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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精神 
     

通識中心於三月初連續開設 3D 印表機 DIY 與雷射雕刻機 DIY 微學分課程。四

月期中考過後將開設等身大鋼鐵人可動模型製作微學分課程。與以往類似課程

不同之處在於這系列的課程不僅僅是讓學生熟悉 3D 印表機、雷雕機等工具的使

用。更進一步讓學生能進行工具的組裝，了解 3D 印表機與雷雕機的運作原理。

四月份的鋼鐵人模型製作，將使用材料實際切割出鋼鐵人頭盔、手臂等零件、並

上漆組裝。最後甚至會加上可動的機械機構，使得鋼鐵人的更加真實。這一系列

的創客微學分課程是推動機器人開發的前導課程，未來通識中心導入更多的相

關設備，培訓有興趣於機器人開發的學生，在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的年代落實真正

的創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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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創新學院創業企劃課程培訓 
 運管碩一 劉騏甄 

EIA 是全球最大的創業計畫，每年至少 75 個國家參與，參與學校包含

Stanford University、U.C. Berkeley 等名校與 Google 等有名學校與機構，逢甲大

學爭取到 15 個名額加入該計畫。 

3 月 31 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共 7 個小時，通識中心舉辦第一場相關課程，

講師 Gideon Loewy 透過解說與分組討論激發學員思考，使學員理解 EIA 的行程

脈絡，讓學員理解若能通過最終甄試前往義大利，會面臨到怎樣的挑戰，例如職

位的選擇、產品的銷售、財務與法律、各界指導老師的介入、尋找資金與投資人

等等，以及理解大會如何安排在義大利的三個禮拜，講師除了引導學生發表意見

外，更讓學員學習如何總結與摘要他人的想法等等。 

在上午的課程中，講師將同學進行分組，每組 6-7 位來自不同科系甚至不同

學院的同學，每位學員需在閱讀完 EIA 的 3 周義大利行程規劃(PLAYBOOK)後，

以英文提出自己的見解，部分學員並不適應在團體中提出自己的意見與想法，但

也有部分學員相當樂於表達，在結果呈現過程中，除了上台團體表現，講師亦要

求其他組別聆聽並做出總結，講師會以抽點方式進行詢問；在下午的課程中，講

師請大家以未來生活型式作發想可能發展的商業模式，讓學員大膽提出概念並

簡略構思其內容，特別的是，再群組討論的過程中部分學員漸入佳境，除了在資

訊的理解傳達外，能夠加入自己的見解，再上台發表上，更能清楚表達，而各組

亦呈現不同概念及風格，例如有組別提出”希望人可以拋開科技也能使生活上

彼此的距離依舊緊密”的概念，並藉此討論相關公共空間的設計與改善，組內因

為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彼此討論而有不同元素，而各組間在也切磋與學習中相

互理解與成長，彼此激勵與激發。 

在課後，講師認為比起 100 人的課程，當日僅 60 人的課程規模更容易與學

生互動並進行團體活動，並為學員的積極度感到開心；學員方面回饋認為該課程

能夠學習到如何更好的傳達資訊與想法，並了解商業相關概念，課程進行方式相

當活潑，也藉此能夠與同學交換概念彼此學習，是相當有趣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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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實作專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校外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專題製作課程[社會企業實作專題]本學期(106 下)與范特喜

微創文化合作，帶領學生實際探查東勢，找出當地特色並提出改善方案。課程安

排 2018年 04月 01日(日)由授課老師陳淑慧老師、范特喜 Peter老師與哲明老

師帶領同學至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校外教學，除了園區講解外，也讓同學們分組至

周遭社區做實地探查，並依據各組的主題去作調查與發想。本課程預定將成果發

表會直接辦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展示改善方案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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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訪心得                                         土木三甲陳奐宇 

    做為課程攝影師跟著淑慧老師及同學們到台中東勢文化園區參訪，在范特

喜講師 Peter 老師與哲明老師的介紹下瞭解了這個園區的大小事後，接著大約

40 幾位的同學按照分組開始了這次的實地探查，我也藉著這個機會了解東勢。 

    東勢--八仙山林場，在日治時期是與阿里山林場、太平山林場齊名的三大

林場之一，也是客家人的聚落之一，是個盛產水果與樟腦的村落。在同學分組

自由活動後，我以園區前的中山路為中心，實地探訪著這個古樸的小鎮，路途

中還有到餐館裏面品嘗著東勢清香的陽春麵與其他美食，在這裡我看到東勢國

小有著許多特色的音樂班，也看見許多有關音樂才藝的補習班。 

    不過走道東勢本街時，我發現這裡就像沒落的小街，沒有感覺到熱鬧的氣

氛，不知道是我來的時間不對還是有另外的原因，我想這可以是這次同學們探

查時可以注意的地方。 

    繞了半圈的東勢，拜訪了鯉魚公廟，我回到了文化園區，在今天早上的時

候知道這裡也是東豐鐵馬道的終點，我在這裡看見許多民眾騎著腳踏車來到這

邊遊玩，下午的時候人潮慢慢湧現，看著家庭一同遊樂的畫面，心中也升起一

股暖意，按下了手中相機的快門也用心記下了這個畫面。 

    Peter 老師在最後的時間讓同學們分享這次田調的心得，我發現大家都一臉

疲倦，想必是騎著腳踏車去認真探查吧!從大家的分享裡也能感覺到這次的田調

是成功的，最後老師整合大家的意見訂定了成發的目標，讓我非常期待大家的

成果展現。 

    雖然我沒有選上社會實踐這門課，但是淑慧老師給了我這次以工讀生的身

分參加這次探查的活動真的很開心，讓我機會認識東勢這個純樸小鎮，拿著相

機走在古樸的街道是第一次，按下了許多特別的快門，這次的東勢實地探查是

一次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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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探索」續緣自然農場校外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專題製作[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探索] 課程，課程探討經由我們

