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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社會創新學院 開幕茶會

2018 年 5 月 18 日，逢甲大學 s.School 社會創新學院成立，s.School 社會創

新學院的理念在希望透過以解決真實社會議題為目標，結合產業、社區、國際大

學，從課程、活動、競賽中完成方案，讓學術研究與課程學習，能夠具備真實的

Social Impact，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 

本次學院開幕茶會地點在逢甲大學的創客空間，很開心邀請到逢甲大學李

秉乾校長、家扶基金會劉國璋副執行長、范特喜微創文化潘冠呈經理、長庚科技

大學蔡秀敏教務長、中山醫學大學林俊哲院長、臺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院吳明錡

執行長以及現場所有的貴賓蒞臨。 

在開幕式的一開始邀請逢甲大學李秉乾校長致詞，李校長在一開始即提到

逢甲大學未來的發展須先面對解決的三大問題分別有：第一個是當大學不再是

知識創新的唯一源頭時逢甲該如何定位、第二個是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當逢甲大

學不再是學生之是唯一來源逢甲大學的教育該如何創新、第三當產業自己在做

研發時他如何看上逢甲畢業生，我們不認為逢甲大學需要引領社會產業的升級

轉型，但我們絕對必須培養能夠參與產業升級轉型所需要的創新的人才，而這個

創新的人才，才是我們真正成功翻轉台灣教育的人才，而社會創新學院就是在此

思維下誕生的，透過社會創新學院跟社會鏈結，也是社會創新學院所肩負的使命，

希望社會創新學院在大家的祝福下，真正的能夠帶領逢甲大學的教育的創新，最

重要的就是提供學生在校創新能力的培養。 

接著依序邀請家扶基金會劉國璋副執行長、范特喜微創文化潘冠呈經理、中

山醫學大學林俊哲院長及臺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院吳明錡執行長致詞，最後邀請

社會創新學院翟本瑞院長致詞，翟本瑞院長表示未來的教育應該是要讓學生有感

的參與，參與可以分為企業的參與跟社會的參與，所以我們責無旁貸，而社會創

新學院在校內建置了八個資源系統，也在國內外與許多戰略夥伴合作，希望能讓

學生透過參與大小專題並將其帶到社會裡面，讓學生做出對社會有貢獻有感覺的

實踐及行動的能力，所以未來我們會有一系列的活動，從微學分、專題課程、學生

活動到不同的場域建置以及長期的戰略關係，此外還有須多相關資訊我們都會放

在社會創新學院的網頁上，在此非常謝謝大家的蒞臨及祝福。 

在李秉乾校長、致詞貴賓及翟本瑞院長致詞完後，接著為社會創新學院進行

揭幕儀式，揭幕後所有來賓一起合影留下美好的紀念，接著由翟院長帶與會來賓

一同導覽社會創新學院院辦及創客社區，創客社區內有電視台、情境空間ＶＲ體

驗區、Motion Capture、及大圖輸出區，將剛剛合影的照片立即輸出並讓貴賓們

簽名。 

社會創新學院院辦的空間設計相當有品味格局，將本校應諾創客社區的風

格整合在一起，兼具實用及體驗功能。賴奇厚博士擔任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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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李秉乾校長致詞 社會創新學院翟本瑞院長致詞 

揭幕儀式 各方朋友冠蓋雲集 

Motion Capture空間 將合影的照片立即輸出並讓貴賓們簽名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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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問題意識 

2016 年 1 月世界經濟論壇以《掌握第四次工業革命》為主題，討論人工智

慧、機器學習、機器人、奈米科技、3D 列印、遺傳及生物科技等，會議指出過

去分散的發展的技術，將全面集結發展出「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波革命會為人

類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同時因為自動化的發展，將全面改變商業模式及

就業市場。目前就讀小學的兒童，未來所將從事的工作，有 65%目前還未出現，

如果以目前就業市場的技能來培養學生，在他們畢業時，將無法面對未來世界的

轉變。面對即將擴大的失業率以及工作模式的改變，世界經濟論壇特別發表《未

來工作》(The Future of Jobs,2016)。報告指出 2020 年就業市場最需要的 10 大技

能分別是：1)解決複雜問題能力; 2)批判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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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解決複雜問題能力」是未來競爭中最重要的能力，但卻是當前台灣

大學教育最欠缺的環節。如何有效培養年輕人「複雜地問題解決能力」，成為高

教改革最需要思索的議題。 

過去，創新知識集中在大學的研究環境之中。然而，隨著專業化分工日細，

企業本身投入創新轉型研發，又具備現場實務，大學不再主導知識的發展，如果

還認為大學知識領先產業、活在象牙塔中而不自知，大學畢業生怎能面對競爭激

烈的職場實務？如何能夠培養能夠參與產業創新轉型人才，是一所好的大學需

嚴肅面對的問題。大學，需要以真實產業所面對的情境來培養學生能力。同樣道

理，大學生不應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士大士，而應捲起袖子，投身社區真實

情境中，在社會中體驗知識的實用性。因此，將學習疆界跨出校園之外，讓師生

在企業中、社會中，以真實情境來教學，以實際狀況為研究對象，將知識與實務

結合成一體，才能淬煉出具有實踐意義的知識。 

本校導入 MIT 工程教育「做中學」的教育制度，推動 CDIO 學習體系，已成

為台灣第一所通過國際CDIO聯盟認證的大學，希望透過 real company, real design, 

real project，以企業與社會所面對真實的問題，導入專案式學習，改變既有教育

模式，帶動創新教學。因此，期待師生學習的課堂不再侷限於校園圍牆之內，而

是要將社區、企業、跨國場域當成教室，以解決社區與企業所面臨的問題為出發，

進而透過做中學的專題式學習，達到培養學生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只有透過真實的社會情境與產業氛圍，以真實問題出發，才能讓學生具備上



逢甲通識通訊(第 21 期)2018/6/1  5 

 

 

述十項能力，尤其是解決複雜問題能力。學術界將各變項孤立出來單獨討論所得

出的知識，亦很難從有機、整體角度，處理真實情境所面對的複雜問題。只有將

師生拉出校園、走進社會、參與企業，才能從真實情境中學習。而透過對複雜的

真實情境所進行的分析與檢討，更能豐富專業知識的複雜度，以及解決複雜問題

的可能性。 

為加速跨領域學習，成立跨領域設計學院((D School)及社會創新學院(S School)，

整合業界資源與校內師資，讓學生透過解決真實問題，透過專題製作課程學習模

式，激發學生創意思考，培養專業知能與實作的整合實踐力。 

走出校園、面對真實社會，有兩個實踐的場域：1)產業界，以及 2)社會界。

學生畢業面臨就業市場必然要面對真實產業，同時，諸如非營利組織、企業的社

會責任、社會企業、B 型企業、生活中的真實社會問題等，仍然需要人們參與及

關懷。透過與產業合作面對產業升級轉型的挑戰，以及針對社會真實困境的改善

專案，都是透過真實情境，培養學生將書本知識與社會情境結合最好的學習模式。

本校為推動加速推動跨領域真實情境的學習，特成立跨領域設計學院(D School)

及社會創新學院(S School)，讓教師及學生透過專題製作課程學習模式，以解決真

實問題的挑戰模式，激發學生創意思考，培養專業知能與實作的整合實踐力。 

史丹佛大學為了解決單一學科無法有效面對複雜問題的困境，特別成立跨領

域的 d.school，以設計思考，帶動有效解決問題的設計。d.school 強調激進地合

作(Radical collaboration)、真實世界的專案(Real-World Project)、無限度的問題

(Unbounded problems)，以及完全自由的參與(100% opt-in culture) 。 

其中，設計思考強調：1)以人

為本；2)及早失敗；3)跨領域團隊

合作；4)做中學；5)同理心；6)快

速製作原型。於是，Empathy(同理

心)、Define(定義需求)、Ideate(創

意動腦)、Prototype(製作原型)、

Test(實際測試)等五個反覆操作的流程，讓專案得以有效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d.school 的模式簡單歸納即為：面對真實世界的複雜問題，讓不同背景成員

以團隊合作模式，從使用者的真實需求出發，透過設計思考方法迅速提出解決方

案的原型，透過反覆實作與修訂，完成可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案。史丹佛的 d.school

模式，成為解決真實世界真實問題最佳方案，多年來，也為許多高校所學習採用。 

跨領域設計學院以及社會創新學院，將結合全校導入 MIT 的 CDIO 教育革

新理念，並引入 Stanford d.school 的設計思考理念，推動跨領域教師共時授課，

針對社會真實，帶領跨領域學生進行團隊合作的專題實作，透過做中學培養學生

面對未來社會及產業問題的能力。換言之，跨領域設計學院以及社會創新學院的

專題式課程皆為 4R 取向的團隊合作式學習，由產業(Real Company)提供產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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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實際問題作為專案主題(Real Project)，在真實社會及企業的資源及限制下，

運用設計思考方式進行問題探索與定義，經歷 CDIO 流程，進行真實設計(Real 

Design)，動手實作出成品/系統或服務(Real Product)，並進行運作測試及使用者

回饋。 

為與 d. School 分工，本校將成立社會創新學院(s. School)，以社區參與及社

會設計(social design)方式，透過參與、理解、分析、設計、實踐等模組，讓學生

對社會事務產生認同，對社區及社會事務產生同理心，並能具備與他人溝通互動

的能力，深入社會不同層面，掌握社會真實脈動。藉由推動社會參與式課程，並

以解決真實社會問題的專案，帶動學生跨領域學習，以培學生面對真實社會、解

決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在規劃社會創新學院時，我們參考下列幾個國外學界例

子，希望有效發揮大學的社會責任，以推動社會創新。 

新加坡理工大學(Singapore 

Polytechnic)的社會創新「學習

特快車」(Learning Express)計畫，

透過創意思考，讓學生赴海外

與世界不同地區的學生一起合

作，針對開發中國家真實生活情境的複雜問題，透過多元文化的團隊合作，實作

解決問題的方法以達到真實效果，以有效學習思想創新的模式。這種教室外的學

習，讓學生整合已學習的知識及專業，面對真實世界，結交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學習新技能，並發掘自己興趣和能力。透過與其他教育機構夥伴合作，讓不同背

