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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通識教師的第七封信 
 

從 2004年申請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開始，「學生本位的成果導

向式教育」(student-centered outcome-based education)就是逢甲大學教育改革的

主要框架，14 年來的努力，讓逢甲大學在台灣高教界脫穎而出、備受肯定。通

識教育配合全校主軸，逐年進行改革，負責「培養畢業生成為具備人文素養的現

代民主社會公民」，期能做到「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 

 

上圖是逢甲通識教育的課程地圖，「潛在課程」部份，我們每年辦 24-30場高

品質的音樂會、導演座談、電影欣賞與表演藝術，數十場風之廊展覽，以及學務

處的許多活動；在「非正式課程」部份，我們每年辦 200場通識沙龍及許多專題

演講，配合各系的班級活動，都是希望提昇學生的活動參與度。在正式課程部份，

必修課程是能力培養的核心，過去 7 年我們已經全面改革，包括大學國文、英

文，都已經將文化情境、溝通表達、敍事能力納入課程規劃中，無論是透過簡報、

採訪、辯論、共筆寫作、影片製作等，目的都在培養同學溝通表達的能力。 

為了培養同學團隊合作能力，我們特別將四門必修一學分的課程，規劃出至

少 8 項不同科系同學一起完成的作業，讓同學在大一時就習慣和陌生人跨領域

團隊合作。「創意思考」課程，透過 5W2H、九宮格、心智圖、635默寫式腦力激

盪法、六頂思考帽等五種方法，讓每位逢甲同學都可以透過這五種基本的創意思

考方法，激發出好的創意點子，達到跨領域合作目的。「公民參與」課程培養同

學對公共議題的觀察、辨識、參與的行動能力，並體驗公民權的行使。「社會參

與」課程讓同學學會基本社會調查技巧，進而能對社會問題探索並尋求解決方案。

「多元文化」課程增進同學對在地文化以及國際世界的了解，藉以培養較為多元

而寬廣的視野。 

「資訊素養」雖是 0 學分的必修課，但每位同學都會簡單的電子書編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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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拍攝剪輯，硬是讓逢甲同學比起其他學校更有競爭力。而「APP程式設計」必

修課程，讓所有同學具備程式設計的觀念，讓不同背景的同學，具備相同的邏輯

思維，能使用同樣的語言，才能在未來有效地跨領域合作，完成複雜的程式設計。

以上所有潛在課程、非正式課程、必修課程經過多年努力，都不再以單向課堂講

授、傳授知識為考量，而以創新教學、學生能力培養為本務。 

每位同學都有 12個通識選修學分。網路上的選課秘笈、DCard 上的討論，學

選通識課程都以「甜不甜、涼不涼」為準，給分很高又不點名，成為受歡迎通識

課程的主要特色，全國皆然，我們也不能怪授課老師。但是，如果通識只淪為爽

課，我們對不起學生。並不是所有學生都要選這些爽課，還是有不少學生希望能

挑戰自己的能力，希望能學到東西。因此，我們在五年前開始推動「專題製作課

程」，專題課程強調跨領域合作、專案實作、允許失敗，是行動實作導向的課程，

透過分組執行，完成複雜專案，最後有成果發表，將成果具體展現。目前選修課

程中已有 20%為專題課程，修課人數也達到 15%，顯見還是有不少學生想要真正

學到東西。此外，每學期大約 100門的「微學分」，以及學生可以申請開課的「自

主學習」模式，都已經改變通識教育的生態了。 

我們幾乎已經把傳統認定的通識教育全面改變了，唯一有待改善的只剩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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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在三年前就公開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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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營養學分的通識教育惡名。這是三年前〈給逢甲通識教師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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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教育，是以教師為中心、教材為中心、教室為中心，以知識傳授為主

體，但隨著時代改變，高等教育需要全面檢討。「學生本位學習的成果導向式教

育」，是以學生發展為中心、學生學習為目標、學習成效為考量，重點在於能力

培養(而不是知識傳授)。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研究指出，2020年職場最需要的10

大技能為：1.複雜地問題解決、2.批判思考、3.創造力、4.人際管理、5.協同合作、

6.情緒智商、7.判斷與決策能力、8.服務導向思維、9.協商能力、10.認知靈活性。 

是的，我們要請所有通識授課老師思索，不要把知識傳授當成授課目的，因

為，大部份知識學生都可以透過智慧手機搜尋到。課程目的應放在培養學生的能

力，尤其是上述十大能力。如果您無法改變或是不願意改變，我們建議您不要在

通識授課，因為，14年來「學生本位的成果導向式教育」的目標沒有改變，明年

將是通識改革的最後一哩路，我們已經全面公開地宣誓，要對學生能力培養負責。 

但這並不意味通識教育要全盤革命。過去兩年，我們已經編輯《創意思考與

實例演練》、《透視教學現場的魔法新創意》兩本書並送給全校所有老師，我們只

要求課程從我們所期待學生具備的能力培養出發，選擇其中至少四週，從創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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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創新教學方法中選擇至少一種(甚至可以自己規劃)，讓教學更為活潑、主動，

改變學生的學習模式，有效改善學習成效。這其實一點都不困難，只要隨著我們

新課綱設計，規劃教學方法，就可以達到目標。我們將課綱簡化，大家只要按照

指定項目填入即可。 

除了課程名稱及課程描述外，在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性上，請大家從1)

通識六大能力，以及2)六項競爭能力各選取一項，考量能力層次選項即可。 

學習評量更有彈性，請至少選擇三項。也請填入預期學習成效，希望培養學

生達成何種能力。在創新教學部份，請在課綱上註明使用方法，以及施行週次。

無論是「創意思考方法」[5W2H法、Mandal-Art Method九宮格法、Mindmaping心

智圖法、635 Brainwriting默寫式腦力激盪法、The six thinking hats六頂思考帽、

World Cafe世界咖啡館、ORID焦點討論法、Focused Object Technique焦點法(強制

關聯法)、Catalog Technique目錄檢查法、Check List Method檢核表法、Attribute 

Listing屬性列舉法、SAMM法、SCAMPER奔馳法、Reversal Thinking逆向思考法、

Discussion Method討論法、Phillips 66菲利浦斯66、Brainstorming腦力激盪法與衍

生方法(MBS法、NBS 法、CBS法、戈登法)、Morphological Analysis形態分析法、

KJ法、Bodystorming身體激盪法、Empathy Map同理心地圖等]或是「創新教學方

法」 [Flip Learning翻轉教學、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式學習、

PBL(Project-Based Learning)專案導向式學習、CBL(Case Based Learning)個案研究法、

GBS(Goal-Based Scenarios)目標導向情境式學習、CBL(Challenge Based Learning)基

於挑戰的學習、UbD(Understand by Design)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TBL(Team-Based 

Learning)團隊合作學習模式、桌遊教學、萃思理論(TRIZ)、Psychodrama心理劇教

學應用等]。以上方法，在書中都有介紹，歡迎實際應用，也可以自選其他創新

教學模式，或是自行設計新的創新教學模式，彈性相當大。總之，就是不要以講

授為教學的唯一方式，才能帶動學習氣氛。 

為了有效推行，我們會辦說明會，並嚴格執行課綱修訂。基本上，除了「專

題製作課程(統合類)」，所有通識選修課程在108學年度都將停開，只有重送課網

並通過審查的課程會繼續開授，在2018/10及2019/3兩次送審機會，請所有同仁

把握時程。如有任何疑問，在說明會中可以直接面對面溝通，解答大家疑問。請

相信我們，這並不是為難大家，而是希望讓課程更加活潑、多元，更能帶動學生

學習熱誠的作法。如有任何疑問可與本中心陳淑慧秘書聯絡(分機2148)，謝謝! 

