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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 summer program 2018 心得紀錄 

通識教育中心張忠賢博士 

為了強化逢甲大學學生國際移動力，強化國際視野，本校特別選派學生歐洲

創新學院(EIA, European Innovation Academy)創業計畫在義大利杜林舉辦的暑期

計劃。參與的學生在這為期三個星期的計畫中收穫滿滿… 

  
＊Idea Expo 

 
第 0 天的活動內容是學員要組成一個五人團隊。已有創業構想的學員為當然

隊長，領取一張招募團隊的海報，寫上自己發想的主題，問題描述，說明自己

的專長，以及想要招募何種專長的隊員。有些學員已經事先在網路平台媒合，

找到想要參與的團隊。大部分的學員是在現場觀看別人提出來的創業構想，聽

對方的說明，再決定要不要加入這個隊伍。這一個很有意思的媒合活動，若你

是隊長，你得努力推銷自己的想法，吸引其他學員加入。若你想要加入隊伍，

除了要看自己是否對該主題有興趣，也要看自己是否符合該隊伍的需求。有些

已經說約定好的隊員，也可能因為其他隊伍的挖角而跳槽。就像是一個小型社

會的縮影。組隊好的隊伍，不能再拆散。但隊伍的主題必須經過 EIA 的審查，舉

凡重複的、沒有市場的、違反法規的主題都會被打回票，隊伍必須就現有成員，

重新提出新的主題，直到通過審查。許多隊伍奮戰到晚上 10 點，才返回宿舍。

甚至有還未能提出合格主題的隊伍，隔天得繼續努力。這個配對活動分為三個

階段，第一階段是所有的隊長都將自己的 idea 海報張貼出來，讓所有學員來挑

選並招募隊員。第二階對撤掉已經完成組隊的 idea 海報，縮小配對的樣本，讓

配對機率變高。第三階段 EIA 將協助尚未組隊的學員，進行組隊。在未來兩天，

學員也可以尋求 team clinic 來協助隊伍的組成。這次配對以 software developer

最為缺乏，是許多隊伍搶人的目標。但據說去年, software developer 的比例高達

70%，差異相當大。因此要如何找到適當的隊員，或加入適合的隊伍，對學員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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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formation and ideation day  

這是 EIA program 正式活動的第一天，開始由 EIA 執行長 Anni 簡介 EIA 成立

過程，再由四位講師做簡報。 

• Emilio Paolucci 教授：說明創新的精神為何。 

• Alar Kolk：說明創新的方法並以 EIA 歷年成功的案例激勵學員。 

• Rick Rasmussen：介紹團隊的重要性與組成團隊的技巧。 

• Robert Neivert：介紹創新的步驟與方式。 

其中，Alar kolk 是 EIA 的總裁。他提到創新革新應以更宏大的目標(比現有方法

好上 10 倍)出發，方能成就更好的未來。Rick Rasmussen 出提跨國跨文化團隊應

注意的地方，更指出”The right team rather than the right idea!”。Robert Neivert 提

出 Precursor(What might work?)、Refining the Vision(Is it a good business?)、

Process(How do I do it?)三個步驟來檢視 idea。這些 keynotes 相信對學員在初期會

有很大的幫助。 

    下午時間是給學員繼續組隊，或是完成組隊的隊伍開始細部規劃將主題進

一步釐清，以便為後續實現主題時做準備。 

 
＊Problem-Solution fit Day 

    這天的 Keynotes 在重點在如何找的正確的問題，解決問題是下一個步驟。

所有的講者都強調要找到真實問題，而且是客戶需要的才能成為創業成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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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不能解決使用者現實問題的產品只能算是 invention 而不是 innovation. 

Google+,Google glass 都被拿出來檢視。看得出來 EIA 在強調要選對方向，也強調

這需要投入很多的努力才能成功。EIA 要求每隊每天都需要回報進度。畢竟要在

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定程度的產品並不容易。相信學生有感受到這個壓力。 

 
＊Customer Development Day 

這天 keynotes 放在客戶上，想要開發出成功的產品就必須吸引客戶、解決客

戶的問題。三位講師都是身經百戰，非常有經驗的達人。第一位講師 Klaus Busse

是設計師，他提出要以 UX 為產品設計核心，要以視覺、觸覺為出發。並舉了非

常多的例子，不僅是產品本身的設計，就連銷售管道的選擇與設計都非常重要。

譬如，Audi 一開始以工程師角度，在車子面板資料的呈現上放入大量資訊，容

易造成客戶不必要的混淆。Telsa 選擇在精品店旁邊設置展售中心，而不是像其

他汽車品牌類似大拍賣似的銷售，以提升品牌形象。第二位講師 Anu Nigam 以自

身創業成功的經驗來分享，當他的公司被收購後，他開始轉為投資的角色，並

以強調產品必須符合市場需求。他以”if you took it away from your customers, they 

would SCREAM!!”來說明何為符合市場需求。並提出市場需求自然會引導出產品

的設計，來告訴學生選擇正確適當的市場是很重要的事。與昨天產品要能解決

客戶真實需求互相呼應。最後一位講師 Yrjö Ojasaar 也是 EIA 共同創辦人之一，

以”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為出來，說明如何調查市場、瞭解客戶的真實需

求，以決定產品設計的方向。譬如，電動鑽孔機的競爭對手是不同品牌的鑽孔

機嗎？其實不見得，端看客戶的需求。如，客戶只是要吊掛畫作，不一定要打

洞鑽孔，也可以用 3M 掛鉤。客戶不一定要找 hotel，有時只是需要地方過夜，

因此 airbnb 應運而生。最後以”Test every assumption, be prepared to be wrong”來

勉勵學員多嘗試，不要怕失敗。隔天將沒有課程，學員將實際到街上去發掘問

題、推銷自己的產品。這將是一個困難但有意思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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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Validation Day (Growth Accelerator)  

這天學員們要出發去做市場調查，很多團隊也利用 Google Form 設計了線上

的問卷。看來大家有把前幾天的課程聽進去。EIA 在這天也舉辦了一個企業成長

工作坊(Growth Accelerator)給當地的尋求成長的中小企業。我們帶隊老師也受邀

參加，除了前幾天的幾位講師，特別還有一位 Google 的講師來介紹機器學習的

應用。會場上有幾位企業主，與講師互動頻繁，參加的人之間也有互動。我想

這個工作坊除了吸收講師提出的的觀念外，最重要的應該是這些企業間的互動

吧。 

 
＊Prototyping & Solution Validation Day 

這天課程重點放在要如何將構想轉換為能夠展示的實體。Google 的講師Ｍ

artin Omander 介紹了 Google 提供的機器學習上的應用服務，包括分析客戶來電

需求、辨識照片、影片內容。這些服務可以用來作為產品設計時的參考，若能

適當應用，對推廣市場有很大的幫助。第二位講師 Jari Ognibeni 投資了許多新創

企業，以本身的經驗，提供學員在製作產品 prototype 上的概念與需要注意的地

方。他特別提出紙製原型(paper prototyping)的好處，也提到設計原型的流程概念，

同時強調原型雖不需完美，但應包含最終產品的每個部分，而非僅能提供一部

分功能。如設計交通工具應該以提供可動性為出發，先設計滑板車在慢慢進階

到汽車。而不是一開始就想要設計汽車，先從製造輪子開發，因為輪子本身並

無法提供移動的功能。第三位講師 Zaid Haque 介紹了產品設計應該兼顧功能、

外型、成本。並提出 prototyping 是一種以驗證為目的的快速產出手段。若產品

沒有經過驗證就冒然推出，會造成很大的風險。產品原型要盡量精簡，但要能

以”是否解決客戶的問題?””是否能簡單完成?””是否能以有樂趣的態度完成?”來

檢視自己的產品原型。同時也介紹了幾項製作數位產品原型的工具。 

這天已有 Design mentor 進駐，將提供隊伍，在產品設計的的指導。每個團

隊都要針對自己提出的想法，嘗試不同的方式呈現產品出來，並解決客戶問題。

下星期二，將有 Startup Expo，屆時將要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並收集反饋來改

善，以便爭取投資者的青睞。另外也公佈了一項 Video competition，每個團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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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一段 2 分鐘的影片來介紹自己的產品如何創新、改變世界，以及 EIA 對自己

與團隊的意義。影片必須上傳到 youtube 跟 instagram，贏得最多”讚”的影片可以

取得最後 pitch 的機會。 

 
* Digital Prototype Day 

新創 idea 進入另一個階段, 必須要將產品具體化，並以現行主流媒體，以數

位化的形式呈現。第一位講者 John Chisholm 以 How to Scale Your Business 出發，

以自身經驗講述在.com 時代的起落下，如何本身的優勢與客戶需求結合。並提

出如何設計出可快速擴展的模式：1. 要有遠大夢想。2.要能擴展客戶需求與數

量。遠大的目標並非是設定在取得10億元市場的 10%(1億), 而是要分階段設定:5

千萬的 20%=1千萬->1 億的 20%=2千萬->2 億的 15%=3千萬->4 億的 10%=4千萬,

循序累積出 1 億的市場。擴展客戶最好的方式是不要只單單服務單邊的客戶, 若

能提供服務平台，則供應方及消費方都會是客戶。第二位講師是 Frederik 

Vandenweghe，本身是市場行銷專家，介紹 Landing page 的概念作為數位包裝行

銷產品的方式。以”吸引”->”轉換”->”親近”->”取悅”的步驟，將對產品陌生的人轉

變為產品的推薦者。講師在課程上提出了許多的案例，講解數位行銷手法，也

介紹了一些工具讓學員能夠快速的建構自己產品的行銷頁面。 

最後主持人，重申這個 program 的目標，並說明如何取得進入最後向投資者

展示產品的機會。除了正規的流程，還提供了額外的機會來爭取，甚至會隨機

選擇一隊來進入決賽，以免大家中途放棄。明天Marketing Mentor將會進駐指導，

同時明天也是 Startup Expo,各隊要將自己一個星期來的構思成果展品出來，互相

了解介紹，並重新吸取回饋，強化產品構思。 

 
*Startup Expo Day 

這天是 Startup Expo Day, 學員要將這一個星期來的成果展現出來。EIA 提供

A1 的海報讓隊伍將自己的產品面世。這是一個練習展示自己展品的機會，學員

要從這個活動中練習如何有效地、有創意地展示產品，並從中取得其他人的回

饋，藉此改善產品，或是展示展品的技巧。一早大家就卯足全力地在準備這張

海報。這是一個初期成果的驗收，就來拭目以待囉~~ 

Startup Expo 下午兩點開始，所有隊伍都認真投入產品的介紹。整個會場不

輸一般的商業展覽，相信每個隊伍都會有很多的回饋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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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 & Marketing Strategy Day 

展品設計進入商業模式與行銷策略的建立階段，不過第一位講師 Teemu Arina

並非行銷專家，他是一位作家兼 Biohacker，提出”Biohacking: Change yourself, 

Change World”。講師提出用科學的方式了解自己，最後甚至在現場調製不同口

味的咖啡(加人蔘、蘑菇、抹茶等等)讓學員嘗試。真的是一門與眾不同的課。但

其所強調的就是了解自己的身體，方能有良好生活，強健身心來達成目標。第

二位講師是 Muyeser Taqi-Eddin，從什麼是行銷說起。提出要從客戶端來設計行

銷策略，也提出許多的例子來說明策略的不同。第三位是 Emad Saif，本身是工

程師，後來自行創業，最後變成創業教育家。他提出許多建立商業模式的方法。

商業模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解釋這些角度的考量點與差異，並從這些角

度舉例目前運作成功的企業。最後提出，要了解自己展品的特點，才能設計出

適合的商業模式，並進行測試，一旦找出合適的模式，就應快速執行發展，以

免錯失良機。 

 
*Marketing Campaign Day 

第一位講師 Francesco Fiume由 sales messaging來談商業市場上的業務行銷方

法。他強調業務行銷應以客戶角度為出發，以兩個問題”為什麼我需要買這個產

品？””為什麼我要跟你買？“點出行銷重點。同時也提出市場有其背景條件，如

google 的興起是因為網路普及、airbnb 的崛起來自旅客對住宿的需求，要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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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景才能對症下藥。更要考量目標客戶的特性，方能發展適合的行銷策略。

