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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結業典禮 
 

 
 抱著女皃的心情，歡送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的同學，進入心目中理

想的科系。九個月前，這批中文幾乎零程度的同學，在他們剛滿 18 歲花漾年華，

選擇到了陌生的國度，帶著文化差異，迎向未來的挑戰。幸運地他們遇到了周

惠那、王柏婷、王惠鈴、李希奇幾位媽媽，以及許多熱心的老師、PMP 與外語

中心的熱情助理與志工，九個月把中文說講聽寫帶貣來。甚至有同學選擇中文

系就讀。 

 感謝李校長、邱副校長一直以來的支持，汗水和淚水在嫁女兒的儀式中交織，

學生用中文講述著他們的感動，PMP 是他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家。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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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覽名稱〆專案管理基礎知識培養及熱賣商品創造期末成果海報展 

展期〆107/06/22~107/06/29   

展出地點〆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106學年度下學期由林忠勳老師指導的通識專題製作課程[專案管理基礎知

識培養]及[熱賣商品創造]，兩班已於6月8日舉辦成果發表會，發表會中邀

請廣告公司專業經理及專案企劃作實際指導審查。並於6月22日開展期末成

果的海報展，將同學們的企畫書及商品設計，以海報展及範本實物呈現的

方式展示。 

展出內容有「臭美~臭豆腐品牌創業企劃專案-以逢甲夜市為例」、「悍妃~多功

能吹風機支架」、「Feel Free改良式拖鞋開發專案」、「Ultra MR奧創混合

實境APP軟體新產品開發專案」、「雲林古坑蜂蜜故事館之蜂蜜產品行銷

革新專案企劃」等五組，將展出其企劃及商品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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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Apple RTC - iOS APP 程式設計教師培訓 

逢甲大學 Apple RTC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與 Apple

共同舉辦了一場 iOS APP 程式設計教師培訓課程，邀請國內各大專院校種子教師

一同前來，讓全國大學種下 iOS APP 程式設計課程的種子，嘉惠更多年輕學子。 

此次課程邀請到浙江大學 張克俊 教授 來台授課，張教授教學經驗豐富，

也帶領多個學生團隊，並且在許多競賽中都獲得亮眼成績，尤其是過去連續兩

屆大中華區的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的冠軍隊伍，皆是張教授帶領的學生團隊。 

張教授這次分享的課程內容，除了 iOS APP 程式設計的教學要領之外，更帶

給大家程式設計的 Coding 之外更重要的事〆如何激勵學生，以及將創意思考帶

入課程，並且注重 UI Design 與 UX，並且跟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結合在一貣。 

張教授也提到，單靠課堂上的教學是有限的，而我們也千萬不要輕忽學生課

後的自學能力！給學生們一個目標，每隔一段時間就去檢核進度，在現今如此

便利的網路世界，以及許多網路上的公開課程等相關學習資源的環境之下，學

生都可以找到 Coding 的解決方案。 

 
浙江大學 張克俊 教授 於逢甲大學 Apple RTC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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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教授分享學生製作上架的App 並解說整個設計與製作的過程 

 

 
來自全國大學的種子教師 與張克俊教授共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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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克俊教授的簡報精彩豐富 

 
全體師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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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應用專題製作課程 成果發表 

本校於 106 學年度，全面導入必修一學分的大一 APP 程式設計課程，同時也

開了選修一學分的 APP 中階課程，然而更重要的則是讓學生的創意，實際製作

成 APP 上架，並且參加全國競賽，因此開設了選修一學分的 APP 應用專題製作

課程。 

洪耀正老師帶領了三組同學，分別製作了〆教學互動 APP、物理實驗 APP、

社會企業 APP 以東勢觀光及農業為主題，修課同學們不僅在課堂中學習，並且

用課後時間討論製作，把初階及中階課程所學習到的能力，應用在這堂課程。 

學習的過程中，同學們覺得目前使用的 App Inventor 帄台，有些功能較為陽

春以及不足，因此在與洪老師討論的過程中，認為應該要再學習另一套軟體以

因應更進階的功能。雖然課堂已在期末結束，但同學們也在暑假規劃好學習目

標，由通識中心協助取得 Android Studio、Java 等學習書籍，提供給修課學生，

於暑假期間努力研究。 

而此門課程的成果發表，也邀請校內多位師長共同參與，不僅給同學們作品

上的建議與鼓勵，也讓同學們肯定自己在 APP 程式設計上的努力。 

 

 
同學們的精彩報告 並提供老師們實際體驗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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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成果發表與分享 

 
修課同學與師長們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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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程式設計課程 成果發表 

全校大一 APP 程式設計課程，用半學期的時間，讓同學們在輕鬆的過程中學

會寫程式，並且實際製作出屬於自己的 APP，安裝在自己的手機上，與全校師生

分享同學們的設計。 

許多同學都會製作與自己相關的 APP，有同學製作控制體重及養成良好運動

習慣的 APP，也有同學製作與飲食相關的 APP，畢竟在逢甲周邊有太多美食，選

擇吃什麼，或是怎麼吃才健康，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 

也有同學製作關於修課與成績關係的 APP，雖然可以用一個 Excel 表就可以

加總計算，但是透過程式設計的方式，設計一個 APP 的 UI 介面，把相關條件一

筆一筆輸入，最後計算出期末成績應該考幾分，該門科目才會通過，以及給予

一段評語，例如〆「躺著都能過關」或是「趕緊去退選吧」等的趣味評語。 

而同學也分享為何會想製作這樣的一個 APP，主要就是因為發生在他自己的

學習經驗，曾經因為修習的一個課程，第一次小考缺席，而修課過程中也有幾

次的缺課，但後來授課老師卻沒有再舉辦小考，導致他的帄時成績幾乎沒有拿

到，期中考成績也剛好及格，因此期末考成績必頇考相當高分才會通過該門科

目，有感而發之下，同學認為應該有個 APP 隨時可以計算一下自己在該門科目

的努力，是否會被當掉或是通過。 

這是其中一個較有趣且值得分享的案例，並且鼓勵同學一定要將此 APP 上架，

提供大家下載使用，而班上同學聽完報告後，也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也希望

自己的手機裡能有這樣的 APP。全校大一程式設計課程，並非傳統硬梆梆的

Coding，而是讓同學們活用，並將自己周遭的問題拿出來分析，詴著找出解決方

案，並進一步製作，提供大家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 

 

 
同學以自己的修課經驗 製作一個計算成績的APP 獲得全班同學的高度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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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於課堂上進行期末成果報告 展現大家的創意與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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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期末報告發表後 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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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與馬來西亞參訪團 應諾創客體驗 

