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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學生本位學習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為什麼要做教學改革呢？不是教的好好的、過去也是這樣教的，改革會比較

好嗎？對大多數大學教授而言，專業是我們安心的領域，教學並不是。拿到博士

學位後在大學任教，但是，我們並沒有受過教學的專業訓練，因此，往往是拿自

己學習經驗來想像要如何教學。 

只是，學生不一樣了，我們期待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也期得學生像我們一樣

認真，卻不知道大部份學生的學習歷程和我們不一樣。李秉乾校長特別告訴大家，

學生學習有兩種類型，可以區分為學術型的Susan，以及實務型的Robert，希望讓

大家意識到我們雖然是Susan，但卻不知道大部份學生是Robert，往往用教Susan

的方法教Robert，結果老師很痛苦，學生更痛苦。 

以下，節譯John Biggs, 1999, “What the Student: Teaching for Enhanced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18(1): 57-75, 頁57-59. 可以見出認識兩

種不同類型學生學習模式的重要性。 

* * * 
蘇珊專注在學業上；她很聰明，對學習感到興趣，並想學好。她有明確的學

術和生涯規劃，學到的東西對她而言都很重要。學習時，她是以“學術”的方式來

學習。參加講座時她已準備好足夠的背景知識及想要回答的問題。在講座中，她

找到了相關問題的答案，這些都構成了她正在建構的特定知識體系的拱心石。她

反思所學習知識對個人的意義。像蘇珊這樣的學生(圖 1 中的實線)實際上是自學

的；他們幾乎不需要教師的協助。蘇珊學習的方式是深度學習，這與她的個性特

徵有關。 

與蘇珊相反的是羅伯特。他在大學時沒有對特定科目產生好奇心，也沒有對

某一專業有雄心壯志，他讀大學只是為了獲得工作資格。甚至這個專業也不是他

第一選擇。他比蘇珊投入學習要少很多，在相關的知識背景也有所欠缺；在講堂

中沒有什麼要問的問題，只求能及格。雖然羅伯特在課堂聽到的內容與蘇珊一模

一樣，聽到的一樣的話，但卻沒能將這些內容發展成拱心石，沒有看到關鍵意義，

只是他講義中記錄下另一塊磚頭。他認為如果能夠記錄足夠多的這種磚塊，並記

得相關的提問，就能通過考試。羅伯特(圖 1 中的虛線)只採取表面方法學習。 

「羅伯特」和「蘇珊」並不指特定的人，而代表不同的學習方式。教學挑戰

目標是改變學生平時的學習方式，而不是將學生視為阻礙教學的障礙。 

像羅伯特這樣的學生在當前的課堂中的比例可能比 20 年前的要高。如果要

讓他們達到其他同學自發地學習成效相同的水準，他們需要更多協助。說羅伯特

“沒有動機”可能是事實，但無濟於事。真正意義是他無法用對蘇珊有效的方式學

習。作為教師我們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讓羅伯特以蘇珊的方式學習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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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是基於 Biggs(1999)大量研究和觀察總結的結果，可以見出教學方法可

以刺激不同學術取向學生的學習相關活動，並影響學生學習投入程度。 

 

不論教師教學方式，“學術”學生通常會在其專業學科中採取深入的學習方法，

而“非學術”學生只有在最喜好的教學條件下才能採取深入的方法。因此，在“被

動式”教學方法的 A 點，蘇珊和羅伯特在參與程度上有著很大差距。如果我們看

圖 1 的縱坐標(學生的參與程度)，我們看到蘇珊在關注、應用、理論化，而羅伯

特正在記憶及做筆記。但在“主動式”教學的 B 點，蘇珊和羅伯特之間的差距縮小

了，都能使用更高層次的學習活動。基於問題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是主動式教學的一個例子，因為它要求羅伯特去質疑、思辨並產生解決方案，使

用蘇珊自發運用的高階認知活動。教學至少在認知投入活動上可以縮減兩者之

間的差距。 

對於學生可以做什麼來說，諸多內在限制可能超出了教師可以掌控的範圍，

但是，在與學習有關的面向卻正是教師可以控制的。好的教學就是善加利用就是

這些方法，讓大多數學生能使用更多“學術”性格學生自發使用的更高階認知的過

程。好的教學縮小了兩者間的差距。對教師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透過教

學讓學生採取這種學習方式的機會極大化。 

* * * * 
兩年前在商學院選修「社會學」課堂上問同學，「從小到大，有什麼記憶深

刻且感到快樂的學習經驗。」 

結果，全班只有不到 1/3 的同學曾經在學習中有過快樂的經驗。大部份是

課外的社團活動，包括學習才藝。有位同學彈鋼琴很快樂，但表示小時學鋼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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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要求的並不快樂，一段時間沒有彈，等到上大學後回家看到鋼琴再彈後才發

現彈鋼琴真的很快樂。有位同學印象最深刻是高中生物課，老師說要看的細胞壁

在顯微鏡下很難看到，結果全班只有她們那組看到，到現在想到還很快樂。又有

位同學表示，有次報告準備很久，但一直認為一定報告不好，沒想到練習很多次

後，報告相當順利，也得到老師的肯定與誇獎。簡單說來，絕大部份同學是無法

在課堂學習中得到任何快樂的，但只要付出得到肯定，就很快樂。 

這麼簡單的滿足卻很難達成，我們的教育真的有問題。一個星期後的課程，

第二堂下課有位同學來找我，表示上節課因為拍畢業照晚進來，怕被點名，我告

訴他沒點名，不要擔心。他說，這學期他每節課都到，怕上節課被點名。我真的

有點嚇到了，因為上星期有 2/3 的學生表示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任何的學習是喜

