餐廳的美食，這些都是我的獨門小秘訣
喔！出國旅遊沒有我們心中想像中的難，難在你如何跨
越那心裏的害怕！ 

10/11 (四) 
15:10-16:00 

張紫熏 

簡「丹」小幸福 
1.女生，練習一個人的旅行，你不可不知的三件事！ 
2.手機 APP 必備，教你看懂 DOT。 
3.預算經費<實際經費？旅行機票要選聯航還是廉航？ 
4.國際學生證與歐洲旅行通行證 Eurail pass。 
5.Booking 訂房須知，評論重要還是評分重要? 
6.歐洲 Pin code是什麼? 
7.Kitchen 小聊交朋友與 Hygge幸福哲學。 
8.學長姊沒有告訴過你的事。 

10/12 (五) 
12:10-13:00 

盧岱逸 
許芳慈 

一起「菲」翔 
這是我們出國最久的經驗，第一次到菲律賓一待就是 24
天，很多朋友問去公益旅行做了什麼？語言學習的過程
及感受如何？食物、衛生、氣候會不適應嗎？最重要的是
兩個女生可以做什麼？想知道當踏進育幼院後，我們的
衝擊和內心的尖叫嗎？公益旅行中的各種體悟都會一一
公開喔！ 

10/12 (五) 
15:10-16:00 

洪佳愉 

飛「韓」模式啟動 
1.當初選擇韓國的原因及憧憬。 
2.台灣與韓國的文化、教育及美食的差異。 
3.韓國人對於國家的民主意識。 
4.對於夢想過程中的迷失及克服。 
5.在韓國自助的日子──美食、風景、人文照片分享。 
6.對於追星的看法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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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微學分課程熱烈報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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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補強自己的專業、可以發展自己的興趣、

可以發掘自己的所不知道的才能，並鼓勵同學自主跨域學習。為了讓同學們在進

入企業實習時能盡快接軌並展現符合企業期待之基本態度，安排有職涯系列課

程，且提供創業相關系列課程、美學系列課程、鞋業系列課程、兩性相關課程、

各種領域的技能課程、未來極具競爭力的生醫科技系列課程，並依據同學們給予

的問卷回饋陸續開設相關課程。107 學年度上學期的課程已在 9 月 17 日開始授

課了，10月份課程也陸續開放報名中。 

 
本學期開始採用新的報名方式 

報名網址【NID登入】>【課程準備】>【活動報名】>【通識微學分課程】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詳細課程介紹可參考通識教育中心網站 

https://goo.gl/cgntU1 
 

  
玩樂小提琴系列課程，參加的每位同學即便沒有任何基礎也可挑戰在4小時的課程

中學會演奏一首曲子。授課老師是電提教父黃興真老師。上課風趣又易懂。(9月17

日)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goo.gl/cgnt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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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彩妝師，講授從皮膚科學開始了解皮膚的基礎保養與認識。(9月17日) 

  

  
課程中老師講授簡報實務技巧，已及溝通表達的方式。並透過實際案例分享讓同

學進行實務演練。 

 
 

107年上學期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10月課程一覽表 

(※課程陸續新增開設中) 

時間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0/01(一) 

13:10-17:00 

0.2 學分新鮮人職場企劃力(莊閔越) 人 B116A 

0.2 學分生活時尚-彩妝基礎打底與修飾(林幸宜) 人 B117A 

10/05(五) 

13:10-17:00 

0.2 學分生活美學-療癒系鐵器多肉盆(莊雅萍) 創客-小教室 

0.2 學分 lnDesign 專業電子書(2)(雲馨儀) 資電 B15 

0.2 學分找資金!?上群眾募資平台吧!(郭培聖) 人 B116A 

Tinkering 敲敲打打(3)成果發表( 柯秋霜) 創客社區 

機器人在工業上的應用介紹與實作：機器手臂+自走車(3)成果發

表 

創客社區 

10/08(一) 

13:10-17:00 

0.2 學分生活時尚-日韓妝(林幸宜) 人 B117A 

0.2 學分樂高機器人-用 LOGO 實現創意(1)(戴傲儒) 資電 B15 

0.2 學分鞋業系列-動手做一雙手工涼鞋(1)(郭威宏) 

※1、2、3 須一起上才能完成一雙鞋 
創客-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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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0/12(五) 

13:10-17:00 

0.2 學分 lnDesign 專業電子書(3)(雲馨儀) 資電 B15 

0.2 學分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黑白的雷雕商品設計(一)(張建祺) 創客-小教室 

0.2 學分工業及機器手臂介紹與實際案例實作(1) 

*(1)及(4)的課程需完整上完 

以及參加 11/23(五) 13:00~17:00 之競賽才可獲得 0.8 學分 

 

10/13(六) 

08:30-17:30 

0.4 學分生醫科技導讀系列：微創手術以管窺天的達文西機器人 

地點：中山醫大附設醫院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行政大樓 10 樓) 
校外教學 

10/15(一) 

13:10-17:00 

0.2 學分新鮮人職場溝通力(莊閔越) 人 B116A 

0.2 學分生活時尚-面試妝(林幸宜) 人 B117A 

0.2 學分樂高機器人-用 LOGO 實現創意(2)(戴傲儒) 資電 B15 

0.2 學分鞋業系列-動手做一雙手工涼鞋(2)(郭威宏) 

※1、2、3 須一起上才能完成一雙鞋 
創客-小教室 

10/19(五) 

13:10-17:00 

0.2 學分文青不用塑膠袋&編織袋製作(莊雅萍) 通識沙龍 

0.2 學分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黑白的雷雕商品設計(二)(張建祺) 

※本課程為進階班，需上過 10/12 的初階班(1)才可參加。 

創客-手作區 

(暫定) 

0.2 學分工業及機器手臂介紹與實際案例實作(2)  

10/20(六) 

09:00-16:00 
0.3 學分說故事，玩表演!(張永翰) 通識沙龍 

10/20(六) 

08:30-17:30 
0.4 學分生醫科技導讀系列：自己動手量心電圖工作坊 

資電 409 

實驗教室 

10/22(一) 

13:10-17:00 

0.2 學分生活時尚-特殊妝~萬聖節鬼怪妝(林幸宜) 人 B117A 

0.2 學分鞋業系列-動手做一雙手工涼鞋(2)(郭威宏) 

※1、2、3 須一起上才能完成一雙鞋 
創客-小教室 

10/26(五) 

13:10-17:00 

0.2 學分生活美學-敲敲馬賽克-認識馬賽克的基礎實作(黃敬中) 通識沙龍 

0.2 學分大學生必修，簡報能力大提升 (郭培聖) 資電 B15 

0.2 學分職場專業禮儀實務(曾映慈) 人 B116A 

10/29(一) 