講師以 Depop、Spotify、Nike 為例來說明，市場區隔、品牌效應、線上行銷、社

群媒體的應用。第二位講師 PJ Leimgruber 介紹市場行銷可使用的工具與軟體，

並提出非常多擴大客戶群等行銷的手法。特別是 Google 在這方面提供了許多免

費的工具。若能善用這些工具，對學員推廣展品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Financials & Product Sprint Day 

這天開始進入募資的階段，第一位講師 Alberto Giusti 所談的主題是群眾募資。

群眾募資是一種新興的募資方式，講師從群眾募資的種類、流程、優勢談起。

並強調群眾募資的基礎是信任。人們喜歡你的產品並信任產品背後的你（或公

司)，因此進行群眾募資應該要能做到透明公開，方能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講

師以 Kickstarter、Indiegogo 為例，舉出募資平台的幾項重要數據，包括成功募資

的專案數量、總共募得資金、各項募資專案的種類分佈等等，並說明如何進行

在募資平台上吸引群眾的注意力，以獲得資金。第二位、第三位講師(Mattia Conte, 

Gionata Fronduti)來自天使基金公司，分別介紹他們新創公司應該著重的步驟與

方向，以及在投資新創公司時會考量的方向。他們提出新創公司的 KPI 觀念，從

Awarness, Acuisition, Activation, Retention, Revenue, Referral 六個面向。這些觀念是

投資者在檢視新創企業時的關鍵因素，值得所有新創的隊伍參考。 

 
*Funding & Pitch + Product Sprint Day 

第一位講師 Pontus Strahlman 本身就是投資者，他從如何募資談起，從資金

管道的類型、每一種管道類型的優缺點都詳細說明，並舉他自己的投資經驗作

為實例。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經驗談。再來便以投資者身份說明，一個投資者

在尋找標的時所著重的項目，包括團隊(Team)、點子(Idea)、行動力(Execution)

都是關鍵的考量點。最後以五個問題： 

• Can you find the right investors? 
• Can you make a deal that is mutually beneficial? 
• Can you agree on a valuation? 
• Can you accept all other terms? 
• Would you, or will you, invest yourself in your own company? 

來總結如何找到適合自己團隊的投資者。 

第二位講師 Bianca Praetorius 是 pitch trainer，本身指導過非常多的新創隊伍

如何進行 pitch。她是演員出身，因此以非常生動有趣的方式說明 pitch 時應該要

包含的內容，以及 pitch 時的技巧，如肢體動作、語調、眼神焦點、說話速度、

不需要華麗辭藻贅言、表達要簡易明瞭精準。若能融會貫通這些技巧，應該能

有效地引起投資者的青睞。 

下午有一場由Ｎixon Peabody 法律事務所主持的 IP workshop。內容是談新創

團隊在成立公司時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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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should I form my company? 
• What kind of company should I form? 
• When forming my company, who owns what? 
• Hiring employees v, hiring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 Offer equity to investors? 
這些問題都是新創團隊在組成公司時最常見的問題，對有心實際投入成立公

司的團隊有很大的幫助。 

  

  
 
*What’s next? Day 

第一位講師 Ravi Belani 本身有相當豐富的新創投資經驗，他認為投資是 VC

與創業者共舞，雙方都想找到適合的對方。而他也舉出 VC 獲益的方式，來說明

VC 面對投資者的考量，也點出面對這樣的投資者，創業者應該要有的準備與態

度。第二場則有四位也經驗的投資者，直接與學員對談，接受學員的發問，並

提供學員在募資上的意見。與談者都是有經驗且實際的，很直接地提供學員現

實層面上的建議。雖然內容有時過於真實，如大部分投資者表現友善，並不代

表他們有意願投資，通常是出於禮貌地回應。但這也反應現實世界的狀況。若

學員能體會其中的關鍵點，在面對投資者的質詢或回應時，應該能更有接受度。

畢竟能或能投資金主青睞的，畢竟是少數。 

下午所有參與的帶隊老師與 EIA 人員進行午餐座談，每一個老師分享其學校

在 EIA 的經驗與回饋。EIA 一一回應與接受老師們的回饋。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EIA 很重視學校老師與學員的回饋，以便作為下屆改善調整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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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ching Day 
EIA Program 的最後一天，入選 Pitch Carousel 的隊伍會開始輪流對投資者做

展示說明。最優秀的前十隊將被選出，並對所有人進行 final pitch。這是一個成

果的總驗收。經過評選逢甲學生共有三隊獲選為前 10 強，分別是國貿三丙/何瑀

蒨（隊名：Make it）、SJSU 專班二/劉薳(隊名:Hawky)、國貿全英一/劉持涵(隊

名:Sylph)，均可以獲得世界級創投公司免費提供的諮詢服務，為將來正式成立公

司做準備。電子碩二賴孜怡則(隊名:Run Micro)獲得特別獎，可以得到 Nixon 

Peabody 法律事務所提供免費申請商標的服務。 

從各種角度來看，EIA 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新創業 Program，講師均是經驗豐富

的業師，讓學員能從每一個環節步驟來學習。利用三週的時間，從創意思考、

腦力激盪、設計原型、市場調查，到最後向投資者推銷展示、募集資金。這是

幾乎是一個創新創業的濃縮流程。更重要的特色是多元性，學員來自世界各地，

除了能透過學員不同的文化、語言來激盪出不同的想法創業外。也讓學員能學

習如何與不同文化的學員溝通甚至合作。我相信透過 EIA 計畫，參與的學員一定

收穫豐富，成為人生重要的經驗，甚至對未來人生的規劃與能力產生正向的影

響。同時在回台後，以自身的經驗激勵校園其他的學生，讓他們對於創業，甚

至人生態度有不同的正面想法。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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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創新學院(EIA)創業計畫心得分享 

通識教育中心 陳淑慧助理教授兼秘書 

本校為了強化逢甲大學學生國際移動力，強化國際視野，本校特別爭取歐

洲創新學院(EIA, European Innovation Academy)創業計畫，此計畫是由世界專業機

構(包含 Stanford U、U.C. Berkeley 等名校與 Google 等著名企業)協助辦理。也是

全球最大的跨國學生創業專案，每年來自世界各地至少75個國家400名參與者，

有不少年輕的創新團隊在優秀的導師和投資者幫助，成功地在三週內將想法變

成真正的公司。 

這次非常感謝國際科技管理學院曾院長、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主任、教學

資源中心鄧鈞文執行長共同努力下，讓我們有機會參與這個盛會。尤其本人的

資歷尚淺能夠有機會到義大利學習，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給我機會，也感謝逢甲

大學的支持。 

這個過程中每天能夠聽到非常知名的創業家或創投進行經驗分享，也感受

非常多的教師善意的協助。而參與的同學是比較辛苦因為與不同國家的夥伴一

起共同討論，並且要製作專案的雛型，每位學生無不積極的全力展現自我優勢，

我們帶隊的師長在過程中也學習到非常多的經驗，同時也能感受為何歐洲創新

學院的創業計畫能夠讓全世界的學生慕名而來。個人覺得有幾項與台灣差異較

大的： 

1. 課程多樣化：結合非常多的創業家與創投提供非常有特色的演講，同時也藉

由創業家直接指導參與的同學。 

2. Mentor 顧問諮詢：在每週的課程進行中，都會安排商業類、技術類、創投指

導…不同領域的創業家讓學生可以直接諮詢。Mentor 會協助學生進行商業模

式的修正，甚至協助他們技術領域的製作，以及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識與實務，

這是台灣方面較少見的，也是可以仔細學習的地方。 

3. 跨國界的合作與交流：來自不同國度的學生一起交流分享，語文能力變得非

常重要，有些語文非常流利的同學在前幾天都會感到挫敗，因為不同文化、

組織領導、執行模式等等，都必須進行磨合。 

4. 帶隊教師、Mentor 與主辦單位的同仁定期檢討：主辦單位會不定期與所有參

與的師長共同討論，了解各校學生的想法，並請他們提出建議與想法，而且

東方與西方的教育模式確實不同，相對我們注重學習成效，西方國家更注重

在整個過程中所有學生參加的歷程是否有收穫。 

5. 成果展現：透過專題實作的雛型與Mentor共同討論，其次透過創投直接評選，

最後選出 10 組 PITCH，並且選出優秀隊伍提供獎金與專利撰寫的服務，台灣

在活動規劃通常是 1 週內，而且製作的東西通常是紙本規劃難以立即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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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可以學習的模式。 

以下是相關場次的心得報告分享(於臉書分享場次)： 

第一篇 

TransferWise產品部的經理與大家分享，如何開始一個十億美元的業務規模?

開始談起，認為必須要找一個真實的問題去解決，而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是建

立、測量與學習。最後分享解決一個消費者真實的問題，就是要建立 10 倍的產

品 (更好更優質 )，同時找到一群最好的人去產出這些產品並相信他們。

(TansferWise 這個平台於 2011 年在英國首度推出，創業想法就是用買賣匯率的

中間價，較其他銀行使用的匯率平均低的方式，讓個人或企業客戶享受便宜、

快速又簡單的匯款。) 

第二位講者 Federico Mammano 談到初創公司為何會失敗?糟糕的團隊、銷

售、產品等等。同時也提供最適的問題解決方案讓大家學習，並告訴大家創新

與發明的差異，在於消費者願意買單，也提醒消費者並非是人口統計的數字而

已。Andrea 是 Startup Grind Milano 的董事，早期在 Google 工作過，後來在 2016

年創建了 Machiavellico SpA，這是一家做虛擬實境與物聯網體驗的培訓公司，後

來賣掉給其他投資者。他目前主要是教授數字行銷如何應用於創業。他告訴大

家別忘了 google 是最好的朋友，google 趨勢、關鍵字、youtube 影音、專利搜尋、

地圖等等的免費資源如何應用。最有趣的是講者非常有趣請同學現場體驗

Google Glass，現場氣氛很活絡，尤其是最後還播放一支有趣影片要其他來賓與

工作人員及所以現場同學們做~~do it!很好玩~~ 

講者: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ke83swjB4 

這三位都是很年輕的創業家，對於創業有一番見解，而且外型也出眾又有

個人魅力。透過他們的經驗來引領年輕人深具說服力。而下午的活動仍然是由

各組帶開自行討論，非常有趣且與台灣不同的是他們下午都是討論時間，每組

安排 1-2 位的 mentor(約莫 4-5 組同時在一間教室討論請教)，且下午中間時段 2-5

點都是 team mentoring session，看到他們不斷的討論，我想會很累吧!哈哈~~不

過我覺得這是一種學習，希望我們同學也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創業好朋友! 

官網訊息:https://www.facebook.com/innovatio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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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一)Ravi Belani 是斯坦福大學的 Fenwick＆West 企業家講師，也是 Alchemist 

Accelerator 的常務董事，Alchemist Accelerator 就是思科，DFJ，Khosla Ventures，

Salesforce，SAP Ventures 和 USVP 支持的企業種子加速器。他這次分享風險投資

人的思維，以及如何去賺到錢?當他們投資新創公司時，有時也可以獲得非常高

的利潤，但是多數新創公司是難以獲利，他們會選擇好幾家公司來分散風險! 

(二)接著就是風險投資者的座談分享，除了分享如何尋找市場，也跟大家說

如果要找尋資金你就要學會 Pitch，但這不是獲得資金最重要的部分，有一位講

 

 

 
 

 
 

EIA 活動第 2 天課程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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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分享最重要的是技術內容，因為風險投資者先投入一筆資金後續的仍是要

看這家公司自己的努力與發展。現場開放同學們詢問，其實是很踴躍，同學們

有各式不同的問題，像有些還會提到像 EIA 這個活動中自己的團隊來自不同的國

家，問現場投資者的想法!但今天演講有些投資者說的也很直白，他們看的是比

較高階的 pitch，比較可以找到好的投資標的! 