景學生組成團隊，進入社區，針對諸如潔淨飲水、替代能源、食物生產及創新、

健康照顧、產業議題等真實議題，透過設計思考方法論 (Design Thinking 

Methodology)提供解決方案，以滿足當地社區的需求。其方法論與史丹佛的

d.school 設計思考流程有極高的類似性。 

香港理工大學推動將教室與工作應用結合的實踐訓練，以提供社會需要的職

能訓練。所有大學部同學畢業前都要完成一項 2 週 80 小時的 WIE 計畫。由 Office 

of Careers and Placement Services (CAPS) 負責推動。WIE 活動必須是有結構

(structured)及可測量的(measurable)，其活動類型包括：1)暑期兩個月由 CAPS 安

排的專案。2)由外部機構所規劃安排在特定時間完成的規劃。3)社區服務累計達

到一定時數的專案。4)配合學系在外部組織的專業實習，符合 WIE 要求標準者。

5)學校產學處安排對學生有幫助的規劃。6)協助學校校外合作及服務專案。7)三

明治專案，在特定組織至少 10 個月全職安排。8)海外交換計畫培訓過程中能與

職能關聯者。9)畢業專題中涉及產業夥伴或外部客戶，能關聯到真實工作環境者。 

為了能讓學生赴海外進行專案，新加坡理工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都與不同

國家的大學簽訂合作協議，訓練學生在自己國家進行社會參與式學習，以及與不

同國家大學生共同完成跨領域社會創新專案。本校將選定可長期合作之姐妹校，

進行跨校長期社會創新合作模式，透過科學研究及社會參與，提供有效方案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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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世界上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的挑戰，透過真實世界重大議題，轉換學生學

習內容的框架，改變傳統教學模式，讓學生真正動起來，讓世界能夠更公平、包

容、和平及永續，善盡大學對真實世界應有的社會責任。 

另一參考框架是日本的地方創生計畫。過去三十年來日本經濟面臨困境，生

產力下滑、社會動能不足，上個世界 90 年代以前的自信與驕傲不再。日本社會

面臨少子化、人口老化、人口和經濟過度集中東京，造成日本社會勞動力減少、

人口過度集中東高、地方經濟面臨困境等三大國安等級的難題。安倍政府檢討日

本社會的困境，以及過去失敗經驗，在 2014 年 9 月揭示「地方創生」策略，同

時新設「地方創生總部」，以「城鎮、人口、工作創造」的地方創生理念，利用

農業、觀光或科技創新，作為活絡地方經濟的手段，希望打造能讓年輕人成家立

業生兒育女的環境，扭轉上述困境。地方創生理念，強調產、官、學、社會等不

同資源有效整合，由學理出發，掌握地方特性及有效經濟規模，突破傳統的行政

分劃，營造地方居民能夠創造更適合自己居住的環境為職志的條件，有效改善地

方沒落的困境。成功的地方創生需具備下列特點：1)挖掘在地寶藏；2)用設計點

亮價值；3)人是地方創生的推手；4)創造自立自足的地域經濟。社會創生的規模

可以小到幾十人的小村莊、中小地方城市，也可以大到全國規模最大的商業設施、

都市再生等，關鍵在於如何透過好的「社會設計」，為解決各地社區所存在的問

題，採取一系列有效的支援行動，靈活地利用人際關係，促使居民自身展開思考，

藉外在力量啟動地區的活力，改善既有的問題。 

日本政府將全國各地劃分為不同戰略區(如下左圖)，並規劃出 2020 年不同的

地方政府應規劃改善目標，並透過研究和培訓機構，結合產業和民間資金，依

PDCA 循環制定可衡量進展關鍵績效評估指數(KPI)，以有效改善各地區的問題。

在此同時，國立大學亦應配合政策目標，針對各地區特色發展而調整既有科系或

建制學院(如下右圖)，透過具體大學的社會責任作為，讓大學能量成為帶動社會

成長、改善社會問題的積極力量。 

 
左圖:國家戰略區認證狀態(2016/12/12)* 右圖:國立大學配合地方特色新設學院** 
*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3/National_Strategic_Special_Zone_of_Japan_20161221.jpg 
**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5/10/01/1362382_2.pdf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3/National_Strategic_Special_Zone_of_Japan_20161221.jpg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5/10/01/1362382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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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在於建構與培育人與所在環境的相互關係，並透過發掘地方價值、

跨領域合作，整合產、官、學、研、金融、勞動團體、住民代表等不同單位，共

同將地方的「價值」轉化為「利益」。大學的社會責任，是要在研究領域針對重

大社會議題有深入研究，並能透過課程及教學帶動師生思索有效改善的創新設

計，並能透過實作提供可供改善的方案，經由實驗後整合產、官、學、社區等力

量，有效達到真正改善社會問題的目的。換言之，學術是要能對應社會問題，產、

官、民、學之間需要更深入的整合，才能讓大學不再只是孤立的象牙塔，而能與

產官民緊密地結合成一體，其中，大學的角色尤其重要。只有以大學知識框架為

出發、師生能量為主導，整合社會不同資源，才能真正達到地方創生的目的。 

面對諸如貧窮、環境惡化、交通運輸、少子化、高齡化、住宅昂貴、居住品

質不佳、能源、食安衛生、垃圾、治安等當前社會的重大問題，單靠政府力量很

難有效解決上述公共議題，更應該將大學能量導入，以地方創生精神出發，整合

地方的共用價值、社區能力、跨域合作關係，透過社會設計以培養地方解決問題

的能力，才能有效克服上述不同問題。 

社會創新學院設立 

本校希望培育能參與企業創新轉型的人才、能投入社區扭轉社區價值的實踐

人才、面對全球難題願意投入研究與實踐的跨領域整合人才。 

在公部門、營利事業、非營利組織之間，

大學成為共同的交集，可以發揮整合三方資源

的關鍵力量，協助社會朝向共善、共好、共榮

的正面發展。逢甲大學希望以整合政府、產業、

社區、組織等合作對象的資源，透過教學模式

改革，以真實世界的問題、產業的實際情境、

社區的困境為學習對象，結合產、官、學界的

力量，透過實作專案培養能夠參與產業轉型、

面對全球困境、解決台灣社會問題的年輕人，

讓大學教育能達到學用合一，學生有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能力，以推展大學社會

責任(USR)。 

面對諸如貧窮、環境惡化、交通運輸、少子化、高齡化、住宅昂貴、居住品

質不佳、能源、食安衛生、垃圾、治安等當前社會的重大問題，導入大學師生能

量，透過真實情境學習解決複雜問題，從發掘地方價值、跨領域合作出發，整合

產、官、學、研、金融、勞動團體、住民代表等不同單位，以地方創生精神出發，

整合地方的共用價值、社區能力、跨域合作關係，透過社會設計以培養地方解決

問題的能力，共同將地方的「價值」轉化為「利益」。 

繼跨領域設計學院(d.School)後，本校為推動跨域合作，以真實情境及複雜專

案培訓學生，特別成立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亦是在各學院之外創設的虛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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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社會創新學院希望推動以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 出發的 4S 取向專

題課程，以真實的社會問題、解決複雜的人類社會困境出發，激發學生鬥志，與

非營利組織、企業公益部門、社區合作，透過團隊合作方式，規劃出有深度的社

會設計專案。 

s.School，推動以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

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出發的 4S 取向專題課程，以

真實的社會問題、解決複雜的人類社會困境為目標，激發學生鬥志，並與非營利

組織、企業公益部門、社區合作，透過團隊合作方式，規劃出有深度的社會設計

專案，以培育能參與社會產業升級轉型的創新人才、能投入社區扭轉社區價值的

實踐人才、面對全球難題願意投入研究與實踐的跨領域整合人才。 

社會創新學院將統整學校資源與地方需求，以推動「中台灣弱勢與偏鄉服務

支援系統」為職志，並能放眼全球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規劃可持續經營的專案，

讓師生可依單一系所或跨領域全校型專案來長期耕耘。具體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要有相關的課程、支援系統、合作關係、實作場域等規劃，以及合作團隊的整合，

才能達到培養師生解決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相關作法規劃如下： 

建制課程以及支援系統 
 設計思考：透過全校必修「創意設計」課程讓師生具備共同的設計思考模

式，以利實作計畫之推動。 

 社會實踐課程：透過全校必修「社會實踐」課程讓學生認識社會問題，學

習如何透過訪談與觀察，以同理心瞭解居民感受及對問題的看法。 

 專案管理：透過系統思考與專案管理等 MOOCs 數位教材，以及選修專案

管理課程，讓師生針對社會參與計畫，規劃人力、資源、時程、預算之

專案管理。 

 地理資訊系統(GIS)：將所有資源配資、資訊數據整合成視覺化的 GIS 系統，

以利界定問題並有效提出解決問題的構想。 

 程式設計：推動全校必修的程式設計課程以及選修的進階課程，讓學生具

備設計 APP 及專案程式能力，透過資訊來解決社區具體問題。 

 營運模式分析：透過本校

跨領域設計學院的台灣智

慧製造創新營運中心

(Center for Taiwa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 TIMS)，針對個別

產商及整條生產鏈進行輔

導，以促成中部產業朝向

智慧智造發展。 

 

遠端監控系統 

物聯網 

智慧供應鏈 

大數據分析 

行動 APP 

應用服務整合 

智

慧

價

值

分

析 

綠

色

價

值

分

析 

 

企業資源

規劃層 

 

製造執行

系統層 

 

控制層 
 

感知層 

創新營運模式平台 

智慧機械 國防(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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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力微學分：與企業合作，由企業贊助冠名競爭力微學分，增加師生對