13:10-17:00 
0.2 學分兩性關係-愛情的必修學分(陳睿穎) 通識沙龍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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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之澳洲參訪之旅 
    國貿所碩班 廖珮君 

【第一站:墨爾本】 

《國際組織參訪第四間: Second Bite》 

Second Bite和 Coles(澳洲當地連鎖超市)及當地市場合作，蒐集即期品、次級

品這些因外觀、賞味期限不符合上架規格的蔬果，並將其分類裝箱後分配給各地

慈善機構。 

今天(8/20)到 Second Bite 位於 Heidelberg West 的倉儲空間參訪，負責接待我

們的是 Gill，她除了讓我們瞭解該組織中倉儲的運作外，也讓我們一同加入倉儲

中的蔬果分類志工行列，在倉儲運作部分主要是跟墨爾本當地的 Cloes連鎖大型

超市及當地其他市場合作，他們會將不合上架規格及即期的蔬果送到倉儲中讓

志工分類，而分類好的蔬果會讓當地慈善組織來領取後發給有需要幫助的人們，

而在志工分類部分是由一位志工媽媽教我們如何分類，她非常熱情且耐心的與

我們解說如何分類這些蔬果，首先我們要將被拯救的食物分成蔬菜跟水果兩類，

因為有些人只需要水果不需要蔬菜，所以先分類好可以方便他們挑選，接著是觀

察蔬果的情況，除非是發霉爛掉的蔬果才會丟掉，其他基本上都會留著，最後是

當走真空包裝的食材須被分類時，在澳洲有分賞味期限跟有效期限兩種，需要注

意如果是有效期限過了才會丟掉，跟台灣很不一樣。 

此外我們組也觀察到 Second Bite的倉庫良好設計，例如:倉庫空間重視運輸

動線與走動人員動線的區隔，利用標線提醒人員安全的路線，避免被貨車、機具

撞到，以確保所有人員的安全，此外，工作人員沒有穿著螢色的反光背心也不得

進入倉庫。 

很開心今天能夠瞭解到這裡的運作以及擔任志工幫忙分類，今天成果分類

了約 10 箱的剩食，還有整理了約 10 箱他人捐贈的蘋果，獲得一顆小蘋果當獎

勵，最後也和 Gill有一個問答時間，很謝謝她們如此熱情，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見。 

 
圖一:結束時和志工媽媽合照 

 
圖二: 結束時和Gill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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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志工媽媽教我們如何挑選 

 
圖四:挑選蔬果實作 

【第二站:雪梨】 

《國際組織參訪第五間: OzHarvest》 

OzHarvest 組織是目前澳洲拯救剩食的領航組織，從 2004 年成立至今改組

織也往海外拓展至紐西蘭、英國、泰國等地，該組織的宗旨在於 NOURISH OUR 

COUNTRY，目前其營運主要包括拯救食物、廚房營運(供餐給需要的人)、教育(不

浪費食物)、社會企業、志工管理及運輸物流，此外他們也有自己的一間剩食超

市提供給需要的人們去拿取。 

今天參訪 OzHarvest 在雪梨的 market 以及總部，上午先到 market 瞭解他們

的運作方式，當人數眾多時，在 market 的門口會有人發號碼牌，一次約十個人

可以選購，每個人都會有一位志工為你服務，而還沒輪到的人則會在 market 裡

面的等候室等候，等候室裡面有準備簡單的點心及飲品給等候的人享用，當輪到

我們選購時，志工會親切的將妳帶到每一區並詢問是否有需要此區的商品，如有

需要他們會幫你拿進購物籃，不需要的話則前往下一區繼續選購，選購完後志工

會將選購的商品幫你放進妳自備的購物袋中，結束後，如果你願意捐獻也可以將

錢投入捐款箱。 

而這次我們到market裡面很開心的選食材準備作為晚上的晚餐(咖哩飯跟玉

米濃湯)，並捐錢支持該 market 的運作，希望未來能夠拯救更多剩食並宣導減少

浪費。 

下午時到 OzHarvest總部參訪，總部的空間分成一樓倉儲區、廚房區、冷藏

區以及空地區(供志工活動及食品搬運的空間)，二樓則是辦公區及會議室，抵達

總部時接待人員先為我們介紹整個一樓空間，接著帶我們到二樓會議室，由五位

負責不同崗位的人員依序為我們介紹並提供 Q&A 時間，從該組織的大架構開始

介紹，接著談到社會企業，再來是志工管理，運輸物流及最後的總問答，整整三

小時的時間非常充實且收獲滿滿，即使該組織現在營運穩定且獲得許多資源，但

他們仍有許多挑戰，如志工的調度問題及運輸的管理。 

這次真的非常謝謝OzHarvest提供我們如此棒的參訪以及對我們的鼓勵和支

持，我們會繼續加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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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OzHarvest market 

 
圖二:和OzHarvest人員大合照 

 
《國際組織參訪第六間: Love food hate waste》 

Love Food Hate Waste 是由當地政府機構提供資金運作的機構，主要任務在

於支持並教導家庭、社區及企業，如何停止食物浪費並保護環境，其運作方式有

幫助他們調查分析造成其浪費食物的主因並對症下藥，或是舉辦活動來宣導教

育不要浪費食物等各種方式。 

今天到 Love Food Hate Waste 參訪，接待我們的是 Sarah 和 Lizzy， Sarah 是

移民到澳洲的台灣人，在澳洲遇見台灣人真的很開心，在一開始我們報告各自團

隊的企劃內容，接著 Love Food Hate Waste 也說明他們在執行的企劃內容後進行

問答，問答期間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有 Sarah對我們的一再叮嚀「你們的目標是什

麼」，因為這個關乎你應該怎麼做才能把事情做好，還有她提到針對不同目標人

群所需要做的方式也不同。 

這次的參訪除了很開心她們熱情的接待以外，也很謝謝 Sarah對我們的勉勵

及幫助，期待未來我們能再見。 

 
圖一:全體大合照 

 
圖二:小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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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參訪第七間: Sydney Food Share》 

Sydney Food Share 是於一年多前由一位雪梨當地的音樂家及鋼琴老師 Freny

成立，其宗旨為沒有人應該被飢餓，所以我們在這裡努力地幫助那些需要被幫助

的人們，其運作模式是經營臉書社團 Sydney Food Share，讓大眾知道有哪些捐贈

的食物可以在提供放置捐贈物品的地點拿取，而拿取的地點通常是當地願意提

供放置捐贈物品的商家。 

這次很開心能跟 Freny 見面，Freny 也邀請這個計畫的合作夥伴一起和我們

會面，我們約在咖啡廳會面訪談，這間咖啡廳的老闆人非常熱情且也是 Sydney 

Food Share的合作夥伴，老闆提供店內一區地方放置捐贈的物品。 

在咖啡廳裡我們交流彼此在做的計畫以及瞭解 Freny在做 Sydney Food Share

的一些甘苦談，及其夥伴們的分享，在這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中，Freny 知無不言