悅的，我還特別點這位同學，他斬釘截鐵地表示真的從來沒有學習的喜悅。但是，

他還居然不缺席任何課程，天呀! 我們的教育制度訓練出對所有事情都沒有興趣

的學生，會翹課的被老師批評，不敢翹課的痛苦萬分。 

這學期通識「卓越領導力」課程中，我又問了同樣問題。一樣只有 1/3 同學

曾有喜悅經驗。大部份都是社團負責人、運動選手代表、樂器比賽，只有一位建

築系同學表示建築設計很用心被老師誇獎，另一位到國外遊學，被外國老師誇獎。

全班只有兩位是因為課程被誇獎而喜悅(其中還有一位是被外國老師)，比例低到

令人訝異! 而我們同學居然可以忍耐十幾年沒有抱怨。 

如果無法從小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沒辦法讓學生在學習時感到喜悅，這

樣的教育制度還有什麼意義？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又怎麼可能成功？ 

兩年前賴鼎銘兄指出，有幾位教授慨嘆現在學生很難教，翹課的翹課、划手

機的划手機、吃早餐的吃早餐，都很想早點退休。但是，這真的只是學生的問題

嗎？學生只是不願意再忍受，用最真實的態度面對你。世界已經改變，學習為何

還必須像傳統的模式？如果只是抱持著自我良好的感覺，終將如溫水煮青蛙，意

識到問題時已經來不及了。我在〈與我逢甲通識同仁共勉之〉 就指出：「網路已

經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模式，老師當然也要改變教學方式，才不致被時代淘汰，這

件事情非做不可。」 

老師很盡責地假裝在教，學生很認真的假裝在學，如果我們還天真地認為

教育制度可以如此持續下去(至少等到我們退休)，那我們真的是穿著華麗的國王

新衣，大家一起痛苦地假裝在享受那歡樂 PARTY! 最好，那場夢永遠不要醒來! 

只有認清絕大部份同學都是 Robert，並協助老師調整教學，發展出針對

Robert 有效的教學，才能讓「老師」這個職業重新恢復其光彩! 

* * * * 
面對少子化浪朝，大部份像是 Susan 的學生都被台成清交撈完了，其他學校

大部學生都是 Robert。教師期待得天下 Susan 而教之，但只能面對欠缺動機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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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熱情的 Robert。怎麼辦? 與其憤世疾俗，批評學生都不認真，不如檢討如何能

透過創新教學、主動式教學，帶動學生的熱情，讓 Robert 也能得到啟發，得到

學習樂趣。 

這點不容易，但是，不改變行嗎? 還有其他選擇嗎? 少子化是事實，馬上面

對的鉅變，我們能不準備好嗎? 目前國內大學大約還有 25 萬新生，但是，從 2020

年開始大幅縮減，到 2028 年將減少到 15.6 萬人(甚至還有許多不在台灣讀大學，

或是選擇不讀大學)，其影響不可謂不大，所有學校都將面臨革命性影響。 

 

大同大學校長何明果指出，民國 68 年入學新生最後一名是 PR 92.8 的學生，

而 105 年入學的新生最後一名是 PR 4.0 的學生，很難想像 2018 年的學生會是什

麼樣的情況。因此，如何善用資源、改進教學，不放棄每一個學生，以提昇教學

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是大家共同的責任。下圖為他在“預見 2030+的大同大學”

簡報(第三屆全國教育創新工作營, 2018/3/24 暨南大學)中的一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t8NetlXk621YUeYw_bGj6184ozvZMw8/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t8NetlXk621YUeYw_bGj6184ozvZMw8/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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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就讀自然組及社會組的人數分配不均。數理較弱的同學不太

敢讀自然組。如果按此比例，未來自然組學生只剩下 2,800名可能就讀私立大學，

這對理工科為主的私立大學將造成結構性地傷害。逢甲大工學院將首當其衝。從

這個數字看來，如果國立大學招生不同步縮減，不但大部份私立大學將倒閉，即

使招到學生，其背景與學習模式也都完全不同了。私立大學可能要有所有學生都

是 Robert 的心理準備。 

這並不意味社會組(包括人文、藝術、教育、社會科學、商學、管理學等)就

不會面臨問題。問題性質不同，但依舊難解決。 

即使能招到學生，如何教才是最大的挑戰。我們真的準備好面對整個班都是

Robert 的教學了嗎? 面對此世紀變局，逢甲大學更應及早研究，如何建立出能夠

培養 Robert 的創新教學模式，才能有效面對未來的挑戰。 

相較於歐美高等教學過去二十年的努力，台灣高等教育仍有許多改善空間。

我們不容易馬上超越，但至少可以學習別人好的經驗，藉此消化吸收，以利參考。

為此，我們特別透過教師成長社群，集眾人力量，一起研究創新教學不同模式，

大家一起學，放下身段，互相砥礪，最後編輯出《創意思考與實例演練》《透視

教學現場的魔法新創意》兩本創新、創意教學的參考。這雖然是初步的工作，但

也代表大家願意不停留在過去習慣的教學模式，研究如何改善自己的教學方法，

並參考不同教學模式,，以利尋求針對不同學生、不同情況較能適用的模式。這

就是好的開始了。 

這些改革，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更是為了年輕學子更為有效地學習，以發

揮他們的潛能! 我們責無旁貸!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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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跨領域設計學院成立 
 