本校應諾創客社區，近期導入許多新科技與動手做的體驗式學習環境，來自

韓國的漢陽大學參訪團，由李永茂校長帶領該校師長，前來參訪並且交流。首

先由創新創業中心施雅淑經理介紹本校的創業教育，以及如何帶領學生創業團

隊參加競賽、眾籌募資、實際營運。接著由通識教育中心吳振孙先生介紹智慧

物聯網情境體驗區的新科技，以及本校全面推動程式設計教育的設計與目標。

最後由通識教育中心張忠賢博士介紹社會創新學院的成立，結合了科技與人文，

共同尋找問題、解決問題，並且以聯合國的 17 個 SDG 為方向，將其中幾個主要

項目先導入社會創新學院，引領學生共同思考。 

馬來西亞霹靂女子國民型華文中學，由黄淑娟校長帶領校內師生一同前來體

驗，同學們對於正在運作中的 3D 列印機特別有興趣，並且穿上手作的鋼鐵人頭

盔面具，師生們在應諾創客社區既是驚呼又是歡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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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漢陽大學 李永茂校長與貴賓蒞臨應諾創客社區參訪 

 

 

 
馬來西亞霹靂女子國民型華文中學 黄淑娟校長與貴賓蒞臨應諾創客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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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水湳新校地 迎向全新視野 

逢甲大學於原有校地的東邊，新購入一片校地，將校園往東延伸，讓逢甲的

未來，可以有更多運用的空間，通識教育中心也為這歷史性的關鍵一刻，記錄

下精彩的鏡頭！ 

交地儀式後，也舉辦了一場水果歡樂 Party，讓校內師生可以享用香甜水果，

並且協助解決近期農產品生產過剩的問題，師生在一片歡笑聲中共享慶祝的時

刻。 

當天精彩影片 https://youtu.be/7HR_w06KIh4 

 

 
本校 李秉乾 校長 與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 張治祥 局長 跟與會貴賓致詞 

 

https://youtu.be/7HR_w06KI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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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承恕董事長用印後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張治祥局長 正式移交新校地給本校 

 
全體師生與貴賓們合照留影 

 
土地界標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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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門的預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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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師生歡慶水果Party 大家也在水湳新校地的大圖上插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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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的秘書處工作團隊 

 
全天以4K超高畫值及全片幅高階單眼，進行全紀錄的電視台志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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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神經交霻曲 

本校與中山醫學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共同舉辦了一場神經醫學的研討會，

結合醫學專長、工程專長、研究部門，一同為人類的健康而努力。 

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也進行全天的影音全記錄，讓精彩演講分秒都不漏。 

 

 

 

 
第六國際會議廳現場坐滿參與活動的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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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講者共同合照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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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2018 畢業典禮 

今年的畢業典禮，不同以往在體育館，而是改在育樂館舉辦，並且創新設計

了四面舞台與座位，讓今年的畢業典禮氛圍更不一樣。 

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也進行了整場活動的影音全記錄，精彩時刻都掌握。 

 

 
育樂館的創新舞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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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會場熱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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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的精彩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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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舞動奇『機』機器手臂虛實整合暑期營隊 
「2018‧機器手臂智能應用創新系列活動暨競賽」是為了迎接 AI機器人應用的世

界潮流，讓年輕的一輩迅速和國際接軌，從親手實作中體驗 AI 機器人的應用，

進而建立學生的自信。 

本次營隊是以逢甲大學通識中心與中科智慧機器人基地（含中心基地與衛星基

地），聯合以台中地區的高中職生為主體，以暑期營隊的方式，舉辦跨領域的

AI機器人虛實整合創新競賽。 

暑假推出六門課程，分別是『樂高機器人』、『FIRA賽事觀摩與人形機器人挑戰』、

『工業級機械手臂觀摩與操作』、『3D建模與 3D列印實務』、『Arduino實作與一

級玩家的虛擬世界體驗』、『西門子機電一體化與小型機器人 DOBOT實作』，每

次課程皆會舉辦小型競賽，並提供競賽獎勵々此外在 9/9的成果發表與競賽，將

提供高額獎金，歡迎大家報名參加。若無法全程參與，也歡迎任選單一課程模

組進行報名。 

 

 

 

 

 

 

 

 

聯絡人 〆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振孙 先生 

聯絡資訊〆04-24517250 分機 2892 ／ wucy@mail.fcu.edu.tw 

mailto:wucy@mail.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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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2018年08月10日 (五) 09:00~12:00 &. 13:00~17:00 

• 上課地點：逢甲大學應諾創客 

• 報名人數：30人 

• 課程大綱：Lego EV3機器人組裝與程式設計基礎 

• 競賽內容：使用各組自行設計的樂高機器人進行相撲對戰 

樂高機器人 

• 上課時間：2018年08月11日 (六) 09:00~12:00 &. 13:00~17:00 

• 上課地點：逢甲大學應諾創客、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 

• 報名人數：30人 

• 課程大綱：體驗、理解並學習欣賞國際機器人賽事，並且試著DIY動手做 

• 競賽內容：分組自行設計動作，進行小型人型機器人足球賽 

2018 FIRA賽事觀摩與人形機器人挑戰 

• 上課時間：2018年08月12日 (日) 09:00~12:00 &. 13:00~17:00 

• 上課地點：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 

• 報名人數：30人 

• 課程大綱：認識在產業中使用的工業級機器人，並且動手操作 

• 競賽內容：使用機器手臂解決指定任務 

工業級機械手臂觀摩與操作 

• 上課時間：2018年08月24日 (五) 09:00~12:00 &. 13:00~17:00 

• 上課地點：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 

• 報名人數：30人 

• 課程大綱：從設計、分層到3D列印實作 

• 競賽內容：配合之前的機器人/手臂，設計其外觀並增強其功能 

3D建模與3D列印實務 

• 上課時間：2018年08月25日 (六) 09:00~12:00 &. 13:00~17:00 

• 上課地點：逢甲大學應諾創客 

• 報名人數：30人 

• 課程大綱：熟悉電子元件(含感測器)的使用，以及體驗VR虛擬實境及動作捕

捉 

• 競賽內容：Arduino 自走車闖迷宮 

Arduino實作與一級玩家的虛擬世界體驗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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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業教育的反思〆Babson College典範模式學習 
 

蔡勝男(逢甲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兼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前言 

在上一期(22 期)逢甲通識通訊中，通識教育中心的陳淑慧助理教授在

「Babson College創新創業師培工作坊心得分享」一文中，詳盡且重點式的揭霺

Babson College創業課程的設計、操作方式與教材內容，讓我們身歷其境般的進

入教學現場，本文主要是藉由筆者與陳淑慧助理教授此次參加教育部所主辦的

Babson College創新創業師培工作坊之實際上課經驗，輔以相關次集資料，說明

Babson College 創業教育課程的設計理念與相關作法及帶給逢甲大學推動創業

教育的反思。 

 