(三)中午的時候，EIA 主辦單位還是召集相關的 Mentor 一起討論，聽著所有

老師分享遇到的問題覺得真的很棒!不管是文化、程式、學生投入…等等，大家

很有想法! 

(四)還有今天非常謝謝忠賢老師用單眼相機幫我們拍照，留下歷史的一刻!

同學們抽出幾分鐘時間離開討論室拍個人照，還有團體照!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大家都瘦了一圈!然後每天在這邊跟團隊一起工作到晚上 8 點，我們 7/28 日一早

7:30 就要離開，明天 pitch 活動又到晚上 7:30 ，相信大家連購物的時間都沒有

~~這是有點可惜的地方啦!但我想跟國外朋友一起團隊合作應該是有獲得很好的

友誼!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15 

 

 

 

第三篇 

John Chisholm 本身已經是創業三十年的企業家，非常有投資經驗，在 1997

年他成立 Customer Sat 公司，他也用這家公司的例子來說明如何拓展業務?如何

讓業務拓展變得更好創造更多的利潤。(今天照片拍糊囉,用另外一張~~我真是有

眼不識泰山!昨天他很親切地跟小狗玩,不知是大企業家啊~~) 

那他提到拓展的好處可以讓你快速更有效率的成長，同時給你更多的機會，也

增加本身新創企業的價值，甚至也教大家如何應用科技並且發揮它的效益。一

般來說拓展的 10 個步驟;(1)發揮你的熱情;(2)在各個領域產生消費者需求並確認

是真實且不滿意;(3)對這些需求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式;(4)累積你的資源;(5)以資源

配適並評估;(6)開發更多資源作為必要強化的要件;(7)確認競爭者與自我的優勢

去面對每個需求;(8)選擇最好的機會;(9)建構/消費者測試/以最小的資源面對解

決;(10)擴大。 

其他不詳述,因為他今天的演講幾乎以他的書做為出發(網路預覽版): 

    https://books.google.it/books… 

PJ Leimgruber 是 NeoReach 的聯合創始人，他非常年輕長得很可愛，一出場

前面的小女生已經喊好可愛!他在行銷方面的影響力相當大，本身也與 NBC，微

軟，亞馬遜等大品牌合作。他認為實驗是觀察消費者的一個過程，也是去驗證

創意假設的好方式。同時也展示非常多的案例告訴我們如何進行實驗測試讓大

家參考，並且讓大家了解最重要的是產品、目標群眾、商業目標等要如何去呈

現。最後並分享網頁製作的一些要點包括有:朗朗上口的標題/子標題/視覺效果/

告訴消費者要做什麼/價值與定位….等技巧。 

EIA 官網:https://www.facebook.com/innovationme/ 

 

 
 

EIA 活動第 4 天課程實況 

https://books.google.it/books?id=I5azCgAAQBAJ&printsec=frontcover&hl=zh-TW&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https://www.facebook.com/innovationme/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16 

 

 

 

 

 

 

 

 

 

 

  

  

 

 

EIA 活動第 6 天課程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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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Teemu Arina 本身是 Biohacker 的技術企業家，同時也是一個作家和演講

者，在網路上搜尋他的個人資歷，他可是擁有 15 年以上的職業生涯，又是人與

機器最前衛的思想家，涵蓋自我量化、生物技術、物聯網、雲服務、可穿戴計

算、還有線上學習與健康大數據相關主題。 Teemu Arina 把生物技術，自然和自

我發展融合在一起，把身體視為一個複雜的系統，可以進行測試分析與探討，

同時也用來追求自我發展和強化自我健康福祉的工具， 也說明睡眠、營養、運

動和心靈的關係，如何讓生活的能夠達到一個平衡的水平。他現場還泡咖啡給

大家喝，香氣都飄散到前幾排，是一個很特別的演講者。 

Muyesser Taqi-Eddin 是 Innovation Catalysts Institute 聯合創始人，他今天分

享的可能是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東西，包括瞭解市場的定義、5P、B2B、B2C、

顧客來源、顧客需求與判定等等，也提供相關案例(之前講者也分享過) ， 但這

些比較偏屬於商業科系， 相信對於工科的同學在市場界定與行銷概念是有很大

幫助的。 

Emad Saif目前是Qatar University的講師，對於創業教育方面是非常專業的， 

也積極地在建立當地的創業生態系統。他從商業模式的角度出發，就是我們台

灣工作坊經常使用的商業九宮格，從產品、消費者、收益進行探討(台灣會再增

加資源部分)，講者用非常多…非常多的公司讓大家了解市場區隔，並剖析產品

定位、商業與收入模型是如何設計!(覺得介紹太多公司眼花撩亂) ，但也突顯講

者非常用心準備!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看看這些公司的特質。 

我個人覺得 EIA 課程中在 Playbook 中也有既定的行程目標，今天就是要請

同學設計市場策略與活動，還有創造一個可以獲利的商業模式，課程的演講與

活動都是巧妙的搭配，所以同學們相對而言有收穫但也會覺得非常的辛苦，而

同學們也漸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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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Alessandro Cadoni 是 Friendz 的聯合創辦人， Friendz 同時也是一種工具，

他的創意是品牌的溝通從上對下轉成點對點的模式，他讓大公司的品牌商品很

自然地透過社群來行銷，而社群的民眾原本就是喜歡進行社交娛樂的分享，他

讓兩個族群很自然的連結上，當社群民眾協助分享他還可以獲得一些獎勵，如

禮品卡或優惠券。今天 Alessandro Cadoni 主要分享創立 Friendz 的故事，他非常

的自然地分享，過程中還談到創業沒錢的問題，覺得是很實際的講者。同時提

醒大家使用者與消費者的差異，如何成長快速?就是讓使用者以你為榮，是一個

非常棒的年輕創業家。 

PJ Leimgruber 昨天已經介紹過行銷的工具與軟體，並談了行銷策略概念後，

告訴我們當消費者需要這個產品，他們就會回來購買。並引導大家如何使用社

交媒體，如何進行市場的啟動戰術，也分析不同的社群媒體如何應用，還有經

過相關的調查結果可知目前臉書仍然是使用普遍的廣告行銷管道，最後也列舉

相關的廣告案例讓大家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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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兩位都是在校的時候就進行創業，都是從社群概念出發，都面臨資

金籌措的問題，最後都獲得解決，但對他們而言卻是非常困難的過程， 今天

Alessandro Cadoni 也說堅持到最後才發現曙光，他的父母也不是有錢人是很難以

支持。所以創業對於資金的掌握確實最需要做功課，這也可以讓我們年輕人學

習的地方，也非常佩服他們創業成功! 

EIA 官網:精美的演講者照片可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innovatio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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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今天演講前首先公佈第一階段錄選名單,很多同學非常開心一直歡呼! 

Matteo Antony Mistretta,第一位講者談到產品的設計靈感與黑客松關係,如

何在短時間能夠創發產品,概念性或是分層的思考?當然分層的模式可以讓大家

思考更為明確也掌握細節。由於他本身是技術背景的關係,也暢談他們通常像宅

男般關起來自己創作的有趣現象。他認為就是要為複雜問題找到最簡單的解決

方案，尤其在程式應用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必須去思考

客戶與服務之間的關係,做到點對點的服務模式,同時也分享可以請外部公司協

助撰寫程式,但這是一種風險,因為他們不盡然了解你的需求與服務內容。 

On Lu 是第二位講者,他非常的熱情與活潑,因為前天他請大家喝酒,不斷地幫

大家調位置,要讓 mentor 與我們更加認識,不僅是大家要用英文介紹自己,還要談

自己的 super power,他認為這樣可以彼此了解也可以去整合不同資源。他本身是

Nixon Peabody 合夥人,對於智財方面可是專家,也是一位律師,但他現在讓我覺得

他是一位投資者,媒合大家專長並且讓好的技術可以被投資!今天他分享智財權

相關的知識與案例,同時也把台灣 htc 與廣達都納進來討論(好親切的案例),並提

出一些問題讓大家思考,包括專利是資產也是保險?美國的專利是全世界最有價

值的專利?...問了好多,現場同學反應也很熱烈!最後實際的專利案例來引導大家,

如何用專利創造利潤?也談品牌價值!我想這是非常棒的一個分享,對同學或未來

有興趣新創公司的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EIA 官網:精美的演講者照片可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innovatio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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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一)Ravi Belani 是斯坦福大學的 Fenwick＆West 企業家講師，也是 Alchemist 

Accelerator 的常務董事，Alchemist Accelerator 就是思科，DFJ，Khosla Ventures，

Salesforce，SAP Ventures 和 USVP 支持的企業種子加速器。他這次分享風險投資

人的思維，以及如何去賺到錢?當他們投資新創公司時，有時也可以獲得非常高

的利潤，但是多數新創公司是難以獲利，他們會選擇好幾家公司來分散風險! 

(二)接著就是風險投資者的座談分享，除了分享如何尋找市場，也跟大家說

如果要找尋資金你就要學會 Pitch，但這不是獲得資金最重要的部分，有一位講

者還分享最重要的是技術內容，因為風險投資者先投入一筆資金後續的仍是要

看這家公司自己的努力與發展。現場開放同學們詢問，其實是很踴躍，同學們

有各式不同的問題，像有些還會提到像 EIA 這個活動中自己的團隊來自不同的國

家，問現場投資者的想法!但今天演講有些投資者說的也很直白，他們看的是比

較高階的 pitch ，比較可以找到好的投資標的! 

  

  

EIA 活動第 11 天課程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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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午的時候，EIA 主辦單位還是召集相關的 Mentor 一起討論，聽著所有

老師分享遇到的問題覺得真的很棒!不管是文化、程式、學生投入…等等，大家

很有想法! 

(四)還有今天非常謝謝忠賢老師用單眼相機幫我們拍照，留下歷史的一刻!

同學們抽出幾分鐘時間離開討論室拍個人照，還有團體照!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大家都瘦了一圈~~哈哈!然後每天在這邊跟團隊一起工作到晚上 8 點，我們 7/28

日一早 7:30 就要離開，明天 pitch 活動又到晚上 7:30 ，相信大家連購物的時間

都沒有~~這是有點可惜的地方啦!但我想跟國外朋友一起團隊合作應該是有獲得

很好的友誼!  

 

 

 

 

 
 

EIA 活動第 14 天課程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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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8EIA 活動內容 

PROGRAM 2018  July 8th  - July 27th | Italy, Turin 

Venue: Via Nizza, 230, 10126 - Turin  

Day Date Topic Time Keynote 

PRE 
PROGRAM 

 DISRUPTIVE 
IDEA DESIGN 

1 month 
prior to the 

program 

 

 

 

0 

 

Sunday, 
July 8 

 

MEET & 
GREET 

15h30 - 
16h00 Check In 

16h00 - 
19h00 Idea Expo 

1 
Monday, 

July 9 

TEAM 
FORMATION 
& IDEATION 

DAY 

10h00 - 
10h10 

Welcome to EIA! 