言無不知的與我們分享她的經營理念、合作夥伴還有經營期間的小故事，其中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她樂觀且願意幫助他人的行動力，她說只要妳願意做且做

了即使是微薄之力，但仍舊可以幫助他人，即使她在經營中也遇過不好的事情，

但她仍舊相信人心本善，只要能多幫助到一個人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中午時我們一起享用午餐，接著我們分兩組進行不同的任務，我是分配到超

市組，將我們捐獻的錢購買需要的物資後分送給需要的人。 

結束後，我們會合前往 ASYLUM SEEKERS CENTRE，這是一個幫助尋求庇護的

人提供支持和服務的機構，使他們成為社區中獨立且有價值的成員。簡單來說就

是幫助這些人取得工作權並在澳洲能自主生活享有當地人的權利。這個組織也

有屬於自己的食物銀行，他們提供生活用品及食品給這些人，也跟 OzHarvest, 

Sydney Food Share, Eat me Chutneys 是夥伴關係，這些組織也會提供物資給

ASYLUM SEEKERS CENTRE。 

今天的參訪下來，非常開心能認識到這群願意投入幫助他人的前輩們，非常

謝謝他們願意分享並且帶著我們去瞭解認識他們在做的事情，也期待未來再見

面時，這世界能因我們變得更加美好一些。 

 
圖一:在咖啡廳訪談 

 
圖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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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參訪第八間: Eat Me Chutneys》 

Eat me chutneys 是一家在雪梨的 B 型企業，該公司主要目標是希望擁抱不

完美的蔬果，並將其變成酸辣醬販售(有海外服務，包括台灣喔！)。 

這次很感謝 Eat Me Chutneys 的老闆 Ankit 很熱情的為我們介紹當地農夫市

集 Carriageworks market，這個市集幾乎都是小農們在自產自銷且大多主打有機

蔬果，或是自製的手工果醬甜點等，裡面的農夫都非常熱情，印象深刻的是一攤

水果店，老闆很熱情的讓我們試吃柳橙跟大顆的紅棗乾，還跟我們聊天，表示台

灣食物好吃，真的是讓我們驚喜了一下，聽 Ankit說雖然老闆賣的價格比大型超

市貴兩倍(小農市集的一顆大約15元左右，我覺得不會太貴)，但因為他的business 

model 主打親切服務跟試吃(香甜多汁好吃)，讓消費者願意掏錢購買(包括我)，這

讓老闆一年賺到不少桶金哦！ 

結束市集巡禮後，Ankit和我們聊關於他經營公司的事情及個人的經驗分享，

其中他提到消費者大多數都只注重產品跟價格，其他則是附加價值(例如產品是

否有機、是否環境友善等等)，只有少數消費者會花時間深入追根究底整個產品

來源細節，大部分消費者都是採信任的態度相信店家提供的產品，基本上只要商

家產品好且價格實惠都能獲得消費者青睞，有良好的銷售量並獲利(這部分讓身

為消費者的我也認同，基本上我都是相信商家，產品好價格合理就會願意成為忠

實客戶)。 

很開心 Ankit願意接待我們，他說雖然有很多人都詢問是否能參訪，但都只

是詢問，而我們很用心的瞭解他們並保持聯繫(負責聯繫的認真組員就是我本人)，

所以他願意接待我們並分享他的事業，聽到這個這段話真的太感心了，努力沒白

費!!!最後，我覺得 Ankit是一個有理想卻也非常務實的人，他希望他的公司能夠

擁抱不完美的蔬果並幫助弱勢失業婦女在其公司工作外，他也談到他希望拓展

經營事業，以及現實成本面的挑戰及困難，且正為此目標努力克服邁進，希望他

能將這間公司經營的更好、拯救更多不完美的蔬果，並幫助更多弱勢婦女。 

 
圖一:Ankit跟我們介紹小農市集 

 
圖二:與Ankit訪談並認識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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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試吃柳橙跟大顆的紅棗乾 

 
圖四:大合照 

 
以上是我們小組到澳洲參訪的經驗談，而這並不是終點，因為回國後我們還

要繼續執行計畫!!! 

目前我們會先在九月三十後到台北擺攤分享我們目前的成果，並報告接下來

的計畫進度，歡迎有興趣的可以來參加~ 

以下是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宣傳~ 

你對臺灣生活、環境、社會有想法的青年嗎？你渴望透過解決問題來改變臺

灣社會嗎？那就絕對不能錯過💥「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返國分享會」！💥現場

都是擁有滿腔熱血的青年💪，前往海外🌍取經，將經驗帶入臺灣，透過攤位及分

享活動，訴說💬他們即將付諸行動的夢想，讓你真實感受到臺灣青年熱血追夢的

過程！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30日（星期日）10：30-17：00 

活動地點：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 號（原 Y17）1&2 樓 

抽獎禮品： 

🍰台北老爺大酒店《Le Café 咖啡廳》-單人 BUFFET*3份 

🍖原燒餐券*3份 

🥘夏慕尼新香榭鐵板燒餐券*2份 

♨️麗之湯溫泉會館-愜意日和×都會輕旅住宿專案*2份 

免費參加！💰不需報名！🥘逛攤位拿限量海外小禮品！🎃集點參加抽獎活

動！💘我們 9月 30日相約熱血追夢去🏃♂️🏃♀️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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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績優教師 

陳淑慧、王惠鈴、林明洵側寫 
依據「逢甲大學教學傑出暨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及獎勵辦法」，通識教育中心

各二級單位配合遴選、推薦出可供學習典範教師，經過各二級單位激烈的推舉

（薦）與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委員評選後推薦：陳淑慧、王惠鈴、林明洵等三位老

師為 107年度績優教師代表。 

三位教師平常熱心教學輔導、服務及認真投入研究等均能以競競業業的精

神且戮力以赴，經過中心遴選為單位績優教師，後續將參加全校傑出教師之遴選，

在此中心同仁也預祝三位老師能更上一層樓，獲得更高的肯定與榮耀。 

以下簡單介紹幾位得獎教師， 

陳淑慧老師 

非常開心能夠被推薦為通識教育中心的教學績優教師，但也感到戒慎恐懼!