產業真實議題的瞭解。 

 創客社區(Maker Space)：提供跨領域整合所需動手實作場域，讓學生可以

在此一場域中媒合、完成快速打樣與原型(prototype)。 

 建立創業教育生態圈系統：提供全校創新創業課程，進而提供創業團隊諮

詢、輔導，育成與募資，並協助成立公司以及後續輔導。 

 D.School(跨領域設計學院)：積極規劃大學社會責任相關之基礎設計(Basic 

Design)以及跨領域專題(D-Project)。D.School 將提供課程讓師生進入真

實世界前，可透過設計思考做出原型方案，進而進入社區或社會場域實

作。 

 開設社會設計工具(social design toolkit)課程，引導學生學習設計思考工具

及體驗 CDIO 流程。課程包括基礎社會調查、參與觀察、社區駐點、社區

故事蒐集、社區資源調查、基礎社會設計等微學分，啟發學生的同理心、

自我認識、溝通能力、批判思考、創意思考、整合設計能力。 

 開設社會設計專題(social design project)，培養學生具備整合理論與實務的

實作能力。此類深碗課程將與一些戰略合作夥伴(諸如家扶基金會、范特

喜微文創等)、長期合作社區(諸如東勢、新社、潭子、大有、德興、大林、

眉溪部落、山美部落、古樓部落等)、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基金會合

作，讓學生參與社會真實情境，以複雜的社會問題，啟發師生的社會設計

任務，將理論與知識具體而微地應用到社會情境之中，達到提昇社區、改

變社會的目標，如同日本地方創生的框架，發揮大學的社會責任，造成真

實的社會影響。 

戰略夥伴合作關係之建制 

要能發揮社會影響力，師生投入真實社會情境，協助社區及社會升級轉型，

正就考驗知識是否能夠有效推動社會發展。為能整合社會資源、發揮影響力，建

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可以更為有效地達成效果。以下是盤點資源後，希望能建

立的長期合作夥伴。 

 盤點並整合本校 502 家產學合作簽約廠商的資源，建立與不同廠商共同合

作模式，以提供本計畫推動之支持系統。 

 與農委會水保局、中科管理局、台中市政府(經發局、社會局)等單會合作，

共同推動諸多大學社會責任專案。 

 與「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結盟成為戰略夥伴，本校將協助家扶中

心推動貧童照顧事務，家扶中心海內外據點亦同時為本校推動大學社會

責任之據點。 

 與范特喜微創文化等社會企業建立夥伴關係，師生參與各社會企業合作解

決真實社會問題，除了學生實習外，共同合作經營浪漫台三線等社區營

造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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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與社區的合作：除擴大與西屯區各鄰里【攜手深耕共創新西屯】之社

區服務計畫外，亦強化與逢甲夜市、大鵬新村、大有、德興、潭子、外

埔、東勢、新社、石崗等社區，並參與台中市「中區再生」計畫，投入

社區改造活動。 

 與財團法人台灣鞋業基金會產學合作，設立鞋業學分學程，並提供走海外

實習獎勵，為鞋業培育可以協助鞋業海外業務拓展的專業人才。 

 在東協國家，諸如泰國、菲律賓、柬埔寨、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以及

蒙古、史瓦濟蘭、吉爾吉斯等海外地區建立實作據點，為未來推動南向

政策，以及海外社會責任專案而努力。第一階段，將是邀請本校在東南

亞的姐妹校師生，於暑假與本校師生共同以設計思考方法進行工作坊，

並將台灣解決問題的經驗帶回各自國家規劃專案。第二階段由本校師生

同赴南向國家進一步完成解決真實問題的專案。 

 與南投眉溪部落、嘉義阿里山山美部落、屏東古樓部落等原住民地區，新

住民立法委員林麗蟬團隊合作，針對原住民及新住民議題持續關懷，規

劃實作方案。 

建制實作場域與支援系統 

 面對社會快速變化及產業激烈競爭，從本校已有的關懷系統，規劃八個社會

創新主軸與議題，作為學校教學與研究資源配置重點，攜手產業能量與公部

門資源，進行社會創新實作專題，培養學生具備人文社會關懷能力及創新能

力。並以逢甲校園為主要實踐場域，依據創新議題性質與在地需求，循序漸

進擴大創新實踐場域。八個實作場域如下： 

(1) i-Night Market(智慧夜市)：逢甲夜市為全台最大夜市，2015 年造訪人數超

過 1,328 萬人次，營業額早已超過百億，逛夜市的民眾 98%擁有智慧手機。

衍生出來的管理問題，是否可以透過智慧手機、行動 APP 加以改善？逢甲

商圈以本校命名，本校更應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協助逢甲商圈解決既存的問

題，讓夜市更加智慧化，提昇夜市文化及民眾滿意度。本校已規劃專責單位，

以 i-night Market 為專案，投入師生與課程，發掘並解決存在之問題。 

(2)Smart Village(安居樂業)：透過本校 GIS 中心的規劃與執行，包括智慧城鄉防

災管理系統之建置，以及農村再生專案，以地理資訊系統的整合，可監測潛

在威脅並能參與社區在地創生計畫，讓民眾能夠「安居」；再透過參與社會、

協助社區培力，有效改善地方的就業生態系統，建立能夠讓青年返鄉的支持

力量，讓社區能夠達到「樂業」的目標。基礎建設完善、文化創生有效，自

然能夠安居樂業。 

(3)Green Earth(綠能環境)：透過本校綠能中心獨步全球科技 HyMeTek，己經在

草屯與旭圃集團合作，規劃設立全球第一座兩階段產氫烷生質能源發電廠，

未來將全面協助，將廢棄物轉化能源與資源技術落實應用在台灣不同社區，

化垃圾為寶貴的能源，改變民眾對資源的運用模式。進而協助東協國家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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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難民島透過生質能源計畫，提供最適能源方案。目前己經與華創車電合

作，研究電動車的可行方案。此外，亦積極將環境教育推廣到社區及中小學。 

(4)Care & Aging-in-place(照護與在地老化)：與台中市社會局合作，針對老化議

題，透過科技輔助以及資源最適配置，以服務設計、社會設計方案，規劃出

有效整合資源以解決財政不足困境，並能讓當事人滿意的在地老化專案。 

(5)Social Value Entrepreneurship(社會價值企業)：成立社會企業商業模式小組，

藉對不同社會企業營運模式的分析，輔導並協助不同社會企業強化其商業

模式，為創造社會價值而共同努力，而這些研究亦可成為學生學習社會企業

創業的基本教材。同時，透過 B Academy ( B 型企業王道中心)推動 B 型企業

相關理論與實務的開展。 

(6)Education Alliance (教育聯盟)：盤點本校教學單位、行政單位過去和中小學

端、社區的合作關係，將程式設計、物理實驗、地理空間資訊、專案管理、

3D 列印、樂高機器人、綠能環保、電影拍攝、創業教育、社會企業、英語

教學、數學教學、國語教學等已有團隊整合，協助高中端針對 108 課綱的課

程規劃與師資培訓，讓對中小學及社區的協助，不再只是單點的服務，而能

成為全面性的協助，善盡大學對高中小學端及社區的社會責任。 

(7)Sharing Economy(共享經濟)：透過服務設計流程，規劃諸如計程車、共享機

車、偏鄉弱照顧等異業整合，達到共享經濟的發展目標。從針對目前在大陸

己經有效發展出的共享經濟商業模式加以分析，希望參考台灣實際情況，以

創意設計、社會設計方法，規劃出符合台灣需求的整合方案，帶動大學社會

實踐的具體開展。 

(8)Practice-led Research (實務導向研究)：大學以理論研究為主要職志，引領知

識發展。然而，面對十倍速時代，社會變遷遠比想像來得快，知識如果不能

用來解決己經存在的社會問題，等到問題惡化時，就將失去學用合一的意義

了。社會創新學院將以整合既有知識與技術，透過創意思考、社會設計，以

解決實際社會問題出發，建立系統資料庫，累積足夠案例，作為引導師生學

習的新典範。 

透過競賽與實作方案，推動社會創新，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以學生切身關懷的問題啟發思考與學習，透過真實情境學習解決複雜問題，

諸如貧窮、環境惡化、交通運輸、少子化、高齡化、住宅昂貴、居住品質不佳、

能源、食安衛生、垃圾、治安等當前社會的重大問題。實際推動時將採取下列

策略： 

(1)整合目前全校社會參與計畫，建立進一步合作關係：目前已在推動的計畫包

括建築專業學院將為台灣偏鄉、泰北及(規劃中的)東協國家，建構逢甲小書

屋，協助弱勢孩童閱讀問題，並成為社區營造據點，預計將設立 100 座小書

屋。都資系針對台中市中區再生、台三線客家文化建築與社區規劃計畫。又

如目前規劃利用 ICT 及物聯網技術，提出解決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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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設計流程及社會設計方案。這些方案將透過目前已有科技(包括軟體、硬

體整合)，以符合使用者需求、有效整合資源方式，規劃出好的制度設計，

以真正解決人類社會問題、讓年輕人能創建可持續維運的社會企業經營方

案為最終目標。 

(2) 社會創新學院將規劃 Social Innovation Lab，以解決真實社會議題為目標，

結合產業、社區、國際各大學，從課程、活動、競賽中完成規劃方案。SIL 將

規劃「社會創新應用賽」，與本校 Apple RTC 舉辦之「移動應用創新賽」搭

配，透過科技、手機等 ICT 技術，規劃出可以解決諸如貧窮、缺水、極端氣

候、糧食、環境永續、老化、照明、教育等人類社會重大議題的社會設計競

賽與獎項。方案將從台灣地區性的實驗，配合本校的南向計畫推動到東協不

同國家地區，實驗性地解決問題，並交流諸多跨文化差異的可行方案。 

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將透過創意思考、社會設計，讓學生參與社會問的解決、

社區駐點、寒暑假社會實習、赴海外與世界不同地區的學生一起合作，針對台灣

以及開發中國家真實生活情境的複雜問題，實作解決問題的方法以達到真實效

果，以有效學習思想創新的模式，培養學生解決複雜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我們

希望經由數位、移動、互聯網、物聯網、AI 等新科技，以教育、社會責任為內涵，

切入解決社會問題方案規劃，完成具社會影響力的社會設計專案，並以社會創新

應用獎為手段，建立產業與大學合作新典範。藉由 Social Innovation Lab 設置，

培養 Successful students, Successful citizens, Successful human beings，善盡大學的

社會責任，讓學生具備成功學生需要的 Variety、Relationship、Synergy 能力，未

來成為未來最佳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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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社會創新學院創立核心 

 
社會創新學院【簡介】 

 
【學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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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課程】 

 
【3D列印、虛擬實境、機器人開發微學分課程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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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社會企業實作專題-范特喜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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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扶基金會】 

 
【社會責任，在地實踐-逢甲小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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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社會創新學院師生共學 

 
成立理念 

「複雜地問題解決能力」是未來競爭力最重要的能力，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

以解決真實社會議題為目標，結合產業、社區、國際大學，從課程、活動、競賽

中完成方案，讓學術研究與課程學習，能夠具備真實的Social Impact，善盡大學

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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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飄著咖啡香的創客書屋空間，藉由每天不同領域的老師分享著各自所學