日常生活中所見的各種吃的內容與方式，來認識吃和性別以及社會乃至環境所

存在的各種密切關係。授課老師陳介英老師於 2018年 04月 01日(日)安排校外

教學，透過實際操作（種植及烹煮），來深入瞭解我們現存的飲食問題，進而透

過小組的合作，提出包含著從生產到消費的新飲食文化構想，並加以宣傳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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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製作實務課程「電影劇本解剖學」專題演講 
     

通識教育中心專題製作[影像製作實務] 課程，是由專業導演李建成老師授課，

課程在帶領同學們從理論基礎開始到實際操作拍。影片的呈現有一個很重要的

基處便是劇本，因此李老師於 2018年 03月 27日(二)安排一場專題演講「電影

劇本解剖學」，邀請專業電視、電影編劇王國光老師為同學們講解劇本的重要性，

王老師的作品有 2007 年《六號出口》劇本、2011 年《翻滾吧！阿信》劇本、2016

年《奉子不成婚》劇本、2014 年《荒城之光》劇本、2012 年《給未來的信》劇

本、2008 年《命中註定我愛你》劇本、《藏地白皮書》小說、2020(預計)《藏地

白皮書》劇本...等，透過國內外各種實例了解劇本的編撰該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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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與劇場課程「如何讓自已被看見」專題演講 
     

通識教育中心專題製作[表演與劇場] 課程，是由郎亞玲老師授課，課程在透過

現代劇場的「美學」理念與「創作」原理，了解舞台劇的製作過程，經由閱讀與

排練，掌握戲劇語言的精隨，肢體語言的表達；整合現代藝術的發展理念，提昇

個人戲劇鑑賞的能力。課程於 2018年 03月 22日(四)邀請現任編舞及電影電視

劇場演員陳俊成老師，講述「如何讓自己被看見」主題演講，帶領同學透過肢體

律動、肢體語言來認識自己，掌握自己，並在演出中與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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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裔新住民的奮鬥歷程」專題演講 
     

通識教育中心專題製作[社會學習參與專題:新移民互動平台] 課程，是由何

景榮老師授課，課程的設計主要是透過學生（臺灣學生和外籍學生）共同去關懷

社會，尤其是協助在臺灣的外籍人士(外配)。很多外配在台灣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皆源自於語言障礙、 宗教、 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也會鼓勵學生要訓練自己

照顧和願意幫助他人。此外，本課程還能促進外籍學生在過程採取真正的行動策

略，並調整自己適應臺灣的環境和社會。 

    課程於 2018 年 03 月 27 日(二)邀請譚翠玉老師專題演講「越南裔新住民的

奮鬥歷程」專題演講，透過譚老師自身的經歷分享，介紹一位畢業於越南第一首

府越南河內國家大學，因對中華文化感興趣而來台灣奮鬥的過程，從家庭主婦到

大學講師、教育部越南語教材審查委員，並介紹越南文化，讓同學了解大多數人

對於越南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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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 培訓未來領袖的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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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不一樣的起點，由外語教學中心周惠那主任、指導

教師施惠家老師以及督導陳秋華老師的帶領之下，為 FLCV 開創了一條與眾

不同的道路，期望從充滿挑戰的道路中，透過校內人言大樓英語導覽、校外逢

甲夜市導覽與吳厝國小書屋英語教學這些服務項目，找到志工服務的核心價

值，藉此也讓志工們培養自己的全方位能力，開啟成為未來領袖的契機。 

 

    本學期所召集的新血為 12 人，目前隊員共計 54 人，不僅有來自商學院、工

學院、資電學院、金融學院的台灣學生，更有來自白俄羅斯、捷克、馬來西亞、

越南的國際學生與陸生，以無國界、無界限之服務與交流的精神聚集在這裡，經

由一連串的課程設計與活動，也期望未來學員們互相扶持、截長補短，透過服務

他人的學習經驗尋覓到屬於自我的價值，讓 FLCV 這顆小小的幼苗能夠逐漸成

長茁壯。 

 

3 月 22 日啟程餐會中周惠那主任提到：「希望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的志工皆

能接受挑戰，成為未來領袖。」真正的志工具備一顆發自內心、願意溫暖自己也

溫暖大家的初心，而每位成功的領導者必須學習幫助別人、同時也敦促自我成長，

這種不願計較、挺身而出的志工精神更是不可抹滅的價值。最後，期望這學期外

語中心志工們能充分利用各種機會持續學習自我拓展及領導能力，不畏懼眼前

的挑戰，踏出自己的舒適圈，挑戰本領以外的事情，創造一個不平凡的外語中心

志工隊。 

 

 

 

圖 1：周惠那主任給予志工們勉勵 圖 2：指導老師、督導及志工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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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金穗˙40 最 YOUNG  
本中心配合國家電影中心辦理「金穗獎入圍影片全台巡迴放映」至今已十餘年，
為中部地區播放入圍影片完整片單的唯一學術單位，場次數量僅次於國立台灣
美術館，每年均有校外人士遠道而來共襄盛舉。自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間將安
排共 20 場放映活動，地點在人言大樓十樓通識沙龍，歡迎師生們踴躍參加。 
 