創業研究與教育的興貣 

Myles Mace於 1947年 2月在美國的哈佛商學院舉辦了第一個創業課程，距

今已經有 60 多年了。它吸引了 600 名二年級 MBA 學生中的 188 人。1994 年，

超過 12 萬名美國學生參加了創業或小型商業課程（Katz，1994），在 2000 年初

時，儘管沒有進行新的研究，但這個數字被認為增加了 50％。從 1947年的第一

堂課開始，美國的基礎設施已經出現，包括超過 1600所學校的 2200多門課程，

277個授予職位，44個英語專業學術期刊和 100多個中心。在過去的三十年裡，

創業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有力的經濟力量。隨著這種擴張，創業教育領域也出現

了類似的增長。近二十年來致力於創新創業的課程與計劃的增長和發展非常顯

著。然而，在這種巨大的擴張過程中，創業教育的完整學術正當性仍然存在挑

戰，有部分的教師、業界管理階層和創業者，對於創業教育被當成一門學科在

高等教育的殿堂中推動提出質疑。 

Gerald E. Hills 在 1988年提出的大學創業教育是一個不斷演變的實證領域，

並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提出創業教育受當代學術與產業挑戰的相關的認知，其

中包括（a）小企業與創業精神是低質量研究的低地位領域，而小企業的研究內

涵不如大企業; （b）創業過程中會面臨的複雜管理實踐存在於大公司中，這些

實踐與商學院的職能組織相一致; 和（c）創業僅僅是一時的流行，創業的族群

「沒有產業規模，也不是階段的業務生命週期，更無法透過研究找到些通則適

用於所有人」等等看法。時至今日，已經有眾多的研究者透過各種不同面向的

研究觀點，對於創業者的心態、行為積極度、創業資源的整合、創業的過程的

解構… 等等做出了巨大的研究貢獻，創業教育更應視為培養當代跨領域人才的

通識教育推動新模式。部分的教師、業界管理階層和創業者會有這樣的誤解與

錯誤認知，源自於沒有理解到創業教育的核心教育價值在於培育受教者「具有
創業家的精神」，而非一定是創一家公司。 

然而，由於創業成功機率極低，讓各界也開始關注創業家是否能被教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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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這些提出質疑的人士認為，創業家都具有獨特的人格特質與魅力，同時

創業過程中有許多的因素將影霻是否成功，這樣的動態過程是很難透過課堂上

的訓練被培育出來的，這也呼應了我們台灣人戲稱的「生意仔歹生」的說法。

這些看似有些道理的質疑與評價，經過研究的探討，得知確實創業家所需要具

備的一些人格特質，也非一般後天教育環境足以養成。不過，仔細研究創業成

功的個案，歸納其中影霻成敗的關鍵因素，可以發現創業家人格特質並非屬於

成功的唯一關鍵因素。同時，不同創業家的人格特質，往往也有很大的差異。

創業家的個人特質或許無法透過課堂教育的方式培養出來，不過創業活動絕對

是一種團隊合作、組織學習、資源整合的過程，良好的創業管理教育將可使所

有有志創業的青年學子，事先對於創業過程中所可能遭遇的問題有一個清楚的

瞭解，並預為研習創業必頇具備的各類經營管理知識，再經由有系統的演練與

實習，來提昇未來實際投入創業過程中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別談到我們前段所

說「創業家精神」得核心價值傳達才是創業教育的重要使命。 

隨著全球青年就業面臨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創業教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

為學習的「第三本護照」和學術教育、職業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強創

業教育已經成為世界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和改革的新趨勢。儘管國內學界已開始

重視創業管理教育並將創業與創新課程納入管理相關課程中，在逢甲大學更是

十多年前就以學程教育的模式在推動，但現行的創業管理教育存在著不少問題，

不僅僅發生在台灣，也發生在其他國家，引發了學界對創業教育的許多討論，

其中一項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教學上的瓶頸。創業教育不同於一般管理課程的主

要原因在於，創業教育之目的不在於單純的知識傳授，而是希望能引發學生真

正展開行動(ACT)，也因為這樣的行動導向，致使創業教育與一般管理教育目的

有些許差異，也就是說，一般管理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專業經理人，但創業教育

之目的在於培育出實質可以創業的創業者，一個具有創業精神與創業能力的行

動主體。這點，筆者在參加 Babson College 創新創業師培工作坊中，便與來自

Babson College的 Matt Allen副教授請益與經驗交換，Babson College的創業課

程與核心思維便是創業思維與行動 (ENTREPRENEURIAL THOUGHT & 

ACTION
®
, ET&A

®
)，這部分在本文稍後的段落會有些說明。 

談到創業教育的推動，筆者也觀察了鄰近的中國發展。2018 年，中國迎來

改革開放 40周年。40年來，一批又一批勇敢的企業家在市場大潮中成長貣來，

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澎湃的動力。中國創業教育從 2002年 4月貣，教育部確定

九所高校為創業教育詴點院校開始，標誌著中國政府正式推動創業教育在高校

中的開展，到十七大報告提出「以創業帶動就業」方略，創業及創業教育越來

越受到重視。如何開展創業教育課程教學，對於加強高校創業教育貣著相當重

要的作用，如何構建合理的大學生創業教育課程體系，變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

的話題々2010至 2011年教育部更進一步提出〆創新創業教育要在專業教育基礎

上，以轉變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觀念為先導，以提升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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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為核心，以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為重點。

創新創業教育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自身發展需要形成的教育理念和

實踐，是把創新創業教育理念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的一種模式，提出了對於創

新創業教育內涵的全新論述方式々2015 年 5 月國務院頒布「關於深化高等學校

創新創業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 2020 年建立健全高校創新創業教育體系，普

及創新創業教育總目標之藍圖々2016 年教育部明確要求所有高校都要開設創新

創業教育必修和選修課，納入學分管理。中國官方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出台，將

創新創業教育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Babson College 創業課程與核心思維 

在 Babson College創新創業師培工作坊短短的三天半受訓期間，可以明顯感

受到Matt Allen副教授與 Erik Noyes副教授不斷不斷地在傳達 Babson College的

ENTREPRENEURSHIP OF ALL KINDS
®與 ENTREPRENEURIAL THOUGHT & 

ACTION
®這兩個核心思維，我相信這樣的核心思維已經內化到每個 Babson師生

中，並且他們每天在實踐著。對他們而言，這就如同他們的信仰一般，但在相

信的同時，Babson 的教師們也走在創業的實踐道路上，透過包裝他們的信仰與

理念，組合他們所開設的相關課程，以 SEE(SYMPOSIUM FOR 

ENTREPEENEURSHIP EDUCATORS)的品牌推廣到全世界各地，除了提升與累

積 Babson College在創業研究領域全美第一的美譽外，也讓他們走在創業實踐之

路上可以永續經營，不斷的改變。 

 ENTREPRENEURSHIP OF ALL KINDS
®
 

創業往往與初創企業，風險投資和企業育成(孵化器)扯上關聯。Babson 重新

定義了創業手段，包括所有如何持續評估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和資源來發展和

實現目標。Babson 認為各種類型和規模的最成功的組織利用創業精神來創造性

地解決問題並適應變化，來自不同背景和觀點的人們正在實踐創業精神，以推

動他們的想法。從小說家、賽車手到部長，老師和藝術家，任何人都可以用創
業精神來解決挑戰，正如營銷總監，執行長和銷售團隊可以在他們的組織內使
用它來創造性地增加其業務一樣。 