2018 年 4 月 17 日，台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院成立，創客空間對外公開，

目前一樓已建制完成，地下室整建中，合併共有五百多坪寛廣空間，在信義計

畫區，能夠整理出這麼大的空間，提供師生進行跨領域學習，可以見出台北醫

學大學對未來的期許與企圖心。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應邀致辭，除了從過去擔任過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的經歷

到現在跨領域學院成立，見到北醫的動能外，更以成大 IR 研究發現，勉勵跨領

域學院未來應有的發展。他指出，成大透過對數萬名畢業生的追蹤調查，發現

只有有跨領域經驗的學生，畢業後的薪資會比一般學生高出大約 25%。藉此，

強調跨領域人才培養的重要，並期許學校要在院系專業訓練外，強化學生跨領

域實作的能力，才能讓學生面對未來的競爭力。 

空間設計相當有現代感，將本校人言創新中心及應諾創客社區的風格整合

在一些，兼具實用及體驗功能。吳明錡博士擔任執行長。 

 

  
成大副校長、北醫董事林從一教授致辭 跨領域設計學院成立 

  
各方朋友冠蓋雲集 與故宮合作的文創展示 



逢甲通識通訊(第 19 期)2018/5/1  8 

 

 

  
生醫與機器人 學生參與和故宮合作案 

  
Motion Capture體驗 VR示範體驗區 

  
展示區 討論小間 

情境體驗區讓學生能動手實作，體驗技術的應用。無論是AR, VR、機器人技

術的應用，3D列印、雷雕機、印模等不同設備，都能學生做出prototype。而可

借用的小間、彈性桌椅，都讓師生有可以互動的空間，增加跨領域合作、實作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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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廣空間 舒適宜人環境 

  
角落的運用 懶骨頭及休閒區 

  
討論座位 3D列印體驗區 

空間改造是手段，目的是改變學習模式。事實上，各不同學校早已在這波

改革中，轉換思維方式，將創客、跨領域學習融入未來大學發展的基本取向，

因而帶動了空間的改造。北醫這兩年的思索與跨校學習，將許多改革要素帶進

校園，成功地設立跨領域設計學院，即是這波改革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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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中華人民共和國李克強總理在 2015 年提出「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雙創)的號召，創新創業也成為重要政策方向，無論是眾創、眾包、眾

扶、眾籌等都成為協助青年發展的重點。其中創客空間更是基礎建設。 

福建陽光學院邀請本校馬彥彬老師擔任創新創業教育學院院長，推動新的

創業教育，在創客空間上也有類似安排。在馬院長奔走下，創客中心很快地就

揭牌開幕。 

  
陽光學院三創的創客中心 創新中心說明 

  
3D列印等設備及體驗區 大學生創新創業園區 

  
舒適寬敞空間 馬彥彬院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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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規則 

 
各區特性說明 

  
園區圖示 

 看來，這波創新、創意、創業教育，以及跨領域學習風潮，已經逐漸成為

各校共同發展的趨勢。逢甲過去在空間改造上的創新，未來更要落實在內容的

創新，以及跨領域的整合，才能有效推動創新教育。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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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藝文活動【瘋琴萬種】 音樂會 

    04月25日(星期二)，手風琴與小提琴大提琴的聲音萬花筒，讓瘋琴的音符帶

領觀眾體驗各種音樂style的混搭。從巴哈到海頓，巴洛克到探戈，跳躍到爵士和

Funk等風格的樂曲。誰說古典音樂只有一種面相，在此場音樂會中，演奏家將風

格混搭，為音樂瘋狂！  

本場音樂會由大提琴家呂超倫、手風琴演奏家Primoz Parovel、小提琴家蔡明

儀帶大家透過琴音瘋狂整晚。在音樂會當中呂超倫先生除了進行了現場的曲解

說明，和觀眾創造非常多的互動外，更帶來了許多精彩曲目，如：現代探戈之父

皮耶左拉的「 自由探戈」、「無言之舞」和「鯊魚」，以及西洋流行樂曲的串燒，

像是大家耳熟能詳bruno mars的uptown funk也被收錄在其中，讓人發現，古典樂

器和流行音樂的碰撞後，也能很活潑有趣。 

此外，這次的音樂會有近20名的教職員，呼朋引伴、攜家帶眷的來到現場，

一起欣賞這場古典和現代交織的瘋狂音樂饗宴。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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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藝文活動 