謹此 

順頌 

暑祺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翟本瑞敬上 

2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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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Syllabus)  全英課程中英雙語呈現 

第一部份：教師填寫並提供資料，後由通識中心至校務系統建構、維護。 

開課教師： 

課程編碼 審查通過後由通識教育中心編列之 學分  2 學分 

課程名稱 (中) 

(英) 

課程描述 (中) 

 

(英)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性[能力層次：1.記憶; 2.了解; 3.應用; 4.分析; 5.評判; 6.創作] 

中文 英文 能力層次 

1. 1.  

2. 2.  

第 1 項選六大軟能力：A.知識探索; B.資訊素養; C.溝通技巧; D.價值判斷; E.追求樂活; F.公民

實踐。並搭配能力層次。例如：能應用溝通技巧 C3; 能分析公民實踐模式 F4 

第 2 項選擇競爭能力：U.系統思考; V.批判思考; W.創造力; X.協同合作; 

 Y.自我管理(包括人際管理、情緒智商); Z.複雜地問題解決。並搭配能力層次(同第 1 項)。 

A. 知識探索：能培養多元領域學習的興趣、能統整跨領域的知識、能持續從事跨領域的學習。 

B. 資訊素養：能使用資訊科技、能有效運用資訊、能實踐資訊倫理。 

C. 溝通技巧：能具備清楚表達的能力、能理解他人口語與非口語的訊息、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D. 價值判斷：能尊重多元價值、能進行價值的反思、能提出個人的價值判斷。 

E. 追求樂活：能具備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能重視身心健康、能提升生活品味。 
F. 公民實踐：能關注社會問題、能重視人與環境之和諧、能參與社會活動。 
U.系統思考：能面對複雜性、全面瞭解產生問題背後的結構、克服盲點、掌握見樹又見林的整體思考能力。 

V.批判思考：能跳脫框架、從不同角度看問題、並能客觀分析不同觀點的利弊得失、能理性評估後做出客觀判斷。 

W.創造力：能產生新思想、發現新價值、賦予事物獨特新穎意義，提出「不同而更好」或「新而有用」的想法。 

X.協同合作：能尊重差異、強調互補、有效分工，整合不同背景專長，完成個人無法克服的專案。 

Y.自我管理(包括人際管理、情緒智商)：能認識自己、瞭解別人、控制衝動、管理自我情緒、想法及行為。 

Z.複雜地問題解決：能分解問題、掌握工具、妥善分工、運用資源，逐一克服各項挑戰，勇於面對未知情境的能力。 

創意思考方法： 

5W2H 法、Mandal-Art Method 九宮格法、Mind maping 心智圖法、635 Brainwriting 默寫

式腦力激盪法、The six thinking hats 六頂思考帽、World Cafe 世界咖啡館、ORID 焦點討論

法、Focused Object Technique 焦點法(強制關聯法)、Catalog Technique 目錄檢查法、Check 

List Method 檢核表法、Attribute Listing 屬性列舉法、SAMM 法、SCAMPER 奔馳法、Reversal 

Thinking 逆向思考法、Discussion Method 討論法、Phillips 66 菲利浦斯 66、Brainstorming

腦力激盪法與衍生方法(MBS 法、NBS 法、CBS 法、戈登法)、Morphological Analysis 形態

分析法、KJ 法、Bodystorming 身體激盪法、Empathy Map 同理心地圖等等。 

創新教學方法： 

Flip Learning 翻轉教學、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式學習、PBL(Project-Based 

Learning)專案導向式學習、CBL(Case Based Learning)個案研究法、GBS(Goal-Based Scenarios)

目標導向情境式學習、CBL(Challenge Based Learning)基於挑戰的學習、UbD(Understand by 

Design)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TBL(Team-Based Learning)團隊合作學習模式、桌遊教學、萃

思理論(TRIZ)、Psychodrama 心理劇教學應用等等。 

其他：講授法上述以外可讓學生能動起來的教學方式，需說明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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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由任課教師填寫的資料 

通識選修 2學分 課程名稱  類別 人文/自然/社會 

授課教師  授課語言 中文/全英 開課學期 上/下 

學習評量方式 

(至少 3 項) 

□出席(   %) □作業(   %) □期中考(   %) □期末考(   %) □報告(   %)  

□其他(   %)請說明:                                             

教學模式 □講授(   %) □創新教學(   %) □討論/報告(   %) □課前研讀/觀看影片(    %) 

□參訪(   %) □其他(   %)請說明:               

預期學習成效 [運用創新教學實作/作業，培養學生達成何種能力] 

 
 
 

課程目標之教學策略與評量方法[與第 1 部份之課程目標相同] 

課程目標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 

1.   

2.   

   

授課進度 [未註明創新教學週次及方法者不予審理] 

週

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習作/考試進度 備註[補充閱讀資料等] 

請註記至少4週創新教學方法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教科書及參考書籍 

 

教學網頁或數位教材 

 

其他[自訂創新教學者請補充進行方式]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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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之際給通識教育授課同仁的一封信 

感謝各位一直以來對通識教育中心的支持，讓我們可以以「學生本位學習

的成果導向教育」為通識教育的指導原則，全面推動通識教育改革，並己取得一

定成效，共同為「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而共同努力。 

開課在即，除了感謝各位同仁對逢甲通識教育的付出，也請再次檢視自己

在ilearn2.0系統是否已經明確中輸入教學大綱、教學進度、學習考核方式、課堂

經營的注意事項等，除了供學生開學前查閱，開學後更需告知選修課程的同學。

過去學生申訴案件屢有增加，各位在ilearn2.0系統上務必清楚將相關權利、義務、

考評方式客觀載明，並在課堂清楚宣導，如有任何變動，務必讓學生清楚知道，

並在ilearn2.0系統清楚交待，任何申訴案件，如有不清楚之處，老師方都因未清

楚交待而判定有所違失，因此請大家特別注意客觀、中性處理相關事務。 

以下幾點是教務處特別提醒，是全校統一規範，務請遵行：  

1.提醒授課教師在開學第一週上課，仍需要完整進行教學活動，以免與學生期待

產生落差。過去學生申訴老師第一週上了半節不到就下課，損及權益，請任何

一週都不要提前下課。 

2.學期間授課教師上課時段或場域需要異動時，務必與修課學生做好雙向溝通，

諸如：請假/調課/補課、考核時間及場地、校外教學/參訪/競賽等，都需與學

生討論並讓學生清楚知悉。 

3.授課教師需關注學生學習基礎及入學背景(如特殊教育生/身障生、境外生等)，

尤其在大一、大二時，適時給予引導或協助。若課程選擇中/英語授課，請務

必提供英文教材，以輔助外國生修習。 

4.請教師落實至少4次課堂點名，記錄學生出缺席情形；並於107年11月20日前

至 iLearn平台勾選該課程之學期預警對象。 

5.期中考、期末考週並無放假，仍要上課，請務必到課。可以讓學生報告，但不

能不上課。 

6.授課教師於學期間遇到天氣、停電等外部因素無法上課，請教師斟酌教學進度，

建議善用數位學習等方式，協助學生完成該課程的學習任務。 

7.最後，希望所有通識課程都要運用創新教學，以成果導向的學生本位學習為依

歸，讓學生有更強參與感。 

期盼各位同仁能夠多包容，務必配合以上規定，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態，藉此

教學成效，加深學生對授課內容的瞭解及課程滿意度。謹此 

敬頌 

教安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翟本瑞敬上 
2018/9/9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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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臨書韻-優化行政空間啟用儀式暨茶會 
     
逢甲校內之校長室、秘書處、研發處、財務處、人資處、教學發展中心等各行政

單位，為了學校總體發展，從原先的行政一館搬遷到圖書館三、四樓。 

啟用儀式中，電視台志工隊紀錄了逢甲大學極為關鍵的一刻，同時也保存了

意義非凡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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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FIRA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 