談 ENTREPRENEURSHIP OF ALL KINDS
®的重點在於「從你所擁有的開始

(start with what you have)」，這是一個自我了解與探索的過程，你必頇誠實面對

自己的短處，面對前面困難的挑戰，在 Babson的體系中，稱這個為自我的了解

與反思(self-understanding & reflection)。 

 ENTREPRENEURIAL THOUGHT & ACTION
®
 

ET&A® 是一個發展培育創業家精神領導者的方法論。Danna Greenberg，Kate 

McKone-Sweet和 H. James Wilson這三位 Babson College的教師提到，要成功掌

握不確定和不可知的情況，需要領導者依據其企業的基本問題做檢視與判斷，

並利用不同的商業邏輯來做出決策。長久以來，利潤最大化和股東價值創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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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評價企業發展現況的基礎，但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共同利益，盡量減少社

會不公正狀況和對環境的衝擊影霻是當前最重要的要務。ET&A
®強調使用預測

和分析作為處理「不確定性」的方式的商業決策邏輯手段，用以掌握如何辨別

和反應商業環境的「不可知性」。ET&A® 提出的心智(思維)模型如下圖。 

 
圖片來源〆Babson College官方網站 

(一) ET&A
®思維 

ET&A
®的第一思維準則便是培養創業者不只具備讓企業獲利的能力，更重要

的是具備「預測邏輯」與「創造邏輯」的領導力。第一流的領導力要能在矛盾

和對立中，找到融合各方歧見為一體的方法，這種能力，英文叫 Ambidexterity，

原意是指左右手都能熟練的使用，所以有人翻成「雙手同利」，但用在管理上，

則指組織有能力在兩個衝突的概念上取得帄衡，例如，同時達成效率與創新。

因此， Ambidexterity 是比較接近「兼容並蓄」的意思(白崇亮, 2014)。 

「預測邏輯」談的是當組織的未來目標可以反映過去，創業者可以運用傳統

的分析模式預測和管理，預測邏輯是我們用來描述傳統分析方法的用語，它是

科學方法的延伸，學生學習思考，評估，然後採取行動，以便管理情況並將組

織推向目標。潛在預測邏輯的前提是通過詳細的分析可以預防意外情況併計劃

和控制未來。最適用於預定目標，問題清晰，理解因果關係，數據可靠和可用

的情況。對思想和行動的預測方法假定可以預測不確定的未來，並且可以根據

這些預測做出決定。 

「創造邏輯」談的是當未來不可知且與過去幾乎沒有相似之處時，企業家領

導者必頇學習如何通過行動和實驗來創造未來。在傳統的因果關係未知的基本

上新的或複雜的情況下，收集適當的數據或使用歷史趨勢來預測分析方法並不

一定可行。在這些不知情的情況下，創業者必頇學會參與基於行動，發現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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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不同邏輯。透過創作邏輯，學生了解到未來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預測的。

在不可知的情況下，需要採取行動了解新情況，進一步評估問題和機會，並選

擇下一步行動。透過創造邏輯，學生可以學習先任知道自己是誰，他們有什麼

資源以及他們在確定第一個行動方案時所處的外在環境。學生們還了解到，當

他們開始這個第一步時，他們將與包括盟友和對手在內的利害關係人網絡進行

接觸，他們將與他們共同創造他們的目標。隨著各種挑戰與驚喜的出現，學生

將學習如何克服或適應他們。 

ET&A
® 的思維模型第二個部分是 SEERS，這是 Social, Environment,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 Sustainability 的縮寫。人類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

該關注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關注在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Babson 

College 認為創業管理教育可以同時提升社會與經濟的機會，讓學生透過服務學

習，體認如何在創業的過程中，除了考量到企業的獲利外，還要能考量到利害

關係人，同時對社會、環境和經濟亦能做出貢獻。 

ET&A
®的思維模型第三部分是 SSI，這是 Self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的縮寫，

關注的是自我與社會的認同。透對他們自己的目標和身份認知以及他們如何受

到周圍環境的影霻的真實而深刻的理解，創業者可以在不確定和不可知情況下

做出更有效的決策。 

(二) ET&A
®行動 

 行動，或稱為實踐，筆者認為是 Babson 創業課程的核心。在 Babson 的

ENTREPRENEURSHIP OF ALL KINDS
®思維下，不管你的角色是什麼，做的是

什麼，行動勝過一切，不過分強調傳統的策略規劃程序。Matt Allen副教授與 Erik 

Noyes副教授都同時在不同的課程中提到，過去在做創業實踐的練習時，營運計

畫書(Business Plan)的撰寫都是重要的課程，在 ET&A
®行動中，強調做的重要大

於規劃，但並非是一味的否定 BP撰寫的重要性，只是強調創業者應該將創業程

序分為一個一個的小區塊，快速地且分階段的去執行，測詴客戶與市場的反應

並作出反饋，做為下一階段的規畫依據。在概念上，非常雷同於敏捷(Agile)的觀

念。ET&A
®行動程序包含慾望(Desire)、聰明的一部(Smart step)與結果(Result)

三個部分，不斷的執行這三個步驟，直到創業者不想要了，或是超過可承擔的

損失(Affordable loss)，或是無法帶動其他人(Bring others along)，或是證明這個

創業構想或方案不可行為止。 

 

結論 

教育的本質是什麼?創業教育中所指的「教育」是什麼?創業教育所涉及的知

識又是那些? 

Richard Charles Levin，曾任耶魯大學校長(1993-2013)，在他的演講集《大學

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中這樣提到，耶魯致力於領袖人物的培

養。在 Levin看來，大學教育的核心是通識(博雅)，是培養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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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並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這裏的「通識教育」原文是 Liberal Education，

中國內地有翻譯成「自由教育」，也有譯成「博雅教育」。此外 General Education

也會譯成「通識教育」，但 General Education 更多地是指教育內容上的「通」，

確切地應該是相對於專業課程和職業教育而言的「通識課程」，而 Liberal 

Education更注重西方 liberal arts的教育傳統，即那種對於心靈的自由培養。 

從我們的實踐摸索，並觀摩與學習 Babson College與其他致力創業教育推動

與研究工作者的創業教育設計與研究成果，創業教育應該專注於將人的行動與

思考更趨向創業精神的課程，如同 Gibb(1999)提出創業課程應該是協助學生理解

創業是一種生活方式(entrepreneurial way of life )，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各個層面處

理不確定與複雜的事物，能有這樣的理解，才是創業者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

而創業知識的所帶給學生的力量，應該是一種可以「改變」的力量與知識。在

動態系統環境中，這樣的「改變」可能會有時間遞延的效應，所以我們應該注

重的是心態的轉變、思考與覺知上的改變，期望他們將來投入社會後也許真能

創業，並帶給利害關係人、社會、環境正向的效益。 

準確把握創新創業教育的核心內涵，是高等學校轉變教育理念、深化教育教

學改革、提升人才培養品質的關鍵。創業教育課程體系構建的指導思想應該是

在明確高校開展創業教育教學目標的前提下，創建合理的創業知識結構，形成

一個綜合的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將創業知識傳承給受教育者，培養大學生創業

意識、創業家精神、創業能力和創業實務操作等多個層面的能力，並使之內化

為一種特有的創業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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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自然】圓一場藝術家的夢成果展覽 
 