【國際音樂會】Alessandro Tricomi與愛爾蘭的重奏之夜 
     音樂是跨語言的溝通，更是心靈交流的橋樑，如果說音樂代表著個性，那民謠就

是最直接呈現當地風俗民情的方法。不同地方會有不同的風味，愛爾蘭的民謠親近自

然、蘇格蘭的民謠鼓舞士氣，而拉丁舞曲則呈現了熱情浪漫的感情流動。一場音樂會，

敬邀您一起用靈魂深入了解異國風情，來趟世界之旅。 
    本學期 05/14(一)晚間 7:00 在本校人言大樓啟垣廳舉辦「Alessandro Tricomi
與愛爾蘭的重奏之夜」音樂會，本場音樂會由從世界頂尖職業演奏家名校
「Chigiana」出身的義籍鋼琴演奏家 Alessandro Tricomi，在熱邀之下來台首演，
並將與德、西籍小提琴演奏家 D. T. Karl，俄籍長笛演奏家 V. Novikov，鋼琴家顏
家寶，在百花盛開之季，獻給觀眾世界名曲之夜，乘著大自然愛爾蘭風，進入挪
威群山之歌，以拉丁悠美、風趣、熱情之舞、引領觀眾進入音樂會的高潮。 
    將帶來最貼近自然的「Rights of Man」及「the Humours of Westport」等愛爾
蘭民謠；「流浪牛仔之舞」、「安東尼．卡洛．裘賓：搖擺」等熱情的拉丁舞曲。敬
邀全校師生共同參與本次盛會，透過音樂會，探索音樂與影像帶來的心靈饗宴。 
*敬邀師長欣賞本音樂會，請洽通識中心陳麗如小姐(分機 2139)，先行保留座位。 

【Alessandro Tricomi 與愛爾蘭的重奏之夜】 

演出日期：2018 年 5 月 14 日 

演出時間：晚上 7:00-9:00 (請於 6:30 入場) 

演出地點：逢甲大學人言 B1 啟垣廳 

演出曲目： 
1. SCOTLAND THE BRAVE 蘇格蘭勇士 
2. 愛爾蘭民謠：Rights of Man   
3. 愛爾蘭民謠：The Humours of Westport     
4. Ny Kirree fo Niaghtey 雪地中的綿羊    
5. Bartok : Roumanian Folk Dances  

巴爾托克：羅馬尼亞民族舞曲    
6. Paul-Agricole Génin: Carnaval De Venise Op. 

14 for flute and piano  
吉尼：威尼斯狂歡節，作品 14 

7. Muiñera : Ponte de San Paio (Galicia, Spain)  
8. Pasadobre Popular (Galicia, Spain)    
9. Isaac Albéniz: Suite Española, Op. 47, No. 3 

Sevilla 阿爾班尼士：塞維雅 選自 西班牙
組曲 作品 47 

10. Ginastera：Danza del Gaucho Matrero 金納
史特拉：流浪牛仔之舞 

11. 11.E. Grieg: Norwegian Dances, Op. 35 for 
four hands 葛利格：挪威舞曲，作品 35 

12. Dvorak / Kreisler : Slavonic Dance No.1 in G 
minor Op. 46 德弗札克（克萊斯勒改篇）
斯拉夫舞曲作品 46，第一號    

13. J. Vejvoda：Škoda lásky - Rosamunde 
14. Johann Strauss Jr - Waltz medley 

約翰.．史特勞斯：圓舞曲組曲  
15. Vittorio Monti：Csárdás 

蒙堤：查爾達斯舞曲        
16. Antonio Carlos Jobim - Wave 1967 

安東尼．卡洛．裘賓：搖擺 
17. Pablo de Sarasate - Danza Española Jota 

Navarra Op.22 No.2  
薩拉沙泰：納瓦拉難塔舞曲 選自西班牙
舞曲 作品 22 

18. The Mexican Hat Dance 20.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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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國際鋼琴大師 Alessandro Tricomi ： 

Ottava Nota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及指揮 

小提琴家 Daniel Tomàs Karl： 

高雄市交響樂團代理首席小提琴演奏

家 

 

 

俄國長笛演奏家Vadim Novikov： 

Performer and Flute Instructor長笛演奏家 

鋼琴家-顏家寶 (Chia-Po Yen) 

Latino 室內樂團專屬鋼琴家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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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2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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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一) 
13:10-15:00 

黃朧逸 

《三千年的回眸》──談東方簧管樂器：笙的千年流變 
1.笙的名稱與歷史。 
2.笙的構造及表現力。 
3.笙的現狀。 
4.笙的各種表演形式。 

4/23 (一) 
15:10-17:00 

黃朧逸 

《笙情款款》──談笙在世界音樂中的獨特性 
1.笙的源流。 
2.笙管樂器的特色及獨特性。 
3.亞洲簧類樂器的種類及發展。 
4.世界簧類樂器的各式組合及藝術呈現。 

4/27 (五) 
10:10-12:00 

鄭 齊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預約十年後的自己 
1.認清自我，慎定目標。 
2.勤能補拙，穩步向前。 
3.愛情親情，同步經營。 
4.洞燭機先，掌握機運。 

4/30 (一) 
18:10-20:00 

談欽彰 

心誠則靈──一炷心香達上蒼 
1.107 年台灣宗教慶典盛會概況。 
2.如何拜拜？ 
3.神與鬼。 

5/7 (一) 
10:10-12:00 

周璧蘭 

讓心中的女孩走出來 
世俗通常謂之約定成俗，以凡人的限制來說，容易以大
多數人所知所見為真理，非主流的人群相對上便成為被
歧視的弱勢，他們甚至連在科學研究裡都被邊緣化，知
識上往往對他們《視而不見》，唯有先進的人權與生命教
育覺察這個缺憾，而試圖盡量彌補。 

5/9 (三) 
12:10-14:00 

羅頌恩 

藝術的觀賞之道：抽象藝術之後的時代 
雖說藝術始於古老的史前時代，但今日熟悉的藝術則是
從文藝復興開始，並成為菁英文化的知識活動，且在十
九世紀時激起了抽象藝術！因此，這個時代的藝術觀看
並非單一恆定，而是帶有許多相異的時代特性。在此前
提之下，「藝術的觀賞之道 II」將以抽象藝術為主軸，從
作品的不明辨性屬性裡，談論藝術觀賞之於生活的價值
所在。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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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三) 
15:10-17:00 