與經歷，客觀的與同學們彼此交流，讓許多想了解議題的學生前來體驗第一週的

師生共學時間；不少學生表示本身對循環經濟已有興趣，並且著手在相關計畫，

在學生與師長間的來回詢問、提問、探討與交流，學生表示此互動性課程對自我

有極大的幫助；而其中印象深刻是有一位同學正準備競爭 EIA 歐洲創新學院的

計畫，還有一組同學是要爭取教育部 iYouth 計畫，要到澳洲執行任務!替逢甲

新生代感到開心，期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開立更多跨領域互動式課程；也歡迎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到這個共享空間-社會創新學院，在這裡透過積極主動的發問

及老師的建議與相關經驗回饋，更能夠讓學生對未來發展，激盪出更明確具體的

想法與提高實踐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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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相約在妹克窪」首演大成功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及建築專業學院以 CDIO 實作教學理念攜手製作之

原創音樂舞台劇「相約在妹克窪」，在 5 月 28 日在逢甲大學啟垣廳進行首場演

出，現場蒞臨許多校外貴賓朋友, 座無虛席 ！同學們精湛的演出獲得滿堂喝采！

繼成功的首演之後，並將於 6 月 1 日在台中教育大學英才校區的寶成廳，舉行

第二場盛大公演。 

本校大家長李秉乾校長蒞臨參觀「相約在妹克窪」的首演，李校長對於校園

中有十三位專業的老師、用七門課程帶領 200 多位學生, 透過舞台教育的方式帶

領學生多元學習，表示特別讚賞：「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及建築專業學院共同攜

手製作的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與目前學校所推動的教育理念非常契合，

逢甲大學非常重視學生跨領域學習以及動手實作的教學模式，很高興逢甲學生

透過參與音樂舞台生命劇學習的過程，在大學生活勇於探索學習與成長。」 

本劇場的所有製作項目包括劇本編寫、歌曲編寫、表演訓練、演唱訓練、舞

蹈、舞台設計、服裝化妝、道具製作、投影動畫、音響特效與策展行銷等，全部

由師生們一手包辦製作。擔任逢甲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的藝術總監與策劃人鄭月

妹老師指出「透過“舞台”的魅力，可以輕鬆的打破傳統教室學習模式，開創設計

一些新的課程與活動，營造一個新的學習氛圍，使學生自然的走出教室，體驗遊

戲性的藝術創作，強調的是體驗藝術與心理之交互作用，藉由多元化的學習操作

覺察並獲得全新覺知，探索自我的新世界，產生洞見，深度的認識自我的潛能，

發揮自身的創意創新能力。」 

 「相約在妹克窪」劇情內容談論一個關於憂鬱的年輕人在情緒枷鎖中掙扎

的過程，最終以奇緣變化故，體會到原來他囚禁的正是他靈魂的另一半。此劇的

製作，是透過舞台教育與各種藝術活動來啟動生命教育的過程，同時，藉此延伸

提醒我們關注現今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各種生命的議題，這是一個透過

劇場表演學習如何用心傾聽自己、傾聽別人的寶貴學習機會。 

逢甲大學推出音樂舞台生命劇場以來，廣受社會大眾關注以及媒體報導，民

視晚間新聞於 5/28 演出前，特別專訪錄影了學生們彩排的精彩片段，多位演員

以及設計師學生們也分別接受了漢聲廣播電台、正聲廣播電台和教育廣播電台

的採訪報導。 

逢甲大學教授號召 200 人製作音樂劇探討生命－民視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5-yufSAco&feature=youtu.be 

 逢甲大學跨校跨域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官方網站 

https://fcutheater.weebly.com/ 
 逢甲大學跨校跨域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5-yufSAco&feature=youtu.be
https://fcutheater.weeb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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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逢甲大學李秉乾校長與「相約在妹克窪」39 位演員、指導老師們、製作人通識

教育中心翟本瑞主任以及建築專業學院黎淑婷院長合影。 

 
圖說：「相約在妹克窪」講述在現今科技快速的時代，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張，所衍生

的憂鬱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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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圖為飾演憂鬱的男主角托馬斯的曹肇文同學，與飾演焦慮的媽媽謝孟璇同學。 

 

圖說：本劇結合年輕人喜愛的 RAP以及熱舞，用年輕的方式呈現精彩表演，圖為嘻哈

文化研究社以及舞群的合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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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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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時光社群聚場[預約在妹克窪] 

通識專題課程【美好時光社群劇場】，於 5 月 16 日中午的時間，在通識沙

龍舉辦成果發表會，演出讀劇場[預約在妹克窪]，在沒有太多特別宣傳的情形

下，仍舊吸引了不少同學來看演出，在正式開演前 11 點多就已經有同學們在

通識沙龍的門外等候入場。讀劇場的演出形式有別於一般戲劇的演出，來觀賞

演出的同學剛開始有些疑惑，為何演員都拿著劇本在表演呢?演出後老師特別

講解這種不一樣的表演形式，主要是讓演員們用聲音表情來發揮角色特性，搭

配精心挑選的投影影像及配樂，讀出劇本故事內容，讓觀眾進入劇本的情境中。

[預約在妹克窪]是 107 年度跨校音樂舞台劇[相約在妹克窪]的劇本其中一段的

讀劇，劇本為美好時光社區群聚場的授課老師李舒亭老師所編撰，故事內容發

人省思，完整劇碼將於 5 月 28 日正式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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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前與幕後的結合[技排與彩排工作坊] 

【美好時光社群聚場】課程於 5 月 12 日舉辦了[技排與彩排工作訪]，邀請

郭陽山老師介紹舞台劇表演幕前與幕後的工作、該注意的事項、角色分配，讓同

學們了解技術彩排與彩排兩者之間的異同，並且藉由成果發表會演出的劇目來

實際演練操作。同學們也於工作中學得劇場各種幕後工作的重要性，並將其運用

於成果表演彩排練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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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在妹克窪 戲劇公演攝影任務 

通識教育中心與建築專業學院共同合作，開了七門課程，聘請專業的老師們

來帶領同學策畫一場音樂劇公演，如此精彩的活動，逢甲大學電視台也至表演現

場全程錄影以及使用高階單眼相機拍照，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精彩的照片與影片。 

全程錄影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WdYF8Ggitte87KhAomyrXW0yvrY8sUk 

  

 

 

 
表演活動精彩照片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WdYF8Ggitte87KhAomyrXW0yvrY8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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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精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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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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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五) 
12:10-14:00 

陳宥瑾 

當 Youtuber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難，你也能成為一位
Youtuber！ 
你之所以不是一個 Youtuber，只是因為你沒有去做罷了。
這個演講會分享我過去 3 年經營 YouTube 頻道的經驗，
從該如何做內容開始、一路到社群經營與數據分析，最後
與經紀公司合作甚至內容變現。希望與會觀眾都能發現，
做 Youtuber 這件事並沒有想像中困難。 

6/4 (一) 
13:10-15:00 
15:10-17:00 

陳昆聯 

給逆境中的您 
1.成功的訣竅在於堅持。 
2.培養逆境力：如何面對自己的困境的方法。 
3.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讓自己更上一層樓。 
4.被討厭的勇氣與同理之心。 
5.自己就是力量！ 

6/4 (一) 
18:10-20:00 

鍾俊彥 

企業造街──街區巷弄的生活風格與創業生態系 
透過閒置的歷史或記憶空間再造活化、結合在地社區的
人文、歷史、山川、 物產、工藝...等的盤點調查、「在地
陪伴」機制，用過去累積的創意模式和有新創企圖的團
隊，共同在各種社區議題上發揮，吸引及協助更多青年返
鄉，嘗試建立可持續經營的營運模式，達到擾動鄉鎮、城
鄉交流和資源整合的目標，希望能促進社區的均衡、多元
及永續的發展，讓鄉鎮發展的目的不是只為了吸引觀光
旅遊，而是可以連接更多關於教育、環境、生態、地方照
顧、青年回流....的問題，讓我們的社區和生活日常本身
就是一個越來越美麗的風景。 

6/5 (二) 
12:10-13:00 

王柏仁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超"越"你的想像 
1.行前該如何規劃？          
2.越南是怎樣的國家呢？ 
3.餓不死美食秘訣大公開！ 
4.路痴們不要怕！越南交通分享。 
5.越南自助分享──河內、胡志明市。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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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覽名稱：重逢書畫中-中區大專書畫聯展 

展期：107/05/16~107/05/19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中區大專書畫聯展為每年例行的展覽，由逢甲大學書法社、中興大學書

法篆刻社、台中科技大學書法社三校合辦，每年三校社團社長互相聯繫

討論展覽細節等，此活動為促進相關社團間之交流，並使社員們展現自

身書畫之學習成果。 

藉由書畫聯展活動，不但能因此提升社員書畫能力，更透過與他校的互

動交流，讓彼此的眼界更加開闊。作品格式為 35＊135 對開尺寸，作品

內容為古詩詞選。作品為社員所習的字體，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行書，

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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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名稱：國畫藝術創作期末成果展 
展期：107/05/24~107/06/04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藉由基本水墨練習，了解水墨畫的歷史與其發展。 

從水墨的線條、造型體會畫中情感意境，提升生活雅趣。 

開課系級：中文二 、授課老師：紀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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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人˙音樂情】國際音樂饗宴 圓滿落幕 

由本校駐校藝術指導詹美慧老師規劃安排的國際音樂饗宴，已於 5月 14日、

22 日晚間，在逢甲大學啟垣廳圓滿落幕。兩場音樂饗宴，在聽覺上透過國際音

樂大師，鋼琴、長笛及提琴的完美搭配，譜出動人心弦的悠揚樂章。視覺上，舞

蹈家隨著樂曲翩翩起舞的曼妙姿態，使人無法將視線移開舞台任何一秒，台上台

下，都於當晚一同為音樂痴狂。 

兩場音樂會由義大利國際鋼琴大師  Alessandro Tricomi、俄國長笛演奏家 

Vadim Novikov、小提琴家 Daniel Tomàs Karl 登台演出，音樂會的節奏輕快、歡愉。

除了國際音樂家，兩場活動更搭配國內音樂家，榮獲國內外大獎的大提琴家呂超

倫、於美國「IASF」世界盃拉拉舞錦標賽 POM POM 組奪得第三名的專業舞蹈家

劉翼翔、鋼琴家顏家寶，沉穩的旋律，伴隨著音樂輕歌曼舞，增添了整場演出的

趣味性及吸睛度。 

詹美慧老師與主持人和音樂家、觀眾的互動，炒熱了音樂會，結束更獲得觀

眾歡呼叫好聲，並要求演出安可曲的盛況！ 

此外，兩場音樂會共有近 700 名師生蒞臨觀賞，教職員們更呼朋引伴、攜家

帶眷的來到演出現場，一同欣賞兩場將古典與現代交織的瘋狂音樂饗宴。 

  