引導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與學生進入此以智慧全自主機器人為平台

的整合領域。 

自從成立後，FIRA 每年已在全世界各地舉辦年度大賽，舉辦地點包括：澳

洲、巴西、大陸、法國、韓國等等，是機器人嘉年華會的世界標誌。 

這次競賽由台灣主辦，而逢甲大學為其中之一的場地，電視台志工有幸能記

錄這一大盛會，一瞬也不漏的紀錄了這精彩的競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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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 創客松競賽 
 
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舉辦的 TCN 創客松競賽以

「智慧生活」、「智能長照」與「友善工作環境」為競賽主題,期望創客們能應用

科技技術,提昇人們生活品質,並在資源有限的前題下,引入循環經濟概念,發想與

本競賽主題之相關輔具與解決方案。今年在逢甲大學應諾創客空間，由

8/31~9/2 進行不斷電比賽。逢甲大學通識中心機器人團隊共有六名學生參賽隊

伍，所有成員都認為這次的參賽，非常有意義，且深刻體認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經過三天不眠不休的比賽，逢甲大學團隊總共提出六項作品，有三項進入

最後決選。經過最終的評選，一組以能後與人聊天，並以張傘程度來表達下雨

機率的”智慧雨傘”，以創新創意，榮獲創客銀獎，一組智慧行動輔具，該輔具

能偵測輔具平衡狀態，並自動伸展支架，防止跌倒，獲得創客潛力獎！ 

 

 

  



逢甲通識通訊(第 27 期)2018/9/1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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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員心得 
統計三甲 陳律文 

記得一開始想像的創客松，跟後來我實際接觸到的，有很大的差異。一開始

我以為只是簡單的創新智能競賽，沒想到還有演講，甚至是嘉年華！看到了很多

學校或者廠商的產品商品，給了我很大的眼界，見識了很多以往不曾接觸過的。

接著回到競賽方面，我跟我的組員原先不太熟識，但是他們很有想法，在電學或

者工業設計上推了我很大一把，我們主題是智能斷電器，可以套用我的統計計算

每日器具的用電量，若電量超標則直接斷電，組員們幫我接電路電板，設計盒子，

非常喜歡這種團隊合作。 

 
自控四甲 黃俊魁 

感謝大家讓我知道了真正的團隊合作，大家的分工以及共同思考、解決問題，

雖然第一天大部分的人都不熟，工作分配零零散散的，有些人甚至沒有開始動手

實作，然後第一天就默默的結束了，經過休息，第二天大家突然找到自己的定位

跟能做的事情，並且快速的完成了六七件作品，到了晚上真的是大家都本性外露，

阿不對，我是說真情流露，每個人能做的事情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了，偶爾一些小

報怨，還有互相鼓勵互相稱讚，成就了我們這個團隊，大家都是最棒的，沒有你

們就沒有這些作品，最後再次感謝偷米讓我們真的變成了一個團隊。 

 

電子三甲 李承漢 

第一次參加創客松，從參賽前的緊張與興奮到比賽結束後的感動與疲憊，都

是很好的經驗，已經不記得上一次這麼瘋狂是什麼時候了，一群人只為一個目標

努力，把自身拋除在外投入在團隊中，而這次令我最深刻的感覺就是這個，考試

根本不算什麼，再會解題目，不懂的應用也只是一本解答本而已，根本起不了作

用，也讓我發現自己的能力離一起參賽的人是多麼的遙遠，是個震撼教育，看到

不同的角度，學到不同的技能，體驗不同的舞台，其中解決問題是最大的收穫，

在這次比賽中作品天氣傘遇到許多的問題，如何讓傘自動張開閉闔，讓我們絞盡

腦汁，好不容易做好結構，但在反覆的測試下，發現不可行，在製作時間剩不到

12 小時的狀況下毅然決然地砍掉重建，那瞬間看見前面的那麼多小時瞬間化成

泡沫，實在是很難接受，但看見團隊裡的每個人都還努力著，咬緊牙，還是繼續

重來，憑著每個人的努力，最後所有的作品都如期完成，也讓我有機會上台報告，

體驗到不同於以往的盛大風景，我真的很感謝團隊裡的每個人，他們體諒著我的

能力不足，耐心細心的教導我，在大家都拖著疲憊的身體時，一就同心協力地繼

續往前走，更感謝這次的領導者 TOMMY，因為他的督導，我才能堅守崗位，也

才有機會在報告台上有不錯的表現，更重要的他也在聊天的過程中交會我課本

上不會教的人與人相處技巧，也要感謝我的團隊，在上台前不斷的為我建立報告

情景，使我上台不會緊張，這次的活動，是每個參加創客松的隊友給我的幫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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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才能完美落幕，感謝各位在活動中努力的人，也很高興我沒有卻步，報名

創客松的比賽，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在能力增強後，還有機會參加相關活動，換

我為大家盡一份力，給更多團隊的人機會與美好回憶。 

 

自控二 林玄祐 

這次創客松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我們團隊準備了很久，暑假還一起討

論好多次，大家在這三天都拚盡了全力，我這組負責”智能手臂”，但我們逢甲的

學生是一整團一起報名的，大家都會互相幫忙發揮各自專長，團隊分工合作真的

很重要，我負責中間指揮同學和一些技術部分，真的要處裡好多事，中間還要經

歷各種靈機應變的狀況，雖然參加過兩屆了，但這次是我全力參加的第一次，非

常累。 

這中間學到很多事情，也從同學身上看到很多過去的自己或是學習的榜樣，

經過大家的努力後，我們抱了兩個獎項回來，真的很感動，也希望接下來能繼續

參加更多比賽讓逢甲更厲害! 

 
資訊二丙 林祐任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很遠。這次的創客松雖然是三人一組，

但是我們卻是一群人做出作品。每個人都有自己能做的事，反而比較少掛在旁邊

看的人，從這樣的團隊可以看到領導者的厲害，如果只是三個人一組，成果也不

會這樣吧！在過程中也能學到很多，裡面也有手把手教學，這讓我學到超多，像

是改網站、木工......這些都不是平常可以接觸到的，還有一些夥伴熬通宵趕作品，

那種感覺非常棒。 

 
資訊三丁 劉韋廷 

創客松的作品很多人有不會的地方，但是我們大家各自擅長的領域都不一樣，

完全可以把剩下的部分放心的交給隊友，就算是有哪個環節卡住，隊友也會過來

集思廣益。五十小時的時間，我只睡了四個半小時，比賽過程中我收穫了很多，

雖然我大部分是在做木工和聲音處理，不過我學到最多的不是手做，而是想法，

是態度。如何在雙方都很疲累的時候和平溝通，如何在一個不知如何起手的東西

上面漸漸找出一個開頭，讓這件事能繼續做下去，實際實踐了"動口不如動手"。

當然，團隊必然有不完美的地方，誰有在做事誰沒有做事，五十小時之間，無所

遁形。總而言之呢，很開心很慶幸有參加這次的創客松，我希望明年一樣可以跟

這麼棒的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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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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來自逢甲大學不同科系及年級組成的學生團隊，我與三位組員(運管

所劉騏甄、國貿系吳玟慧、土木系陳奐宇)於 2018年 4月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暑