(EIA Team) 

10h10 - 
10h20 

Greetings from EIA Partners 

(Partners) 

10h20 - 
10h40 

How to Succeed in EIA 

(Alar Kolk - President at EIA) 

10h40 - 
11h20 

Team Formation 

(Rick Rasmussen - Industry Fellow 
at Berkeley University) 

11h20 - 
12h00 

Ideation 

(Robert Neivert - Venture Partner 
at 500 Startups) 

13h00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19h30 Welcome Get-Together 

2 Tuesday, 
July 10 

PROBLEM - 
SOLUTION 

FIT 

DAY 

10h00 - 
10h40 

From a spreadsheet to a billion 
dollar business: how 

TransferWise builds and breaks 
products 

(Lars Trunin - Product Manager at 
TransferWise) 

10h40 - 
11h20 

Problem-Solution Fit 

(Federico Mammano - Founder & 
CEO at Sc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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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20 
-12h00 

Online Validation 

(Andrea Roberto Bifulco - 
Director at Startup Grind) 

13h00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3 
Wednesd
ay, July 11 

CUSTOMER 
DEVELOPME

NT DAY 

 

 

10h00 - 
10h40 

Design Desire 

(Klaus Busse - Head of Design at 
FCA) 

10h40 - 
11h20 

Product-Market Fit 

(Anu Nigam - Partner at ETW 
Advisors) 

11h20 - 
12h00 

Customer Persona Design, 
Customer Validation, Customer 
Feedback Collection & Analysis 

(Yjrö Ojasaar - Investment 
Partner at Change Ventures) 

13h00 -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4 Thursday, 
July 12 

CUSTOMER 
VALIDATION 

DAY 

10h00 
-14h00 

Customer Validation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5 
Friday, 

July 13 

PROTOTYPIN
G & 

SOLUTION 
VALIDATION 

DAY 

10h00 - 
10h40 

Machine Learning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tin Omander - Developer 
Advocate at Google) 

10h40 - 
11h00 

Design Hacks 

(Jari Ognibeni - Founder at Pariter 
Partners) 

11h00 
-12h00 

Paper, Digital Prototyping & 
Solution Validation &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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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s 

(Zaid Haque - Senior Program 
Manager at Amazon) 

13h00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6 
Monday, 
July 16 

DIGITAL 
PROTOTYPE 

10h00 
-10h40 

How to Scale Your Business 

(John Chisholm - Author at 
Unleash Your Company) 

10h40 - 
12h00 

Landing Page & Collecting Leads 

(PJ Leimgruber - Co-Founder at 
NeoReach) 

13h00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7 
Tuesday, 
July 17 

STARTUP 
EXPO  
DAY 

10h00 - 
12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3h00 -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Startup Expo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8 Wednesd
ay, July 18 

BUSINESS 
MODEL & 

MARKETING 
STRATEGY  

DAY 

10h00 - 
10h40 

Upgrading Your Work Day with 
Quantified Self & Biohacking 

(Teemu Arina - Biohacker at 
Biohacker Centre) 

10h40 - 
11h20 

Marketing ABC 

(Muyesser Taqi-Eddin - 
Co-Founder at Innovation 

Catalysts Institute) 

11h20 
-12h00 

Business & Revenue Model 
Design & Growth 

(Emad Saif - Entrepreneurship 
Educator at Qata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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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00 -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9 
Thursday, 

July 19 

MARKETING 
CAMPAIGN  

DAY 

10h00 - 
11h00 

Google AdWords, Analytics & 
Other Tools 

(PJ Leimgruber - Co-Founder at 
NeoReach) 

11h00 - 
12h00 

Social Network for Customer 
Engagement, Sales Messaging 

(Francesco Fiume - Marketing 
Manager at Fashion Technology 

  Accelerator) 

13h00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0 
Friday, 

July 20 

LAUNCH 

DAY 

10h00 
-10h40 

Launch Tactics 

(Jesse Leimgruber - Co-Founder 
at NeoReach) 

10h40 - 
11h20 

Market Traction - Story of Friendz 

(Alessandro Cadoni) 

11h20 - 
12h00 

How to Increase Market Traction 

(Speaker to be confirmed) 

13h00 - 
14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Mentoring Session 

17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1 Monday, 
July 23 

IP + 
PRODUCT 

SPRINT DAY 

10h00 - 
11h00 

Product Sprint + Hackathon 

(Matteo Antony Mistretta - CEO 
at Inglorious Coderz) 

11h00 - 
12h00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Lu – Partner at Nixon 
Pea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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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Product Sprint 

14h00 - 
17h00 

Team Clinics 

12 
Tuesday, 
July 24 

FINANCIALS 
& PRODUCT 

SPRINT 

DAY 

10h00 - 
10h40 

Inspirational Talk 

(Martin Lindenberg - Director at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10h40 - 
11h20 

Inspirational Talk 

(Alberto Giusti - Partner at 
Guanxi) 

11h20 - 
12h00 

Startup Financials 

(Marco Cantamessa - Professor at 
Politecnico di Torino) 

13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Product Sprint 

14h00 - 
17h00 

Team Clinics 

13 Wednesd
ay, July 25 

FUNDING & 
PITCH + 

PRODUCT 
SPRINT  

DAY 

10h00 - 
11h00 

Fundraising, Creating a Funding 
Strategy and Funding 

Opportunities 

(Pontus Strahlman - CEO at 
Spinnaker Ventures) 

11h00 - 
12h00 

Pitch Presentation Preparation 

(Bianca Praetorius – Pitchtrainer 
at enpact e.V.) 

13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Product Sprint 

14h00 - 
17h00 Team Clinics 

14 Thursday, 
July 26 

WHAT’S 
NEXT? 

10h00 
-10h40 

Future of Venture Capital 

(Ravi Belani - Managing Partner 
at Alchemist Accelerator) 

10h40 - 
11h20 

Strategy for the Future - the 100 
Da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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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er Hakim - Managing 
Director at Qatar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 

11h20 - 
12h00 

Meeting the investors -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Panel of Investors) 

13h00 - 
20h00 Independent Teamwork 

14h00 - 
17h00 

Team Clinics 

15 
Friday, 

July 27 
PITCHING  

DAY 

10h00 - 
12h00 Pitching Carousel 

13h00 - 
15h00 

TOP 10 Pitches 

15h00 - 
15h30 

Closing Keynote 

(Maher Hakim - Vice Chairman of 
European Innovation Academy 

Committee) 

15h30 - 
19h00 TOP 10 Pitches & Closing Gala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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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家扶團隊-前往中國陝西協辦四校夏令營! 

國貿一年級 何嘉恩 

2018 年 7 月 10 日-7 月 22 日，這一天我們志願者與婦源匯的老師們一起綵

排夏令營的活動。在活動的過程中，我們瞭解這些活動可以讓小朋友與我們關

係可以跟進一步。例如“行動者小劇場”在我們演練途中，發現我們要以自己的想

法和想像力去發揮。第二天，在婦源匯辦公室，社工們希望我們能為教案設計

一幅卡通版地圖來教導孩童們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讓我們有機會再次拿起畫筆

來創作！所以，前前後後芸珊跟奕潔花了許多時間，總共彩繪了三種不同版本

的作品，隨後看到作品完成的那刻還是感到非常開心！另外，嘉恩，育葶和瀅

瑄則是負責編劇本以便“故事演繹”此活動可讓小朋友可以一起演出精彩的故事。

欽俊則是幫忙婦源匯故事演繹的音效背景音樂。雨萱和立晨則是負責處理大富

翁的材料檢查。隔了兩天後，我們便與中國的志願者在中村小學集體密集訓練

了三日以便可以培養我們與中國志願者的默契。下午芸珊跟我一起佈置我們所

負責的學校-洛峪小學，陝西山陽縣的洛峪小學真的好美，我們都非常期待夏令

營開始的到來！也意味著可以開始當隊輔帶領小朋友參與夏令營了。夏令營開

始之前，我與芸珊曾在腦海中一次次構想:我會遇到怎樣一群“孩子”?他們長什麼

模樣?性格會是怎樣?會如何待我……在無數萬馬奔騰的遐想中，我們還是迎來了

他們。在我的印象裡，在農村長大，見到農村的留守兒童都是比較孤僻，比較

安靜靦腆。夏令營的第一天，看到那麼活潑，不斷跑來跑去的小朋友的時候，

我感到很驚訝同時還有一點擔憂，比較文靜、不太愛說話的我該如何與他們相

處呢? 在以後的相處下，我覺得這些小朋友都很乖，有的會主動跟我們說話，

圍著我們問這問那。 

當他們發現我與芸珊是外國人，變更多的小朋友開始了他們的十萬個為什

麼。有個小朋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姐姐，你來自哪啊？，”“姐姐來自馬來西

亞啊”妹妹：“馬來西亞，沒聽懂。不過我知道姐姐是外國人！”。簽到環節結束

後，便開始我們的熱身活動。當音樂響起，「跟著我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右

手左手慢動作重播，這首歌給你快樂，你有沒有愛上我～～」，小朋友都不約

而同地說出“青春修煉手冊”。 每天早晨芸珊跟我帶著 40 位小朋友跳營舞唱營歌，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帶小朋友唱歌跳舞，看著芸珊邊跳邊唸口號有一點喘，但還

是時時刻刻看見芸珊面帶笑容！我們看到小朋友們都跳得很開心，就覺得之前

我們在台灣每週固定 2 小時的營舞練習沒白費了！到了，開營活動時，讓小朋

友自創口號和組名，我組的小朋友意想不到的有想像力及非常聰明！「我成長，

我快樂，勇往直前我作主！互幫互助，友誼第一！」。在自我介紹與小朋友相

處的同時，我們發現有幾位小朋友都非常害羞，內向。後來，我們便於小朋友

聊起我們以前童年時候遇到的事。後來，慢慢地，便與我們主動聊起話了。此

外，在這次的夏令營，我們 8 位逢甲大學的志願者都各自準備了一個 30 分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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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芸珊所分享的主題是「食在好味道」介紹台灣的地理位置、夜市小吃和

伴手禮等。而我所分享的是「馬來西亞文化」。在芸珊所分享的主題中有一個

環節是告訴小朋友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差別，並教導他們如何寫「台灣」的繁體

字。孩子們都高高的舉起小手在空中比劃著，認真的模樣有夠可愛。有獎徵答

的環節，小孩們都積極踴躍的舉手回答問題，最後芸珊把從台灣帶來的伴手禮

鳳梨酥、杏仁餅乾分享給他們，大家ㄧ直說好吃！能有機會向孩子們分享台灣，

我們感到相當開心！在我分享的主題中，小朋友在臉上露出的好奇心，讓我在

分享中得到期待的感覺。小朋友在我分享的主題中發現，我的國家是多元文化

的，語言也非常地多。當我分享我會四種語言的同時，小朋友都露出了驚訝。

也在從中讓小朋友抓出了我的普通話不標準，也因為這樣，小朋友都會幫我把

我的發音調好。在最後環節，讓小朋友吃我國家馬來西亞的小蛋糕。在這一週

的夏令營，每天跟小朋友相處的時間超過 8 小時，志願者要陪伴且關心每位小

孩在活動中的一舉一動。有的小孩心思細膩又懂事，有的小孩內向愛哭但善良；

有的小孩天資聰穎又禮貌；有的小孩調皮好動但可愛。面對形形，色色的 40 位

孩子們，老實說，因為長時間的陪伴，我們有時候會累得想坐在一旁發呆小憩

一下。就像是每天的午休時間，小孩們都精力充沛不睡覺，但我們每位志願者

則是珍惜地把握這片刻的休息時間。這不免讓我們懷疑自己難道是年紀大了嗎？

怎麼無法像孩子們有如此旺盛的元氣？在最後的一天，當我把前一天連夜熬夜

製作的影片播放給小朋友及家長時，眼見許多小朋友的眼眶都紅了，讓我們感

覺萬分不捨。最後，我們便回到教室進行“我給團隊帶來的禮物” 讓我們每個志

願者和小朋友都有機會，擁抱，握手。但可愛的小朋友對我們又是親親和抱抱。

因為這一次的夏令營，我們彼此結下這段奇妙的緣分，也因為這次的離別，有

可能變成我們彼此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雖這段緣分短，但非常珍貴。有

了這段路程，回憶起來，嘴角也會不自覺的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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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三年級 吳奕潔 

為了這次的夏令營，我們花了一學期的時間準備營歌、營舞跟教案。出發

前好怕有什麼東西忘記帶。到了當地，一下子過敏，一下子又被蟲子跟蚊子咬，

還體驗到了旱廁，這一切都與平時生活的環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看到孩子們

開心的跟著我們一起跳舞，專心的聽著我們講文化教案，說著他們以後要來台

灣玩，就覺得一切都很值得，還有親切又可愛的志願者們的陪伴，讓整個夏令

營都變得有趣，又令人印象深刻。 

還記得夏令營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組幾乎所有孩子都很安靜，只有一個孩

子會積極的舉手回答問題，但是過了一兩天，孩子們熟悉我們之後，大部分的

孩子都會積極發言，告訴我們他們的想法，也會主動詢問我們一些他們不懂的

事情，看到他們願意問我們問題，就很感動，因為這代表的是他們的信任。希

望這段時間我們所帶給他們的對他們多少有一些幫助，讓他們對其他地方有更

多想去探索的慾望，進而努力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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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管三年級 李芸珊 