通識專題課程【圓一場藝術家的夢】由陳秀文老師授課，課程採取藝術工

坊的模式，讓學生在藝術創作與展覽的訓練過程中，適才適性地發展出自己的

藝術語彙，並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課程中老師指導同學使用大自然的材料創作

藝術品，透過樹枝筆、植物染布、植物種子、竹管等不同的素材，讓同學們動

手體驗、自行摸索適合的創作材料、創作屬於自己的藝術品。並於學期末設計

規畫出一場展覽，由學生自己設計創作、規劃布置展場、行銷宣傳。 

本學期於 107 年 06 月 11 日(一)14:00 舉辦開幕式，並於 06 月 11 日至 06 月

19 日於風之廊展出。 

展覽主題為[曬〃自然～取用自然的素材，曬出不凡的藝術]〆曬，日和麗組

成有溫暖之意，同時寓含著分享溫暖，分享藉由大自然 雙手所創作出來的藝術，

自然而樸實，樸實中帶著一份溫度。 

 

 

 
 
 
 

 
翟主任於成果展開幕式鼓勵同學持續創作，課程同學們送了一頂設計製作的手染

布雙面遮陽帽，展現實用的自然的藝術創作運用於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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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3D 列印趨勢與應用]成果展覽 
 

通識專題課程【3D 列印趨勢與應用】由許芳榮老師授課，課程探討 3D 列

印技術為台灣社會所帶來的挑戰、機會與應對之道。於內容中安排 3D 列印的軟

硬體技術的課程，以及運用產品設計，透過分組實作，讓每一組同學運用 3D 列

印技術將設計創作的作品實體化。並於學期末 107 年 06 月 22 日(五)，於資電

533(GP 中心)設計規畫一場展覽發表會，由學生自己設計創作、行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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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將設計的產品運用3D列印的技術實體化，如(3D列印)投影機、存錢筒、手機放置造

型燈、捲線器、造型飾品…等充滿創意與兼具實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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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專案管理基礎知識培養]與 

[熱賣商品創造]期末聯合成果展 
 

106 學年度下學期由林忠勳老師指導的通識專題製作課程[專案管理基礎知

識培養]及[熱賣商品創造]，兩班於 107 年 6 月 8 日舉辦成果發表會， 

發表會中邀請廣告公司專業經理雲馨儀老師及專案企劃張家倫老師指導審

查各組作品，並分別以業界的角度提供建議以及評比成績。並於 6 月 22 日至 6

月 28 日規畫展期末成果展覽，將同學們的企畫書及商品設計，以海報展、範本

實物及影片呈現的方式展示。 

展出內容有「臭美~臭豆腐品牌創業企劃專案-以逢甲夜市為例」、「悍妃~多

功能吹風機支架」、「Feel Free 改良式拖鞋開發專案」、「Ultra MR 奧創混合實境

APP 軟體新產品開發專案」、「雲林古坑蜂蜜故事館之蜂蜜產品行銷革新專案企劃」

等五組，將展出其企劃及商品設計概念。 

 

五組同學分別簡報各組報告。 

  

評審聽完每組報告後會分別提出問題及建議。在每組完成報告及回覆問題後給予評分 

 
授課老師特別設計獎狀，經由審查評比後鼓勵每一組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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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於風之廊展出期末成果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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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聞不如一見】 

微學分[生醫科技導讀系列〆醫療器材的臨床應用] 
繼 106 學年度上學期受到同學歡迎的[生醫科技導讀系列]微學分課程，本學

期微學分自動控制工程學系劉益瑞教授再次規劃系列課程「自己動手量心電圖」、

「腦波知道你夜夜好眠還是堂堂夢周公」，課程將以淺而易懂的方式，利用課堂

授課與工作坊，帶領學員了解健康醫療照護議題、生醫器材相關資訊、生醫器

材的未來發展以及結合各系不同專業與生醫科技的市場趨勢，。 

本學期因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教育部)、醫工室賴忠裕主任、達文西

微創手術中心謝慶隆主治醫師之熱心協助。特別規劃 107 年 06 月 23 日「生醫

科技導讀系列〆醫療器材的臨床應用」課程，帶同學們直接到達文西微創手術

室、智慧病房等現醫院現場觀摩教學。 

課程安排由劉老師先在學校資電 533教室講解[醫療器材實際應用導論課程]，

課程包含現今醫療院所病房及醫護人員的現況以及醫療器材的臨床應用的相關

資訊導讀。接著便直接前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現場教學，在進入達文西微

創手術室及智慧病房前，先由賴忠裕主任與謝慶隆醫師簡報授課，簡報前中山

醫學大學陳志毅副校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療副總院長)也特別來致詞勉

勵同學們。 

因為這次參加同學踴躍，分為兩組做觀摩教學。在同學們穿著上整套無塵

衣進入手術室時，現場看到各種手術室新穎的設備時，由謝醫生及達文西機械

手臂廠商維修工程師作詳細的介紹，引發同學們對於手術室還可能有的改善與

未來發展的各種想像。在走訪智慧病房時，賴主任介紹目前智慧病房的模式，

如護理站中的電子化的數位看板取代以往紙本、白板的運用，同時運用在病房

中也釋放出部分護理師的人力，賴主任並引導同學發想看是否還有哪些運用模

式及改善方向。 

本次參加課程的同學來自控、統計、纖複、電機、精密系統、土木、國貿、

風管、經濟、工業等各系，同學們的專業皆不相同，現場觀摩教學後，賴主任

拋出許多議題，引導同學們發想創新、改善的可能方向。在回程的車上，已有

資訊系大二的同學積極地向老師提出希望能作跨領域的專題研究的可能。 

 
 

劉老師講授醫療器材實際應用導論課程 中山醫學大學陳志毅副校長特別來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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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教育部)及兩位老師提供本次校外教學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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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文組畢業後，我找的工作都不是人幹的！」  
    通識沙龍於 6月 8日邀請開物整合設計總監陳仕剛(SK)先生蒞臨分享工作思