基礎核心必修課程「多元文化」演講活動 

日期 時間 片   名 

4/23(一) 10:10 《繁花盛開》《牧者》 

4/23(一) 17:10 《岔路》《漩渦》《土地》 

4/24(二) 10:10 《沒有五輕的日子》《老頭子》《靈魂夢魘》 

4/24(二) 15:10 《亮亮與噴子》《盲口》《2 號球衣》《執法》 

4/25(三) 08:10 《亮亮與噴子》《回魂》 

4/25(三) 15:10 《活血》《索多瑪的貓》《乾兒子》 

4/25(三) 17:10 《鴿籠》《洞兩洞六》《運行針：曼谷》《霓虹》 

4/26(四) 10:10 《小文空仔與那隻羊》《運轉法則》《蛹》 

4/26(四) 15:10 《水下寂寞之歌》《海中網》《阿水》 

4/27(五) 08:10 《卡住人生》《死亡宣告》 

4/30(一) 15:10 《賽末點》《關於他的故事》 

4/30(一) 18:30 

啟垣廳 

《高山上的茶園》《謎絲》《春之夢》《層層摺起的寂
寞》《愛在世界末日》《SWIN》 

5/1(二) 10:10 《遙遠之地》《布魯克林放假》《今晚我開了第一槍》 

5/1(二) 15:10 《暑假作業簿》《家家酒》《南聲囝仔》 

5/2(三) 13:10 《奇遇》《𤆬路》《預售屋》《紅格子》 

5/2(三) 15:10 《借命》《番茄》 

5/2(三) 17:10 《跳舞吧！鼓棒》《唏哩唏哩，嘩啦嘩啦》《133 公里》 

5/3(四) 10:10 《金孫》《白色隧道》《限時問答》《面對證據》 

5/3(四) 15:10 《閃焰假面》《我們的月亮》《風箏》《觀星》 

5/4(五) 10:10 《孤味》《頂樓加蓋》《心靈黑洞》《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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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移工與雇主，也是姊妹（移工作家：李牧宜） 
「多元文化」課程邀請前華航空姐李牧宜，現職為關鍵評論網專欄作家，與

學生分享她和家中移工情感改變的點點滴滴，講者在擔任空姐時一趟往返印

尼雅加達的班機改變了她的一生，逐漸開始對於在家中幫忙照顧年邁奶奶的

移工安妮產生了好奇，慢慢累積出跟姊妹般的情感，甚至在安妮 3 年工作期

限年滿後，與媽媽一同飛到印尼去探望她。當天講者帶著家中新的移工伊卡

與同學座談，李牧宜作家甜美詼諧的演講讓同學瞭解更多移工的生活以及打

破對東南亞移工的偏見，伊卡也用前一天演練多次的中文跟同學分享她的經

驗。（201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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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核心必修課程「多元文化」校外參訪-東協廣場 

陳介英副教授帶領「多元文化」課程學生前往位於東協廣場的進行參訪，由

「1095, 文史工作室」創辦人官安妮老師為同學導覽解說介紹全台東南亞移工

資源最豐富的東協廣場。在東協廣場有東協四國（印尼、菲律賓、越南及泰國）

駐台辦事處提供多種服務，包含諮詢、簽證、心理輔導等，周邊也形成移工生

活圈，透過專人解說讓同學們瞭解移工們的生活特色及文化。（201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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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核心必修課程「公民參與」演講活動 

1095 天我們與移工的故事（廚餘女神官安妮）  
何景榮助理教授帶領「公民參與」課程學生前往位於台中市精武圖書館的

「1095，文史工作室」，由創辦人官安妮老師為同學演講分享自己成立「1095，」

的心路歷程及參與公民活動的經驗，講者於研究所期間接觸外籍勞工議題，進

而以理解為核心策展有關移工議題，展覽結束後創立中台灣第一個台灣東南亞

社群相關非營利組織「1095，文史工作室」，目前仍持續不斷辦理各項移工活

動。（201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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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台灣-綠色生活與建築 
   通識選修課程（專題式統合領域）課程「智慧綠台灣」：因應氣候變遷、能源

供需失衡等全球危機，應用資通訊溝通與管理技術，即透過環境中各式載體融入

智慧化設計，以建構一個投資合理，具有高效、舒適、健康、便利、永續的智慧

綠環境，是台灣產官學研各界之共識與本課程意欲建立的價值觀與目標。本學期

課程安排四場演講，邀請相關領域的講者到課堂上與同學分享經驗，課程也透過

分組討論、口頭報告等方式，促使同學多思考多交流，讓上課不再是單方面的吸

收知識。 

    107年4月3日邀請到陳品蓁老師演講分享環保與建築，從「智慧、綠、生活」

三個角度切入探討。智慧源自於生活，為了擁有更便捷的生活，人們不斷地研發、

科技不斷地突破，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對環境造成了傷害，這三者又該如何取得

平衡呢？ 

    建築的起源是為了居住，擁有穩定的居住空間後，人們開始追求更享受更便

利的生活，於是造就了現在的高科技，從愛迪生發明燈泡到智慧型手機的問世，

揭示了每個時代人們從未放棄追求美好生活、持續開發新智慧的鐵證。但這些開

發也為我們的環境帶來傷害，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時亦負擔著破壞環境的代價，全

球暖化、霾害、核廢料問題等等，已是當代不能忽視的重要議題，於是全球性的

節能環保運動被發起。     

節能已被列入現代建築設計的重大考量，建築不再是為了居住，為了減少開

燈的時間，將季節更迭陽光照射角度的差異運用到採光設計上；為了減少空調的

開啟，在設計上，製造風道幫助建築物散熱等等，都是綠色生活結合建築的例子。

從設計上的改變到建屋材質的挑選，建築也隨著時代進步，一同邁向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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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更上一層樓-大二專業科系分流成功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為使學生探索未來方向與專業適性，除安排