的 YOUNG飛全球計畫並於 6月成功入選。 

YOUNG 飛全球計畫旨在鼓勵我國青年自主提案赴海外參訪，認識國際組織

並聯結交流，實踐在地永續行動方案(以聯合國 17項永續發展議題為主，選擇其

一議題執行)，鼓勵青年透過「自主提案」x「落實行動」，實踐自我提案內容，盼

能藉以提升青年國際視野及在地行動，培養青年全球移動力。 

該計畫分為三階段，分別為永續行動方案 1.0(出國前與在地組織連結)、永

續行動方案 2.0(出國參訪)及永續行動方案 3.0(回國後執行在地永續行動方案)，

期間從四月到十二月，是一項我從未有過近一年執行計畫的挑戰。 

這次能成功爭取到澳洲參訪，非常謝謝教育部青年署提供的機會，還有陽光

婦女協會，范特喜文創的潘冠呈經理，綠能中心的賴奇厚老師，通識中心翟主任

跟淑慧姐，呂長禮秘書，雅婷姊跟惠媖的幫忙加油打氣，還有一路上給予我們協

助幫忙支持鼓勵的家人師長朋友。 

這次澳洲參訪計畫主要是針對聯合國 17 項永續議題為主，我們團隊選擇的

是第十二項責任消費與生產，再更進一步討論剩食議題，這次到澳洲參訪在當地

做關於剩食不浪費及剩食處理的組織，包括 OzHarvest, Second Bite, FOOD BANK

等組織。 

我們於 2018/08/14 出發前往澳洲，第一站是墨爾本，第二站是雪梨，參訪

時間共計兩週並參訪 9 間與剩食議題相關的組織及公司，學習其經驗後帶回台

灣加以實踐運用。經過為期兩個月的準備(跟在地組織聯繫討論，跟國外組織聯

繫詢問是否能參訪及計畫相關事宜)跟培訓後，我們踏上前往歐洲的參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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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往澳洲參訪 

左一:土木系陳奐宇，左二:運管所劉騏甄，右一:國貿系吳玟慧，右二:國貿所廖珮君 

 
【第一站:墨爾本】 

《國際組織參訪第一間:Food Bank》 

Food Bank 是澳洲一間食品救濟組織，致力於將被超市退回的蔬果分送給需

要的社區，而這次我們參訪位於墨爾本的 Food Bank，營運長 Chris 親自帶我們

參訪組織內部的倉庫。 

倉庫的儲存與運送部分，他們在倉儲物流部分是台灣目前比較難去達成的

地方，原因在於台灣的食物銀行在規模上來講並沒有向澳洲如此大規模，就如同

上次參訪台中食物銀行的秘書長講得一樣台灣比較適合走社區型的食物銀行且

超市型的食物銀行在給受助者的選擇上會更加彈性且更有尊嚴。 

關於今天營運長跟我們談到在倉庫中許多被從其他地區運送而來的剩食其

實大多是可以食用且外觀上並沒有重大瑕疵但為了在市場販售希望美觀，故有

一些瑕疵的醜書果也會被丟棄，這也是墨爾本食物浪費很嚴重之原因。在這部分

也與台灣相似，因此希望能在參訪澳洲這段期間找出相對應解決之道。 

關於人的部分:首先是在食物銀行服務的志工，很感動於他們願意付出自己

的心力及時間來做有意義的事情，並呼朋引伴的一起加入志工行列，但當遇到沒

有志工時也只能自己下去做，所以志工人力問題也是一個考驗。 

營運長他真的人超親切又健談，但可能我們剛到還不太適應澳洲腔跟流利

的語速，黑人問號頻繁出現，但印象最深刻的並非是食物銀行做的多好，而是食

物銀行中熱心的志工們積極的參與為減少剩食盡一份心力，還有營運長分享自

己小時候也曾經受過他人幫助，因此現在他有能力也希望幫助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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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往澳洲參訪，圖中為營運長Chris 

 
《國際組織參訪第二間: Reynard Street Neighborhood House》 

參訪的組織是與 Open Table 合作的一個社區-Reynard Street Neighborhood 

House，該社區每周有一次共享午餐時光，午餐免費提供，食材由 SecondBite 提

供，有四位志工負責煮飯，供餐人數約 20 多人，每次提供約四道菜，包括主食、

沙拉、湯品等，該社區有許多不同的活動可以參加，除了共享午餐，還有唱歌及

跳舞活動等，每個活動都有許多的志工及社區居民參與進行。 

今天參與該社區的共享午餐非常開心，在裡面大家都非常的熱情且健談，和

她們一起吃午餐時，可以感受到這個社區的凝聚力很強，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位

菲律賓媽媽帶著她的小助理(她不到三歲的女兒)一起參與社區活動並成為社區

志工，在用餐時我們相談甚歡，我很好奇的問她為什麼會願意成為志工，她表示

她是家庭主婦，一個人在家帶小孩很寂寞，她希望能多跟人群接觸交流，成為社

區的志工讓她覺得很開心，她的女兒也很喜歡這裡，最後她也熱情的邀請我們一

起加入社區下午的唱歌活動。此外，我們也向該區的經理分享我們的計畫，她對

於我們的計畫很感興趣，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有詢問她關於人力方面的問題，

她也直言要依賴志工完成所有事情確實有困難，因此她建議開設共享廚房可以

先從一周一次開始慢慢達成每日一次。這次的參訪除了讓我覺得這個社區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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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上城社區有很多相似之處以外，更讓我感覺到這個社區滿滿的愛心，希望能

將這份感動傳下去。 

 
圖一:大合照 

 
 
 

圖二:Q&A 

 
《國際組織參訪第三間: The Inconvenience Store》 

今天到 The Inconvenience Store 擔任一日志工，從一早將食物上架，開店迎

接客人，中午享用無國界料理，下午到市場拯救將被丟棄的醜蔬果，一整天下來

真的累爆了！但收穫滿滿也很開心能參與其中，在今天我們營業期間總計將至

少 150 公斤有被拯救到食物讓有需要的人們帶回家，在市場裡拯救了至少三十

籃的醜蔬果，這些都是平日大部分消費者很難接觸到的一面，過去因為它們會在

商家的挑選下被淘汰，甚至有很多其實看起來一點都沒問題的蔬果依舊被丟棄，

但現在我們正在努力拯救這些食物，這讓我覺得很有意義，但因為在這世界上被

丟棄的食物太多以至於拯救速度還是不及丟棄的速度，所以很希望大家都能願

意接受醜蔬果，讓他們不至於被丟棄。 

今天和我們一起在店裡工作的除了負責人 Astrid跟她的夥伴 Anna以外，還

有一位志工 Ying，她們都非常的熱情且健談，在幫忙期間除了感受到她們對於拯

救剩食的熱情外，也非常希望獲得大家的支持，所以她們會跟店裡的每位顧客寒

暄問暖，也會叮嚀我們給予顧客溫暖的問候並讓他們了解這間店的理念，如果喜

歡也希望他們多多支持(可以捐款或成為志工)，店裡的客人形形色色，有慕名而

來或是朋友介紹來的，也有為了拯救剩食而來，當然希望省錢的客人也有，但不

論如何都是幫忙減少剩食的人們，都非常開心他們能到店裡來選購蔬果。 今天

或許是我們大陣仗而來有了招財功效，今天商店非常忙碌，連市場的醜蔬果都收

集的非常多，志工們都說這很少見，看來我們是一群來自台灣的招財人物。 如

果有機會來到墨爾本歡迎大家可以到 Lentil As Anything restaurant 享用無國界料

理(每日菜單都不同，一樣自由捐獻)，也可以到 The Inconvenience Store(在 Lentil 

As Anything restaurant 裡面的商店)選購蔬果，這兩家店都非常歡迎大家加入志工

行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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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完成任務後的大合照 

左三是負責人Ankit，右三是職員Anna 

 
圖二:擔任一日小志工 

待在櫃檯秤重並跟顧客噓寒問暖 

 
圖三:開店前提早準備好的合照 

右一是當天店裡的另一位志工 

 
圖四:拯救蔬果行動 

圖中都是被拯救的蔬果 

以上是墨爾本參訪分享，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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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雪梨】 

《國際組織參訪第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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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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成長營 

 

新鮮人成長營是學校在即將開學之際，為了本校大一新生所舉辦的大型活

動，內容包括主題式課程講座、FMP等，主要目的是要讓新生更瞭解學校資源及

就讀的系所。 

這次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與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合作，共同負責動態攝