路的變換！陳總監在講座舉辦前三天才快閃上海只為了陪伴西班牙設計金童亞

米˙海因(Jaime Hayon)在藝倉美術館與內地設計師交流々沙龍講座當天工作到凌晨

四點，但早上八點半又在歷史博物館開完會才搭高鐵趕來台中，真的是百忙之

中撥空與大學生分享職涯規劃相關講座。 

    陳總監對工作的看法是「只看收入和成就感，兼顧夢想當然更好」，他列

出歷年的工作性質與職稱，從行銷企劃、專案管理、媒體傳播到展覽策畫，從

專員、副理、經理到什麼都做的總兼(監)，告訴大家這之間演進的過程。大學就

學期間先從電台工讀生與電視台小專員做貣，曾辦過台北燈節與不同縣市的跨

年晚會，他笑著說〆「你們一定很難想像，一個規模這麼大的跨年晚會，卻只

有 3 個人在負責此事。」當時的工作心境是把重點放在「專案如何運作」，一

天工作 12-16 小時，忙的時候睡在公司也是稀鬆帄常的事情。 

    29 歲時他覺得幾年來已經累積了一點能量，便找了幾個朋友、籌了一點錢，

把台北的生活歸零轉往上海創業，籌辦大型的路演(Road Show)，一樣每天工作

12 小時々直到四年後重新回到台北踏進展覽界做策展工作，但他開始放慢自己

的腳步，一天減少成工作 7 小時，把工作重點放在「團隊如何運作」，怎麼跟

團隊中不同個性的同事相處和協調。 

    直到現在年過 35 歲之後，他的頭銜變成了一位總監，已經沒有固定工時的

概念，而是彈性調配自己的時間，撥出更多時間經營家庭，並將重點放在「商

業如何運作」。 

    陳總監也期勉在場同學務必將國際語言學好，這是他到目前最後悔的事情，

並半開玩笑地說可以多透過國際網站購物，因為有時遇到商品問題需要寫英文

信給廠商，不知不覺也會累積一些英文書信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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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淳修導演-《刪海經》環保問題探討 
 

本中心「電影藝術專題講座」課程特別邀請到《刪海經》洪淳修導演蒞臨

演講，導演曾獲得金穗獎最佳紀錄片、台北電影節最佳剪輯獎及台灣國際紀錄

片影展新世代觀點獎，除此之外，導演在國外也獲獎無數，包括法國世界漁人

影展評審團獎、法國格魯瓦國際島嶼電影節一見傾心獎、日本國際環境映畫祭

綠色印象賞及印度蒂納生態影展國際競賽類銀獎。 

洪導演用較輕鬆幽默的態度跟學生分享自己對於台灣「環保」問題的看法，

以及在拍攝《刪海經》時，從剛開始擁有健全生態系的金門縣後豐港，到後來

因填海造陸工程而使當地的鱟與漁夫失去海洋時，導演從一個拍攝者的角度去

看待這件事情時的心境變化，導演藉由鏡頭，讓更多人關注這件事，也把自己

想傳達的理念傳遞出去。 

演講過程中，導演充分的與同學做互動，並問大家覺得「文化」的定義是

什麼，同學每個人都表達了自己獨特的看法。導演也從各位同學的回饋中整理

出了一個關於「文化」的定義，讓同學們能夠更融入這次的演講當中。最後也

留了充裕的時間讓同學發問，整場演講在歡笑中結束，並且喚貣學生更多環保

層面的認知與關懷。 

 

 

導演以輕鬆的演講方式向同學介紹自己 導演講述《刪海經》的劇情大綱 

  

同學認真聆聽導演分享內容 導演分享拍攝時的心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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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 

吳厝國小英語銜接營 

當週末來臨，同學們還在睡夢中，或者準備期末考的同時，外語教學中心

志工隊已於 6 月 9 日(週六)清晨，帶著隊員們精心準備的教具、本著服務學習的

精神，踏上往清水區吳厝國小英語課輔銜接營的路程。 

吳厝國小為地處清水鰲峰山上的一間迷你小學，學生總人數為 79 人。學生

人數雖少，但在黃朝恭校長與周惠那主任的關懷下，以及教導處紀藶珊主任和

中心施惠家老師無數次討論下，看到國小畢業學生進入國中後，時常發現畢業

生無法將小學的英語課程銜接至國中英語課，例如 KK 音標能力不足，無法讀出

英文單字，造成學習銜接的斷層々另外，英語時態比貣中文時態複雜許多，學

生時常把英語時態搞混，導致學習成就低落。因此，外語中心志工隊規劃了為

期一天的英語銜接課程，提升並加強吳厝國小小六學生升國中後學習英語的意

願。英語銜接營課程包含 KK 音標、英語時態、閱讀英語讀本、英文歌曲唱跳學

習等，營隊當天由志工們除了帶領小朋友強化英語應用能力外，也提升偏鄉學

生學習外語的樂趣，點燃學習動機。 

就在正式課輔營隊當天，志工同學們把自己準備兩個月之久的教學規劃都

搬進課堂的舞台了，例如運用遊戲競賽訓練學生對 KK 音標的反應能力、英語時

態課程則在上課時填寫學習單。當天下午進行大地遊戲，將早上所學得 KK 音標

和英語時態應用在遊戲裡和加深印象。接下來並引導學生閱讀課外英文書，開

啟課外的學習管道，並透過繪畫的方式，回憶英語讀本的大意。唱跳英文歌曲

部份，則讓學生勇敢說出英文，及了解學習英文的目的不只是單純為了溝通，

也不僅是在課本上所呈現的文法，而是能夠更廣泛的運用在生活當中。 

在活動最後的結業式上，學生各自發表今日學到的東西、英語讀本海報、

英語歌曲和當天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從學生的反饋中知道參加英語營的學生最

喜歡結合音標、文法的大地遊戲，也很喜歡讀英語繪本的閱讀、畫畫及分享的

過程，志工們聽完後都十分感動。在一天的英語營當中能夠啟發學生持續學習

英語的動機，並且創造這些美好的回憶，也希望參加英語營的學生能記得學習

英語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藉由志工隊實際到國小服務，除了提升關懷社會的經驗外，隊員們也培養

自身觀察力，察覺被服務者實質需要的幫助，並運用本身的力量及資源，幫助

被服務者，成長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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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6 月 9 日英語營結業式，外語志工隊與吳厝國小師生大合照。 

  
圖 2: 大地遊戲，拼湊英文句子。 圖 3:隊輔和學生繪畫英語讀本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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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2018「從心相逢」英語簡報比賽 
 
    由逢甲大學校友會主辦，外語教學中心承辦之『從心相逢』英語簡報比賽

於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熱鬧展開，讓學生們用一段影片“影出”他們心中逢甲大學

的美好，然後再大聲”話”出來！比賽主旨也基於團隊合作與創意思考能力，以英

語口語、影片與圖像等表達媒介傳達參賽者心目中的逢甲大學印象，藉以與國

際分享並宣傳逢甲大學的校園與辦學特色。 

    本次英語簡報比賽於 5 月 29 日辦理初賽，共有 25 組學生參賽，假人言大

樓六國、四國會議廳以及 B116 教室分開比賽，也邀請校內九位評審評選出 12

組晉級至 6 月 8 日決賽々同時，網路 FB 票選人氣獎活動也如火如荼地熱烈投票

按讚，結果也於決賽當天統計後產生。決賽當天邀請校友總會施鵬賢總會長、

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王進勝董事長與邱創乾副校長為大家致詞與打氣，評審分

別有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處王

壘校輔長、招生處薛珍華秘書、光電學系李英德教授、外語教學中心陳彥京

Richard Davis 老師與麥科立 Michael McCollister 老師等人進行將近兩小時半的評

審，最後分別由資電不分系與國際不分系 6 位學生組成的 PMP@FCU 拿下冠軍々

財金、行銷、航太系的 4AM 得到亞軍々行銷與運輸物流系的 Victorious Secret 獲

得季軍。微電影網路票選人氣獎方面，則由外文、運輸、行銷系的 Fly Chicken Union

拿下第一名、第二名為財金、環科系的 Go for it、第三名是財金、經濟、運物、

外文系的 Welcome to My Feng。 

此次比賽不但激勵學生勇於講英文，也讓逢甲學生與校友們看到不同的逢

甲風貌，期許每年都舉辦不同主題的英語簡報比賽，讓更多學生可以參與並發

揮所長。 

2018 英語簡報比賽得獎名單 

名次 組別 姓名 系級 

第一名 022 

蕭乃元 資電一甲 

蔡維恩 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廬杉柏 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黃如玉 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席蘭娜 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許金水 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第二名 015 