職能測驗、跨領域 Freshman project 及院系參訪外，為使學生可銜接大二各系專

業課程，更鼓勵學生第二學期時至少選 1-2 門選擇未來科系的基礎課程，於 107

年 1 月 4 日在 EZ Cafe 邀請到共 9 位院系助教給予學生選課諮詢，也讓學生練習

草擬各自的四年課程配當表，即早融入適應專業學習。 

自三月份起，進行國際生選系作業，並積極輔導學生大二學系分流，在選系

期間，先讓學生預選後針對有疑問學生，系上再安排學生學系個別媒合諮詢，同

時雙導師從中輔導，再讓學生決定未來想去的學系。帛琉同學提到：「非常感謝

PMP 上學期有安排讓我們認識各院系，讓我對建設領域有興趣，非常肯定自己

未來的方向。」蒙古同學：「我們授課老師都來自各系，可以詢問與諮詢。」，於

3 月 28 日已公布學生分流名單，本專班共 8 國 29 位國際生，分流至 7 院 12 系

（如表 1 所示），所有學生都非常期待下學期能加入各專業學系學習，而系主任

與雙導師更接力與各院系合作銜接學生輔導與了解學習狀況。 

本專班再次感謝全校各院系大力支持下，逐步成長茁壯，成為國際化亮點，

也期待國際生至各院系後與本地生互相交流不同國家的文化，提升本校國際教

育，拓展國際視野。 

表 1 106-2 學期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學生分流學系統計表 

序號 分流院系 人數 總和 

1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 

2 
中國文學系 1 

2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4 4 

3 建設學院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都市計畫組 2 2 

4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班 4 

1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4 

企業管理學系 4 

行銷學系 4 

5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1 1 

6 資電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2 

3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1 

7 金融學院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1 1 

總計 7 院 12 系 29 位國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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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4(四)於 EZ cafe 各院系助教擔任顧問給予國際生該院系選課諮詢 

 

 

國際生確認大二分流之專業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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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當學習不再侷限於教室，課程有無限可能 
  隨著科技發達，傳統的教室內講學已經無法滿足新的世代，唯有讓學生對於

學習「有感」，才能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以及自主學習的能力。因此，逢甲大學

通識中心於本學年實施大一新生全面修習「App 程式設計課程」，而本專班的國

際生生也需要修習本課程。授課教師王柏婷老師提到：「設計課程時須思考著如

何能夠讓學生有真實學習 App 的情境，讓知識跳脫於課本內容。」 

  於 107 年 4 月 2 日課程邀請到 LiveABC 何青諭經理，將實境體驗結合逢甲大

學，讓學生進行「遊臺中學英文擴增實境體驗」活動，此技術讓參與的學生下載

類似寶可夢這種新奇有趣的結合生活情境之學習素材，對封閉的教室場域，注入

新的學習契機。本次 AR 體驗共規劃有 8 個關卡，國際學生共分為 6 組，再校園

裡實作，使用行動載具、依據地圖到各關卡答題，答對了就可以獲得金幣，此種

闖關方式不但提升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也同時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國際生們回饋：「此種上課方式非常有趣，好像在玩遊戲，又可以學到東西。」

這種結合真實情境的課程，不就是教師們希望看到的嗎？當學習不再侷限於教

室，課程有無限可能！ 

  

  

圖說：國際生運用擴增實境，體驗並了解逢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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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全校師生運動會國際生齊力合作大獲佳績 
  106 學年度全校師生運動會於 107 年 3 月 31 日在綜合體育場盛大舉行，對

本專班的國際生來說更是能體驗台灣的大學運動會文化的日子，全班都非常投

入參與，也報名了各項活動，讓國際生為本專班與自己爭取榮耀，並透過運動會

凝聚向心力。 

  3 月 28 日先進行了會前賽-田徑比賽，本專班學生共 7 國 20 位學生參與，

當天參與了 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400 公尺接力、鉛球及跳遠等，印

尼學生提到：「之前在印尼學校的運動會不像台灣一樣這麼熱鬧，第一次參加比

賽覺得非常新奇與有趣。」每位學生皆盡全力參與比賽，PMP 學伴們也一同參

與，為每位參與選手熱情加油與歡呼，當天林錦慧同學更獲得女子 100 公尺乙

組冠軍，讓全班更加榮耀與喜悅。 

  3 月 31 日運動會當天與通識教育中心所有教職員們非常支持 PMP 的國際生

們，穿上學生自行設計的班服一同繞場，翟本瑞中心主任與周惠那主任更鼓勵學

生：今天要充滿活力，大聲喊出來，努力爭取榮耀。由印尼余健雄同學擔任旗手，

蒙古廬杉柏同學舉牌，印尼倪愛仙同學發號施令，國際生們更用中文帶來了歡樂

滿滿的歡迎歌曲，還有氣勢磅礡的系口號：「PMP 94 狂，PMP 我最棒」，為開幕

典禮添加了許多色彩，在各系繞場後，由校長及貴賓致詞，也高唱國歌及校歌並

同時升上國旗及大會旗，並由運動員宣誓宣告運動會的正式開始，一切運動皆以

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進行。 

  本專班學生們參與了下午的兩項趣味競賽，分別是陸上龍舟及坦克大賽，大

家皆卯足了盡，想為系上爭光，而王柏婷老師與王惠鈴老師雙導師及體育老師皆

用心為同學以英文解說規則。龍上龍舟速度為之一快，令大家熱血沸騰，坦克大

賽還融合了健康教育知識，讓同學們各個難忘，在激烈競爭下，本專班的學生們

協力合作於坦克大賽贏得了第四名的榮耀，更獲得 1000 元的禮卷。國際生們說：

「謝謝 PMP、逢甲大學所有教職員及學長姊們對他們的照顧，今天的各種時刻，

都成為他們無法取代的回憶。」透過運動會，也讓國際生們能夠凝聚，並參與逢

甲大學活動，讓國際生對逢甲更加有歸屬感與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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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3/28 田徑比賽國際生熱血參與，100 公尺女子組乙組喜獲冠軍 