影的部分，從前一天的佈線，開幕式、閉幕式，甚至演唱會的轉播，最後剪輯出

成長營精彩的回顧影片。 

過程中或許遇到了些困難，但大家能夠一起互相學習成長並協助彼此度過

難關，最後的成果也得到了大家的掌聲與喝采，當影片在現場播出時，志工們甚

至感動到落下兩道淚水，這一刻的激動我們永遠深深記在腦海裡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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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奇機 暑期營隊 中學生聯盟組競賽 

 

半個多月前，舉辦過中學生的 Tinkering 和樂高機器人活動，那時候雖然也

有競賽，但是是 2.3個人為一小組，彼此之間比較多是好玩的氛圍。但這次活動，

分為上午組及下午組，因為變成 1.2個人為一組，而且題目變難，製作時間變短，

評審要求變多，相較起來非常不容易。但 130分鐘過後，大家都成品都非常棒，

很不像國中小學生的成品，讓我大吃一驚，對於小學生，光是要在這漫長的 130

分鐘穩住且維持專注力就相當不易了，他們還製作了很棒的作品。過程中發現到

他們的創意是可以被激發的，這個活動並沒有限制一定要怎麼呈現，只要時間達

標，成功落地，什麼方法都可以，思想不受限後，小朋友的想像力更是活躍。因

為這次系列的活動，讓創新的 Tinkering跳脫框架，更是創新，才知道原來 Tinkering

和樂高可以這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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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首創 VR 虛擬實境實作課程 

 

自控系沈祖望老師，引進全新 VR 虛擬實境技術，將 VR 製作的原理和技術

帶進逢甲，這是第一次上課，而這堂課沈老師在進行課程說明之餘分享了自身製

作的經驗，之後兩節就前往應諾創客社區親身體驗 VR了，先用我們未來會製作

類似的作品當作體驗，好多人都是第一次嘗試，在嘗試期間大家的想法跟討論也

熱絡了起來，每個人的專長都稍有不同，但大家都有的是熱情，每個人都被沈老

師神奇般的帶領下燃起了熱情的火苗。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27 期)2018/9/16  29 

 

 

機器人團隊 3D Printer 教育訓練 

 

逢甲大學智慧機器人團隊在 9/12舉辦了教育訓練，3D列印的基礎課程，其

中教了很多有關 3D列印的基本觀念跟認識，例如介紹 3D繪圖軟體的基本操作，

讓學生們可以自己學著利用繪圖軟體開始創作自己想做的作品，並且透過學長

充分的經驗分享來鼓勵學生們多多創作。希望最終每個人都能夠用自己的力量

製作出自己想做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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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講堂 魏國彥老師 談人類演化 

 

人類的演化 Human Evlution 講談人類的演化歷史，由南方古猿到現代智人

的歷程，包含期氣候背景 

「我們為什麼叫他春雨講堂，教育最高的境界，就是春風化雨。」高承恕董

事長這樣。逢甲大學在本學期設置全新的學習平台，由高承恕老師、何寄澎老師、

林載爵老師、魏國彥老師、莊隆輝老師、齊肖琪老師共同開課，帶領大家從不同

領域思考人文與生命。 

 魏國彥老師問：人類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這一切有什麼意義？這不

僅是人類演化的問題，同時也是重要的哲學問題，往後藉由本課程激發學生與老

師共同討論。 

老師認為教育是 Be Coming，有時我們或許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在接下來

的課程中讓我們慢慢地 Be Coming。 

逢甲大學電視台將為春雨講堂課程全程攝影紀錄，讓校內師生有機會可以

重複學習與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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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課程 夏立言大使 談全球化議題 

 
通識教育中心這學期開了一門全球化視野課程，邀請到許多外交官來跟大家

分享，開拓師生們的視野。 

本周課程由曾任陸委會主委、駐印尼代表、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外交部國際

組織司司長的夏立言大使來跟大家談『全球化及全球重大議題』，談了當時馬席

會的兩岸關係，以及全球許多政治情勢緊張狀態下，各國元首及外交官員如何應

對。上課同學都很認真聽講，抄了滿滿的筆記，也在下課前踴躍發言提問，抓緊

這個寶貴的機會，請教外交事務的相關知識。 

課程結束後，夏立言大使也到創客書屋駐點，與校內師生分享了寶貴的經驗，

並談到大家所認知的國際情勢，不見得真的就是那樣。媒體連續報導很多天的事

件，不一定是看到的那樣，每個人都要對國際情勢有更多的判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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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的課程，除了夏立言大使的精采分享之外，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黃輝慶

老師，也跟師生們分享了『旅日應知道的二三事』。日本一直是國人最喜歡的觀

光旅遊勝地，但近期天災不斷，遇到大風大雨，也遇到了強烈地震，媒體的報導

總讓人分不清楚真實的狀況，也一昧的怪罪政府或是外交部門，然而卻沒有人真

的能去了解到外交官所遭遇到的狀況。 

 
黃老師也分享了從逢甲大學畢業後，如何規劃自己的人生，一步一步地走向

外交部門的經歷，鼓勵同學一定要努力掌握好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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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經典賞析課程 培養工程師說故事的能力 

 
科學傳播系列課程，中區的種子學校-逢甲大學已執行了七年，連結了中部地

區的伙伴學校，透過遠距視訊的方式來進行課程。 

第一周的課程由科普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柯舜智 老師，與大家介紹科學傳播

概論，並談到了科普計劃的人才培訓計畫，如何讓科學家可以講出一段好故事，

生動活潑的去敘述一個科學原理或是艱深的科技。 

遠距連線課程，不僅需要有穩定的網路、攝影機等硬體環境系統，更要有能

快速反應的課程助教群的協助，才可以讓遠距連線上課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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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Lab 宣傳片拍攝製作 

 

逢甲大學創能學院計畫底下共有六個 Lab，其中最基礎也最廣泛的就是 Apps 

Lab，由通識教育中心企劃執行。除了大一基礎教育課程─apps 程式設計課程之

外，還有高階 Apple RTC IOS APP 程式設計課程。 

Apps Lab以不論有無基礎，都能寫出屬於自己的 APPS為理念，希望每個人

都不要認為寫程式是件困難且做不到的事。 

而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參與記錄了 Apps Lab 一年以來的課程以外，近期更

是製作了一支 Apps Lab 宣傳片，於新鮮人成長營開幕式中播放，讓新生更了解

APPS 如何貼近日常生活以及這個工具如何讓人們生活更便利，以期望能將 Apps

程式設計之技能更普遍於逢甲大學學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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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nventor 及電子書製作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 
     
因各系舉辦 Freshman Project 活動，授課的師長提出希望能夠運用 App Inventor

軟體，將活動的資料及記錄使用電子書的方式呈現。洪耀正老師於 107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邀請各系種子教師及課程助理同學們一同學習，由洪老師教授運

用 App Inventor 編寫出的電子書製作程式，課程中老師特別介紹同學們運用此程

式製作的教學遊戲，不但可以學習寫程式，也可透過程式運用將創意實體化。本

次課程由創能學院 APP Lab 及通識教育中心協助，吸引 11 位師長及 9 位學生報

名參加，期望透過工作坊培育種子師資及種子課程 TA。課間來參加工作坊的老

師表示，原來寫程式不是這麼困難的事情，透過 App Inventor 即便對於程式語言

沒有基礎的人也可以輕易地上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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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9/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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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一) 
12:10-13:00 