{20180710 與婦源匯社工的初次見面} 

今天早上 9點與婦源匯兒童部的社工們第一次見面，大夥兒一起演練活動。

在情緒表達環節時，社工要我們用肢體語言表達喜怒哀樂。當社工看完大家揣

摩難過的表演後，她特別提到我，說我表現的不錯。肩膀的上下顫抖和低聲的

啜泣等含蓄但細膩的表演方式，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此類表演，我覺得我能有

這種表現讓社工稱讚，很開心！ 

下午的活動是演練我們台灣學生所準備的教案-大富翁。我們 8 人帶領著婦

源匯的社工們玩一次遊戲，大夥兒都很拼命，玩得相當盡興與激烈！這讓我感

到非常開心！因為大富翁教案前前後後經歷過無數次的修改，過程中大家為了

讓教案變得更好、在執行上更為順利，大家也提出了相當多的意見，也讓我們

彼此產生了一些摩擦與意見上的分歧和衝突！因此，能在今天看到社工們投入

於此活動中，我真的相當開心甚至感動！ 

我覺得婦源匯的每位社工都對我們相當親切與友善，這與我原本對大陸人

的認知有所不同！或許是他們身為社工，也更懂得何謂是愛與包容吧！他們會

與我們聊天並帶著我們去吃飯等，相處的感覺很舒服，彼此就像朋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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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台灣文化大家好熱情}  

這次到陝西參加夏令營，我們 8 位逢甲大學的志工都各自準備了一個 30 分

鐘的教案，而我所分享的主題是「食在好味道」介紹台灣的地理位置、夜市小

吃和伴手禮等。當我在播放 2010 年上海世博台灣館的主題曲「台灣的心跳聲」

時，我突然感到莫名感動，可能是離開家一段時間了，就突然想家了吧。此外

我最喜歡的一個環節是告訴小朋友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差別，並教導他們如何寫

「台灣」的繁體字。孩子們都高高的舉起小手在空中比劃著，認真的模樣有夠

可愛! 

有獎徵答的環節，小孩們都積極踴躍的舉手回答問題，最後我把從台灣帶

來的伴手禮鳳梨酥、杏仁餅乾分享給他們，大家ㄧ直說好吃！能有機會向孩子

們分享台灣，我感到相當驕傲！ 

 {舞癡也能教營舞} 

   「跟著我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右手左手慢動作重播，這首歌給你快樂，你

有沒有愛上我～～」7 日的夏令營，每天早晨我跟嘉恩帶著 40 位小朋友跳營舞

唱營歌，這是我的人生初體驗呀！從來沒想到我這個手腳不太協調且害羞的人

居然有機會可以像 yoyo 台的哥哥姐姐們一樣站在台上帶著小朋友跳起來！邊跳

邊唸口號有一點喘，但還是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面帶笑容！看到小朋友們都跳

得很開心，就覺得之前我們在台灣每週固定 2 小時的營舞練習沒白費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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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夏令營，以前沒參加過這種活動的我，對此是沒有任何經

驗的。但是這次的夏令營讓我出乎預料，開營的第一天我們有個活動是讓小朋

友各自 DIY 自己的信瓶，可以讓小朋友寫信給朋友或者志願者們，讓我很意外的

是我的瓶子第一天就爆滿了，我從沒想過自己會那麼受小朋友的歡迎，小朋友

也為我取了很多不同的綽號比如“俊哥哥、俊多多、俊爺爺等”。我想或許因為我

脾氣太好都不會罵人吧，所以小朋友都很愛我。我和奕潔被安排到中村小學，

在中村小學有一個大型表演，我們要在三天內為我們學校小朋友打造出一個很

正式的演出，有話劇和營舞等。而我被安排到了為小朋友的話劇配音，也因為

是很盛大·的一個表演，所以不可以有出錯，但是所有的志願者以及婦源匯都很

相信很放心的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在我忙著弄音效時，奕潔帶小朋友練營舞，

在表演當天的早上以及中午，大家都在忙著鍛煉小朋友，小朋友們在早上的表

現讓我們覺得很緊張，因為大家都感覺還沒準備好。到了晚上，演出開始了，

小朋友的表演讓大家驚呆了，他們表現得很好，讓大家覺得很訝異。這次的夏

令營我覺得讓我收穫挺多的，當地的志願者們對我們都挺友善的，大家也很快

成為朋友，大家也說有過來台灣時會讓我們帶他們玩。這幾個禮拜讓我對這個

夏令營留下了很多回憶，小朋友的回憶、和志願者們的回憶，我覺得挺值得的，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再參加類似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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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一年級 李欽俊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夏令營，以前沒參加過這種活動的我，對此是沒有任何

經驗的。但是這次的夏令營讓我出乎預料，開營的第一天我們有個活動是讓小

朋友各自 DIY 自己的信瓶，可以讓小朋友寫信給朋友或者志願者們，讓我很意外

的是我的瓶子第一天就爆滿了，我從沒想過自己會那麼受小朋友的歡迎，小朋

友也為我取了很多不同的綽號比如“俊哥哥、俊多多、俊爺爺等”。我想或許因為

我脾氣太好都不會罵人吧，所以小朋友都很愛我。我和奕潔被安排到中村小學，

在中村小學有一個大型表演，我們要在三天內為我們學校小朋友打造出一個很

正式的演出，有話劇和營舞等。而我被安排到了為小朋友的話劇配音，也因為

是很盛大·的一個表演，所以不可以有出錯，但是所有的志願者以及婦源匯都很

相信很放心的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在我忙著弄音效時，奕潔帶小朋友練營舞，

在表演當天的早上以及中午，大家都在忙著鍛煉小朋友，小朋友們在早上的表

現讓我們覺得很緊張，因為大家都感覺還沒準備好。到了晚上，演出開始了，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41 

 

 

小朋友的表演讓大家驚呆了，他們表現得很好，讓大家覺得很訝異。這次的夏

令營我覺得讓我收穫挺多的，當地的志願者們對我們都挺友善的，大家也很快

成為朋友，大家也說有過來台灣時會讓我們帶他們玩。這幾個禮拜讓我對這個

夏令營留下了很多回憶，小朋友的回憶、和志願者們的回憶，我覺得挺值得的，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再參加類似的活動。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42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43 

 

 

機械一年級 梁立晨 

  
7 月 16 日今天開營啦!!! 

一大早我們就起床了，好累啊!因為是第一次做志工，所以懷著忐忑的心情與小朋友

見面，幸好第一天的彼此都還不熟悉，秩序還算好。 

 

7 月 17 日，第二天 

還是很早起來的一天，吃完早飯就是我們

的營舞時間啦~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帶領

跳營舞，但小朋友都學得很好，讓我們有

我們教的好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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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是我們籌備已久的大富翁啦!!!小朋友們都喜歡這遊戲 

   
就這樣一天就過去了，到了晚上終於可以休息了，你以為你可以休息了嗎，不，我

們還要加班!與小朋友越來越熟悉，之後的晚上就成這樣子了。 

  

7 月 18 日，第三天 

今天早上是教營歌的時間，他們很喜歡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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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天我們感到有些挫折，在穿越火線的

時候我們組的兩個小霸王開始了他們各種

的不合作，搗蛋也不聽勸，感到無助，這

是我長那麼大以來第一次感到心累，原來

心累是這種感覺，特別難受，那時我就想

到以前我小的時候也讓爸媽感到了心累，

覺得特別對不起爸媽，後來幸好有婦源匯

的社工來替我們鎮場才好了些。 

 
就是他們這兩個小霸王，也要謝謝他們讓

我們成長! 

在生活裡我是個脾氣很好的人，對他們我也一樣，也許是我平時的友善，放縱所以

才會有這天的結果，在夏令營的第 5 天，我終於生氣了，第一次生氣，其中一個小

霸王犯了錯，被說教後他把情緒發洩在我們組員裡，把每個人都推了一把，我看見

了，也不知怎麼就生氣了，就罵了他一頓，罰他我們第一天定下犯規的處罰（沒有

照片），接下來帶的營歌營舞都不怎麼說話，我不喜歡生氣，因為生氣後我需要些時

間來平復我的心情。 

 
在最後一天不捨與悲傷籠罩了我們，眼淚在打轉，我想哭可是又不可以哭，然後我

就真的不哭了，合照就成了只有我一個人在笑。就這樣在雙坪過了 7 天，讓我們有

了不同的體驗，成長！ 

感謝家扶，學校，婦源匯讓我們有這樣的機會體驗！謝謝。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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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上學期微學分課程開始報名了 

    107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即將於 9 月 17 日開始第一次課程，本學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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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相關課程，鼓勵同學自主跨域學習。課

程有｢新鮮人職場簡報力｣、｢新鮮人職場企劃力｣、｢新鮮人職場溝通力｣、｢創新

創業解密商業模式的價值｣、｢目標管理｣、｢專案管理之團隊溝通術｣、｢生活美

學系列課程｣、｢叛逆也是一門學問(鞋業系列)｣、｢生活時尚系列課程｣、｢lnDesign

專業電子書｣、｢說故事，玩表演｣、｢食農教育系列課程｣、｢行銷實務企劃撰寫｣、

｢心智圖法與應用｣、「環保時尚系列」、「生醫科技導讀系列：輔助醫療的虛擬實

境(VR)」、「生醫科技導讀系列：微創手術以管窺天的達文西機器人(將至中山醫

大附設醫院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上課)」……等各式課程，讓同學不再受限於傳統

的學分配置，也不再侷限於學習的主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興趣任意搭配、

跨領域學習。 

    經由資訊處協助，107 學年度開始微學分課程將採用最新系統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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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H8jF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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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107-1 藝文活動 場次 

培養學生人文涵養及開拓視野的通識潛在課程 
為了陶冶同學藝術鑑賞力及生活品味，本學期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共辦理11場藝文

活動。將舉辦5場音樂會活動，特邀請駐"法國里昂家歌劇院"男中音首席演唱家Richard 

Rittelmann理查･李特曼、俄籍長笛演奏家Vadim Novikov、知名大提琴家呂超倫蒞校演

出，並邀請知名鋼琴家楊楠與邵婷雯賢伉儷四手聯彈。 

除了音樂會演出外，並辦理6場電影播放暨演講活動。將邀請《我們的那時此刻》

楊力州導演、《大彿普拉斯》黃信堯導演、《癡情男子漢》連奕琦導演，並播放《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菜鳥》、《帶我去月球》等國片。本學期藝文活動精彩可期！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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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暑期高中生體驗課程-多國文化大福袋 

     外語教學中心於 7 月 5 日辦理高中生半日體驗課程- 多國文化大福袋，課

程內容以馬來西亞、印尼、越南三個東南亞重點發展國家文化為主，由本中心

林盈萱老師主持，由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黎氏娥(越南)、黃如玉(印尼)學生擔

任教學助理，與來自 20 個不同中學的 33 名學生分享東南亞各國文化小常識。 

在體驗課程開始前，盈萱老師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由各桌桌長(亦由

高中生擔任)帶領學生們思考並討論「分別對這三個國家的第一印象」，同學在便

利貼上寫下各自對三個國家從天氣、美食、地理、交通、歷史、人文的第一印

象。接下來進行聚焦討論，讓各組選出每個國家最具代表性的三張便利貼，並

由桌長(組長)發表說明為什麼選出這三張的原因。高中生對於東南亞國家最一致

的第一印象就是「熱」，其次則是「外勞」、「移工」等印象。 

下一階段的課程將高中生分組至三個不同場地，由負責各國家文化的外籍

教學助理先就每個小組提出的三張便利貼做出說明並分組競賽，到底是不是正

確的第一印象？接著，就由各教學助理簡單介紹各自母國文化與有趣小常識，

例如印尼每日至少早晚各洗一次澡，馬來西亞華人說的「水草」指的就是「吸

管」等。三位教學助理中黎氏娥與黃如玉同學僅來台學習華語一年，即可以用

簡單華語與高中學生互動無礙，亦為本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華語教學亮眼成

效。 

課程中間休息時間則安排高中生自由參加由本中心設計「火辣辣東南亞」

的隱藏版任務，學生可以品嚐來自三個國家的辣味調味料，並猜是哪個國家，

猜對的小組另可加分！學生對於新奇的辣味調味醬料躍躍欲試，嚐過之後有的

人辣到說不出話，有些人猛灌開水，又引起大家對於哪個國家吃這麼辣的一番

熱烈討論。 

最後進行的是「同理心地圖」的換位思考練習。先讓高中學生寫下今天課

堂中所看、所聽、所感覺、所想的感想，用簡單的形容詞或名詞即可。接著讓

學生換位思考「如果你是大學校長，你可以如何讓這些國家的學生更適應校園

環境」。高中生提出「加設廁所沖洗設備」、「設置禮拜堂」，也有人提出「冷氣

不要開太強，讓東南亞學生可以適應天氣」、「舉辦東南亞歌手演唱會」、「餐廳

提供辣椒」等創意回答。 

藉由半日的文化體驗課程，學生認為有助於提升其對東南亞國家的認識，

而對於第一次接觸到思考工具，例：世界咖啡館及同理心地圖也充滿好奇。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49 