  

  

 

圖說：通識教育中心大家庭運動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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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3 月 29 日，邀請了劉志宏老師替大家介紹關於故鄉寫作

的技巧，結合大學國文的課程作業，引導學生進一步了解如何寫作故鄉的面貌。 

在逢甲大學的采銅廳內，由劉志宏老師帶領大家一同參加他的回憶之旅—冷

雨、福馬林，失肘港。講者以冷雨破題，訴說家鄉的雨像是福馬林一般，將人泡

在裡頭，令人想離開，但脫離了家鄉再回去，它卻像失去了手肘一般，無力擁抱

回鄉的遊子。 

一個人成長的過程，陪伴他的回憶和事件，是無法以一個全民皆知、毫無溫

度的「土產」來代表的，倘若跟別人說起家鄉，提到臺中就是太陽餅，提到新竹

就是貢丸，那我們看待家鄉的角度是否就如同老師所說，只是一位觀光客呢？ 

講者耗費二十年心血，創作無數的文章，都不離故鄉主題，至今集結成冊。

他說，故鄉是根，一個懂得感恩的人，就會對故鄉抱有感情，要用自己的眼睛觀

察、用自己的情感書寫，千萬不能以觀光客的角度去看待它。 

講者更以周作人寫野菜為例，分享一個道理：「書寫野菜？還是野菜帶來的

情感？」寫作的技巧就是從自己最有感觸的某個事物開始，從而引導出在故鄉的

時光、情感，進而讓大家了解這項事物對於你與家鄉的重要性。 

除了要用心看待故鄉之外，劉志宏老師也鼓勵大家，不要被 3C 產品綁住了

外出的腳步：「老師自己花了二十年走到現在，而你們該出發了。」                 

（撰稿人：范崗芸） 

 
3 月 29 日大學國文專題演講活動剪影 

冷雨、福馬林，失肘港 

劉志宏老師用文字帶您走入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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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夜市，寫夜市：實地踏查寫作 
 每個人對於夜市都有特別的生活記憶，尤其逢甲的學生對於夜市不只有舌尖

上的味道而已，它有喧囂落盡的感觸，有與攤販久嘗成朋友的情意，更有店家創

業的溫馨故事。 

 但如果我們不主動觀察、交談，怎麼能得知這夜市裡每個創業店家背後的溫

度，因此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特地開設了微學分課程「遊夜市，寫夜市：

實地踏查寫作」，教學生如何觀察夜市，挖掘夜市背後的溫度故事。夜市的採訪

除了味道的品評之外，它藏著每個想要打拼天下的雄心壯志，也藏著為了養家餬

口的辛酸血淚史。讓學生實地走踏，訪問店家，將採訪的資料，透過文學的技法

剪裁成動人的文章。 

 

3 月 30 日「遊夜市‧寫夜市：實地踏查寫作工作坊」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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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老師受邀在臺中市菁英聯誼會演講 
  
   「社團法人臺中市企業經理協進會」(1986 年成立，會員 400 餘人)所屬「菁

英聯誼會」(會員 80 餘人) 於 3 月 21 日邀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就「東洋經營

管理學的明日生存之道」為題舉行演講會。黃老師偕本校 EMBA 校友、「逢甲人

月刊」副總編輯張國竑前往，該聯誼會長葉鳳如女士等親自接待。由於黃老師曾

任駐日資深外交官，學經歷俱佳，出席者會前紛紛表示，對此次演講充滿期待。 

    本中心黃老師首就其前任職外交部 30 餘年公務生涯中，派駐日本各地約 20

載，體驗到日本 1990 年代後的「失落的二十年」，更見證日本經濟盛衰及阪神

及東日本兩次大震災。但目睹災區難民所表現守法守紀、沉著冷靜等「日本精

神」，令人佩服。2012 年底，自民黨安倍晉三回鍋首相，推出「安倍經濟學」；

也因 311 東日本大震災後，由於國人對日本所表現溫暖賑災，間接促成台灣業

者與日本更加合作，讓人對台日合作的未來充滿期待。故為探討並了解活絡日本

企業動力的文化背景因素，以作為激發臺灣中小企業活路的參考，實感必要。 

    黃老師更說明，傳統日本式企業經營管理，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依據美學

者 James C. Abegglen 的研究指出，「戰後日本乃歐美、蘇聯以外，唯一發展工業

化成功的第三類型工業國家，而其產業型態則一貫持續保有亞洲的特性。」 又

說:「日本在經濟上雖有劇烈變動，仍持續地維持其固有傳統文化，開啟另一類

型的經濟活力生態。」但於今日，該方式雖被批評落伍保守，然觀日本上世紀 90

年代泡沫經濟後的日本企業，為求生存，雖嘗試改絃更張經營策略，甚至引進歐

美的成果、能力主義及派遣員制度，惟已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以及終身僱用、年

功社會的觀念，似難一夕間轉變。甚至連豊田汽車都率先於 2008 年引發「職場

革命」，主要是豊田公司發現採用歐美新制後，以溝通和培育人才為基礎的職場

力及團隊合作漸漸變弱，使得組織和集團能力日漸衰退，因而呼籲重整職場的風

氣。隨後，三井物產等大型企業也跟進，將重視成果主義的人事制度，改為重視

評估共享價值觀和人才培育等軟性層面。 

 
    曾與黃老師在東京一面之緣、被譽為「日本經營之聖」的稻盛和夫，曾闡述：

人生之道其實就是最基本的做人做事道理，在我們儒、道、釋三位一體的傳統社

會，處處可見聞，然如何力行實踐，日本企業家的經驗，深值我們認識學習。黃

老師特提櫫可從建立「家庭教養(躾)」與「互相尊重（自制、按配）」的傳統儒

家觀念開始培育，只要具有好的教養，處處能親切與人打招呼(挨拶)，讓人由衷

微笑，甚可活躍周圍空氣，給人留下良好印象。甚至日本學者渡邉美樹反映「能

帶著微笑、充滿朝氣地打招呼」就是濃厚《論語》精神的表現。黃老師演講內容

深入淺出，又輔以親身駐日經驗，博得滿堂喝采，大家直呼過癮，收穫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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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會後全體合影 