義大利國際鋼琴大師Alessandro Tricomi 國內外音樂家共同演出 

 
 

長笛Vadim Novikov、小提琴Daniel Tomàs Karl 翩然起舞的舞蹈家劉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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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劭導演-紀錄片攝製， 

從田調-拍攝-完成，主題意識的變化 
 

2018 年 5 月 16 日，邀請到李立劭導演為我們分享，導演於 1999 年開始拍

攝紀錄片及專題片，到今天總共拍了約 20 多部長短紀錄作品，且作品曾四度獲

台灣金穗獎，在劇情片方面則曾入圍金鐘獎及台灣國際兒童影展。 

導演在演講過中分享了許多《風景畫》中主角們私底下有趣的互動，也告訴

大家當初為何會想拍這類型的紀錄片。《風景畫》中講述了仲介業務員在充滿壓

迫的現實中如何努力求生存，在高房價、景氣差的環境中又該如何在這行業堅持

下去，看完這部片後讓大部分尚未踏入社會的同學有了一次感官的衝擊，除此之

外，同學們也看到了在城市各個角落中用心工作，為生活打拼的人們努力的樣子。 

除了《風景畫》外，導演也分享了他拍攝的另一部紀錄片《馬賽克少年》，

這部片講述了許多家庭失能的青少年在少年之家成長及轉變的故事，相信看完

這部片後，同學一定能更理解這社會上仍有許多青少年每天都在為生活打拼，並

且能夠勇敢的從錯誤的道路中改過自新，聽完李立劭導演帶來的演講後同學一

定都能收穫滿滿，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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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新生課程搶先修 

107 學年度繁星及甄選入學的新生同學們已經放榜了，為了讓準新鮮人同

學們在這段進入大學前那高中生涯最後幾周也能過得充實，學校於 107 年 05

月 26 日起安排了連三個周末一系列的課程搶先修活動讓新生同學們可以先了

解認識逢甲大學及校園的資源，以及搶先修通識微學分課程。 

通識教育中心安排了「lnDesign 專業電子書(初階)」、「來拍片吧！行動裝置

影片拍攝剪輯」、「3D 列印實作~神奇魔法筆」、「影音策展實務-當個 Youtuber」、

「熱轉印商品設計」、「Photoshop 影像處理秘笈(初階)」、「完美的活動焦點」、

「世界咖啡館」、「生活美學」等課程，帶同學們來場大學課程初體驗。第一周

課程共吸引了 210 多人次報名參加。 

期待每位逢甲大學的學生，在大一上學期，都能具備 1)電子書編寫以及 2)

影片拍攝剪輯的基本能力，增加未來競爭力。因此在新鮮人搶先修的課程中便

先安排電子書製作及影片剪輯製作等相關的課程，讓同學能有基礎概念與製作

能力。授課老師象水廣告公司經理雲馨儀老師特別挑選業界中最常使用的電子

書專業製作軟體「lnDesign」，細心指導同學們學習這套軟體的基礎編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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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Design專業電子書(初階)」由基礎應用操作開始教授同學們電子書製作。即使有同

學們表示在高中期間並未上過任何電腦課程，但在老師細心教導之下，逐步學習電子

書初步的製作方式及技巧。 

為了讓同學能有影片拍攝剪輯的基本概念及能力，由授課老師徐培峯老師

安排「來拍片吧！行動裝置影片拍攝剪輯」、「影音策展實務-當個 Youtuber」兩

門影片剪輯製作相關的課程。帶著同學們從基礎影片、照片拍攝的技巧與重點

講起，接著是拍攝內容、素材的規劃安排及構想，並實際讓同學們分組去拍攝

影片，最後將影片素材匯入電腦中學習剪輯軟體的運用，於四個小時內學得簡

易的剪輯技巧、拍片的概念與影音策展的重點、方式與觀念。 

「來拍片吧！行動裝置影片拍攝剪輯」課程內容：隨著影音紀錄時帶來臨，

多媒體的應用成為世代必備技能之一，這門課將教導學員應用手機、平板等行

動裝置，製作影音內容，其中包含：影像拍攝、剪輯、後期處理以及平台上傳

等…讓學員具備基本影音處理能力，進而達到未來自我行銷、數位表達、商業

應用等能力。「影音策展實務-當個 Youtuber」課程內容：根據《富比世》統計，

2017 年全球排行最富的 YouTuber 年薪大約 1650 萬美元（約新台幣 5 億元），

「YouTuber」儼然成為熱門的新興職業，更成為新時代的另類創業選項，許多

公司也紛紛捨棄傳統廣告擁抱網紅行銷術，而究竟它們是如何透過拍影片致富

的呢？ 透過本次課程分享，讓同學瞭解所謂網紅經濟，同時也知道如何做數位

影音策展，達到自我行銷甚至賺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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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讓同學們分組去拍攝影片，最後將影片素材匯入電腦中學習剪輯軟體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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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發揮創意、動手實作，這次搶先修微學分課程安排了一些動手實

作的課程「3D 列印實作~神奇魔法筆」、「熱轉印商品設計」等。3D 列印實作讓

大家的創意透過 3D 列印魔法筆。立體實現出來，課程中老師先講授現今 3D 科

技的發展及應用，以及 3D 列印基礎概要，之後便讓同學們學習 3D 基礎手繪

成型，讓同學們使用最簡易的 3D 列印工具~3D 列印筆，透過 3D 列印筆理解

其列印過程及概念，並發揮同學們的想像實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 

熱轉印商品設計課程，老師先講解熱銷商品的鑑賞以及配合使用的電腦設

計軟體，學習數位印畫設計的技巧，並讓同學們去發揮創意設計，再搭配熱轉

印設備的實務操作，將同學們的設計實體印刷製作出來。課程結束前每位同學

都有屬於自己的創作，並與大家分享自己創作的作品與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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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D筆讓同學創意躍出紙上。 

  

  

 

 
即使一開始覺得機器有點距離，但經由操作後每位同學都開心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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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實踐論壇─聯合國永續發展議題 
   106 年度下學期舉辦的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我們以聯合國通過的「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基礎，共辦理九場次討論會，引導教師或同仁或學生

面對多元快速的市場競爭環境，有效激發內在潛質朝向國際化問題思維發展。有

些老師表示分配到的議題並非自己的專業，所以更用心地查詢資料做準備。有些

議題則是現場參與的師生從沒接觸或關注過的領域，因此透過講者的簡報甚至

相關影片分享，那些殘酷的畫面更是衝擊人心，深刻讓我們明瞭重視永續發展的

概念，已經是刻不容緩的議題！距離成果的檢核我們只剩 12 年的時間，也許我

們每個人的力量很小，但若能從自身做起一步步改變習慣、調整觀念，盡可能不

要為了滿足當下的需求，卻犧牲了未來世代的生存資源。 

日期 講者 講  題  

107.03.12 (一) 翟本瑞 總論 消除貧窮 

107.03.19 (一) 張忠賢 就業與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107.03.26 (一) 徐培晃 教育品質 減少不平等 

107.04.02 (一) 賴奇厚 淨水與衛生 海洋生態 

107.04.09 (一) 呂晃志 可負擔能源 氣候行動 

107.04.16 (一) 陳淑慧 健康與福祉 永續城市 

107.04.30 (一) 闕帝丰 性別平等 和平與正義制度 

107.05.07 (一) 林俞佑 全球夥伴 消除飢餓 

107.05.14 (一) 呂晃志 陸地生態 責任消費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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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管家具製作工作坊 

【圓一場藝術家的夢】課程授課陳秀文老師，為了能讓同學接觸不一樣自然

素材以及學習不同的工藝技法，安排邀請獲得竹山鎮地方文化館竹工藝產品開

發競賽首獎的李瑞科老師來教授竹管製作工藝技術。於 107 年 5 月 19 日(六)舉

辦[竹管家具製作工作坊]，期間教導同學運用竹子的特性製作實用又美觀的小家

具，這次製作的萬用竹製小架子，除了竹管的搭配組裝技術外，還學習了竹子編

織，兩層的架子底板運用不同的技巧製作，讓作品更顯活潑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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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竹藝師李瑞科老師的指導，在製作過程中獨自作業與相互合作，最後每位

同學都完成了屬於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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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業到星享道～分享學到與得到 

魏彰志老師教授通識專題[創業創意營運管理]，為了讓同學們可以將實務與

理論結合，於 107 年 05 月 07 日邀請文化會館、星享到酒店、In Hotel Group 劉

敏瑛董事長來課程分享，講授一堂專題演講【從創業到星享道～分享學到與得

到】。透過劉董事長的演講，同學更對於創業的過程更加清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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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註冊實務 

【專利撰寫與實務】課程，授課老師陳淑慧老師，希望同學們除了運用專利

申請保障自己的設計、發明權利，也希望同學若有創業計畫也別忘了商標註冊的

重要性，為了讓同學對於商標申請可以更完整迅速理解，邀請象水廣告公司經理

雲馨儀老師在 5 月 22 日於創客社區講授[商標註冊實務]，讓同學透過演講內容，

可以學習到商標申請註冊的過程、申請商標的重要性、該注意的事項、兩岸商標

申請的差異。[商標註冊實務]演講除了課程的同學也吸引在創客社區中對於創業

有計畫的夥伴、同學們一同來聆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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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習參與專題-新移民互動平台」校外教學 
 