 

 

 

  

世界咖啡館桌長說明討論結果 學生挑戰各國辣味調味料 

製作同理心地圖 高中學生與國際教學助理(左1及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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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大學環境資源保育探索專題-科博館上課趣! 
    【20180815 科博館上課趣】今年的夏日大學環境資源保育的課程，我們選

了星期三的時間到科博館上課。這門課已經開設好多年了，每年都有來自中部

地區不同學校的同學們來修課，科博館裡頭臥虎藏龍，兩者在科博館一定可以

擦出火花。 

    今年修課的人數比較多，所以科博館派出兩位解說員，張添安老師以及小

山羊(楊昌稔老師)。小山羊老師前年也解說過，七十幾歲老當益壯，身上法寶特

多，學生問得越多，寶物拿出來也越多。 

    學生們在溫室裏頭邊聽邊作筆記，還有蚊子大軍不時地攻擊著大家，大家

還是揮著汗認真地聽講。從歷史，地理，人文，地域的角度解說著每一顆樹，

我相信上完課一定是入寶山，收穫滿滿。另外一門課是中途島信天翁，從環境

教育的角度看人類過度使用塑膠製品。吳老師上課非常專業，信天翁展翅超過

三公尺也利用繩索讓同學們知道他體型的巨大。藉由豐富的投影片內容，中途

島紀錄片，吳景達老師與大家探討著人類生活中使用的塑膠已經污染了地球，

也傷害了許許多多海中的生物與鳥類。這部分剛好與我上個星期與同學講解的

內容不謀而合。看到動物們因為誤食這些塑膠而死亡，同學們非常有感，紛紛

地在學習單上寫下自己的心得。 

感謝科博館這些臥虎藏龍老師們的分享，我相信今年夏日大學的課程一定會

令同學們大大的收穫。 

 
2018/08/15 夏日大學-環境保育探索專題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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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6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新生營 

讓國際生快速認識逢甲與台灣環境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第二屆新生即將入學，自 8/31(五)起 PMP 學

生將陸續入住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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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 BUDDIES 和外語教學志工隊

積極投入，而 PMP 第一屆的學長姊更是滿懷期待，希望能讓新生們也能感受到

當時他們受幫助的感覺，故非常主動的於 8/31(五)於宿舍一同迎接新學生的到來，

並協助新生剛來時的日常所需與生活問題。 

今年共招收 11 國 64 位國際生，本專班保持「家族」的概念，每一位國際

生都有自己的家族，由來自本校各院系的本地生及國際生與外語教學志工隊學

生，擔任 PMP 國際生的家人，每個家族裡有課業學伴(爸爸)與生活照顧志工(媽

媽)及熱心幫忙的全校師生(親朋好友)。除此之外，更有課程教師與雙導師細心地

輔導陪伴，期望學生這一年能夠具備華語/外語、專業領域能力及軟能力(含團隊

合作、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等)，並適應台灣生活文化，順利銜接大二各系所課

程。 

表 107 學年度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招收學生人數統計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印尼 35 巴拉圭 1 

泰國 12 所羅門群島 1 

南韓 5 俄羅斯 1 

日本 3 越南 1 

史瓦濟蘭 2 聖露西亞 1 

寮國 2 
  

總計 64 

 
目前 PMP BUDDIES、外語教學志工隊及 PMP 學長姊，已積極準備國際生的

接待工作、迎新活動與安排新學期的課業與生活輔導工作，PMP 的學生們也陸

續抵台，家族已正式啟動，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接待這群遠道而來的 PMP 國際生，

自 9/4(二)起 PMP 自辦新生訓練，讓國際生能快速適應逢甲生活，且活動規劃針

對去年執行成果進行調整，主題將調整為第一天著重在認識逢甲校園與學習環

境，並讓學生到各院大樓初探未來專業方向；第二天則著重在生活日常，針對

住宿生活、打工、飲食文化、日常華語進行初體驗與認識；第三天則讓學生認

識本校社團，並帶學生至台中市勤美綠園道及綠川等地，讓學生體驗台中文化

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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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皆以國際生家族為單位，主題以互動式遊戲等任務導向的活動進行，

國際生能在志工與學伴帶領下迅速認識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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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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再選派暑期團來校研修 
    本校日本姊妹校大東文化大學，今年再度派遣華語暑期學生研修團一行 20

人，由該校國際交流中心圓佛若菜老師率領，於 8 月 5 日來校學習三週。本中

心副教授黃煇慶偕同國際處劉仁章助理前往松山機場接機照料，並協助辦理住

宿事宜。翌(6)日上午舉行開學儀式，黃老師於致詞中，歡迎大東文化大學來校

學習華語，並引述英國文化機構於 2013 年底所做調查，除世界共通語言英語之

外，未來三十年在經貿、科技、網路等方面，共列舉十種重要語言，惟亞洲僅

有華語及日語入榜，足見英、日、華語仍居亞洲甚至是世界的重要國際語言，

勉勵好好保握在本校短暫學習時間，認真學習華語課程。 

黃老師乃本校64年統計系友，也是大東文化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博班校友，

更係於任職外交部期間協助居中聯繫兩校締結學術交流之重要推手。兩校於

2011年3月締盟以來，雙方互動順暢。典禮後，隨即移至校旁的餐廳進行午餐會，

本校國際處陳玉笙秘書也出席陪同餐敘，相談熱烈，無形中增加日本學員們建

立研習信心。而本校每年所選派之暑假研修營，亦均受到該校妥善照應，學習

績效卓著，提升不少日語能力。 

大東文化大學創立已近百年，本校區位於日本東京都，向以研究中國文學

及商業管理課程見長。 本年3月底，該校前校長渡部茂率前副校長山崎俊次，

前經濟研究所長永野慎一郎等四名師長蒞校，出席本校經濟學系主辦之「亞洲

地區國際經濟論壇臺中研討會」，研討熱烈，足現雙方友誼深厚。 

 
開學式合影(前排左一陳玉笙秘書、左二黃煇慶老師；後排右一圓佛若菜老師) 

 
參觀人言大樓教學設施 

 
黃煇慶老師(左一)前往松山機場接機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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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宇都宮大學師生一行再來訪 
    日本國立宇都宮大學一行 16 人，由該校國際學部松金公正教授率領，於 8

月 7 日來台預計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研習華語三星期。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

當晚以便餐招待，以示歡迎，並轉送含松金教授等相關學者，於上年 11 月間專

程來校參加所發表之「2017 年佛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宇都宮大學創立已歷 70 餘年，因近鄰日本日光國家公園，校園優美。本校

歷來 EMBA 及商學院、金融學院等所籌組的海外教學日本研修團曾多次造訪該

校。松金教授每次均安排該校略曉華語之大學生或研究生與我舉行座談，透經

雙方面對面的國際交流，學員都感難得體驗，收穫豐碩。 

    松金公正教授曾服務於「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故與前任職外交

部台灣日本關係協會之黃煇慶老師熟悉，長久往來已建立深厚友誼。黃老師此

次並邀請台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立萍，及恰正返國省親之華裔神田外語

大學吉永耕介教授蒞臨陪同餐敘，雙方交談甚歡，場面熱烈。 

 
(左起)交流協會矢內美由紀、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立萍主任、神田外語大學吉永

耕介教授、宇都宮大學松金公正教授 

 
餐會合影(前排中坐者為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 

 
松金公正教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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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久米崇聖會國吉理事長一行訪台 
    日本「社團法人久米崇聖會」理事長國吉克哉偕副理事長奧村正德及理事

松永力也、與世山圓一行四人，於 8 月 3 日訪台，並拜會由本校張故前校長希

哲於 1958 年所催生創設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由於該協會趙理事長文瑜是

日另有要公，爰由擔任副理事長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代理接待。黃老師除表

歡迎國吉理事長一行到訪外，中午以午餐略表洗塵，並邀中琉文經協會陳秘書

華黛、趙前秘書美雲及本校管樂團老師林聖翰陪同餐敘。 

    「久米崇聖會」成立於 1914 年，源於中國明朝洪武年間冊封當時琉球王朝

時期，派遣中國福建「閩人三十六姓」華人前往協助建立典章制度，所遺留之

子孫後裔。因聚落集中於久米村（現沖繩縣那霸市內），故亦稱之為「久米三

十六姓」。後人在當地那霸市區建有「至聖廟（孔子廟）」、「天妃廟（媽祖

廟）」、關帝廟等具中華傳統的廟宇，保佑當地華裔後輩並傳承中華文化。這

些廟宇皆因歷史悠久，向來遊客眾多，香火鼎盛。尤逢每年孔子誕辰紀念日，

均定期舉行盛大祭祀典禮，在當地蔚為盛事。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因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現那霸

辦事處）代表二年餘，故與當地久米崇聖會人員熟識，往來密切，均獲邀出席

祭孔大典，並在孔廟「明倫堂」專題演講。現任國吉理事長特於前(2016)年底蒞

校參訪，與黃老師敘舊。上(2017)年 10 月黃老師帶領本校管樂團前往琉球沖繩，

進行首度海外訪演時，即受到國吉理事長及久米崇聖會主要幹部、僑領等之熱

情接待與協助，臻演出相當成功，甚受沖繩各界佳評。 

    席間，國吉理事長對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日前陪同我國監察院孫大千副院長

赴琉舉辦書道展，造成轟動表示感謝。復聞黃老師又將於 8月下旬帶領本校 EMBA

校友聯誼會總幹事張國竑一行，前往琉球旅遊，並順道拜會沖繩縣政府洽商投

資設廠等相關事宜，更顯驚喜與歡迎之意，表示屆時將提供相關必要協助。 

 
(圖說左起) 久米崇聖會理事松永力也、副理

事長奧村正德、理事長國吉克哉、黃煇慶老

師夫婦、理事與世山圓 

 
(左側左起)本校管樂團林聖翰老師、黃煇慶夫

婦、中琉文經協會前秘書趙美雲 

(右側右起)崇聖會理事松永力也、副理事長奧村

正德、理事長國吉克哉、理事與世山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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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師生逢甲人月刊編輯會後外交部續攤 
    本校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第 311 期編輯會議」於 8 月 9 日(週四)舉行，

本校 EMBA 校友張國竑因多年來擔任該雜誌副總編輯職務，於是經常陪同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北上與會。此次會議援例由台北校友會張政文會長及該月刊賴文