 
菁英聯誼會聽講者 

 
會長葉鳳如(左)頒發感謝狀 

 
黃煇慶老師專題演講一 

 
(左起)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張國竑、黃

煇慶老師、菁英聯誼會副會長臧瑞明 

 
黃煇慶老師專題演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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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老師偕管樂團指揮等再度訪琉交流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上年十月，率本校管樂團一行三十餘人赴日沖繩訪

演，首度進行海外音樂交流，受到當地政、經、財、僑、學等各界熱烈歡迎，新

聞媒體也紛紛報導演出盛況，可譽為一項證明音樂無國境的成功交流。3 月 15

日黃老師再偕同管樂團林團長聖翰、指揮呂彥慶以及呂指揮在台北市建安國小

任教同儕賴宛瑄老師等一行五人，再度往訪琉球沖繩。 

 
    黃老師一行飛抵沖繩後，即受邀出席我國外交部派駐那霸辦事處蘇處長啟

誠，假曾任那霸市助役(副市長)現任「那霸日台親善協會」會長伊藝美智子女士

所經營餐廳之歡迎午宴。伊藝會長對本校黃老師一行往訪甚是歡迎，並表示上年

本校管樂團在沖繩那霸市的公演頗受佳評，並提及伊歷任那霸市泊小學校校長、

那霸市教育局長、那霸市助役(副市長)等職務，深知沖繩縣向對各級學童音樂教

育非常重視，將樂予引薦雙方從小學生起之國際音樂交流。 

 
    隨後，黃老師一行除應伊藝美智子會長推薦，參訪沖繩縣音樂教學特優之那

霸市泊小學校、中城村立中城小學校之音樂教學設施外，並拜會沖繩縣副知事富

川盛武先生。致意並感謝上年支援本校管樂團來琉時，能與現地縣立藝術大學音

樂學部師生進行交流與實際合奏等演出。富川副知事則表歡迎本校黃老師一行

之到訪，更期待未來台琉雙方之深度學術文化及音樂等交流。 

 
    在琉期間，黃老師一行並接受「全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總會長新垣旬子僑務

委員午宴以及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校長大城肇教授晚宴。席間熱烈交談之外，黃老

師夫婦並往訪沖繩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宮城隼夫校長偕同副校長平松英康以

及任教該校之我國旅琉僑胞林文彬博士等親自迎接，懇切交談，敘舊氣氛融洽。 

 
    黃煇慶夫婦接著轉往沖繩國際大學，拜會「沖繩経済環境研究所」，與所長

名嘉座元一教授及助理比屋根良直等人，洽商有關名嘉座所長將率七人教授團

蒞校，參加本校商學院經濟學系於 3 月 30 日主辦之「亞洲地區國際經濟論壇台

中研討會(アジア・ローカリゼーション国際フォーラム 台中会議)」。名嘉座所

長表示，對本校主辦此次研討會充滿期待，盼能深耕雙方學術交流。由於黃老師

前於任職外交部奉派駐琉球代表期間，曾應聘兼任該沖繩國際大學「亞洲經濟論」

課程講座之經歷，是以雙方交談甚歡；又適逢該大學是日舉行畢業典禮(卒業式)，

見畢業生大都盛裝出席，尤其女生身著和服，色彩艷麗，花枝招展，禮儀周到，

家長也陪同來校，校園到處顯現歡喜熱鬧，與台灣身著學士服的畢業典禮，感受

不同，氣氛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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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煇慶老師、駐那霸辦事處長蘇啟誠、那霸日台親善協會長伊藝美智子、

本校管樂團林聖翰老師、台北市建安國小賴宛瑄老師、本校管樂團呂彥慶指揮 

 
(左起) 本校管樂團呂彥慶指揮、台北市建安國小賴宛瑄老師、本校管樂團林聖

翰老師、沖繩縣副知事富川盛武、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夫婦 

 
沖繩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宮城隼夫校長(左三)、平松英康副校長(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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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本校管樂團呂彥慶指揮、台北市建安國小賴宛瑄老師、本中心黃煇慶老

師夫婦、全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總會長新垣旬子(右二)、本校管樂團林聖翰老師

(右一) 

 
(左) 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校長大城肇、本

中心黃煇慶老師(右) 

 
(左)黃煇慶老師、(右) 沖繩縣

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林文彬教授 

 
沖繩國際大學畢業典禮，會場外畢業生盛裝熱鬧氣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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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國際大前校長一行經濟學者蒞校論壇 
 

    日本沖繩國際大學(簡稱沖國大)前校長大城保教授率該大學經濟環境研究

所所長名嘉座元一等一行七名教授專程來臺，出席輪由本校商學院經濟學系主

辦，以及「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臺中市嗣雍齋國學研究社」共同協辦之「亞洲

地區國際經濟論壇臺中研討會(アジア・ローカリゼーション国際フォーラム 

台中会議)」。而本項論壇同時另有來自東京的大東文化大學、東亞政經學院等四

名日籍學者及臺中東海大學教授參加，陣容堪稱盛大。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趙理事

長文瑜特贈高架蘭花，增添會場喜氣，並派秘書陳華黛女士前來協助接待，情義

感人。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上(2017)年 3 月率商學院行銷學系陳冠宇等六名學