 何景榮老師本學期教授的通識專題課程【社會學習參與專題-新移民互動平

台】，於 107 年 5 月 22 日(二)下午 15:00 到 18:00 間，帶領課程同學們前往台中

清真寺及新住民餐廳(Hello Vietnam 河內美食)。透過校外教學參訪清真寺、至越

南裔新住民餐廳品嘗特色餐點、訪問新住民，同學們從中更進一步理解新住民的

宗教信仰、飲食特色等文化，並學習尊重多元文化，且藉由訪問過程去發掘問題、

讓專題研究的目標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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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必修「多元文化」演講-會讓你「印」象深刻 
 
通識教育中心何景榮助理教授邀請印尼新住民陳妍蓁老師跟同學分享印尼

文化，陳妍蓁老師出身於爪哇島上的農家，成為了台灣媳婦，照顧家庭之餘，她
一邊修大學學分，還為印尼人作法院翻譯，目前也有受邀空開課教學印尼文並分
享印尼料理與文化，是新移民文化大使。陳妍蓁老師活潑精彩的演講分享，讓同
學看見不一樣的印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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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必修「公民參與」校外參訪-台中市政府 
 
通識教育中心何景榮助理教授一連三天，分別帶領核心必修「公民參與」三

個班的修課同學前往台中市政府參訪，台中市政府秘書處親切的志工們，為同學
介紹台中市府政策和文化特色並瞭解市府建築意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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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選修「環境資源保育」-動物世界和你想的不一樣 
    通識選修課程（自然領域）課程「環境資源保育探索專題」：環境資源保育

課程的課程設計主要介紹環境污染對於人類的衝擊、生活環保問題、環境倫理、

校園與社區環境規劃以及住家與校園環境的調查與解決等面向，讓同學從周遭

的環境中了解到從自己開始的環境生態保護概念． 

    107年5月邀請黃一峯老師分享他的環境生態攝影記錄，藉由一峯老師的鏡

頭，我們來了一趟非洲草原之旅。從廣州出發，經過阿布達比來到非洲肯亞的奈

諾比，搭乘四驅車前往尚尼亞塞倫蓋提國家公園，這裡每年都會出現超過150萬

的白尾角馬或斑紋角馬和約250,000隻斑馬的遷徙而聞名。一峯老師介紹了斑馬、

瞪羚、黑斑羚、大羚羊、轉角牛羚、水牛、非洲大羚羊這些草原上的溫馴動物外，

非洲五霸的獅子，非洲象，非洲水牛，豹及黑犀牛也在一峯老師汗水與淚水之中

進入了大家的眼簾。雖然聯合國1981年將此地區列入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但是非洲這塊土地因為經濟，動物們淪落為商人們槍下亡魂，數量急遽的減少，

這部分才是我們在生態保育上所需要關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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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諾創客社區引進全新體驗教學新科技 

 

1. 應諾創客社區新服務：雲端智慧大圖輸出機(速快輸出) 
 https://youtu.be/jFB82eRaSsc 

輕鬆輸出 A1 大圖，只要 3 分鐘，雲端傳檔，創新付費機制，便利校內師

生使用！與速快輸出合作，逢甲提供場地與電力，設備則由廠商提供，逢甲

毋須花費任何採購成本，即可提供校內師生高品質又便利的服務。 

 

 

 
雲端智慧大圖輸出機，便利校內師生使用 

https://youtu.be/jFB82eRa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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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啟動你的虛實整合新視野 https://youtu.be/RIApL7Du7T4 

電影一級玩家講述 VR 世界的應用，我們也引進 VR，第一階段先讓學生學會

架設與定位，讓 VR 整合攝影機變成 MR，讓真實人物進入虛擬世界中。移動式

綠幕，不僅成本划算，移動到任何地方皆可快速使用，相當便利。 

3. 3D 校園巡禮 https://youtu.be/X3vkv6xbkp0 

我們有全校的 3D 建模，除了可以用在影片剪輯製作上，下一階段預計將 

3D 建模導入 Unity，並套用進 VR 裡面，戴上 VR 後即可走在虛擬實境的逢甲

大學校園中，接著再將校園設計成簡單的遊戲場景，讓人行走其中可以更具樂趣。 

4. Motion capture in VR https://youtu.be/wJVAV1NBeaM 

VR 不只是 VR，除了整合攝影機讓真實的玩家進入到遊戲畫面中變成 MR 之

外，我們也透過 iClone 畫了一隻 3D 戰神鷹 (逢甲大學吉祥物)，讓玩家穿上 

Motion Capture (動作捕捉系統)，透過身上的 17 sensor，讓電腦即時處理，即時

套用進 3D 戰神鷹，讓虛擬人物也跟著動了起來。 

 

 
VR整合攝影機變成MR，加上Motion Capture讓虛實整合更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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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戶外教育博覽會 – VR 體驗樂趣多 

2018 全國戶外教育博覽會，5 月 26 日在台北花博園區舞蝶館前廣場舉辦，

教育部長親臨現場，為承辦戶外體驗教育的學校與機構加油打氣。 

本校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邀請通識中心一同前去參展擺攤，通識中心帶領

新組成的學生工作團隊，一同北上展示 VR 與 MotionCapture，不僅吸引前來參

加的民眾，也吸引了教育部主辦單位夥伴一同前來體驗。 

除了 VR 體驗，我們也準備了 3D 列印的小禮物、以及雷射雕刻木飾鑰匙圈，

其他參展機構也都紛紛前來索取精美的小紀念品。 

參展擺攤當天，台北飆高溫，工作團隊在極高溫的環境之下提供 VR 體驗服

務，體力消耗量很大，大家輪班休息，適時補充大量水分，在回程的路上，工作

團隊夥伴在高鐵列車上也都累到睡著。在列車上補眠休息過後，回到學校，再將

設備組裝起來，測試在台北參展時所發現的硬體問題，真是一群相當努力的大學

生。 

 

 
工作團隊一早搭七點就搭高鐵北上，到現場後組裝設備並測試 

 
教育部夥伴與現場民眾紛紛來體驗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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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的參展攤位上的精美小禮物 

 

 
辛苦的工作人員汗流浹背，還幫體驗的民眾搧搧風 

 
辛苦的工作團隊大合照以及回程路上睡在高鐵車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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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PICKATHON 競賽  

 
近年來，機器人產業市場持續保持高速增長，智動化的應用亦蓬勃發展於各

產業。然而，目前業界反應智動化人才缺乏，學校所培育出的人才有產學落差，

為因應產業發展所需，中科管理局規劃辦理以機器手臂搭配 AI 人工智慧關鍵技

術為主的競賽－Pickathon。Pickathon 為一跨領域的競賽，包含控制工業用機器

手臂的能力、影像處理及深度學習的能力與 TX2 運用的能力。經過初選審查，

5 月 15 號公布入選隊伍，本校共有三個隊伍入選取得決賽資格。這些隊伍將接

受一連串的教育訓練後，於年底在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進行決賽。決賽項目

是以人工智慧辨識物體，並自動操作以機械手臂，進行包括五子棋對弈、水五金

分類、零件排序等關卡闖關，第一名獎金高達 20 萬元。參賽的同學在老師的指

導下，都十分努力學習相關知識，希望能爭取好的競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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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推展國際教育通識選修全英文課程校外展演 

2018 Culture Exposition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FCU 
為推展國際交流，通識教育中心開設全英文課程「介紹臺灣」，透過打鼓、太極

拳、傳統歌曲等學習，讓臺灣及外籍學生從實作才藝中認識臺灣，並且和台中教育局

合作，在上石國小舉辦「2018 國際文化交流展演」。在該項活動中，除了展現教學成

果外，亦促進小學生對國際文化的認識與瞭解。 

    這項展演活動由呂正雄老師設計，參加的學生共 28 位，分別來自印尼、泰國、韓

國、中國、日本、聖克里斯多福、香港、捷克及台灣。結合台灣文化與外籍生的才藝，

表演的內容包括太極拳、打鼓、台灣歌曲/印尼民謠、Mazurka 舞蹈、國旗故事等活動。

另外，上石國小亦共襄盛舉，表演充滿青春活力的跳繩及扯鈴技藝。 

為推展對國際文化的認知，逢甲大學的學生逐一介紹他們國家文化特色與

國旗故事，經由趣味性的提問中，加深了小學生對各國的認識。演出後上石國

小 300 多位師生與大哥哥、大姊姊合照，彼此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國際交流經驗，

更驗證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喜悅。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English -taught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aiwan"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holds an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position at Shang Shih 
Elementary School. The instructor of the course is Dr. Cheng-Hsiung Lu who is always 
willing to present Taiwan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via cross -cultural 
curriculum in his class. Furthermore, the teaching results are transformed into 
presentable cross-cultural event held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to display extravaganza 
of diverse cultures for schoolchildren, Taiwa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the nu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rows at Feng Chia University, abundant 
foreign students attend this course to learn Taiwan cult ures. Therefore, Dr. Lu leads 
them as the cultural ambassadors from Indonesia, Korea, Saint Kitts and Nevis, China, Czech 
Republic, Hong Kong, Thailand, Japan, and Taiwan to perform an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position which includes Taichi, drumming, Chine se/Indonesian song, Mazurka 
dancing, stories of the national flags, etc.  
   As the picture shows,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performance is held at Shang Shih 
Elementary School and draws the curiosity and interest for the young schoolchildren 
and their counterpart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such cross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have achieved a memorable note in their university studying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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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出國交換學生分享會 攝影與直播 

逢甲大學國際事務處舉辦了一場『出國交換學生分享會』，逢甲大學電視台

志工也前去協助進行 Facebook 直播以及現場全程錄影。 

活動中同學們分享了自己出國的經驗，並且以自身經驗鼓勵現場同學，一定

要積極爭取出國交換學習的機會，可以開闊自己的視野。 

全程錄影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WdYF8Ggits6f9ONk_FmWrTSBLT0uhRC 

 

 

 

 

 
在第九國際會議廳舉辦的出國交互換學生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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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學生專訪 

通識教育中心帶領同學申請教育部國際體驗計畫，讓同學規畫屬於自己的一

趟出國旅行，並且執行公益目的的志願服務活動。 

採訪了十多組同學，各有特色！出國淨灘的同學，結合系上專業，不僅身體

力行，也在當地推廣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的環保觀念。去泰國照顧受虐大象的同

學，不僅充滿愛心，也勇於體驗不同的生活。去柬埔寨服務的同學，觀察當地的

孩童生活，並分享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景象。 

每組同學的分享都相當精彩，同學大多也表示，英語能力不足的部分，回台

灣後會努力加強，這些訪談將會陸續製作成影片上架。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WdYF8GgittJCeiIdHS0AuIrba1Je197 
 