堂總編輯主持。會中於討論《人物專訪》專欄項目時，本中心黃老師協助建議

兩位校友人選，同時報告預定於 8 月 23 日帶領本校 EMBA 校友張國竑及鄭豐聰

教授等一行 21 人，前往琉球沖繩旅遊 6 天，並為配合政府推行「新南向政策」，

已洽妥屆時一行將赴當地「沖繩縣政府商工勞働部」商談投資設廠等相關事宜，

獲出席會議校友們一致讚賞肯定。 

    會後，本中心黃老師再偕同張國竑副總編前往外交部，分別拜會與日本事

務有關之「臺灣日本關係協會」陳處長回部訓養及「亞太司」陳參事振宗，報

告本次赴琉參訪事項。由於黃老師原任職外交部並奉派駐日各地約二十載，而

張國竑副總編亦曾奉派駐美武官多年，在校期間自 2005 年起即隨同當時經管院

長張故校長保隆及黃老師等研修日本「海外田野調查課程」，對學習瞭解日本抱

持高度興趣，是以相談熱烈。藉此次外交部之行，黃老師與昔日老同事敘舊，

他們對黃老師退休後無私回饋母校逢甲的行動，相當欽佩，也感激師生倆結伴

到訪。 
 

 
逢甲人月刊第311期編輯會議 

(攝於台北校友會，立者:賴文堂總編) 

 
(左起)張國竑副總編、黃煇慶老師、

陳振宗參事(攝於外交部) 

 
(左起) 張國竑副總編、黃煇慶老師、陳訓

養處長回部(攝於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左起)張國竑副總編、黃煇慶老師 

(攝於外交部)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57 

 

 

翻轉食物價值的「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台灣每年浪費 367 萬噸食材，卻有 10 萬戶的中低收入家庭面臨可能難以溫

飽的窘境。一群逢甲的同學看到了台灣的剩食問題，參加教育部青年署的計畫，

到澳洲參訪關於剩食不浪費及剩食處理的組織，把經驗帶回台灣，並成為逢甲

大學社會創新學院的團隊。此團隊也已積極將場域串連起來，包含台中陽光婦

女協會、東勢范特喜文創及台中食物銀行聯合會，透過產官學一起合作，解決

社會問題。 

社會創新學院的執行長也帶隊到台中食物銀行聯合會拜訪，與陳玠甫秘書

長請教。秘書長很熱心地跟我們分享了很多關於食物銀行的運作方式，包括與

賣場合作推動的「續食計畫」，還有全台第一家的續食中央廚房「口福廚房」，

將量販店、超市等串連起來，到直接送達社區。提供平台，讓整個食物供應鏈，

都是食物銀行！整個組織的運作，資源的串聯，都是值得學習的地方，而秘書

長也很樂意跟逢甲合作，期望在新的學期也能開設相關課程，讓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投入，學習寶貴的經驗。 
社會創新學院專案團隊: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2436203879136/?source_id=2068099016769373 

 

 

很榮幸由陳玠甫秘書長來為我們介紹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這是社區共享冰箱的雛形 在倉儲區有來自許多企業的物資 

 
很開心與食物銀行的夥伴一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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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學習新場域 
AI 世代的來臨，工研院在中科設立了中區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提供場域

及設備，以培育智慧機器人跨域人才。參訪當天也遇到有一組國/高中同學來到

自造基地，學習如何操作機器人。基地舉辦許多課程及競賽活動，講師及資源

也都很好，所以聽說今年的課程及活動都已經爆滿，再來都要等明年的課程了!!!

真的很搶手。 

一樓的區域，除了是上課的主要場域，也放了很多同學參加課程或是競賽

的成果，還有很多廠商贊助的機器手臂，提供給同學練習及比賽用；地下一樓

的工作區，更是充滿了許多機器設備，包括 3D 列印機、車床、雷射切割機、鑽

床及電路板雕刻機都有!配備很齊全!一些比較專業的機器使用，還有開設相關的

培訓課程，只要有證明，就可以使用這些設備! 

這邊真的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域，未來我們也想要跟他們好好合作，開設

課程!在我們參訪後，校長也率領校內的長官們前來參觀了解呢~ 

 

 

由副主任 逢甲的工讀同學介紹基地 

  
可愛的小舞獅機器人 機器手臂在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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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泡的咖啡 B1工作區的廠長介紹機器設備 

  
B1的工作區有滿滿的3D列印機 3D列印機列印出來的模型非常的精細 

  
超強的雷射切刻機 連木工相關的器具都很齊全 

  
1樓的空間也提供課程給同學上課 這是高中生自己設計的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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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門口開心地留下合影 

 
我們參訪結束後，校長也率領學校長官們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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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舞動奇蹟 高中生暑期營隊  
「2018 舞動奇蹟暑期營隊系列活動暨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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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學生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收穫滿滿…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62 

 

 

＊8/10 樂高機器人 

這一場是機器人營隊的首日，用樂高積木帶領大家進入機器人的世界，從

一塊塊的積木拼湊到程式的撰寫，帶領大家從無到有完成人生第一台的機器人。

這一天的課程著重在體驗自己製作出一台獨一無二的機器人，所以在課程中，

並不著重在程式的編寫，而是將基礎的概念及控制的方式交給學員們，保留較

多的時間給他們去摸索要如何設計機器人的外型、動力、結構、動作等…，助

教們則是在旁協助引導他們完成他們所發想出來的動作及結構，不直接提供問

題的解答，使他們在實作的過程中學會如何問題解決及邏輯思考的能力。今日

的競賽內容是請他們使用今天他們組別進行腦力激盪設計出一個機器人，進行

相撲互推的比賽，在有限制的場地中，要設計出可以自行判斷是否出界的機器

人，同時機器人彼此進行對抗，比賽的的過程中尖叫與歡笑聲不斷，大家都非

常享受這一天的課程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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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FIRA 賽是觀摩與人形機器人挑戰 

這一天的課程早上是由兩位助教分享自身參與機器人領域的經驗與見聞，

第一部份的分享是有一位助教很喜歡在網路上搜尋各種不同機器人的設計圖，

自己複製或設計出機器人；第二部份的分享則是有一位助教有參與 FIRA 的活動

拍攝紀錄，並充分了解 FIRA 競賽的相關規則，所以請他分享與解析比賽內容，

而下午則是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合作，使用火流星人形機器人，讓學員

體驗實際 FIRA 的足球比賽項目，真實的去操作機器人踢足球，學員們都為自己

的機器人設計不同的動作，已達到射門的動作，但很多人在做動作的時候都會

倒，畢竟平衡沒那麼簡單，經過這一天的活動，學員們可以體會與樂高機器人

的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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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工業級機械手臂觀摩與操作 

這天的課程整合校內不同科系的工業級機械手臂及自走車，讓學員體驗不

同型態的機械手臂，而在每一關卡，都設計不同的應用情境與功能，讓學員在

操作與體驗中同時了解不同手臂有其對應的應用情境，必須在適合它的環境下

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功能。而機電系的袁老師也提供了新進的歐姆龍自走車，讓

學員體驗在自動化工廠中自走車的運作方式及在工廠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學

員們更不一樣的視野與想法，有一位學員就提到，如果將機械手臂結合自走車，

是否可以做到更多的功能，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這一天學員們看到在業

界才能看到的機械手臂，許多人都覺得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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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Tinkering 

這個營隊活動也與自學聯盟共同合作，營隊的第一天，課程內容是安排

Tinkering 教育課程(修補式學習)，在 2000 年，麻省理工學院、探索博物館等幾

個前沿的教育機構就成立了一個叫派網絡（PIE Network）的聯盟，PIE 是 Playful 

and Inventive Explorations 有趣 & 創造性的探索的縮寫，派網絡致力於藉助網際

網路，透過科學和藝術活動，探索全新的教育方法。修補式學習，就是其所提

出來的教育理念。今天選用的項目是 Marble Machine（彈珠機器）孩子們可以用

一些日常材料，在有限的時間與有限的材料限制下，設計一個讓彈珠穿越重重

障礙，抵達目的地的有趣裝置，在製作得過程中，助教們只扮演引導的角色，

這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培養這些學員們問題解決的能力。在設計的過程中，許多

學員面臨到連續失敗的困境時，會覺得疲累不想做，但在持續引導鼓勵下，最

終做出符合規定的作品，每個學員都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也急著對其他人分

享自己的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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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APP Inventer2 結合樂高機器人 

這天課程安排是使用 APP Inventer2 製作一支控制樂高機器人的遙控器，學

員們要學習如何使用 APP Inventer2 的套件，去製作出一支獨一無二功能的樂高

機器人遙控器，這一天對他們是個非常大的挑戰，不只要學會如何編寫程式，

在編寫程式之餘還要設計出一台機器人。製作機器人對於他們來說剛好是發揮

創意的時候，過程中每組都天馬行空的設計出屬於自己的戰車。而在課餘的時

間，他們彼此之間會拿自己的戰車開始比賽，利用白天所學到的東西，玩的不

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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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Tinkering & 樂高機器人連鎖反應大 PK 

這天是自學生暑期營隊的最後一天，也是驗收成果的一天，這一天分為兩

個部份，上午將第一天原本獨立完成的彈珠機器，改變規則，變成三人一組進

行合作闖關，而且難度也提升；而下午各組必須製作一台機器人，並且要編寫

APP Inventer2 的程式，使用自己自製的遙控機器人進行對抗，各組都天馬行空

的創作屬於自己的戰車，設計出不同功能的按鈕，使自己的機器人發揮最大的

功用，最終目標就是打倒其他組別，以取得較高的積分。經過這一整天的競賽，

學員們都十分的疲累，但在過程中，雖然他們彼此是對手，但不同組別之間也

會互相教學，幫忙其他組別解決問題，學習到互助合作的團隊精神。 

 

 

  

  

  



逢甲通識通訊(第 26 期)2018/9/1  68 

 

 

*8/25 Arduino 實作與虛擬世界體驗 

今天的課程是 Arduino 自走車實作，來了非常多學員，調查一下發現大家以

前都沒接觸過，但是每個人都非常有興趣。早上的課程開始進行簡單的程式教

學，發現大家學的都很快，有問題也會立即發問；下午的教學就方便許多，大

家對程式設計愈來愈熟悉，也開始讓車子跑動。到了競賽前，學員們都非常有

幹勁，拿了各自的車子到跑道賽測試，有問題就回去修改，改了很多次也不氣

餒，直到車子都可以順利在跑道上跑動。大家愉悅滿足的心情都寫在臉上了！

最後一個多小時，大家進行 VR 虛擬世界體驗，平常沒機會體驗，大家都非常的

雀躍，看的出來學員們都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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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西門子機電一體化與小型機器人 DOBOT 實作: 

今日課程教大家如何操作 uArm 機器手臂和 MCD 的使用方式，學生們都對

機器手臂感到非常有興趣，很認真聽台上老師講解。早上一開始就直接讓學生

分組，並把 uArm 機器手臂拿出來，接上電後用電腦操作，看它動起來的那一瞬

間，大家都很激動!想迫不及待看機器手臂能夾什麼或能吸什麼，從中也了解到

一些簡單的力學原理和機械結構。下午到電腦教室學習 MCD 軟體，使用 3D 軟

體模擬真實機器手臂的動作，體驗完之後大家回到創客操作機器手臂進行競賽，

過程相當激烈，即使外頭下著磅礡大雨，仍然無法澆熄同學們對於競賽的熱忱。

透過今天的實作，想必大家對於機器手臂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非常感謝這幾

天的工作人員和老師們還有幕後的辛苦攝影團隊，也非常感謝抱著興趣和熱忱

來體驗營隊的學生們，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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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助教心得: 

工工系 林○瑜：這次參加營隊擔任負責人的角色，在這個領導的角色中，

我有許多體悟，照顧每個學員、指揮工作人員、相關行政事項、場地租借、課

程安排等等，每個環節都是一門學問，當然也有做不好的時候，我希望可以提

升我解決問題的能力，本次營隊中的多元課程，機械手臂的闖關活動，人形機

器人的分組競賽，樂高相撲及 VR 體驗，因為學系關係，我比較熟悉的只有機械

手臂，雖然身為負責人但同時也在學習，這次活動是我大學生活中的特別體驗。 

 