生，前往琉球沖國大出席該項在沖繩舉辦之論壇；又因黃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奉

派駐琉球辦事處(現更名駐那霸辦事處)代表期間，曾受聘擔任該沖國大經濟學部

「亞洲經濟論」課程講師一年，是以與該校師長熟稔。此次沖國大前校長大城保

榮譽教授於焉偕同該校經濟環境研究所名嘉座元一所長及經濟學部長宮城和宏

與浦本寛史、比嘉正茂、平敷卓、長嶋佐央里共七名經濟學者來臺，專程蒞校與

會並與黃老師等敘舊。本校資深副校長楊龍士特於 3 月 29 日晚間舉辦歡迎晚餐

會，款待含沖國大等十一名日籍教授，相談甚歡。 

    沖國大經濟學部浦本寛史教授在本次研討會上，就「石垣島を中心とした八

重山諸島の可能性と挑戦について―観光から発生する活気と好循環―(以石垣

島為中心探討八重山群島發展觀光的可能性與挑戰)」為主題發表研究論文。由

於以石垣島為中心的八重山群島位置比鄰臺灣，在觀光經濟發展上亦與我雙邊

關係密切，雙方又經常舉行帆船比賽及麗星郵輪往來等海上活動，是以引起熱烈

討論。席間，本校李校長秉乾也蒞臨會場表示勗勉鼓勵，將氣氛帶至最高潮，與

會日籍教授均感與有榮焉。 

    研討會是日恰逢農曆 2 月 14 日，萬里無雲、皓月當空，本校主辦經濟系陳

主任於與本中心黃老師共同商洽後，借用本校 EMBA 洪添助校友所經營位於新

社「恩地露營區」，舉行研討會後之賞月晚餐會。雙方與會學者於餐會中交談熱

烈，最後在本校商學院簡副院長士超及金融學院博士課程林主任昆立的致詞中，

畫下完美句點。 

    翌(3 月 31)日，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再陪同大城保前校長一行參訪三義木雕博

物館、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月眉舊糖廠等中部名勝古蹟。大城前校長一行於

搭機返日時，均表此次收穫豐碩，甚為感謝本校師長及中琉文經協會等之熱情接

待，期待下次研討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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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李校長秉乾(前排著白襯衫)蒞臨會場致意勗勉日籍教授一行 

 
資深副校長楊龍士(前排左四)主持歡迎晚餐會 

 
王崴教務長(前排左四)主持研討會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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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沖國大浦本寛史教授、名嘉座元一

所長、宮城和宏教授 

 
(左起)沖國大名嘉座元一所長、

大城保前校長，陳善瑜主任 

 
中琉文經協會陳華黛秘書(前排左四)與沖

國大前校長大城保教授一行合影 

 
黃煇慶老師(左四)與大城保前校

長(左三)一行攝於桃機一航廈 

 
日籍教授一行參訪人言創新中心 

 
參訪三義木雕博物館 

 
攝於臺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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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出席臺大臺日文化交流演講會 
    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於 3月 9日舉辦「臺日文化交流教室」活動，邀請日

本知名作家乃南亞沙（のなみ・あさ）來臺就「從採訪中看見『龜毛』的日本人

(取材を通して見えてくる日本人のややこしさ)」為題演講。 

    乃南亞沙女士出生於東京，，說得一口標準東京音日本語，創作無數。文章

曾獲日本推理大獎、直木獎、中央公論文藝獎、文部科學大臣獎等多數大獎。另

著有多本推理、散文集、紀行等文學作品。而乃南女士也重視臺灣歷史，曾多次

來臺遊覽名勝古蹟，實際體驗台灣生活、走訪民情，在日出版《美麗島紀行》、

《圖式年表：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ビジュアル年表 台湾統治五十年)》等作品，

頗受臺日雙方文藝界佳評。 

    此次乃南女士由「日本臺灣交流機構」代表理事松井慎之、「日本講談社」

編輯佐藤辰宣陪同訪臺。就伊迄今旅台所見所聞，以日本人生活習慣及做事風格

的觀點，對臺灣人的處世方式做出批評。她列舉出臺灣「行人穿越道人車爭先」、

「遛狗時不綁繩索，到處便尿」、「商店街騎樓堆積商品，行人不便」、「搭公

車講手機聲音過大」、「機場商店或櫃檯的職員，公然吃便當」、「旅館冷氣不

能自行調整」等二十餘種日本人較不習慣接受的生活文化。特提出教養的重要，

似可以「按配(あんばい)」一詞以貫之，即在適當時機以適當的方法應對之意。

但乃南女士也非常讚賞臺灣人對日本人的親切與友善，將持續發掘臺灣特點，作

為將來寫作出版的材料。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表示歡迎乃南女士一行的來訪，對所指我國人「溜狗」、

「行人穿越道人車爭先」等缺點，頗有同感。特呼籲國人利用赴日旅遊時，可順

道觀察而學習改進之。雙方交談甚暢，黃老師更藉機表達歡迎伊等一行來訪本校

並遊覽台灣第一的逢甲夜市，乃南女士答允將來定伺機前來。 

 
(左起) 臺大日本研究中心林立萍主任、日本靜岡縣駐台副處長內藤晴

仁、台灣協會秘書長山本幸男、黃煇慶老師、乃南亞沙女士、臺大日本

研究中心林佳辰助理、日本台灣交流機構代表理事松井慎之輔、講談社

編輯佐藤辰宣、馬岡孝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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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真心渴望 整個宇宙都會幫助你學習英文 
 