 

 

 

 

 
專訪每一組出出國執行公益活動的同學們 

回首頁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WdYF8GgittJCeiIdHS0AuIrba1Je197


逢甲通識通訊(第 21 期)2018/6/1  61 

 

 

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期末影片創作發表會 

電視台志工隊每學期都會舉辦創作影片成果發表會，志工們利用一學期的時

間規劃一個創作劇本，並組成團隊進行拍攝、後製，同時也擔綱劇中演員，藉由

團隊合作中，培養彼此的情感以及更專業的影音製作能力。 

發表會不僅校內同學出席，許多師長及貴賓也都前來參加，連畢業多年的校

友也一起回母校共襄盛舉，讓電視台志工隊的成果發表會精彩熱鬧。 

 

 

 

 
電視台成果發表會的盛況與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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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電視台 – 教育訓練提升影音製作能力 

電視台志工隊近期舉辦了「導播機教學」與「TVBS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活

動」兩門課程。導播機課程，教大家認識多機導播作業的基本知識以及相關線材

認識。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活動則是與 TVBS 信望愛基金會合作，學習「建設性新

聞學」的製作要領：1.具有建設性的新聞報導、2.除了對於整體事件脈絡的真實

完整陳述外，重要的是必須分析其核心問題，找尋合適的解決方案，對未來的重

大決策，提供啟發式觀點、3.同時著重正反面平衡報導，避免過度渲染負面資訊、

4.不可使用單一眼光，需要透過雙眼來看待事件。 

 

 
「導播機教學」課程 

 

TVBS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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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走出校外的服務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逢甲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Foreign Language Center 

Volunteer, 簡稱 FLCV)有一個全新的開端，由外語教學中心施惠家老師與逢甲夜

市管委會吳浚銘總幹事帶領外語志工們踏出校園，面對面與這個世界接觸，一同

開創外語教學中心全新的導覽項目「逢甲夜市外語導覽」，帶來前所未有的合作

與經驗。 

    為了讓外語導覽可以有效率地進行，由吳浚銘總幹事針對夜市店家歷史與

資訊，還有施惠家老師提供的相關英語導覽課程，培訓近20名志工，並且在逢甲

夜市導覽開跑前一周進行一對一驗收。藉此機會提升學生在適應在日常生活中

面對不同口音的能力，以開闊的心面對國際化趨勢，學習如何應用語言能力介紹

台灣飲食文化，也可以做好國民外交。 

    逢甲夜市外語導覽的目的是增加當地學生對觀光夜市的國際性與認知度，

讓更多外國觀光客認識逢甲商圈，並且透過志工們介紹，讓觀光客體驗了解台灣

觀光夜市的不同之處；另一方面，透過志工的協助，拉近逢甲夜市對觀光客的親

和力並加附近店家的客流量。 

   本活動不僅協助逢甲夜市打造友善觀光環境，更希冀能藉此提升逢甲學生對

於學校所在社區之認同感與歸屬感。本學期之「逢甲夜市外語導覽」預計進行至

六月九日為止，每週五、六晚上7至9點，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都會在逢甲大學校

門口駐點服務，歡迎各位逢甲人支持與推廣本活動。 

 

圖說：逢甲夜市導覽精彩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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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外語教學中心 2018 年廣泛閱讀學術研討會 

 

閱讀常被視為語言教學中重要的一環，而廣泛閱讀則是推動閱讀的必要手

法之一。  今年五月四日，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舉辦了第四屆廣泛閱讀研討會。 

這次大會的主題是「探索文化的交叉點」，每個講習都以探索如何藉由廣泛閱讀

提升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知。 本活動也再次與台灣廣泛閱讀協會共同協辦，並

邀請各地的語言教育學者、研究生、行政人員等將近 100 多位前來參加。 

  這次大會特別邀請到兩位長期在日本推廣廣泛閱讀的專家:Dr. Tom Robb 與

Paul Goldberg。Dr. Robb 是日本京都產業大學榮譽教授，也是廣泛閱讀(Extensive 

Reading)協會主席，他以著重於”探討實施廣泛閱讀對語言學習的優點及挑戰”揭

開本活動序幕。而 Xreading 總裁 Paul Goldberg 則分享 Xreading 對於廣泛閱讀的

優點。Xreading 是目前在日本被廣泛使用的線上閱讀平台之一。兩位演講者都提

到廣泛閱讀對發展語言均衡課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使用各項閱讀資源。另

外，研討會發表者還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黃柏源博士、牛津大學出版社 Mark 

Richard 參加，為本次研討會增添更多有趣的討論議題。 

    這次研討會由外語教學中心主任周惠那、唐西恩和麥科立老師共同主持，許

多中心教師也熱情到場參與。本活動旨在向老師介紹廣泛閱讀的方法，包含為何

和如何來推廣廣泛閱讀。每場發表會都有問答時間，這讓所有參加者都可以瞭解

如何有效運用閱讀平台，並透過討論方式讓國高中學校以及大專院校學者能夠

進一步將廣泛閱讀的活動納入語言課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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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2018 年廣泛閱讀研討會各講習、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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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 學生外系專業課程學習成果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學生 106-2 學期起已經選修各系專業課

程，挑戰獨自到全中文環境上課，例如國際貿易經營與導論、管理學、行銷管理、

普通物理、下世代產業發展概論等專業課程，為大二分流後的專業學習之路預先

暖身。期中考過後，學生很有自信地表示，期中考考得不錯，現在可以在班上用

全中文報告，老師幫助我們慢慢學習。這說明了 PMP 學生努力踏出的這一步，

是逢甲教學的一大步，是校院系多方合作共創新局的成果。 

 5 月 3 日班級活動時，由兩位導師王柏婷老師與王惠鈴老師共同表揚 106-1

學期本班成績表現優秀前四名之學生獎學金。來自蒙古的盧同學分享：「非常感

謝 PMP，剛來台灣時，我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現在已經可以說、可以寫了」。

國際生們同時也分享本學期在專業課程的學習情形。來自印尼的葉同學開心地

說：「一開始我上國貿課和管理學很緊張，因為老師上課都是中文，很怕學不好，

但因為 PMP、國貿導論和管理學的老師給我們很多的幫助，且台灣學生也都會幫

助我們，所以現在不害怕了，自己也用中文在班上報告，台灣學生很驚訝，也很

緊張，因為我進步得很快。」另外，土耳其的柯同學也表示：「電子系的課只有

我一個外國人，我很努力跟台灣學生一起學習，現在上課可以學習到很多。」 

周惠那主任提到，106 學年度本班有 8 國 29 名學生已經順利分流到專業科

系，準備好大二學習，各院系主任對於這群孩子的學業表現與學習態度有所疑慮

在所難免，因此我們將更積極主動的向系主任們證明，PMP 準備好了。 

國際生專業學習心得分享影片：https://goo.gl/ux8VMt 

  

https://goo.gl/ux8V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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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106-2 學期校內獎(助)學金頒獎暨專業學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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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大手牽小手-異國飲食文化交流活動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度「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外

籍生交流計畫」，透過媒合機制 106 年度第 2 學期起本校與衛道中學合作，藉

由與高中生跨文化交流互動，強化本班國際生中英文溝通能力，亦讓高中生認識

各國的文化，增加國際視野。 

107 年 5 月 18 日辦理第三場「當我們「餃」在一起，飲食文化交流」的活

動，本班共 3 國 5 位國際生至衛道中學烹飪教室現場教高中生製作自己國家的

料理，而衛道中學更安排老師來教國際生體驗包水餃活動。國際生們共準備了兩

道菜，第一道菜是泰國的打拋豬肉；第二道菜是印尼的雞蛋豆腐 tahu telur，由

國際生先示範並用中文解說給高中生看，最為特別的是印尼的料理製作了最具

傳統與常見的佐料，由花生米、蒜蓉與辣椒絞碎而成，且沾醬可配著雞蛋豆腐或

印尼蝦餅一同食用。而打拋豬肉也大受高中生歡迎，各各爭相著品嘗異國美食。 

示範完兩道菜後，由衛道中學教師教國際生與高中生如何包水餃，亦很貼心

知道有印尼的國際生，所以準備了非豬肉的餡料，亦機會教愈高中生印尼的飲食

文化。而所有的學生都是第一次包水餃，大家包的很用心，形狀也各式各樣，韓

國學生提到：「衛道中學很貼心，也太別準備泡菜口味」，印尼學生亦提到：「這

是他第一次包與品嘗水餃，不知道該如何將兩邊的皮黏起來，但覺得很方便也很

好吃」，趁著等水餃煮好的時間，衛道中學學生們嘗試做出剛才兩道異國料理，

國際生們亦到各組指導高中生如何準備、做菜順序及口味等，讓高中生能做出最

道地的泰國及印尼料理，最後更邀請國際生一同共桌吃飯。 

透過此次活動，讓本班國際生能與台灣高中生互動，亦體驗台灣的高中教育

文化外，更讓國際生體驗台灣水餃飲食文化，高中生提到：「原來泰國與印尼料

理作法很簡單，很喜歡吃打拋豬和印尼的醬料」，透過讓學生親自烹煮認識異國

飲食文化，讓本班國際生及衛道中學的同學們帶來各國間的飲食文化差異與火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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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國際生與衛道中學學生進行異國飲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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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反思國文教學學術研討會──文白之爭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107 年 5 月 25、26 日兩天在人言大樓分鹿演座