因為在教學、研究與服務方面，個人資歷尚淺。同時教學工作是身為教師的本份

工作，能夠與學生面對面相處一起學習，我自己收穫更多。我所做的只是配合逢

甲大學教學創新，努力實踐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主任規劃及所有相關委員會的

決議，通識教育在全校整體規劃終就是負責「培養畢業生成為具備人文素養的現

代民主社會公民」，而我們努力朝向「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

的目標前進。 

王惠鈴老師 
王惠鈴老師平時教學認真，課後熱心輔導學生，特別關注外籍生之學習及輔

導。任華語教師學程召集人時，以學用合一為課程教學目標，更積極輔導學生考

取相關證照，爭取學生海外實習機會，並前往訪視關懷學生實習情況，目前已成

功輔導學生海外就業，教學成果豐碩。教授大學國文課程，製作大學國文 SPOC

課程，獲得雲端學院推薦為優良教材優等獎，於實體課堂設計翻轉教室教案，在

課堂上操作國文桌遊、辯論賽、線上密室逃脫、人物採訪、焦點討論法、心智繪

圖、KAHOOT、ZUVIO 等教學元素設計，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角，成功帶動國文

課堂的學習效能，獲得學生質性回饋高度肯定，改變國文課室風景。 

林明洵老師 
林明洵老師對於各科課程設計，皆能兼顧教學目標，並考量學生能力以規劃

課程。善用多元的教學策略與方法，使用各式教學資源，以互動教學模式，帶入

遊戲競賽於課堂中，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在維持良好師生互動下，透過與學生溝

通，靈活調整課程教材與教法。於課堂中結合教學內容與生活及社會文化議題，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外，加以擴展學習視野和需求。以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為目的，

應用翻轉教室教學於課堂，更獲得雲端學院的肯定。教師評量方式多元且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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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給予立即反饋，更以分項評量和文字評論，有效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而以學生

就學與未來所需設置學習評量，有助於深化學生學習策略與動機。成果導向的評

量模式，更可建立學生成就感與自學熱忱。教師於教學中不僅建立科目專業知識，

並著重培育批判思考能力與人格素養。此外，教師也積極從事研究與協助校內外

教學之提升。除了協助外語教學中心課程改革與活動推廣，於講座社團演講，出

席學術研討會及發表論文外，於課外更致力輔導學生英語學習與學術深造，展現

對教學的專業與無比熱忱。 

 
陳淑慧老師 

 
 
 
 
 
 
 
 
 
 

陳淑慧老師 

 
 
 
 
 
 
 
 
 
 

 
王惠鈴老師 

  
 
 
 
 
 
 
 
 
 

 
林明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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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講堂 - 歷史大加速 
春雨講堂第二周課程，魏國彥 老師 以歷史大加速為關鍵點，與同學們探討

會有甚麼狀況發生？當人口的成長加速了，能力越來越強，將會造成生態的不平

衡以及破壞。Problem Shifting 問題轉移，則是當人類的某種行為改變後，而導致

的另一種負面的狀況，例如英國鼓勵再生能源的悲歌，導致非洲森林大幅消失。

而台灣則是生態足跡改變，表現前幾名的國家，但我們所沒看到的是背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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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講堂」第一講~生命的學問 
1. 課程名稱︰生命的學問--從不同領域窺探天人物我的平衡人生 

2. 授課老師︰高承恕、何寄澎、林載爵、魏國彥、莊榮輝、齊肖琪 

3. 輔導教師︰陳淑慧 

4. 上課地點及地點：每周一6:10-8:00 PM逢@甲大學人言大樓2樓【人202教室】 

5. 課程進度與內容： 
 

週數 日期 主題 教師 

一 09/10 
人類的演化 Human Evolution--講談人類的演化歷史，

由南方古猿到現代智人的歷程，包含其氣候背景 

魏國彥 
二 09/17 

人類世的興起The Rise of Anthropocene--談近年甚紅

的「人類世」，聚焦於「歷史大加速」 

四 10/01 分組討論 

五 10/08 一生都要做的功課–莊嚴選擇與自我安頓 

何寄澎 六 10/15 做一個自重人敬的人–角色責任與修養品味 

七 10/22 分組討論 

八 10/29 生命中的師友與思想的啟蒙 
林載爵 

高承恕 
九 11/05 偉大的著作與生命的視野 

十 11/12 分組討論 

十一 11/19 生命是什麼？從生物學宏觀生命的美與奇妙 

齊肖琪 十二 11/26 
生命的核心問題–談兩個世代遺傳學家的故事與價值

觀 

十三 12/03 分組討論 

十四 12/10 人類生而不平等 

莊榮輝 十五 12/17 快樂的力量 

十六 12/24 分組討論 

十八 01/07 師生座談 全體老師 
【備註】1.第一堂前一小時課程介紹，最後一堂課師生座談，該二堂課全體老師參與。 

2.第九週期中考週及第十八週期末考週正常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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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專題 - 兩岸關係與台灣之未來 
全球化視野專題第二周課程，徐斯勤 教授 以兩岸的現況與多年的歷史發展，

分享了相關研究。並探討到歷史上每一次重要的兩岸對談，兩岸政府的與談官員

是如何進行溝通。兩岸的關係，不僅僅是媒體上報導這樣，也不是只有政治因素，

經濟因素以及人民水平的提升，也是兩岸關係相當緊密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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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專題 - 全球化浪潮之下產業大趨勢 
全球化視野專題第三周課程，詹文男 所長 一開場就舉了一個很棒的例子，

如果演講者將水倒在頭上，你是否會永遠記得他跟這件事，進而記得這場演講的

內容？現場的同學紛紛被吸引了，這麼獨特的開場比喻。 

詹所長提到日本的獨居老人居家關懷，原本的方法是村里長每天早上打電話

關懷，後來改成在開飲機的熱水出水口上，加裝發報器，讓獨居老人起床後，倒

好今天第一杯水的同時，也通知政府，獨居老人還很健康。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我們所熟知的品牌服飾，並不一定砸大錢做廣告就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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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 

「 全球化視野專題 」講座 
 授課時間: 週四下午 1:10-3:00 地點：人言大樓 202教室 
 駐校外交官時間: 3:10-4:00 地點：創課書屋(人社館 B1) 

1 
介紹全球化及全球重
大議題[課程介紹] 

107/09/13 
夏立言(對外關係協會會長；曾任陸委會主委、駐
印尼代表、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司長) 

2 
兩岸關係與台灣之未
來 

107/09/20 
徐斯勤(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國研究中心
主任；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博士) 

3 
全球化浪潮之下產業
大趨勢 

107/09/27 
詹文男(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顧問兼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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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們最重要的友邦：美
國 

107/10/04 
令狐榮達(對外關係協會副會長；曾任外交部政務
次長、駐加拿大/馬紹爾大使、駐洛杉磯總領事、外
交部北美司司長) 