楊宛庭 財經三丙 

方思涵 行銷三甲 

翁川喜 航太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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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019 

張恩佩 行銷一乙 

龐舒勻 行銷一乙 

邱若恩 行銷一甲 

佳作 

004 
欧哲成 大三-BIBA 

简曼雪 大一-BIBA 

007 

謝致遠 財經三甲 

王馨謙 運物四乙 

李承安 財經三甲 

林庭毅 外文四乙 

葛孙婷 運物四乙 

郭晉伶 經濟三甲 

褚顏妍 財經三甲 

011 

陳筱彤 建築專業一甲 

楊舒雯 大數據分析一 

林柏孙 建築專業一甲 

014 

徐靈迪 財經三丙 

黃若茵 環科一乙 

歐陽萱 環科一乙 

018 

廖于萱 國貿全英一 

常金路 國貿全英一 

林佳勳 國貿全英一 

陳亮臻 國貿全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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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英語簡報比賽一系列宣傳海報 



逢甲通識通訊(第 23 期)2018/7/1  54 

 

 

 
初賽-9 位評審與外語中心周惠那主任合影 

 
決賽-貴賓與評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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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學生英語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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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英語簡報比賽 簡報獎 首獎 

 
決賽-英語簡報比賽 微電影人氣獎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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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心目中的逢甲，榮獲英語簡報比賽冠軍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國際生與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學生共

同組成「PMP@FCU」，一同參與由逢甲大學校友會主辦，外語教學中心承辦之『從

心相逢』英語簡報比賽，讓學生們能夠用微電影與簡報大聲說出心目中的逢甲，

也將在這一年於逢甲大學的感受與想法分享給全世界。 

拍攝微電影之初，全班 8 國 29 位學生也派了各國代表，尤其本班國際生貣

初華語程度為零級的學生，依依的分享自己真實的故事，與在逢甲大學學習與

生活的經驗與感受。經過了無數次的開會、訪談等，擔綱導演的資電學院榮譽

班蕭同學，他提到〆我發覺，其實台灣生與國際生都一樣，從外地到逢甲的第

一個夜晚，我們都是難熬的。但他們在這一年的學習過程、不同生活、不同文

化，，發現了許多逢甲的美好與溫暖，與自己的改變與成長。 

本次英語簡報比賽於 5月 29日辦理初賽，PMP@FCU派出來自印尼許同學、

黃同學、俄繫斯的席同學及泰國的蔡同學，在比賽前團隊們不斷的練習、培養

簡報默契、確認報告的重點等，相互幫忙提醒與指導，於初賽時過關斬將順利

晉級。而國際生們也針對初賽時評審的總講評與觀摩各組簡報優點進行修正與

調整，並不斷練習。 

於 6 月 8 日參與總決賽，PMP@FCU 國際生們感謝逢甲大學成立了 PMP，有

語言、專業及文化的課程，讓他們能夠有一年的時間準備，有老師、學伴及來

自各地的同學幫忙。印尼同學更提到〆逢甲不只是個大學，讓國際生覺得在台

灣有個「家」，也強調會參加此比賽，是因為想分享此微電影與簡報，為了讓全

世界不僅是台灣生或國際生，都能感受到逢甲大學的美好，是個可以實踐夢想

的地方！蕭同學更提到〆這次的比賽，對我來說，完全是個挑戰，當初進來逢

甲，學測英文只有五級分，但現在卻能跟一群剛來台灣的外國人組隊並溝通，

讓我成長很多。經過了這次比賽不但讓國際生們學會了團隊合作、溝通表達、

創意思考等能力，更使學生能夠了解逢甲，也有信心的學習，也希望未來有更

多的國季生能一同加入逢甲這個大家庭。 

 
簡報片段〆https://www.facebook.com/162256050971812/videos/333714370492645/ 

PMP@FCU 微電影〆https://goo.gl/M7aZ4x 

 
 
 
 
 

https://www.facebook.com/162256050971812/videos/333714370492645/
https://goo.gl/M7aZ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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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〆各國學生一同準備與討論簡報比賽 

  
圖說〆PMP@FCU 5/29初賽比賽報告照片 

  

  
圖說〆PMP@FCU 6/8總決賽比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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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塑觀點──辯論教學的經驗分享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6 月 23 日大學國文教學期末研習會邀請彰化員林國中蔡

坤龍蒞臨演講。蔡坤龍老師除了是本校中文系的系友外，大學時亦擔任健言社

的教學長專門指導學弟妹參加各界舉辦的辯論比賽。 

    此次演講對象主要是針對大學國文專兼任老師，希冀能透過這場演講能讓

老師們輕易上手，把辯論的精神與內涵融入到大學國文教學場域，訓練學生們

思辨與口語表達能力。 

 講者分別從規則、教學、實戰三大主題切入，以老師們最熟悉的論文寫作類

比辯論訓練的技巧，幽默風趣，深入淺出的解釋「賽制名詞」，讓台下的教師

們聽得興味盎然。除了比較新加坡制與新式奧瑞岡制的差異外，更透過比較不

同的辯題命題方式，強調辯論的四個架構並反覆驗證根屬關係。 

 最後，講者藉由自身經驗與老師們分享訓練辯士，可先透過文章摘要的寫作

訓練，讓學生掌握語句脈絡的重點，進而聽懂對方論述，如此方能破敵機先。

此外，口語表達訓練可藉由辯論場上的觀摩，模擬交戰，整理雙方辯士的攻防

內容，揣摩辯士的語言技巧，如此相輔相成，辯士的思辨與口語表達裨有進益。 

 

  

107 年 6 月 23 日國語教學中心舉辦大學國文期末教學研習會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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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保健醫療經營大學海教授一行蒞訪 
    位在日本九州福岡、創設於 2008 年的保健醫療經營大學特任教授海澤洲偕