舉辦第三屆「建構／反思國文教學學術研討會──文白之爭」。此次研討會由國語

文教學中心主辦，並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臺

陽文史研究學會、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協辦。 

 本次研討會二場專題演講，第一天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陳昌明教

授，講題為〈文白爭什麼？──素養教學與課綱體制的省思〉，說明課綱審議制定

過程、語文與素養教學之間的關聯性。第二天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陳萬益教授，

講題為〈舊體制與新思維──我看「文白之爭」〉，從歷史的脈絡探討課綱爭議的

緣由，說明這世代的語文教學應該著重聽說讀寫的訓練，而非文言、白話的載體

問題。與會貴賓除本中心人員之外，尚包括逢甲大學邱創乾副校長、人文社會學

院王嵩山院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施懿琳教授、中華民國周夢蝶詩獎學會曾進

豐理事長與學界先進，參與者約 120 人，共同掌握語文教育知識脈動並進行深

度學術交流。 

 本次研討會共進行 8 個場次之論文發表，共計發表 24 篇學術論文，並邀請

許多學術界這方面的菁英，期盼透過此次學術研討會的交流與對話，共同討論國

語文教學的選文設計與語文素養培養的教學方法。與會來賓透過本次研討會的

討論，了解「文白」之間，並非只有意識形態的爭辯，而是有更高層次的討論空

間，如人文素養的涵化、閱讀教學的設計等，這些都是打破文、白二元對立的框

架。唯有如此，新世代的語文教育才得以有一個嶄新的詮釋論述空間。 

最後，主辦單位於閉幕儀式前，邀請逢甲大學榮譽教授李威熊教授、清華大

學榮譽教授陳萬益教授、道禾實驗教育機構創辦人曾國俊執行長、品學堂創辦人

黃國珍先生，進行「學術、文學、教育」三角座談會，透過學界、教育現場、文

學創作三方的對話，共同尋繹新世代語文閱讀素養教育的可能與方向。其中，品

學堂創辦人黃國珍指出，21 世紀的教育是將知識變成力量的能力，而非知識就

是力量。因此，未來的教育應該是閱讀理解和問問題的能力，培養多元敘事及解

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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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5-26日國語文教學中心於人言大樓積學堂主辦2018「第三屆建構／

反思國文教學學術研討會──文白之爭」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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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黃清雄前參事來訪本中心 
    外交部前參事黃清雄先生，5 月 1 日蒞校參訪，拜會前外交部同事並曾派駐

日本多年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就渠退休後十餘年間，研讀「馬關條約」後之

台灣歷史，雙方交換心得與看法。黃清雄先生出身淡江外國語文學系，精通英、

法、西語，是以外交官考試及格後，多次奉派駐中南美洲地區。大學時代巧與黃

煇慶老師胞兄黃煇達同窗好友，而黃煇達後來則任教淡江大學西班牙語學系，多

位學生通過公務考試後因任職外交部中南美司，故此淵源與黃老師在外交部內

熟識並往來頻繁。 

    黃清雄先生除對馬關條約後，丘逢甲、唐景崧等人發起臺灣民主國之歷史過

程知之甚詳外，更以廣角的學術考古人類學、考證歷史學以及國際關係學等，探

討解析「臺灣海國」和臺灣民族起源及發展脈絡等抱持深度考究興趣；甚擬藉助

各種方法，追溯臺灣民族各個時期所開創的海國文明事蹟。遂將十餘年來之研究

心得，於本年四月間彙編成「臺灣海國五千年對外關係史綱」上、下兩冊，特攜

來校贈送黃煇慶老師。並悉本中心黃老師目前也同時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義務協助編纂「中日和約檔案」，爰就日據時代臺灣之教育文化、經濟產業

發展等相關議題，廣泛討稐。 

    席間，適金融學院財金系四年級石皓若同學來訪黃煇慶老師，請益有關規劃

報考研究所及留日深造等事項，乃順而參與此「馬關條約」後的臺日關係歷史演

變的議題討論，交談甚歡。石同學表示，經此刻外討論，確已增進不少對日本歷

史與文化的認識。 

 
(左起)黃煇慶老師、黃清雄先生 

 
(左起)石皓若同學、黃清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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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夜間日語研習班繼續開課了 
繼本校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頃於4月13日(週五)開課後，本校上學期所

開設因寒假暫停之日語研習班，於5月2日(週三)晚間再度邀請本中心副教授黃

煇慶重啟開講。該日語研習班係源自本校 EMBA、行銷系及金融研究所等曾隨黃

煇慶老師赴日參加海外移地教學之部分團員，返國後認識到學習日本語文目前在國

際經貿商業競爭中的重要性，而主動請求黃老師義務開班授課者。於上(2017)年8

月中旬開課，本(2018)年1月底因寒假而暫停課。 

參加本班研習者包含本校統計系高前主任秀蘭，張美芬前教官，建築專業

學院組員任麗美，國貿系助理黃敏瑜等教職員以及國貿所廖珮君等研究生與

行銷系陳昕平、財金系石皓若同學等約二十名中、青兩代參加，努力研修之學

習精神，令人敬佩嘉許。大家因寒假別後多日，再次齊聚一堂，相互問候寒暄，

甚是熱鬧，宛如一個大家庭，顯現日本式經營般「溫情主義」的歡樂融融。其

中黃敏瑜助理小姐所撰寫之本校碩士論文《日本社外取締役制度之現況及對

我國公司治理之啟發》，經本中心黃老師推薦參加「臺日文化經濟協會」主辦

之2017年「獎勵大專院校日本研究論文比賽」，勇奪研究生組第一名，已於3

月24日在台北舉辦的頒獎大會上接受表揚，為校爭光。 

黃煇慶老師鑒於本班學員均研修基礎日語達半年以上，除繼續講解教科書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編著《ドコデモ日本語1》)的進度外，內容則再酌增

日本最新時事報導，帶領大家提升認識日本。首堂課即是選自「日本經濟新聞」

4月30日電子版的社論〈「平成」の終わりへの課題〉(為終結平成時代所關聯

之課題)，略述日本明治維新以降的天皇事蹟，以及日本政府籌備因應當代平

成天皇將於明(西元2019、平成31)年4月30日退位，所衍生行政事務規劃的新

聞。學員均感新鮮，提升不少學習日語的興趣。 

課間，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也穿插介紹渠前任職外交部奉派駐日本期間的許

多公職經驗、生活趣聞，以及親身體驗日本語因關東、關西與琉球沖繩等地之

習俗不同，而產生表達方式相異情事。例如:大家耳熟的日語「歡迎光臨」，

在東京說「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到了關西地區的京阪神等地則為「おいでや

す」，而在琉球沖繩卻講「めんそぉれ」等等日本「標準語と関西弁」諸多「關

東關西大不同」的內容，引起陣陣好奇之聲，增添雙方教學互動的熱烈氣氛，

相約定下次再見繼續一起學習。 

 
下課後於教室合影(攝影:財金系四年石皓若同學)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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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行銷系高志杰校友返校拜會師長 

    本校留日商學院行銷學系 105(西元 2016)年畢業校友高志杰君，利用日本

黃金週假期回國探親，特於 5 月 2 日返校拜會商學院簡副院長士超及本中心副教

授黃煇慶等師長。另選修黃老師在行銷系開設「日本企業美文化及行銷」課程的統

計系四年級五十嵐友一同學，因親族在日生活，擬畢業後即赴日深造，而主動前

來與高校友洽談留日相關事項。 

    高志杰校友曾於在學四年級時，申獲前往日本東京與本校日本姊妹校之大

東文化大學交換留學生半年，感收穫甚多，對學習日語及探索日本經濟商業活動

抱持高度興趣。故服兵役後於本年四月再度負笈日本，目前暫先在日本語學校就

讀。此次返國，順訪本中心黃老師，就未來與報考大學院(研究所)有關之申請、

考試以及撰寫日文研究計畫書，甚至畢業後在日就職須注意事項等方面請益。 

    日前，黃老師即已推薦並請求在日朋友給予高志杰校友就近關照並提供相

關生活支援。此次來訪見面，黃老師爰相應提供留日深造、修學旅遊、起居生活

等多方經驗，以及將來如何掌握求職就業等入門關鍵，在座高校友、五十嵐同學

的細心聽講與黃老師無私的傾囊相授，雙方交談甚歡，可謂一場難得的「師徒」

秘笈座談。 

    本中心黃老師同時告知高校友，本年六月三日將再度率本校金融學院碩博

班課程研究生一行，前往日本東京研修五天。邀請高志杰及刻在東京留學或就業

之行銷系陳冠宇及會計系劉奇軒等校友，於抵達當日晚餐敘，以加強聯絡校友感

情，並期交換心得經驗，藉資彼此提升認識日本。高校友感謝黃老師邀請，欣然

接受，並表俟返回日本後即聯繫相關校友，盼能一起出席此難得的聚會。 

 
(左)高志杰校友、(右)黃煇慶老師 

 
(左)五十嵐友一同學、(右)高志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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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校友訪沖繩事務所及琉球台灣商工會 

    經營設址於臺中市南屯區的歐漾國際公司，總理理楊智斌乃本校經管院

EMBA 校友，領導員工積極研發、創新，產品暢銷海內外。為配合政府推行「新

南向政策」，並結合日本在醫療藥劑與化妝品等生技領先技術，擬規劃前往距離

臺灣最近的琉球沖繩地區投資設廠，以期擴展企業經營版圖。經「逢甲人月刊」

副總編輯、前 EMBA 校友聯誼會幹事張國鈜校友引薦，來訪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

請益。 

    黃老師因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代表多年，與當地政、經、

財、學、僑等各界熟稔。乃安排偕同楊智斌、張國鈜兩位 EMBA 校友於 5 月 10

日往訪日本「沖繩縣政府台北事務所」，先期探詢了解琉球沖繩地區的經濟貿易

投資環境。該事務所吉永亮太所長及秘書江怡欣女士親自接待，並就日本政府在

沖繩縣設置經濟特區的地理位置，利用日本與東協各國自由貿易協定所享受關

稅優惠待遇以及國際商務環境優勢等詳做說明，使楊校友總經理對投資沖繩經

濟特區，以作為該公司國際策略製造商品據點有更深層了解。 

    隨後，黃煇慶再邀約恰返台的旅琉台灣商工會吳啟源會長以及曾率團蒞校

參訪並進行日本茶道、和服表演文化藝術交流的該商工會幹事長大林千乃女士

與前上智大學教師堀讓(Hori,Yuzuru)先生等僑領友人洽談，請益有關我國人前往

琉球沖繩地區投資設廠之相關實務事項。皆獲吳會長、大林幹事長等充分回答及

寶貴經驗。楊智斌校友甚覺此行北上拜會收穫豐碩，對將來籌畫赴日跨國投資很

當有助益，感謝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及張國鈜校友的協助支援。 

 
(圖說左起) 張國鈜副總編輯、黃煇慶老

師、吉永亮太所長、楊智斌總經理、江怡

欣秘書(右一) 

 
(左起)張國鈜副總編輯、楊智斌總經理、

堀讓先生，黃煇慶老師、大林千乃女士、

吳啟源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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