5 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 107/10/11 
歐鴻鍊(對外關係協創會會長；曾任中華民國外交
部長、駐瓜地馬拉/尼加拉瓜/阿根廷大使、外交部
中南美司司長) 

6 歐洲及歐盟 107/10/18 
沈呂巡(曾任駐歐盟兼比利時/英國/美國代表、外
交部政務次長、外交部北美司司長) 

7 
我們的近鄰：中南半島
越、泰、柬、緬與新南
向政策 

107/10/25 
陳杉林(對外關係協會理事；曾任緬甸駐台北貿易
辦事處顧問、駐胡志明市辦事處處長、駐泰國代表
處政治組長) 

8 
我們的近鄰：馬來西
亞、新加坡、汶萊與新
南向政策 

107/11/01 
羅由中(曾任駐馬來西亞代表、駐溫哥華辦事處處
長、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局長、駐新加坡代表處秘書) 

9 日本 107/11/08 
粘信士(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總領事;曾任
駐橫濱/那霸辦事處處長、亞東關係協會副秘書長) 

10 校慶不上課 107/11/15  

11 話說朝鮮半島 107/11/22 
梁英斌(對外關係協會監事；曾任駐韓國/越南大
使、外交部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 

12 國際海洋法與台灣 107/11/29 
宋燕輝(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國立台灣海洋
大學/中興大學教授、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助理
教授) 

13 認識南亞（印度） 107/12/06 (人選待定) 

14 紐澳、大洋洲 107/12/13 
介文汲(曾任駐紐西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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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國際軍事情勢與台海
安全 

107/12/20 
黃介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戰
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曾任美國戰略暨國際研
究中心、布魯金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16 國際組織（含 NGO） 107/12/27 
李澄然(對外關係協會常務理事；曾任外交部常務
次長、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駐美國代表處副代表) 

17 國際禮儀 108/01/03 
張良任(對外關係協會資深顧問；曾任駐以色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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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台灣在全球的格局 108/01/10 
杜紫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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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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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經典賞析-科學科技新聞報導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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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8 日

邀請李宗祐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科技新聞報導賞析，現代的科普文章有時候

會讓人受限於專有名詞內，內容表達欲言又止。教授評點出許多文章的通病和缺

陷，新聞稿常常為了的時效性，未能精準掌握「新聞價值」，淺顯易懂的寫出吸

睛的新聞報導。今天的主軸-熱休克蛋白，一開始文章寫著“不再只能幫助蛋白摺

疊，還跟外吐小體有關“。內部充斥著大量的專有名詞，熱休克蛋白 90、受體蛋

白、降解、普里昂、突觸核蛋白、Tau，就科學報導裡來看，並不是一個很讓大

眾輕易閱讀的文章。教授點出文章內的問題，讓我們之後若遇到科普的文章，能

停下來思考文章，它這樣寫是否達到科學傳播，還是只是將研究結果講出，提升

學生對科學新聞報導之基礎概念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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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開設課程為「科學傳播經典賞析（李建成老師）」，於 107年 9月 25 日

邀請李宗祐教授繼續第二週授課。接續前一週評點現今科普文章常有的缺點，教

授介紹科學報導的分類和自己歷年撰寫的文章。 

一般科學新聞寫作類型包括「科學新知」、「實用科學」、「關鍵科學」等。

教授比喻記者為說書人，讀者為孩子們。任何報導都需要有個說書人，尤其是科

學科技新聞！每則報導都需要有個啟蒙老師，說給「孩子們」聽！若遇到不懂的

專業領域問題，記者就要有當好奇寶寶的責任，敢問才有可能得到寶貴的資訊，

若只會聽跟抄，那和打字工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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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精采學期、精采可期」 

107學年度課程與活動介紹 
We here in the FLC are doing some really exciting things. We are implementing an 

entirely new program for second year students (Micro-Credits); we are renovating our 
first-year and fourth year English programs, and will start to overhaul the third-year 
program in the spring. 

 

FLC overview- 

Currently all first-year students must take four credits of English, two a semester. 
This year we are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independent study and self-reading.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re students read, the more their English improves. We have 
reduced the dependence on tests and increase the marks for projects and 
presentations. 

Our Micro-credit activities are an exciting new program. All Second year students 
must take five 4-hour long workshops each semester. We have three tracks of MC 
activities: Culture, Workplace, and Academic English. These 4-hour classes are project 
based and are simply pass or fail. No homework, no tests, just lots of communicating, 
by the students in English. These activities would be a great way for teachers thinking 
of teaching an EMI course to try it first.   

Our Fourth-year program is going to be electives and focusing on two tracks, 
Workplace English or Academic English. We want to save students money, so that we 
are going to try to eliminate their need to study in expensive cram schools. 

To help our students improve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quality, this semester, FLC will 
sponsor four writing workshops, offer four writing clinic sessions every week, and 
provide 75 free Criterion accounts, an online writing evaluation service,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writing.  

We are also looking at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EMI classes, University wide. We 
offer a weekly lunch where teachers can ask questions and get support. We will also 
hold a series of workshops to help teachers, no matter their department, improve their 
teaching skills. 

In addition to the English program reform, a few activities in regard to the 
language practices will be launched starting in early October. Students can chat in Thai, 
German, or Japanese with teachers or do some language practices in the 2nd Foreign 
Language Corner. They can also choose to join an English Language Corner to work on 
a variety of English skills. Following that comes the exciting Japanese and English 
singing contest in mid-October. Then in early December, we will host a cross-cultural 
activity, inviting speakers to introduce French, German, American, and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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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s to the local students.    

We invite all who are interested to come join us, as we try to build a program that 
benefits the students. We want to help teach them skills not just English. 
 