陳睿穎 

不用心態炸裂的追愛密技 4-3──爛梗會被翻白眼 
還在用網路撩妹技巧？你真的覺得這對女生有用？還是
男生的自己自嗨，告訴你愛情各種階段中該做的事，別
再傻傻追！ 

5/11 (五) 
12:10-14:00 

林建鞍 

徒步環島 34 天讓自己不一樣 
從一年至半年的準備，出發前心情既害怕又興奮，害怕
自己無法走完，興奮迎接自己覺得不可能的大挑戰。一
個禮拜的適應期，腳的肌肉不適應水腫等等問題接踵而
來，心態的挑整如何面對。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玩到最
後甚至不想回家。回到家看到家人的迎接還是忍不住感
動的落淚。 

5/11 (五) 
15:10-17:00 

徐培峯 

尋找血鑽石──獅子山共和國紀錄片實錄 
獅子山共和國，一個經歷十一年內戰的西非國家，曾經
被譽為非洲的雅典，因為西非第一學府座落於此，然而
因為戰亂、天然資源爭奪，還有致命的伊波拉病毒肆虐，
一次次打擊這個國家，而真正的鑽石-小孩與青少年們，
對未來看不到希望，應該閃亮的未來卻只能蓋上一層陰
影...  

5/14 (一) 
15:10-17:00 

林木春 

自我展現──脫穎而出的面試攻略 
1.兩分鐘介紹自己。 
2.口試與筆試的差異。 
3.有效的溝通要素。 
4.態度決定高度：熱忱是態度的最高境界。 
5.有氧傾聽與找對話題拉近距離。 
6.常見口試題。 

5/14 (一) 
18:10-20:00 

謝爾庭 

為新竹寫一本城市指南——《貢丸湯》雜誌的在地經驗 
近年來，各地都出現從事在地書寫的獨立刊物。《貢丸湯》
主編謝爾庭，將從見域工作室在新竹的地方書寫經驗，
聊聊獨立雜誌的興起，編輯過程的酸甜苦辣，以及工作
室的策展行動，如何開啟另一種介入城市的方法。 

5/15 (二) 
12:10-14:00 

張致文 

AI 結合動畫特效+高速計算=？ 
在數位文創發展上，電腦算圖、人工智慧及算圖農場為
三大關鍵技術，也是發展數位文創的主要資金與技術門
檻。相較於國際現況，國內目前處於 CGI 自主技術性偏
低（含產業級動畫軟體運用能力及軟體開發技術）、AI 關
鍵技術掌握少及算圖農場產能規模小的情境，因此，最
相關的電腦動畫、數位影音市場，雖每年在成長，但台灣
主要以代工為主，難以發展自製，因而錯失大好市場商
機。在 CGI 結合 AI 中的特效技術發展尤為重要，國內外
軟體業者爭相發展”逼真”且”快速”的商品。本場演講將說
明動畫特效加上高速計算可產生的巨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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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型升等經驗分享座談會 
     

本校研發處與通識教育中心為宣導教育部所提教師多元升等模式，特於 4月

20 日於外語教學中心舉辦「教學研究型升等經驗分享座談會」，會中邀請五位校

外以教學升等的學者，分別為國語文專長的莊文福教授、英語專長的丁珮珊教授、

通識專長的陳偉之教授、日文專長的平澤佳代教授及體育專長的周建智教授與

本中心同仁一同分享其準備教學升等的經驗。教授們以幽默風趣的方式，向同仁

們說明自己如何被學校推薦為教學升等名單的過程，以及與同仁們分享，教學研

究升等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證明學生在經過創新課程

教學後，能夠展現不一樣的表現；此外，講者們也與老師分享資料蒐集的過程，

正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老師們與學生的互動往來、課堂表現都是值得紀

錄佐證教學成效的部分。會議中的 Q&A 時間，校內與會師長皆把握機會提問，

而講者們也都一一回答師長面對教學升等準備時，所遇到的疑問。本次的座談會

除感謝外語教學中心周惠那主任擔任主持外，也感謝本校研發處代表同仁的出

席參與，即時答覆師長們對於教學研究升等的疑惑，最後要感謝通識教育中心對

於教學研究升等的支持，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師長們就會透過教學研究升等途徑，

順利升等成功!  

 
研發處與通識教育中心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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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校外學者的教學升等經驗分享 

 
校內師長提問時間 

 
座談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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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可能，這就是 PMP-華語學習成果  