統計系 陳○文：本身是商學院的學生，當時參加這個活動發現，商學院的

學生非常少，平常更不可能有機會可以接觸到機器人的課程，但很慶幸這次學

校舉辦這樣的營隊，也沒有參加限制，個人興趣促使我報名這次的活動，可以

跨領域學習，打開新視界！也很慶幸可以擔任營隊的負責人，除了可以聽課，

還可以跟學員互動，從不同的角色切入觀看全局。樂高、3D 列印或者是自走車，

這些都很有趣很新奇，也讓我學到以前沒學過的東西。 

 

自控系 郭○玹：今年準備升大四的我，跟學弟妹們一起準備這一次的營隊，

這次營隊所使用的東西都是我以前接觸過的，在參與上非常的得心應手，但這

次在準備上，參與行政準備的部份，事情真的非常的多，花費很多時間在準備

這些事情，但在準備這些東西，也學到很多的技能，希望暑期營隊之後，在機

器人團隊的活動，也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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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 劉○廷：雖然我小時候玩的是「NXT 」機器人，這次玩的是樂高 EV3，

不過感覺是大同小異，而且這次還有參與到課程的策劃，也有體會到當機器人

助教辛苦跟有趣的點，很希望能多參加一些這種營隊，或是以後可以嘗試當總

召，自己組織這樣的營隊。 

 

自控系  林○祐：這次營隊真的很有趣，讓我體驗到很多事，學習如何將

我會的知識及專業教給高中生，讓他們理解和實作，也在這次營隊中體會到準

備活動的辛苦和複雜，這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神的，真的是台上十分鐘台下

十年功。我以前上台或在多人面前總會因為太過興奮而常常顫抖，不知說什麼，

但藉由這次營隊的練習，慢慢的適應了，而且也藉這個機會跟高中學生分享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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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法，還有許多我的作品，在過程中也去跟高中生聊天，知道他們現在遇到

的問題，也跟他們談了很多高中的奇聞軼事。現在學生要跟他們互動真的很有

難度，要讓他們不低頭滑手機專心聽課，這個真的需要去思考如何解決，讓他

們更有參與的態度，所以我也希望能學會如何用更好的方式跟學生互動。很感

謝學校和老師給予這個機會讓我們琢磨自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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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心得】 

大里高中  林○彥： 

在 8/10 的樂高機器人活動中，由於我從國中時期便接觸過樂高 NXT，所以

我對於組裝樂高非常熟悉，在早上初步組裝結構時，我們這一組便先透過書本

來超前進度，而在組裝的過程中，我們分工為一個人進行組裝，其他人負責找

材料，這樣可以增加組裝速度。在下午時得知要進行樂高相撲賽，由於我們急

於組裝其周邊防護設施而忘了程式的重要性，所以程式測試時間不夠讓我們只

能寫直線暴衝程式，但讓人慶幸的是只有一組成功的將顏色感應器做為避免出

界的程式撰寫出來，而其他組則是透過蠻力來比賽，雖然比賽結果不盡人意但

過程的歡樂也令我十分滿足。 

在 8/11早晨的 FIRA分享中，學長在台上講述他與外國選手交流的種種心得，

並留下彼此的聯繫方式，使他們可在未來課業互相交流，而對我而言能走出教

室與外國人溝通是件需要極大勇氣才能達成之事，而我也想在未來可無障礙地

與外國人溝通。而 FIRA 這個比賽也擴展了我對於機器人想法，機器人已不是只

能掃地與人揮手、跳舞，而是能真實地模仿人類的運動行為。馬來西亞隊的足

球機器人已不再只是普通的只要寫寫程式便會一連貫的按照程式規劃來執行，

而是能透過記錄各場比賽的優缺點並整合出最佳方式來贏得勝利，這種 AI 的利

用使我嘖嘖稱奇。而巴西代表隊的射箭機器人可透過鏡頭來觀察，並將資料進

行運算後快速並精準的射出弓箭，他們在比賽中不會因其他國家的選手是競爭

對手就不會幫助對方，反而在對手有難時雪中送炭，我想這種君子風不是人人

有的，也令人心生佩服。 

在下午前往中科進行火流星機器人的體驗時，透過電腦來進行動作編排，

宛若電影《鋼鐵擂台》中的主角透過電腦對機器人進行一連串的動作控制，使

我擁有滿滿的成就感。並且火流星機器人擁有 16 個馬達可控制身體的每個部位

的動作，宛如真人般的移動，使其不太容易跌倒，而內建的動作也十分有趣，

像是伏地挺身、打太極拳、跳舞等動作，使我對於撰寫程式的人感到十分佩服。

而在踢球競賽時，我們手拿著遙控器控制機器人進行移動來移動球，每顆球的

內容物皆不同，使我們難以掌控到底該如何行走才能在限定時間內將球帶入門

中，這體驗不僅需要快速的反應能力，也考驗手與大腦是否會因緊張而出現按

錯而痛失分數，雖然我們這對得分並不高，但我們卻玩得十分愉快。 

活動這三天每天的分組方式都不同，而第三天 8/12 的方式令我感到驚奇，

我沒想到用撲克牌分組還可以玩出如此多的花樣。而在分組闖關時，我們的第

一關是利用四軸機械手臂 SCARA 來蓋印章，學長介紹這台機器人的功用以及程

式的基礎撰寫方式，而我們只需將學長的程式的參數進行更改即可完成任務，

而在任務過程中學長極度要求每個動作完成時 Z 軸一定要先回到最高點，而不

能同時將 XYZ 三軸同時移動，這樣可降低機械手臂因碰撞所帶來的問題與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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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度。 

在第二關時，體驗到的是運送機器人，他可負重 90KG，可在工廠協助運送

貨品，而我們的任務則是為機器人指派路線，讓他可以安全地到達每個點，而

這台機器人身上有超音波感應，可避免撞到障礙物，並會透過語音方式來提醒

他人「它」要來了或是轉彎倒車。但在體驗過程中發現他無法分辨前方物品是

障礙物還是人，只能讀取之前掃瞄過的房間地圖，而無法及時地去更新，我想

如果在超音波感測的位置新增紅外線感測來感應溫度，這就可以區別人與障礙

物了。而在體驗中我們也嘗試將語音 EXCUSE ME 改成歌詞或是其他字串，但它

獨特的辨字方式使我們難以聽到我們想聽到的話語。 

第三關是利用六軸機械手臂 KUKA 來進行闖關，學長先介紹機械手臂的起源，

以及這台由新漢公司提供的機械手臂的馬達分布位置，在任務中我們要將球放

置在指定區域中，透過按鈕來使機械手臂放爪，在遊戲過程中我想到了娃娃機

的隨機強爪，每次掉落所造成的偏移皆不同，這使我們難以去估算掉落及按按

鈕的時間點，讓每次掉落的位置都不同。而我們成功挑戰每個位置皆有兩顆球

掉落，這使我們的分數加倍也讓我們得到今天的小組冠軍。 

第四關是利用三軸的 Delta 機械手臂所組裝而成的 3D 列印機，這關學長介

紹了它的用法以及主機板等構造，還有程式相關內容，並透過 kahoot 來進行答

題，這使答題活動生動了許多。 

8/25 一早發現 ardiino 自走車時我便感到很興奮，在過去我曾學過用 Arduino

來製作智慧家居，而今天的課程則是利用 Arduino 主機板來寫一個能沿著軌跡走

的程式，在一開始撰寫程式時，一直發生錯誤，直到後來學長說 Aduino 的程式

語系跟 python 與 c++不相同，我才驚覺為什麼程式一直執行失敗。而今天的競

賽內容便是寫一個可以繞圈和走連續轉彎線並停止的程式，在一開始測試時，

我們的車子因不明原因導致左邊馬達馬力總是無力，使我們的車子總是在繞圈

圈，直到學長幫我們調整後才可正常的走直線。在比賽過程中，我沒想到再繞

圈時可拿到 11 秒的好成績，但在中間修改終止程式時，修改了好幾次，終於在

最後寫出了終止程式，並拿到第三名，今天的 Arduino 課程真讓我受益良多。後

來張博為我們介紹 VR的歷史，我才知道 VR這個概念並不是這些年才開始有的，

而是在幾十年前便開始進行研發，而我也期待在未來幾年可實現如動漫《刀劍

神域》般，躺在床上便可輕鬆的體驗不同的生活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課程結束

後的 MR 與 VR 體驗中，我拿著搖桿帶著眼鏡，便可觀看不同的世界，與體驗不

同的遊戲，這使我感到非常驚奇與樂趣。 

8/26 課程上的是西門子的 uArm 機械手臂，在上課前我以為這台機械手臂的

程式也是利用 C 語言來直接編譯，但他卻將程式碼給圖形化，讓新手可以輕易

的去使用它。而在早上練習時，我們要講骰子疊起來，而在練習的一開始因為

心急的把所有程式寫在一起，沒有去分開 xy 和 z 軸導致常常失敗，而在改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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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成功達成。在下午用 NX12 來模擬機械手臂時，我因找不到正確的位置，導致

我的機械手臂一直無法正常晃動，直到學長過來教導，我才找到正確的法向量。

在比賽過程中我最喜歡的是第一關，在擺木頭時我們需要專注的去操控機械手

臂，若是一不小心多按了一下，木頭可能就會全倒，所以在使用時需要手眼並

用。而在第三關時，是用機械手臂來骰骰子，但由於我們組的運氣不太好所以

輸了，但我仍然玩的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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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誠中學  林○雲： 

經過這次課程，讓我有機會接觸到由 Arduino硬體所組裝的自走車和 Srduino

的軟體，記得高中的時候，老師曾經拿 Arduino 和麵包版讓學生接電測試小電燈

泡會不會亮，所以這次能直接接觸到的組裝完的自走車非常開心，而讓我學習

到原來自走車是需要裝兩個感測器和馬達的! 

一開始在程式碼的部分其實有很多是聽不懂的，還好老師又很耐心的教了

一遍又讓我問問題，才知道 serial 原來是序列埠的意思，車子會左右轉原來是左

右馬達轉向不同的關係，然後向前轉後轉是 HIGH 和 LOW 的順序不同，但其實

我還是不太懂，所以回家想了又查了一下，才發現原來 Arduino 要傳資料給 PC、

Arduino 要從 PC 接收資料，serial 可能像是資料傳送的中繼站的概念，原來 HIGH

和 LOW 是高電位和低電位的意思，難怪會因為寫入順序不同而改變小馬達的轉

向，雖然我還不知道為什麼要取名 analog，但搜尋的時候，又發現馬達轉速跟可

變電阻有關，此時我不由得衷心讚嘆整個程式和機器運轉的原理是緊密結合的，

而且況且 Arduino 還是高階語言，背後還需要多少程式才能寫出這樣的函式啊! 

這次 Arduino 的課程，多虧有好的夥伴，時而互相配合、時而各補所短、各

顯所長，才能在最後的比賽整組獲得第三名的成績，雖然我對於自己沒抓到好

的轉數和延遲時間和及時寫出停止的程式而感到可惜，所以隊友那麼 carry 感到

很高興和感激!每次參加在創客社區的活動真的覺得很有趣，同時也學到很多東

西!謝謝主辦活動的所有工作人員，你們辛苦了，也謝謝你們讓學生能有機會以

活動這種較為輕鬆的方式接觸到不同領域和學習新知！ 

 

光華高工  林○吉： 

在這次機器人及機械手臂的課程中，讓我學到了學校所沒教的機械手臂和

Arduino 應用等技術和課程，也讓我在畢業專題中能夠有更充實、更豐富的想法

和技術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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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高工  莊銘哲： 

這幾天學習到在學校並沒有辦法學的到東西，雖然學校是擁有器材的，但

是我們學生很少機會去接觸到，逢甲大學舉辦過非常多的活動，活動人員非常

熱情去認識我們，一旦有問題就馬上來做指導，非常熱心，因為這樣我參加過

非常多次活動，幾乎都是有報名的。 

 

霧峰農工  周○源： 

在這次逢甲大學辦的活動裡學到了很多關於機械手臂的新知識看也到很多

新的科技，透過 TA們用心準備的競賽與遊戲，為我們對新科技流下了深刻印象，

在過程中結識了不同的夥伴，在這幾天中我用快樂學習新知識，而不在是呆呆

的在教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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