新學年，新氣象，外語中心有些令人激奮的消息與你分享。今年大二英文微

學分課程將有教嶄新的氣象，大一英文課程也重新規劃，接下來在明年春天，大

三的課程也將開始規劃，期許有嶄新的樣貌。 

概況摘要  

目前大一新生英文課程為一學年四學分。今年我們將增加獨立學習及閱讀

自學的比重。研究顯示，學生閱讀得越多 他們的英語能力將會提升。我們將降

低考試的比重，增加學生參與計畫案或簡報的比重。 

大二微學分課程是一個嶄新的規劃: 包含文化、職場和學術英文三大類別。

所有大二學生在一學期內必須修滿五個學習活動。 而每個學習活動長達 4小時，

課程設計是以計劃案為基礎。學生修畢，即可獲得通過或不通過的成績。該學習

活動沒有作業，也沒有考試。而是鼓勵學生以英文溝通。對於有意嘗試教授 EMI

課程的老師，這些學習活動可以當作試金石。  

第四年的英語課程將為選修，學習重心放在職場英文及學術英文這兩方面。

為了幫助學生節省費用，所以我們將盡力協助學生剔除卻去昂貴補習班補習的

必要。 

為了幫助學生提升他們的寫作技巧及寫作品質，這學期外語中心將開設 4個

工作坊，每週開放四個英文寫作諮商的時段，並提供 75個英文線上寫作的免費

帳號給學生，希望他們能不斷練習、提升寫作能力。 

EMI 的班級數持續上升中，我們會利用每週一次午餐的時間，與老師們相

聚，共同討論問題並且彼此支援。我們會舉辦一系列的工作坊來協助老師改善他

們教學技巧。 

除了英語課程的改革，在 10月上旬開始，有關外語學習的活動也即將開始。

學生可參加第二外語語言角的活動，以泰語、德語和日語跟老師溝通，演練外語，

或是參加英語語言角的活動，精進各種英語技能。隨之在 10月中旬會有英/日語

歌唱比賽。12月上旬，我們會舉辦跨文化的活動，邀請講者來介紹法、德、美、

日的文化。 

我們竭誠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加入，希望這些新氣象能幫助學生學習到不僅

是英語，更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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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外語教學中心四年語言學習計畫 

 
圖二: 大二英文微學分推動海報 

 

圖三: 英文寫作工作坊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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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1學生回娘家，了解學生於各系學習狀況 

本院的第一屆「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國際生，已於今年 6 月份順利完成分流

至本校的專業系所，今年 9月，在新學期的開始之際，對於這些分流至各系的國

際生，本院也表達關懷之意，因此，特於 2018年 9 月 17日中午，舉辦「PMP回

娘家」活動，讓分流至各系的國際生，感受到娘家的溫暖，同時，也想聽聽看，

國際生們至各系的發展，是不是認識新的台灣朋友?學習上有沒有問題?還有沒

有需要國際不分系系辦協助的地方? 

自從在群組上宣布要舉辦「PMP回娘家」活動，國際生們報名踴躍，一方面

期待看到老朋友；另一方面，也想跟師長們分享最近的學習狀況。兩位導師媽媽：

王惠鈴老師以及王柏婷老師問候大家好。接著，同學們一邊用餐，一邊寫下各自

目前的學習狀況，摘要如下： 

1. 新的科系有許多台灣學生，但是台灣學生比較害羞，目前有一點難結交台灣

朋友，但是會持續努力。 

2. 新科系讓學習上更顯得專業，有專業的知識。但是有些課本是中文書，國際

生害怕自己的中文閱讀能力並沒有這麼好，希望老師能提供英文的參考資料或

是講義，國際生們能更主動學習並且融入系所。 

3. 國際生們依然期許自己能努力學習，無論是中文或是英文，但是他們也表示，

如果系所能提供更多的英文學習參考資料，對於他們會更加分。 

會後，兩位導師媽媽也鼓勵大家，與教師、同學以及系所保持良好的溝通；

以謙遜的態度，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圖說：雙導師關懷國際生至各系學習狀況並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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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的迎新茶會 
      
    每當新學年開學期間也是志工隊招募新血的時候，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於 9

月 14日(五)的晚間舉辦新生茶會，邀請對我們志工隊有興趣的同學們一同參加。

透過這個活動來讓新生更加了解我們志工隊的日常任務，像是沙龍講座、藝文活

動等，以及隊上的活動，像是教育訓練、聖誕晚會、社會服務等。除了了解我們

的日常，熱情的通識中心的秘書及督導們也一起鼓勵新生加入志工隊，讓自己的

大學生活多一些不一樣的體驗。 

    接著志工隊的同學們安排了有趣的活動～新生的〝食〞字路口，取代傳統的

茶會形式。將新生分組，每隊由兩位學長姐陪同一起逛逢甲夜市，讓新生們能趁

著這個簡單的活動了解逢甲的美食，並趁著這個機會與帶隊的學長姐們一起聊

聊天聯絡感情，了解志工隊與逢甲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希望能帶給新生們不錯的

印象，在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也是我們正式邀請新生們加入我們志工隊的行列，

讓新生們先從實習生當起，試著從活動裡找到當志工的熱情，並與大家一同學習

成長，新生茶會活動在這項任務完成後畫下完美的句點。期待大家一同加入通識

藝文沙龍志工隊的大家庭。 

  
當天邀請通識教育中心的呂長禮秘書、陳淑慧秘書，及督導雅婷姐致詞歡迎新同

學們的參加。 

  
由學長姐們分組仔細地解說志工隊的相關資訊。每位幹部都投入於和新生說明各

個工作事項的細節和任務介紹，看得出來這一屆的志工隊也會有不一樣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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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這個大家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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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通識教育中心三志工隊聯合幹部訓練 
活動名稱：2018通識教育中心 3志工隊聯合幹部訓練－ 

          電視台志工隊＆通識沙龍志工隊＆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 

時間：2017/09/29（六）9:00 ~ 17:00 

地點：通識沙龍（人言十樓） 

參與人數：20人（以內） 

活動緣起與用意： 

  有鑑於逢甲大學並無建立起專為志工隊打造的幹部培訓計畫，通識藝

文沙龍志工隊與電視台志工隊深感不足，紫熏（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隊長）與于

恬（電視台志工隊隊長）多次相約討論與思考後，決定攜手共同策劃一場聯合幹

訓，也邀請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一起參與，期望日後志工隊能更團結、運作更順

暢，並同時以此契機彼此認識交流。 

 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內容 主講者 備註 

09:00 – 09:20 人員簽到  
簽到處：通識沙龍志工 

器材測試：電視台志工 

09:20 – 09:30 開場及勉勵 
電視台志工隊 吳振

宇 督導 
隨後可開始互相認識 

09:30 – 10:00 團隊認識與交流 通識沙龍志工隊 搭配小組互動遊戲 

10:10 – 11:00 
活動主持／夜市

導覽經驗分享 
外語中心志工隊 10 分鐘 Q&A 

11:10 – 12:00 
寒假服務隊經驗

分享 
通識沙龍志工隊 10 分鐘 Q&A 

12:00 – 13:30 午休時間  擄胃專家 便當 

13:30 – 14:20 
動、靜態拍攝技

巧 
電視台志工隊 10 分鐘 Q&A 

14:30 – 15:20 
志工隊的經營與

維持 

領導知能與服務學

習中心 吳依軒督導 
15 分鐘 Q&A 

15:30 – 16:00 團隊認識與交流 通識沙龍志工隊 搭配小組互動遊戲 

16:10 – 17:00 志工交流  發放回饋單 

預期效益： 

  透過位菁英講師們及三個志工隊的分享與互動，使志工們更

進一步成長，為日後志工隊的營運與團隊合作打下基礎；並以此次活

動作為契機，促使通識沙龍志工、外語中心志工與電視台志工得以發

展友誼，為往後的合作及交流建立起良好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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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志工隊 - 器材使用教學課程 
新的學年度，電視台志工隊準備了一系列豐富的隊課，來迎接即將加入戰鬥