本專班第一屆共 29 名國際生，分屬印尼、泰國、越南、韓國、蒙古、土耳其、俄

羅斯、帛琉等 8 個國家，其中多數學生的華語程度從零開始，也不清楚自己想唸什麼

系。來到 PMP 經過語言學習、專業探索、文化洗禮三大目標的浸潤式課程規劃，短短

3 個多月，學生從不會中文，到可以用中文主持和解說學習成果展。今年 2 月起，學

生開始選修一般學系的全中文專業課程，4 月份完成學系分流後，在各院系的協助下，

讓學生在各學系的學習無縫接軌，在在證明只要啟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就會看見

奇蹟。 

本專班浸潤式語言課程每週 20 小時，分別由通識教育中心、外語教學中心、國語

文教學中心及華語教學中心等教師授課，加上助教及 TA 協助課輔與加強演練，針對華

語聽、說、讀、寫四大能力規劃課程目標，上學期訓練聽、說能力，下學期訓練讀、

寫能力。學生表示：PMP 的華語學習課很有趣，老師出的作業非常實用，例如：中文

自我介紹影片、演唱中文歌曲、中文量詞桌遊、中文介紹我的國家、台灣農村與文創

體驗、用毛筆寫春聯、中文演說比賽、中文自傳寫作等，上課的互動很好，雖然是混

級上課，但學習效果很顯著。 

本專班導師王惠鈴老師表示：PMP 的華語課是全國首創嘗試以混級、浸潤式教學

的大挑戰，原本不被看好，但周惠那主任與系上為學生提供 24 小時行政系統的支持，

雙導師制、授課老師群、TA 們共同組成教學協力團隊，進行密集式教學討論，因而成

就了今天的學習成果，對照他們去年 9 月剛入學時一句華語都聽不懂的樣子，這個成

果堪稱奇蹟。 

  
老師獨家研發的中文量詞完全攻略(台灣

美食篇)桌遊讓國際生學習 
國際生體驗一日農夫，親自體驗下田收割 

  
學生書寫台灣和各個國家的禁忌事項，並

互相用中文解說 

課堂上設計了 kahoot!搶答題型，來評量

學生學習成效，活絡課室學習氣氛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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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外語 543-練膽大挑戰，開口說外語 
 

  106 學年第一學期開始，外語教學中心為了讓學生能夠大膽的說外語，開設

了語言角。其活動的特色是鼓勵學生無畏懼地用外語表達自身想法，藉由主題不

設限的對話之下，老師與學生間的互動彷彿是朋友，不受太多的拘束，反而輕鬆

自在的應對。中心會盡力地為學生提供舒適的教學環境且透過兩個多月語言角

的活動參與，能夠大大提昇說外語的膽量。 

  活動執行方面，語言角秉持著比 7-11 更靠近你的精神，因此規劃 11 位老師

分別在校園角落，包括商學院 8F-太學廳、忠勤樓 B02、人言大樓 B105、B101、

外語中心及福星男宿 B1，每週四天，每天 3-4 個時段，進行語言練膽對話，依

活動時間及地點，學生可選擇適合的場次參與活動，而為了瞭解學生學習狀況，

活動結束後，要求學生立即填寫問卷，以提供本中心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與回饋。 

  問卷中，學生提到有外語表達瓶頸的原因出自於很少有機會開口練習、字彙

量不足及擔心發音不標準等，而回覆問卷學生的人數裡，有 90%的學生希望從活

動當中，能夠增加口說能力，剛好，語言角就是針對學生們的需求而存在，讓學

生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口說外語，提升口說能力。 

  未來，本中心亦規劃以課後輔導方式開設第二外語角，讓同學不用擔心基礎

沒打好且順利的銜接二外進階課程，日後，讓學生遇見外國人士時，可以很帥氣

地說: I can speak! 

 

語言角活動老師與學生互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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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人生面面觀」捕捉影片呈現的瞬間 
     

在看影片時往往我們能被一個畫面所吸引、震懾，通識專題「影像製作實務」

課程，李建成老師于 04 月 10 日邀請專業演員及戲劇表演老師吳柔萱老師，教

導同學用自己的身體去感受、以及搭配其他同學的合作，在一期一會的瞬間體驗

畫面的呈現。老師在講演中帶領同學實際操作，首先給一個主題讓同學們用眼睛

去觀察彼此間的搭配，並思考畫面的呈現。再來嘗試讓同學自訂主題想像一張照

片的畫面，用一張桌子、兩椅子和組員的簡單搭配，創意想像出畫面以及背後的

故事，體驗如何捕捉影片呈現的瞬間，並用這瞬間的展現訴說故事。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19 期)2018/5/1  23 

 

 

大開劇團驚喜講演「演員的寫實劇場人生」 
     

4 月 11 日通識專題課程「美好時光社群聚場」的課程中李舒亭老師安排了

一個驚喜的課程，由大開劇團的團員群們帶來一場講演，由團員陳繪安老師主講，

透過自身的經驗，以及大開劇團的發展簡介，讓同學理解到演出的感染力。講演

期間因了解到課程同學來自於各個不同的系院，因此特別介紹每位團員也是來

自不同的背景，啟發同學們對劇場的想像和跨領域的交流學習。陳老師也與劇團

團員們一同帶領同學們實際操作，透過肢體動作體驗聚場表演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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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專案軟體一試就會工作坊」 

    由林忠勳老師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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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門課程，為增強同學們執行專案的能力，於 4 月 13 日晚間特別邀

請象水廣告行銷事業有限公司專案企劃張家倫老師開設專案軟體應用的工作坊，

讓兩門課程的同學可以一同參加，透過四小時的工作坊，教導如何快速上手、使

用業界最常使用的 Project 專案軟體，已期同學們之後在進行專案時程及效益控

管上能有更方便更容易運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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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品酒的技巧與方法 
     

通識選修課程「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授課教師：彭瑞芝）」特邀請到侍酒經驗豐

富並獲得維也納侍酒師協會騎士勳章的洪昌維老師到課堂為同學上中、英各兩場演講，

課程講述關於酒類的知識、品酒的目的、品酒標準的制定以及品酒的方法，課程中也

有準備白酒與紅酒讓同學們實際體驗如何開瓶以及如何品酒，整個演講過程相當豐富

有趣與同學們之間互動熱絡，豐富品酒等生活經驗。 

 

 

 

 

We invited Mr. John Hong who had lots of 
experience in tasting wine and got the Knight's Medal 
certified by Vienna Sommelier Association to had a 
speech in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and professional image 
lesson.  