陳琳潔 
黃亦辰 

「菲」拾不可──用行動守護我們的下一代 
進入那有著「千島國」之稱的夢幻國度，上山看見那世界
十大奇景之一的「巧克力山」，下海體驗那與「鯨鯊共遊」
的快感，十七天旅程的酸甜苦辣，快來和我們一一品味
吧！ 
1.如何撰寫計畫書以及規劃行程？ 
2.初到菲律賓的文化衝擊！ 
3.菲律賓旅程甘苦談。 
4.花小錢玩世界。 
5.給自己擁抱世界的一次機會。 

9/17 (一) 
18:10-20:00 

Amber 
安柏 

環遊世界的 21 種生存方式 
什麼都沒有，反而更用力地活出姿態！ 
生活以上，生存以下！ 
七年前第一次休學，放下一切出走。走過了草原、冰川、
湖泊、沙漠和熱帶雨林，爬過 4000公尺高的中亞邊境界
山，下潛到大堡礁，在金字塔看無人夕陽、在北韓當死觀
光客、在垂死之家當志工、在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
握手、被共產黨員逼吃保育類動物大餐、越過以色列巴
勒斯坦戰亂區、西班牙看高第、龐貝古城跳越過千年遺
跡、潛入奈良的廢棄遊樂園、在倫敦辦剩食募資給遊民、
在北京天安門前寫六四、在南歐和難民一起跑警察、在
比利時跟小偷打架、搭便車去死海漂浮、看盡希臘最存
粹的藍與白、在雲南和藏民轉山、和印度苦行僧當朋
友……沒去過的地方都是下個目的地，仍然在旅行、仍然
在尋找存在的意義。 

9/18 (二) 
12:10-13:00 

張佳萱 

歐洲五國玩全攻略 
從波蘭逆時針一圈到德國，共計 5 個國家、八個城市、
無數個好心人。在 18 歲的暑假，帶著勇氣前往人生地不
熟的歐洲，一個月內嘗試了許多人生初體驗！想知道語
言不通怎麼辦？想了解各國和台灣的文化差異？冒險刺
激的旅程等著和你分享~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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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三) 
12:10-13:00 

張簡寶玉 
王靜瑜 
謝依霖 
黃宣瑄 

越來越愛你，走進你的新 
不會越語不用怕，英文不好也不用怕，讓我們來跟你分
享如何在越南生活吧！ 
1.在越南鄉下當志工──與各國志工有趣又好笑的生活。 
2.河內、下龍灣、胡志明遊記──如何自己規劃旅遊？ 
3.新加坡遊記──穿梭在大都市的生活。 

9/20 (四) 
12:10-14:00 

林昱瑋 

大學玩四年──玩出不一樣的人生 
1.課程修習：繪出自己的學習藍圖。 
2.交換學生：讀萬卷書，更要行萬里路！ 
3.海外實習：泰國實習日記。 
4.打工經歷：磨練挫折二三事。 
5.社團生活：訓練你的領導力、團隊力。 
6.校外競賽：不怕神一般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 
7.證照考取-出門工作有得「照」！ 
8.研究所之路：升學？就業？畢業出路大解謎！ 
9.總結：給學弟妹的建議。 

9/21 (五) 
12:10-14:30 

公創所 
碩一 
碩二 

我玩‧我看‧故我在──大灣區海外移地旅行分享會 
藉由探訪「澳門-深圳-香港」三個城市，思索在華人脈絡
下，不同的殖民文化、國際化與社會制度，所演化而生的
不同制度創新、社會創新與社會變化。 
【澳門】澳門文化原為中華文化的一環，但因曾經長期
被葡萄牙殖民，構成澳門獨有的土生葡人文化和特殊的
澳門博彩業，而且在語言、文學、宗教、民俗、建築、飲
食等方面，亦融合出中西合璧的獨特文化。如何在文化
傳承中倡導和創造新的人文價值，在多元文化對話、交
融中探索和成就平等與共贏，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命題和
挑戰。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都的澳門，無論在「西學東
漸」，還是「東學西傳」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深圳】深圳 2016 年的人均 GDP所得己達 2.5萬美元，
超越台灣，位居中國四大一線城市的首位。深圳除了早
已成為高科技城市代名詞之外，因為全市的平均年齡只
有 30多歲，更是到處充滿著創新創業的氛圍與生機。 
【香港】香港社企之發展有二十多年歷史，由八十年代
中期漸見於社會中，並於九十年代數量增加。1997 年後
由於香港經濟受金融風暴影響而導致失業率上升，「以工
代賑」的原則開始被特區政府採納成為政策方向，社企
也因其特點而開始進入公共論述，並被當時的扶貧委員
會視為地區扶貧的重要政策之一。近年，香港社會中開
始有推動者強調社會創業精神及社會創新，把商業主導
思維帶進社企，推動社企朝向百花齊放之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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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五) 
15:10-16:00 

鄭羽涵 

與自己獨處的 21個日子，與世界對話的 50個故事 
出走不是為了逃離原本的自己，而是探索潛在的自己。
學習與自己獨處方法，學會與他人的相處之道。這趟旅
程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勇敢出走的女生們，在德國
看見不同的風景，見識德國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也不禁
讓人再次反思對自己國家的認同感。這場沙龍將分享啟
程前的事前準備、旅程中經歷的大小事、以及攝影讓我
看到的世界。 

9/26 (三) 
12:10-13:00 

李芸珊 
王瀅瑄 
何嘉恩 

中國陝西夏令營 
這個夏天，8位逢甲學生至中國陝西山陽縣當志工，分別
協助四所學校舉辦夏令營。想知道我們在海外偏鄉服務
時所經歷的點點滴滴嗎？如何與當地的社工與孩童互
動？如何適應陌生的環境？如何在酸甜苦辣中相互支
持？  

9/26 (三) 
15:10-17:00 

張志昇 

心情指數與音樂調和的比例 
1.音樂的類型。 
2.怎樣的心情聽怎樣的音樂？ 
3.找尋自己的情緒樂曲！ 

9/28 (五) 
12:10-13:00 

陳奐宇 
許文瑄 

在天堂與 30個天使的宿霧生活 
第一次到國外的志工旅行，看到跟我的想像不一樣的菲
律賓生活。我們在宿霧的 Children’s Haven 遇到了一群可
愛的小朋友，想知道在這裡有什麼樣的生活讓人印象深
刻？遇到哪些有趣的事？還會告訴大家宿霧的交通方式
及其他關於旅行的生活小常識喔！ 

9/28 (五) 
15:10-16:00 

莊淳奕 

飄向「北」方 
1.行前準備。           
2.實用 APP與省錢小建議。 
3.推薦景點。 
4.旅途小插曲與旅行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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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期：107/09/10~107/10/06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積學堂 
    這次「心之彩筆 色鉛筆師生聯展」的規劃並未侷限題材，係由學員們自己

找尋素材，將各自心中所思或所愛，透過一枝枝彩筆圓滿地呈現出來。展出作品

中包括人物、花卉、動物以及風景……等等，內容豐富多元，學員們畫風各有千

秋，或細膩婉約，或用色強烈、筆觸率真，又或古樸淡然，多有異趣。 
自本校推廣部開辦色鉛筆課程以來，已將邁入第五期。學員們大多為上班族

抑或退休人士，且多數無繪畫經驗，大家雖來自不同背景，卻都擁有一個共通的

興趣就是「繪畫」。舉辦此師生聯展之目的，無非期盼能藉此讓學員們自我檢視

其學習成效，並讓本校師生與其他民眾得以欣賞到學員們的努力成果。在此，特

別感謝逢甲大學推廣教育處與通識教育中心之鼎力協助，以及參展學員們的辛

苦付出。 

圖一:參展現場 
 

圖二: 參展作品 

 
圖三: 參展作品 

 
圖四: 參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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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王柏婷老師「樂在其中」 

自編英語字彙 APP 
    甫於教育部今年首度推動「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本校共計核定