的新生們。 

9/27 晚上第一次隊課，創客聚集了約 30 人的新生，大三志工也盡其所能地

將這幾年來學習到的器材相關知識傳授給志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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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93高階師生相逢新社恩地話天下 
     

    本校 EMBA 93 高階班張國鈜、林建德等校友以及工工系鄭豐聰、吳美芳教

授等一行 18 人，在本中心黃煇慶副教授帶領下，甫於 8 月 28 日自琉考察日本

商情實地走訪沖繩經濟特區返國。為檢討此行缺失並分享收穫，乃相約於 9 月 2

日，在同 93高階班洪添助校友所有位於台中市新社的「恩地露營區」進行餐敘

聚會並心得報告，更藉機校友同窗聯誼。 

    洪添助校友兼營該營區多年，均本公益、健身原則服務校友。本中心黃老師

已數次借用該地接待日本貴賓、學者。由於地勢居高，空氣清鮮，遠眺大雪山脈，

台中美景盡在眼下，頗受造訪者喜愛。席間，鄭豐聰老師極力讚美此行收穫豐碩，

不但深度了解台琉間歷史淵源，公式拜會沖繩縣政府、能力開發大學校並走訪經

濟特區，也蒙全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長新垣旬子僑務委員、駐那霸辦事處范振國處

長等當地重要人士歡宴款待，更參拜孔子廟以及首里城等名勝古蹟，堪稱具足之

海外參訪。乃咸建議再籌畫下次的日本之旅，互道先期準備功課，期待成行。 

 

 
(前排坐左起)吳美芳老師、鄭豐聰老師，黃煇慶老師夫婦 

(前排右站立者)為恩地主人洪添助校友 

 
黃煇慶老師攝於恩地露營區 

 
鄭豐聰、吳美芳老師夫婦現烤烏魚子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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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敘聚會其樂融融(最右為吳美芳老師) 

 
漫步恩地露營區，享受人間美境。(最右為鄭豐聰老師) 

 
恩地露營區山高雲長美景如畫 

 
吳美芳老師採收營區新鮮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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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校友訪琉團拜會沖繩觀光教育會長 

    本中心副教授黃教授八月底與工工系鄭豐聰、吳美芳教授共同帶領本校

EMBA 93高階班張國鈜、郭明鴻、黃隆虎等校友一行 18人，赴琉考察日本經貿

商情、實地走訪沖繩縣經濟特區並參訪當地名勝古蹟六天。為了解琉球沖繩長久

被列為日本發展觀光事業績效最佳地區，特安排拜會曾蒞校之日本沖繩縣觀光

教育研究會會長、沖繩 OTS(Okinawa Tourist Service)董事長東良和先生。 

    東會長沖繩出身，東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深具國際

觀，是以極力推展高中以上之修學旅行及觀光教育，藉以提高年輕世代之國際視

野。除表歡迎老朋友黃煇慶老師率一行往訪外，並一貫強調發展觀光在「生活品

質(quality of life、QOL，クオリティ・オブ・ライフ)」上的重要性，以期透經人

們的國際旅遊參訪，互相學習不足之處，提升個人、社會以至於國家的「生活品

質」。由於內容不同於一般的觀光數字比較報告，深獲團員們的同感。 

    席間，東會長提及渠留美期間曾認識我國人 Frank Liu，但已失聯甚久云。張

國鈜校友聞後即查出該人係曾任台中市議員、台中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企業

服務志工)協進會長，並為該協進會前後任會長之舊識；立刻國際電話聯絡，東

會長得與老友隔海久別通話，喜出意外，一再感謝本團的到訪。 

 
(前排坐者左起)郭明鴻夫人、東良和會長、黃煇慶老師、張國竑校友 

 
(左)黃煇慶老師、(右)東良和會長 

 
東良和會長強調生活品質(QOL)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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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訪團尊師重道赴琉即參拜孔子廟 

    本校 EMBA 校友團一行 18 人，在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及工工系鄭豐聰、

吳美芳教授共同帶領下，於 8月 23日赴琉實地考察經貿商情環境、走訪沖繩縣

經濟特區設施六天。期間除進行多場公式拜會之外，黃老師也安排一行參訪首里

城、玉泉洞、海洋博物館、萬國津梁館、波上宮等名勝古蹟；其中更以表達我國

傳統尊師重道之禮儀，全體參拜當地已有 400餘年歷史的「久米孔子廟」。 

    琉球「久米孔子廟」當地亦稱「久米至聖廟」，乃十七世紀琉球王朝時代，

自中國赴琉協助朝政的「閩人三十六姓(後稱為久米三十六姓)」，子孫為紀念至

聖先師孔子所建。後歷經管理該廟址的「社團法人久米崇聖會」多次改建，2013

年移入位於沖繩縣那霸市久米二丁目現址。新建大成殿及明倫堂均莊嚴而富麗，

其內擺設及匾額均來自我國，令我國人甚有熟悉之感。曾蒞校參訪的「久米崇聖

會」理事長國吉克哉聞黃老師率團前來，即偕副理事長奧村正德迎接，導覽區內

設施，並在明倫堂以茶點招待座談。團員均表能於國外看到如此壯觀的孔子廟，

且聞香火鼎盛，每年 9月 28日孔子誕辰紀念日亦均舉行盛大慶典，盛讚「久米

崇聖會」在日本維護中華傳統儒家文化的貢獻甚大。 

 

 
EMBA校友團與「久米崇聖會」國吉理事長(左九)攝於琉球孔子廟大成殿 

 
「久米崇聖會」國吉克哉理事長(右一)、

鄭豐聰老師(左一) 

 
(左起)奧村正德副理事長、黃煇慶老

師、國吉克哉理事長、張國竑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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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日台交流促進會蔡事務長再來訪 

    日本「日台交流促進會」主辦，我國「外交部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日本「公

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及日本「大學新聞社」等協辦的「2018 年秋季

日本教育暨留學展」以及「日商企業徵才說明會」，將於 10月 4日起，分別在

台南、台中、高雄、台北登場。主辦單位日本日台交流促進會事務長蔡欣芳女士

於 9 月 4 日專程先期來台聯繫。當天並由台日交流促進會翁仁材秘書長陪同，

再度蒞臨本校參訪。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特邀集甫於 8月 28日，訪琉考察日本