The speech talked about the knowledge of wine, 
objective of wine tasting, setting standards for wine 
tasting and wine tasting methods. There were 4 bottles 
of wine for students to taste and also taught we how to 
open the wine bottle. It was interesting in the whole 
speech and can learned a lot.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19 期)2018/5/1  26 

 

 

一品味一態度-雨林咖啡 吳子鈺 
【一品味一態度】的講座正式在創客書屋展開了! 而第一個月就是咖啡月-

品咖啡。很多人會喝咖啡，但卻未真正的去認識它，其實咖啡是很有態度的。從

咖啡的種類、產地、烘培程度到沖泡方式，種種的因素都會影響一杯咖啡的風味。

如果沒有去認識它，它就只是我們日常提神的飲料；而認識了它，品味就從生活

中展開了! 

這次邀請到了雨林咖啡的創辦人吳子鈺老師來帶我們認識咖啡豆。老師是

台灣第一個實地到第三世界咖啡農村實踐公平貿易的咖啡，更是把販賣咖啡所

得用於印尼熱帶雨林關懷的咖啡。 

開場就先從品嚐咖啡開始，用新鮮現磨的雨林咖啡咖啡豆，用手沖的方式，

讓書屋充滿著滿滿的咖啡香氣，帶大家進入咖啡的世界裡。老師從咖啡的基本知

識開始介紹起，拉起世界地圖，指出世界的主要咖啡產區就是在非洲，且最早有

喝的咖啡文化的從阿拉伯人開始喔~ 從歷史切入咖啡，被喚起了許多被遺忘的

歷史記憶。最重要的就是跟我們解析了市售咖啡的各種不同，包括假咖啡、美式

咖啡、義式咖啡等等，到認識咖啡豆的本質，讓我們試聞生豆及烘培過的豆子，

再比較水洗豆及日曬豆的不同，品味咖啡的不同香氣。也透過同學的問題和想法，

跟老師交流，老師也很熱情且不藏私地跟我們分享了好多知識及故事，讓我們認

識了咖啡這大千世界。許多同學也都很驚訝，原來好的咖啡，品味起來不是苦澀

味，而是多元豐富的果酸味及風味，完全顛覆對咖啡味覺印象的神奇之旅。 

這一場講座就是想要帶各位同學認識日常中咖啡的本質，而這只是個開端，

希望每位同學講座之後，是可以自己去選擇自己想要品嚐的咖啡，去品味每一杯

咖啡不同的，發現生活中的不平凡，去思考去品味去享受，品味從生活開始。 

  
老師很熱情的分享咖啡豆的各種知識 老師在現場教同學手沖咖啡注意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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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與講師的互動 現場品嚐新鮮現沖的咖啡 

  
試聞咖啡豆的不同 不同的人沖的咖啡，有不同風味。 

  
老師生動的演講，同學們都很入神。 雨林咖啡的濾掛包 

  
創客書屋展示了許多咖啡的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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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市政府暨范特喜等台商蒞臨座談會 
來自中國大陸廣西的崇左市，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前沿城市，近年積極

發展，更有台商看準了崇左市的商機。這次由劉漢文董事長率領台商及崇左市

政府貴賓來訪台灣，將是要尋找與台灣合作的可能性。 

由逢甲吳逸斌專案經理向貴賓們介紹 GIS 中心的各項專業技術及其應用與

能量，再由翟本瑞中心主任帶貴賓參訪創客社區，並在最後於創客書屋進行座

談會，透過陸方、台商、范特喜及逢甲多方的交流，希望在未來能有合作的可

能性。 

  
吳經理介紹逢甲 GIS 中心的技術與能量 來賓對於 GIS 的技術非常有興趣。 

  
翟主任介紹逢甲的合作能量 透過座談討論相互交流合作的可能性 

 
座談會後大合照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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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本語研修班開課了 

    本校台北校友會經謝前會長振裕等熱心校友催生，「日本語研修班」終於 4

月 13 日開課，並邀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教學。這是黃老師繼 2016、2017 年暑

期在校開辦免費日語研習班以來，首在台北校友會成立的日語研習班。課間，十

五位校友並彼此約定，往後每週五下午在校友會館見面，一起繼續學習日語。 

    黃老師原任職外交部，曾奉派駐日本東京、大阪、福岡、沖繩等約 20 年，

熟悉日本各地人文風情及生活習慣。經本校前張故校長保隆力邀，於 2012 年 9

月提前自駐日本代表處參事任內退休，返母校任教，回饋貢獻所學及公職經歷。

除教學外，黃老師自 2005 年開始，經常帶領本校各學院所籌組日本研修團赴日

各地實施海外異地教學，讓學生們能親自實地體驗日本學術及企業文化，吸取寶

貴的日本精神。研修生們均感成效甚佳，收穫頗豐，提高了本身國際視野。 

    參加日語研修校友們再度重溫昔日讀書生活，黃老師更以不同於日本文學

的教學方法，加上駐日數十年的日語說寫經驗，活潑生動，更讓校友們了解學習

日本語在國際的重要與未來性。課間更配上大家均耳熟能詳，如：孤女的願望、

愛你入骨、苦海女神龍等日本語昭和演歌，彷彿進入時光隧道，回到當年的求學

時代環境，提高學習日語文的興趣，均表示，學習效果不錯，期待下次的課程。 

 
上課合影 

 
黃煇慶老師教學情況 

 
日語班廣告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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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社參加臺北迎奉佛陀真身舍利大典  