28 件，以通過件數、通過率及獲補助金額來說皆居全國之冠，而外語中心也有

2 位教師榮登榜上，分別為董綺安副教授與王柏婷副教授。本年 8月，本中心王

柏婷老師有幸與校長共同參與教育部記者會，也吸引了各方媒體，對王老師在無

任何資訊背景下，卻能設計一套英語字彙 APP，發現她「樂在其中」的教學熱誠。 

    為了幫助學生學習英文，身為本校大一英文課程的王老師，以學生為本位，

知道現在學生都熱愛滑手機，自創一套字彙 APP，讓學生低頭時間，也能充分學

習。APP收錄的字彙則是來源自 New General Service List（NGSL），依據大一英語

初級班的學生的程度，整理出 24 個單元，每個單字都有例句，目前也連結到

VoiceTube 英文線上影音學習平台，當學生學習完單字後，可以進入測驗練習的

模式，而答錯題目時，就會連結到 VoiceTube。每一題目，王老師也都精選了影

片給予單字講解，另外，APP也會推薦相關影片給學生給學生可以觀看，讓學生

在學習英語上能夠更加有趣。巧妙的是，王老師在管理者介面連結大數據，可以

得知學生平常最常觀看的影片是哪幾部，常錯誤的單字是哪些，同時豐富教學與

研究。 

    王老師說，她就是憑著來者不拒的心態，與熱血熱誠的精神，進而讓自己發

光發熱；因不甘於畫地自限，所以選擇跨領域教學，接著自行開發了 APP 英文

學習系統，始料未及，但現在滿滿收穫。 

 
圖一:自由時報資料照片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
s/2518870 

 
圖二:奇摩新聞資料照片 

https://tw.news.yahoo.com/學生愛滑手

機-逢甲副教授王柏婷-耗時2年-自行開

發英語app-080038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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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新生成長營-國際生探索校園快速適應大學生活   

107 學年度目前共 8 國 41 位學生，延續去年精緻照顧期望能幫助國際生在

課業、生活、文化等輔導與適應，讓學生在逢甲有「家」的感覺。自 3 月份起

PMP 成立了 107新生的 LINE群組，持續並積極與國際新生們聯繫，並讓 PMP學

長姊協助新生來台前的任何問題與先認識逢甲的環境。為了迎接這批新生，PMP

教師、學長姊、BUDDIES 及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規畫於 9/4(二)至 9/6(四)辦理「新

生成長營活動」，並依去年學生回饋調整活動內容，且每天結束後皆召開檢討會

議，修正明後天的做法，若發現學生有任何需要幫助，輔導團隊雙導師也會投入

關心學生，讓新生能夠快速認識與適應台灣。而 9/7(五)所有授課教師與 PMP 

BUDDIES召開了第一次教學協力會議，除達成教學共識外，更夠過這幾天的了解

關心學生參與狀況。 

印尼學長說：去年我們受 PMP 的幫助很多，今年換我們幫助學弟妹；越南

學姊提到看到這群新生就像看到我們以前一樣，所以會更想幫忙他們，也鼓勵他

們不用害怕，因為 PMP 是個大家庭，有問題大家都會互相幫忙。自 8/31(五) PMP

孩子們從世界各地都來到了逢甲大學，PMP 學生完成宿舍入住，雙導師們更分

別在學生抵台的第一天及第三天至宿舍關心學生適應狀況，BUDDIES帶著自己的

學弟妹去量販店、超市等準備住宿所需物品、帶著學弟妹認識住宿環境及校園環

境，讓大家一到台灣就感受到滿滿的溫暖與安心。 

9/4(二)至 9/6(四)為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辦理新生成長營活動，規

畫了認識逢甲、校園生活及認識台中活動，透過任務導向的活動進行，透過家族

帶領下迅速認識環境。 

 

9/4(二) 認識逢甲： 

上午規畫了師生相見歡，讓所有授課教師、PMP BUDDIES與新生們見面，讓

新生與課程教師及 TA有初步的認識，透過畫圖的方式讓學生自我介紹，也讓畫

出對台灣的第一印象及他們未來的展望，近九成的國際生對台灣第一印象都是

「手搖杯」，國際生提到:手搖杯對他們來說非常新鮮，日本人喜歡檸檬愛玉；

印尼人喜歡珍珠奶茶等，有韓國學生畫出，現在是聽不懂大家在說什麼，啟許希

望未來能夠都聽得懂中文。而也安排師生一同參與「中文比手畫腳」活動，讓新

生用非語言的溝通，也能試著傳達想表達的中文意思，讓教師與學生能更近距離

的認識與互動。 

下午安排認識校園活動，任務是讓學生探索認識逢甲各個大樓，每組同學輪

流至忠勤樓、商學大樓、人言大樓、學思樓、工學院、資電大樓等地跑關完成任

務，而在各大樓都準備了相對應專業的遊戲，並會簡單介紹該院有那些科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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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化學記憶消消樂，準備了 4 乘 4 的板子，將化學元素中英文寫出，若翻

到兩張對應的圖卡即可消去；在人社外草地，更讓六組學生用毛筆分別試著寫

「我愛逢甲大學」六個字；而為了讓國際生更了解學校事務，為讓學生了解在學

校遇到什麼事，要找哪個行政單位，設計連連看活動，分 3 類(事情、單位、地

點含建築圖片)，讓學生配對並學習。活動後更初步先了解學生的未來適應並讓

學生自己製作出專屬的逢甲地圖。 

 
圖說：國際生參與相見歡自我介紹並探索逢甲校園 

 
9/5(三) 校園生活： 

為能讓國際生能夠快速融入台灣生活並學習華語，本屆在住宿安排盡可能讓

國際生與台灣生同住，故為了讓學生更了解與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的方式，邀請

PMP 學長姊及 BUDDIES 用戲劇方式分享住宿生活，而國際生們也紛紛畫出對於

生活有差異或不適應的部份，所有印尼同學都會畫出台灣的廁所與印尼廁所的

差異，因印尼如廁後會需要沖洗，故都會有小水龍頭在旁邊，更有趣的是日本同

學也畫了廁所，而差異在日本都是免治馬桶；也畫了交通及拖鞋等等，藉此更能

夠了解對方文化特色並尊重包容不同國家的文化。 

下午則模擬用中文點餐活動(例：填單、點菜、付錢)等活動，讓學生食物卡

與玩具鈔票分組競賽購買食物，營造實際購買的情境，而晚上更是將學生帶至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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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夜市，由關主用中文說出要購買的 8 樣逢甲美食，國際生需記得發音在逢甲

夜市學生學習自己點餐、付錢並可吃到逢甲夜市道地的小吃，例：臭豆腐、雞排、

地瓜球、珍珠奶茶等。 

 
圖說：學長分享住宿生活暨國際生至逢甲夜市點餐買美食 

 
9/6(四)認識台中：上午學生參加了本校的校園博覽會，讓國際生實際加入一個社

團，並試著與各社團互動，亦讓他們試著參加社團，認識更多的朋友。下午則是

認識台中活動，給予學生一張台灣勤美綠園道及科博館的景點照片，讓學生查詢

自行搭公車及轉車抵達目的地，並由學長姊們帶著學生了解附近的特色與環境。

最終成果亦請新生將這三天迎新活動照片、影片及心得製作成短片，分享在 PMP

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相信本專班迎新的模式亦可帶給國際生認識逢甲與熟悉

環境有很大的幫助，也可以感受到學長姐帶給學生的溫暖，亦讓此感動綿延不絕，

持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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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學生參與社團博覽會暨認識台中特色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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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一個禮拜協助新生入住與迎新的活動，成長最多的是 PMP 的學長姊