商情並造訪沖繩經濟特區等活動返台之工工系鄭豐聰、吳美芳教授及 EMBA 93

高階班張國竑、黃隆虎、郭明鴻等校友，同時約請今年 6 月間率金融研究所赴日

東京研修的金融博班林主任昆立，陪同導覽本校教學環境設施。而本校統計系陳

啟昌校友因畢業退役後，刻正計畫赴日深造，黃老師爰順邀陳校友返校參與聚會，

已備他日留日時能多有朋友照應。 

    蔡事務長提及，今年秋季在台舉辦之「留日說明會活動」內容增添甚多，除

循例進行留學、打工度假、獎學金說明會外，也同時舉辦「日商企業徵才就業說

明會」以及「日語配音」活動。屆時現場將有日商企業人員進駐現身說法，深值

聽講吸取經驗，建議本校對此活動有興趣之同學，自由擇場前往體驗。並聞黃老

師所教導學生，今年已有在日就業或將赴日就職者，表示讚賞，欽佩黃老師真是

具有跨越台日間教育、外交以及經貿等領域之專業。 

    該「日台交流促進會」現任會長愛知和男曾任日本防衛廳長官，與該會日本

本部白田康則部長均為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之舊識，而白田

本部長所經營之日本「大學新聞社」，為近年來本校商學院行銷系或金融學院碩

博班所籌組日本東京研修團所必參訪之行程。每次均受到對方熱情接待，互動良

好，深受本校日本研習團喜愛；蔡事務長居中聯繫，助益甚大，團員均表感激。 

 

 
(圖說)左四黃煇慶老師、左五翁仁材秘

書長、左六蔡欣芳秘書長 

 
(圖說) 左六黃煇慶老師、左七蔡欣芳秘

書長、左八翁仁材秘書長(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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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外交工作老戰友!駐大阪蘇啟誠處長 

    9 月 13 日本中心所規劃之「全球化視野專題」系列講座開講，首邀「對外

關係協會」夏會長立言蒞校介紹該課程設立經緯。因夏會長另有要公，將延遲抵

達，主持人李天生教授爰邀請與夏會長外交官同期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先就

最近國人赴日旅遊，倘遭受風災、水患、地震等災難時，應如何面對。乃以「旅

日應知的二三事」為題，作為旅遊日本時須注意的參考。 

    黃老師一向鼓勵同學畢業後報考「日本語組」的外交官特考，理由係台日間

人文地理淵源深遠，日本人一般對我友好，其雖天災頻傳，但人們所表現那種不

卑不亢、不怨天尤人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黃老師舉在日任職二十年期間，平

時工作除已在本中心出刊的『通識通訊(第七期)』其中一篇「我很酷，我想和您

合作」中，寫道:奉派駐日期間，平素除定期處理領務、總務、僑務、政務等常規

工作之外，另有接待國內訪日各級長官、中央民意代表等貴賓，陪同拜會當地政

要、國會議員以及財、經、僑、學等各界重要人士與機關、團體，其中又以赴海

外考察之立法院立法委員及相關委員會團體及行政院各部會長官為主要。惟尚

有「急難救助」業務。包含緊急就醫、探監慰問以及漁船遇難等案件。並舉出其

中重大的急難事件，除漁船案件頻繁發生之外，有於駐大阪辦事處期間 1994 年

4 月 26 日的「名古屋(小牧)國際機場華航空難」、1995 年 1 月 17 日的「阪神大

地震」以及駐日代表處期間的 2011年 3月 11日「東日本大震災」以及 2012 年

1 月 4日「兩位女留學生遭殺害」等事件。此皆為當時新聞報導焦點，輒有來電

話關切，亦有抗議聲浪，甚有媒體表示異議，頓感五味雜陳。惟內心總是以奉公

服務、溫馨親切為同理心，一一積極面對處理。 

    蘇啟誠處長晚黃煇慶老師數期進外交部服務，曾幾度同事。蘇處長日文造詣

甚佳，平日表現親切積極，溫文儒雅。嗣接派駐那霸辦事處長，經常與黃老師有

共同朋友來往台琉之間，而頻繁互通訊息。本校每往琉球均獲蘇處長接見並賜宴

款待。如:上(2017)年 3月黃老師率本校行銷系外景團隊赴琉參加「亞洲地區國際

經濟論壇」，9月偕管樂團林聖翰老師前往洽商 10月首度海外公演事宜；今(2018)

年 7 月亦陪同監察院孫副院長大川往訪琉球辦理書道展等事，蘇啟誠處長都撥

冗蒞臨現場協助指導，令人感動欽佩。不料，因最近「燕子颱風」水淹日本大阪

關西國際機場事件，讓部分旅客及媒體負面炒作，出現責罵新聞，讓這位甫於 7

月初自沖繩轉任大阪處長的優秀外交官，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為維護

清譽，竟聞於 9月 14 日在大阪公邸輕生，令人痛心、悲慟、不捨。簡直就是「未

捷身先死」教黃老師等一群外交工作老戰友聞之「英雄淚滿襟」。祈願這表現宛

如集儒、佛以及神道教義理大成的「武士道精神」能護持蘇處長一路好走，並對

無數次關照協助本校的蘇處長，說聲「ご冥福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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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5駐那霸辦事處蘇啟誠處長(前坐左二)晚宴款待黃煇慶老師所率行

銷系團隊陳冠宇同學(後左一)等一行 

 
2017/03/15黃煇慶老師所率行銷系團隊一行拜會琉球台灣商工會吳啟源會

長(前左三)，巧遇蘇啟誠處長(右四) 

 
2017/10/06攝於駐那霸辦事處國慶酒會場，左起本校管樂團呂彥慶指揮、

林聖翰老師，蘇啟誠處長、黃煇慶老師、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吳毓嫻鋼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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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4監察院孫大川副院長(左四)書道

展剪綵、蘇啟誠處長(左二)、黃煇慶老師

(右一) 

 
2018/07/04(左起)黃煇慶老師、監察

院孫大川副院長、蘇啟誠處長 

 
2018/03/15蘇啟誠處長(左二)午宴歡迎黃煇

慶老師(左一)本校管樂團林聖翰老師(左

三)、呂彥慶指揮等一行 

 
2017/09/11黃煇慶老師((左一)偕同管

樂團林聖翰老師(左三)久米崇聖會國

吉克哉理事長(右一)拜會蘇啟誠處長

(左二) 

 
2018/03/06中琉文經協會60周年慶，蘇啟誠

處長(右一)專程率琉球親訪團返國與會 

 
2017/03/15蘇處長接受黃老師所率

行銷系團隊專訪之愉快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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