    本校教職員工佛學社及大學部普覺佛學社等一行，共同於 4 月 7 日

(週六 )專車北上，參加於國父紀念館所舉行「迎奉釋迦佛陀真身舍利入臺

永住大典」。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兼任教職員工佛學社副社長，因而

陪同出席本次盛會。  

    活動由本校教職員工佛學社前社長、商學院經濟學系鄭保村教授規

劃，計有本校劉宗欣教授夫婦、楊美美老師、張美芬前教官以及廖麗玲

女士等約 20 餘名教職員同仁與會，另普覺佛學社長王延斌同學也報名隨

團參加。是 (4/7)日本校鄭老師一行中午專車抵國父紀念館後，即與大批

信眾在入口處以最虔誠之心，於主辦單位「中華原始佛教會」所安排之

鐘、鼓聲中，迎奉釋迦佛陀真身舍利進入，場面甚是華麗盛大、隆重莊嚴。 

    迎奉大典於臺中市中天寺住持、現任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明光法師，來自斯

里蘭卡、緬甸、泰國各國僧團代表以及迎請人中華原始佛教會導師隨佛禪師致讚

頌詞，108 位上座部僧團長老、尊者誦經迎佛後，進行「探明佛陀真身舍利再現

因緣」座談會。現場並由「斯里蘭卡守護佛舍利協會」代表人摩哂陀大長老，發

現人威廉•克拉斯頓•佩沛的家族代表盧克佩沛（Luke Peppé），德國哈利•福克

博士（Dr. Herry Falk），中華原始佛教會導師隨佛禪師，在大眾祝福下，四方共

同簽署「釋迦佛陀真身舍利分奉證書」。席間，臺北市長柯文哲、臺北市議會議

長吳碧珠以及臺北市議員應曉薇代表佛教信眾，分別致詞，為這臺灣佛教史上歷

史性的重要時刻，做最佳的見證。 

    此次活動，讓本校教職員工佛學社及大學普覺佛學社團相關同仁、學

生們，直接參與佛教國際活動；並於迎奉過程中，體驗真如中華原始佛教會

隨佛禪師所表示，佛陀真身舍利乃證明佛陀的真實性，進而彼此珍惜因緣，弘揚

佛法，普渡眾生。大家皆稱，深受感動。 

 
本校教職員工佛學社等迎奉釋迦佛陀真身舍利進入國父紀念館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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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佛陀真身舍利 

 
(左一)隨佛禪師、(右三)哈利福克博士、(右二)柯文哲市長、(右一) 吳碧珠議長 

 
明光法師致讚頌詞 

 
柯文哲市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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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佛陀真身舍利再現因緣座談會 

 
中華原始佛教會隨佛禪師致讚頌詞 

 
隨佛禪師迎奉佛陀舍利 

 
明光法師等迎奉佛陀舍利 

 
迎奉佛陀舍利之斯里蘭卡等各國高僧 

 
迎奉佛陀舍利隊伍 

 
經濟系劉宗欣教授夫婦 

 
(左)黃煇慶老師、(右)鄭保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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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 10 樓辦公室遭小偷 

    通識教育中心於4月10日晚上10點多，10樓辦公室遭小偷入侵，偷走9萬5千

元，裡面包含要付書商大筆的書錢及中心辦活動需墊支之零用金，損失慘重。4

月11日早上發現時馬上通報警察局及校內警衛及教官，並察看監視器，警察馬上

派鑑識人員來蒐證，第一次看到案發現場，因為是被偷書錢的當事人，金額龐大，

所以無法興奮，只能祈禱儘速查輯竊賊，繩之以法，以為後患，拜託！ 

    經過這次事件，知道「校內不能放錢」，「校內不能放錢」，「校內不能放錢」，

粉重要所以說三次，連鎖在櫃子也不行。慶幸我們有超級好的主任及秘書們，秘

書幫忙第一時間緊急報案及通報學校，主任叫我們不用擔心，並讓我們安心工作，

還買了豬腳麵線給大家壓壓驚，心裡真的充滿感激，也謝謝大家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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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奇生日趴 快樂大爆發! 
四月這特別的月份，是我們通識中心的大家長-翟主任的生日，主任平常對

大家這麼照顧，一年一次的今天當然要幫主任好好慶祝一番。為了給主任一個出

其不意的驚喜，同仁們偷偷籌畫，躲在辦公室，在主任一進辦公室，剛察覺氣氛

詭譎時，就是用響亮的拉炮，獻上滿滿的祝福與喜悅啦。同仁們準備了蛋糕讓主

任許願；煮了長壽麵線願主任長命百歲；寫了張大卡片，有滿滿的感謝與祝福；

還有一顆吉利的鳳梨，祝 s.School 社會創新學院，開院大吉，旺旺旺!托主任的

福，今天大家都很開心，溫馨的通識大家庭，今日慶生大成功！ 

祝福主任: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幸福快樂～以後還要繼續照顧通識的大家呦～ 
 

   
獻上美味可口的蛋糕和長壽麵線。 

  
滿滿祝福的大卡片 吉利鳳梨，好運旺旺旺! 

 
通識大家庭開心大合照。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