該校保健醫療經營學部准教授後藤浩士，經我駐福岡辦事處函薦來訪本校。 

    海教授乃我旅居日本福岡僑領，自與本校締盟之日本近畿大學教授退休後，

轉任教於日本第一經濟大學，和前於任職外交部曾奉派駐福岡辦事處組長之本

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熟稔。現因受聘該保健醫療經營大學，協助招募亞洲地區留

學生，爰於訪臺拜會亞洲大學、雲林科大等大學期間，蒞臨本校拜會黃老師敘

舊。 

    黃老師於接待導覽本中心創新創課教學設施時，巧遇高承恕董事長，雙方

交談甚歡。海教授一行對本校教學環境與設施，甚是稱讚，並隨後於與本中心

翟本瑞主任、王葳教務長、金融碩博班主任林昆立與商學院簡士超副院長、經

濟系主任陳善瑜以及悟興法師、EMBA 校友張國竑、洪添助、郭明鴻等之晚餐敘

中，繼續就臺日學術交流等議題交換意見，討論熱烈，雙方均留下深刻印象。 

 
(左貣)郭明鴻博生、後藤浩士教授、海澤洲教授、高承恕董事長、黃煇慶老師 

 
(前排座左貣)後藤浩士教授、海澤洲教授、王葳教務長、悟興法師 

(後排立左貣)林昆立主任、陳善瑜主任、簡士超副院長、翟本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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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屆齡榮退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將於本學期結束後屆齡退休，這是黃老師在六年前的

民國 101 年 9 月，經本校當時擔任校長之張故教授保隆力邀，提前自外交部派

駐日本代表處秘書組長職務退休，返校服務後，再次退職。本校人力資源處為

示慰勞本校屆齡或辦理退休教職員，每年分六月及 12 月兩次辦理「榮退餐會」，

黃煇慶老師乃應邀參加 6月 8日的晚餐會，本中心翟主任本瑞亦蒞臨餐會指導。 

黃老師係本校 64 年統計系畢業校友，同年錄取普考統計行政人員，於義務

役後經甄選任職交通部民航局臺北航空賀運站。後再經 67 年臺省基層特考金融

人員乙等特考、69 年高考經濟行政人員及格，先後轉分發省營合作金庫及經濟

部物價督導會報任職。嗣再經 71 年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開啟 30 餘年的外

交官生涯。期間曾奉派駐日本各地約 20 載，具備豐沛的對日關係經驗與人脈。

是以在本中心所開設「日本歷史與文化」課程，成為最佳人氣的秒殺選課科目。 

    榮退餐會由李校長秉乾主持，於致詞中除表揚包含本中心黃老師等九位退

休教職員對學校的奉獻與辛勞外，並致贈每人高級水晶紀念盃，益添儀式隆重

溫馨。人資處江處長向才與黃老師比鄰而坐，談話間始悉均係張故前校長保隆

之關係而來服務本校，緬懷過去張故校長之種種歷史事蹟，更令人不捨。席間，

外語中心周惠那主任及「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李天生副院長亦應邀趕來入席，

與黃老師同桌互動頻繁，相談甚歡。尤以李副院長更和黃老師皆是研讀《易經》

之同好，於經營管理、國學易占等之傳統文化領域，幾乎無所不談，討論甚是

熱烈。 

黃煇慶老師 2005 年於任職外交部期間即經推薦配合母校 EMBA 推展「田野

調查海外移地教學」課程，負責籌劃本校赴日參訪研修活動迄今，已帶領 18 團

出訪，研修足跡踏遍日本各地。更因黃學長對於日本學術文化及地域社會等資

訊知之甚詳，所以帶領的團隊均受到各單位的熱烈歡迎，參與學員皆獲益良多。

相信黃老師所指導過之學弟妹們。未來必能傳承為臺日間交流最堅強的橋樑。     

 
(前座左五) 楊資深副校長龍士(左六) 李秉乾校長(右一)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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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右一)翟本瑞主任(右三)周惠那主任 

 
(左)李秉乾校長(右)黃煇慶老師 

 
(左)黃煇慶老師(右)楊資深副校長龍士 

 
逢甲人月刊於2018年6月「308」期刊登專訪黃

煇慶老師 

 
逢甲人月刊於2018年6月號「308」期專訪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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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出席在臺日本沖繩縣人會 

    「在臺日本沖繩縣人會」於 6 月 2 日舉辦本年上半年茶敘會，並歡迎日本

沖繩瑞穗酒造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董事長)玉那霸美佐子女士訪臺。計有留學臺

大政研所博班比屋根亮太、日商臺灣瑞穗酒廠海外事業部長山里英智、幸福親

子公司中村共見女士等二十餘位會員出席。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於任職外交

部期間，因曾奉派駐琉球代表之故，已多次受邀參加該會活動。更於上年 10 月

率本校管樂團一行首度赴日沖繩，進行海外訪演及音樂交流，成效卓著々最近

又因引薦本校 EMBA 校友楊智斌為霻應政府「新南向政策」，擬籌劃投資設廠

沖繩經濟特區，乃與「沖繩縣政府台北事務所」聯繫頻繁，而頗受該縣人會關

注。 

    現任會長黑島真洋係日商 JSP（Japan System Project）電腦公司駐臺總經理，

表示非常歡迎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出席敘舊。席間黃老師提及，為規劃近期內偕

同本校 EMBA 校友一行前往琉球沖繩考察投資環境，擬請協助洽排順道參訪以

製造「泡盛酒」聞名的「瑞穗酒廠」時，即得該酒廠玉那霸董事長表示歡迎接

待，雙方相談甚歡。 

 
(左貣)台大政研所博班生比屋根亮太、中村共見女士、玉那霸美佐子董事長 

 
(左) 黑島真洋會長、(右)黃煇慶老師 

 
(左)中村共見女士(中)玉那霸美佐子董事長 

(右)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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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榮任嗣雍齋國學社理事長 
    二十餘年前由悟興法師(本校前主秘、會計系主任陳蒼和教授)首創之臺中市

嗣雍齋國學研究社，於 6 月 11 日借用本校土木大樓 303 多功能會議室，舉行「第

七屆會員大會」，共有 30 餘位會員出席。現任理事長之水利系蔡桂郎教授主持

會議，會中除例行會務、會計報告外，並邀悟興法師就上年 11 月底在本校所舉

辦「2017 國際佛學研討會」，報告籌辦經過及論文編輯進度，以及最近捐助雲林

養老院醫療專車以及世良居士籌建印度佛教學校等事項，充分顯示該嗣雍齋國

學研究社已充分連結本校教職員工佛學社、大學生普覺佛學社等相關社團，推

展社會慈善事業，確已收功效並備受佳評，引來與會者熱烈掌聲。 

    大會隨後進行新任理監事選舉，計選出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中文系楊美美

老師等九位理事以及經濟系陳善瑜主任等三位監事。席間理事一致推舉黃老師

新任「嗣雍齋國學研究社」理事長，並隨即按規定辦理交接。悟興法師於監交

時，甚稱讚本中心黃老師的學經歷以及多年拓展臺日學術文化交流與回饋母校

的熱誠，勗勉未來更能擴大結合本校相關教學資源，對國際與社會弱勢族群做

出貢獻。 

 
(前排坐者左貣)陳善瑜主任、陳阿緞書道家、黃煇慶老師、悟興法師、蔡桂郎老師、

鄭保村老師 

 
新任理事長黃煇慶(左)舊任理事長蔡桂郎

(右會務交接，悟興法師(中)監交 

 
陳阿緞書道家(前右)贈墨寶給卸任理

事長蔡桂郎老師(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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