們，周主任提到：PMP 學長姊們難得回國，暑假本沒期待會回來，但沒想到各各

卻回來並積極投入幫忙學弟妹。導師也說：從中看到 PMP 的學長姊們能獨當一

面更積極幫助學弟妹的任何問題，且會鼓勵學弟妹不要害怕中文，認真學習。而

PMP BUDDIES 也感動地說：「That's okay I can handle it!」這是最常從他們口中聽

到的，失敗了我們再嘗試一次，要勇於跳出自己的舒適圈。相信 PMP 此迎新的

模式亦可給國際生認識逢甲與熟悉環境有很大的幫助，也讓幫忙地 PMP 學長姊

及台灣學伴們成長許多，期望將此培訓模式精簡濃縮成本校所有國際生來逢甲

時培訓的機制與方式。 

 
活動影片歡迎關注 PMP FB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FCU-Pre-major-

Program-for-International-Freshman-Students-162256050971812/?ref=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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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瘋傳新垣僑務委員宴請 EMBA 校友訪琉團 
        本校 EMBA 校友楊智斌為配合政府推行「新南向政策」，並結合

日本在醫療與化妝品等生技尖端科技，擬將所經營之歐漾國際公司跨海

投資距臺最近的琉球沖繩地區。除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安排拜會沖繩

縣台北事務所、琉球台灣商工會等外，並會同張國鈜、郭明鴻等 EMBA 校

友以及工工系鄭豐聰、吳美芳教授等一行 18 人，由黃老師帶領，於 8 月 23 日

赴琉實地考察商情環境並走訪沖繩縣經濟特區六天。因黃老師曾於服務外交部

期間奉派駐琉球辦事處代表，故與當地財、經、僑、學等各界熟稔，故參訪拜會

行程，均受到琉方熱情接待，過程甚為順利。  

    此行除拜會沖繩縣政府商工勞動部，實地走訪經濟特區，並參訪當地培育專

門技術人才之「沖繩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以及我國駐那霸辦事處等公式活動

之外，亦蒙全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長新垣旬子僑務委員也撥冗接見並賜晚宴款待。

席間新垣僑務委員以伊自身在琉球創業，並曾擔任琉球華僑會長、琉球台灣商工

會長、全日本台商會、中華聯合總會長以及亞洲台商會長等之豐富經驗，且與當

地政、經、財各界關係良好之立場，分析台商赴琉球投資所享特別優惠之處，以

及面臨不同經營環境所需注意之管理問題。內容精采，為楊智斌校友以及關注台

日經貿關係的團員，上了非常寶貴的一課。 

    餐會間，本中心黃老師為新垣僑務委員一一介紹此行團員與背景。新垣委員

表示歡迎大家來訪，更欽佩鄭老師、吳老師以及 EMBA校友一行，保持終身學習

的精神蒞臨琉球沖繩參訪，也期待楊智斌校友能考慮選擇赴琉投資，以沖繩為基

地，取得相關優惠條件後轉進軍東南亞市場，擴張企業經營版圖。會後，新垣委

員將當晚熱烈討論情況併所攝全體「乾杯」照片上傳至臉書(fb)，海內外各地網

路朋友看後，廣為宣傳，按讚與相關訊息不斷湧入，顯示溫馨圓滿的一場餐敘。 

 

 
楊智斌校友(左)、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右)  

黃煇慶老師(左)、新垣委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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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645454128813583&set=np.1535114287560912.1

00002208328762&type=3&theater(轉摘自 fb 臉書) 

 
右排右起楊智斌校友、新垣旬子僑務委員、黃煇慶老師夫婦、鄭豐聰老師 

 
(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新垣旬子僑務委員、楊智斌校友(張育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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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訪琉後拜會中琉文經協會理事長 

   由本校已故張前校長希哲所催生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成立於 1958年，本年

恰滿 60週年，對促進與琉球沖繩地區各項交流，貢獻甚大。本中心副教授黃煇

慶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派駐琉球辦事處服務，與當時擔任中琉文化協會理事

長蔡雪泥女士熟稔，雙方合作致力增進台琉關係，更於 2004 年推薦蔡理事長獲

頒沖繩縣政府第一號終身親善大使之殊榮。 

  之後蔡雪泥女士於馬政府期間獲聘為國策顧問，多次邀請黃老師陪同訪琉，

增進台琉雙方深刻友誼。本年 6 月，孔孟文化事業公司董事長趙文瑜女士續任

中琉文經協會理事長，除禮聘蔡女士為榮譽理事長、續聘本校企管系校友邱伯達

為副理事長外，並推舉黃煇慶老師擔任中琉文經協會副理事長兼經貿委員會主

委，協助推動台琉間經貿交流。本年七月黃老師更以副理事長身分，代理陪同監

察院孫大川副院長，赴琉主持孫副院長之「書道展」以及該中琉文經協會常務理

事陳俊秀先生所珍藏「有機鼻煙壺展」，展出成功完美，頗受當地佳評。 

    黃老師頃於 8 月 23 日帶領本校 EMBA 張國竑、郭明鴻、黃隆虎、林建德、

楊智斌、陳韋佐等校友以及工工系鄭豐聰、吳美芳教授等一行 18人，赴琉拜

會沖繩縣政府、沖繩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沖繩縣觀光教育研究會以及我國駐那

霸辦事處、新垣旬子僑務委員等公式活動外，並考察當地商情環境、走訪沖繩縣

經濟特區，以資校友將來海外設廠之參考。在琉期間，均受到對方熱情接待，參

訪過程甚為順利。是以黃老師返國後，即於 8月 31日主動拜會中琉文化經濟協

會趙文瑜理事長等，報告此行成果。趙理事長及蔡榮譽理事長均表讚許，並允予

今後配合伺機提供相關協助，雙方相談甚為愉快。 

 
前排坐者: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蔡雪泥榮譽理事長 

後排立者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趙文瑜理事長(右)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27 期)2018/9/16  52 

 

 

黃煇慶老師應邀在台北東海扶輪社全日語演講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應台北東海扶輪社之邀，於 8月 23日以「日本的経営

イン台湾(日本式經營管理在台灣)」為題演講。這是黃老師繼 2016年 5月 19 日

在該扶輪社以本校卓越教學為題-「国際化に即応する人材育成のモデル～台中

逢甲大学の事例に見る～(順應國際化人才培育之方) 」演說後再度受邀前往，

足見本中心黃老師在推動台日交流備受重視。該台北東海扶輪社創立於 1995年，

主要成員為與與日貿易台商、日本企業派駐台灣負責人，以及曾申領過日本扶輪

社米山獎學金的歸國留日學生所組成，會員約百人。會議慣例均全程使用日語，

現任會長為台北企業界名人王金爵先生，出身恰與黃老師係南投縣同鄉。 

    黃老師提及二次戰後，美國學者阿貝格蘭(James C . Abegglen)赴日從調查本

企業調查研究中，發現日本的產業環境中存在「日本式經營（Japanese Style 

Management）」，指出「終身雇用（Lifetime Employment）」、「年功序列（Seniority 

System）」、「企業內工會組織（Intra-company Union）」以及集團主義(Collectivism)

乃是形成「日本式經營」的主要理念與因素。而迄今日本來台投資均占外資的重

要地位，經營者也大都參考此種尊重人性品質、崇尚家族溫情、以日語溝通的特

殊管理模式。安對台灣促進經濟成長、拓展國際貿易、提升生產技術、穩定勞資

和諧、增加台日關係等則有其助力。黃老師也強調，該日本式管理並非可以完全

適用台灣，至少在內部管理方面，仍出現延續不公平的用人待遇，輒被批評為落

伍。在放眼全球化的聲浪裡，在台日系企業應積極改善待遇，提拔現地人為高級

主管，溶入現地社會等作法，方為良策。黃老師以流暢日語說明，並輔以奉派駐

日數十年外交官實地生活經驗，言之有物，頗受佳評。 

 
王金爵會長(右)介紹黃煇慶老師(左) 

 
王金爵會長(左)、黃煇慶老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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