本期的通識沙龍很開心能邀請到外文系的鄭如玉老師來分享英文學習方法，

一開始鄭老師先是透過線上互動式英文答題小遊戲，讓同學在學習英文時能感

到有趣且印象深刻，這個方法不單適用於學習英文，在學習不同語言上的效果也

很好，曾經在芬蘭學習芬蘭文時，教芬蘭文的老師也透過這個互動式遊戲方式，

加深我們對芬蘭語單字的記憶，相信至今即使再看到那些曾在遊戲中出現過的

芬蘭文依舊是印象深刻。 

結束互動式小遊戲後，鄭老師依序介紹各項實用英文學習網站，從單字的記

憶、聽力的訓練、寫作文法的訓練到口說的發音矯正，一個不漏的與大家分享，

真的是收穫滿滿，最後，雖有許多實用的網站，但想學好英文最重要還是努力不

懈的練習，Practice makes perfect，祝福大家在學習語言時更上一層樓。 

 
實用英文學習網站小清單 

1. 互動式遊戲網站-Kahoot 

2. 各國語言學習小工具-Duolingo 

3. 口語發音矯正-MYET 

4. 寫作文法訂正-Ginger 

完整版分享影片連結: http://www.tv.fcu.edu.tw/media/1700 (限校內觀看) 

 

http://www.tv.fcu.edu.tw/media/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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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志工實用英文(一) 

企管系 柏安華 

如果給你一個成長的機會，你是否願意走出舒適的溫室，去廣袤的世界看看？ 

這次志工英文課程很榮幸能夠請到外語中心的施惠家老師，課程開始，台下，

每一位參與國際體驗學習計劃的同學都聚精會神的聽著志工英文的課程，惠家

老師並沒有用傳統的方式將一個個單子、一段段句子生硬的交給同學，而是去引

導同學發想。台下每一位同學都是將要出發前往國際地區的義工志士，每個人心

中都懷揣著夢想，惠家老師藉由一個小小的活動，讓每位同學都說出自己的初衷，

從同學們想聽想看的面向切入，帶著同學們一步一步的解在擔任國際志工過程

當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教大家了解如何去尊重不同的文化，以及如何去溝通，

告訴同學們語言的重要性，同時傳授一些在進行志工活動時可能用到的英文單

字、片語，同看得出來每一個課程的環節都是惠家老師思考並設計過的，同學們

也活躍的參與到課程當中，一堂課下來，同學們多說收穫頗豐。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動莫過於用英文介紹自己了，惠家老師讓大家兩兩

面對面站好，兩人相隔約 2米的距離，然後對著對方大聲的用英文介紹自己，要

讓對方聽得到。起初看起來只是一個簡單的介紹，但是同學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不是不會介紹自己，而是無法打破內心的那倒屏障，不知過了多久，一組同學率

先打破沉默，接著就是此起彼落的自我介紹聲，藉由這個小活動，不僅幫助同學

練習了英文對話，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同學心中的屏障，幫助台下未來的小志工們

跨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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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志工實用英文(二) 

水利系 蕭世婷 

2017 年 3 月 20 日志工實用服務

英文(二)課程，主要針對暑期將前往東

南亞國家進行公益旅行的國際體驗計

畫同學，由外語中心施惠家老師主講。 

在課程一開始老師先與同學分享

與人交流的技巧，在溝通時要注意語

氣是否清晰，並且要記得面帶微笑，善

用肢體語言和眼神交流。 

接著提供了許多旅程中可能發生

的突發狀況，並且請同學互相討論解決方法及可能的英語會話，像是如何問路、

或者有突發疾病時該如何求助。 

在討論的過程中，同學們都相當熱烈的提供想法，雖然有時候以英文述說會

有些困難，但在老師的輔導下大家都能很努力地將答案回答出來。 

在國外時常會因為語言的隔閡而產生誤會，老師也透過一些例句來告訴同

學們，如何檢視自己說的話是否太直接，又要如何能講的更得為得體和婉轉。 

參與課程的李芸珊同學：「這次的課程很實用，學到了很多生活化的英文句

子和可以替代的詞語，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如何更委婉地說出需求。以後有機會

還會想再上這門課，也希望能有更長的上課時間，更深入的學習」 

在課程的最後，老師也透過自身的教學經驗，向即將出國的同學們提供一些

意見，希望大家不要擔心自己的英文不好，在每一次的嘗試後會越來越進步；老

師也提醒同學要仔細的去了解當地的需求和文化，把自己歸零放下成見，放開心

胸的與他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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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英文專班-英文聽力講座 

考取 IELTS 雅思 8.5 高分的講師

Clark，於 4 月 10 日晚上在資電 B02

教室進行英文講座，為大家解題雅

思聽力技巧。 

老師以輕快活潑的語氣，偶爾

夾雜著流行用語，成功抓住同學的

目光，首先老師向大家介紹雅思聽

力的規則和題型變化，並且提供了

許多聽力時的關鍵技巧，如何快速

地找到關鍵字和預測題目方向。 

因為雅思考試時間很長，專注力很難維持，老師也分享了如何在考試過程

中尋找空檔放鬆思緒。並且透過例句，實際讓同學演練如何發現關鍵轉折，以

及對話中的陷阱。 

因為雅思是以英國腔調為主，不同於我們平時所學的的美式英文，常常會

是考試時的困難處，老師也特別找了一些常見的差別發音和拼字，讓同學獲益

良多。 

在下半段的課程裡，同學們跟著老師的步調進行模擬練習，並且馬上檢討

以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增進英文能力的最佳方法就是要一再練習，並且持之以恆。 

在課程的最後，老師也分享了幾個推薦的練習方法，像是 BBC 6 Minute 

English、60 Second Science、TED Talk、Radio Lab、以及經典且生活化的影集，

希望透過有趣的影音平台，讓學習英文變得更有趣，也會更有動力一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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