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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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大學為了推動跨領域真實情境的學習，己經成立跨領域設計學院(d.School)，
開設基礎設計(Basic Design)以及跨領域深碗專案(D.Project)等課程，希望透過設

計思考方式，由產業(Real Company)提供產業或社會的實際問題作為專題主題

(Real Project)，在真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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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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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4R 取向的團隊合作式學習。 

學生畢業就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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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學習，是讓學生透過專題式課程設計，以真實社會情境，運用團隊合作方

式，達到主動學習目標。這種基於挑戰的學習，可以培養學生創意思考、運用科

技、團隊合作、整合專業知能與實作以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實踐力。  

逢甲大學為促進師生參與社會、認識並解決社會問題，透過構思、設計、實

施、操作之流程，以社會創新學習模式，培養團隊合作、社會設計及解決複雜社

會問題能力，特別設置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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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聯合國 2015 年所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 Sustaniable Development 
Goals)，己經成為全球共同合作企圖解決的重大議議，希望在 2030 年之前，透

過全球通力合作，解決這些重大難題，讓地球環境真的能永續發展，留給未來子

孫一個健康的環境，而不在我們手上把地球資源浪費怠盡，朝向不可逆轉的困阨

命運發展。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做為世界公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是

否可以將這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當成學生思考脈絡，以重大議題的解決，挑戰學

生的小確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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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推動以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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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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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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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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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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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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學部學生畢業前都要完成一項 2 週 80 小時的 WIE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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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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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創新學院希望鏈結社會資源，推動 4S 取向專題課程，帶動學生社會參

與，以真實社會問題帶動學生跨領域團隊合作的實作能力。課程分為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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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課程與戰略合作夥伴(如：家扶基金會、范特喜微文創等)、
長期合作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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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應用到社會情境之中，達到提升社區、改變社會的目標，以發揮大學社

會責任，造就真實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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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技術支持，將透過校內 8 個支援系統，以推動相關專案的發展： 

(1) i-Night Market(智慧夜市)：由建築專業學院及跨領域設計學院為推動單位，

發展出逢甲校園及夜市，包括無現金校園、智慧停車與智慧照明的物聯網智

慧校園計畫。 
(2)Smart Village(安居樂業)：本校 GIS 中心建置之智慧城鄉防災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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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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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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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reen Earth(綠能環境)：本校綠能中心獨步全球科技 HyMeTek，將廢棄物轉

化能源與資源技術落實應用在不同社區，改變民眾對資源的運用模式。進而

協助東協國家，提供最適能源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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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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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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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ducation Alliance (教育聯盟)：協助中小學課程規劃與師資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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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Practice-led Research (實務導向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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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論研究引領知識發展，作為引導

師生學習的新典範。 

具體作法仍在摸索學習階段，但選定可長期合作之戰略合作夥伴，以及透過

海外姐妹校，進行跨校長期社會創新合作模式，是要逐步拓展的目標。透過科學

研究及社會參與，提供有效方案來解決世界上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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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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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育創新工作營-未來年表 

 
100多間學校、400位高教奉獻者齊聚暨南大學 

一同思考高教政策鬆綁的5000天前， 
以及深耕計畫開跑的5000天後。 

―― 在2030年的未來，我們能先做些什麼？ ―― 

在王葳教務長及翟本瑞中心主任的帶領下，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同仁共同參與

為期兩天的「全國教育創新工作營」。活動開幕時，林從一教授致詞表示「藉由

本活動的主題，讓我們追溯台灣高等教育計畫的源頭，大約 13 年前多項計畫的

促使，過去的五千天，決定了我們高等教育的配置，同時也伴隨著許多評鑑與教

育問題的產生。今年是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啟動，而在五千天後，正是 2030 年，

我們共同期望透過此項計畫發展，解放大學的活力，在計畫中我們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這兩天的工作營，讓彼此檢討、討論，放眼世界的宏觀，共創更美好的未

來。」 

  我們站在未來的起始點，是否能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在 13 年後，創造

出我們嚮往的世界?此次活動包含：講座、論壇、課程觀摩、實地交流、校際交

流 showcase 及攤位展覽，企圖全方位呈現台灣目前教育創新的多元面貌。第一

天主要由宏觀及俯瞰的角度，了解日本的地方創生式教育，培育出迴流青年；韓

國教育改革的六大課題，解決目前青年失業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轉型創立，吸

引國外大學到新加坡設立分校、吸引外國人才，得以增加該國之人才庫；一個一

無所有的國家―愛沙尼亞，如何在短短 30 年內，歷史背景及民主步伐皆跟台灣

相似的情況下，從做中學，創造了四個全球之最，成為國際媒體數位創新的典範；

澳洲從經濟改革開啟教育全新領域，協助弱勢家庭提高教育素養，並公開資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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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分享，協助企業與學校師生之間更加緊密結合，促進產學合作；荷蘭以技

術驅動人類生活型態，偏遠人才培育透過網絡與中央核心地區連結、互相支持，

使企業的循環生態更多元化，並讓城市擁有特色發展，同時兼具平均成長。以上

六國的成功案例，都值得給予台灣省思，關於人才培育及社會經濟發展該如何調

整及努力。 

緊接是「新世代人才培育養成指南」，將全體人員分成六組，分別從無齡化

社會、智慧聯網、新農業、綠色成長、地方創生與文化自信，將各大項目如何跨

領域做人才培育，深入探討教育目標並重新審視，思考「跨界」雖為未來的解方，

但也有可能造成新問題的產生，跨界合作的困難該如何去克服、協調並共創優質

大學的環境，其中一場文化自信的與談人台北藝術大學校長―陳愷璜表示「文化

資產、自信、跨領域及人才培育這些關鍵詞都是沒有自明性的！所謂科技決定一

切，其實並不全然，而是文化決定了一切，沒有所謂的文化是不可能會有創造力

的，沒有創造力，在台灣會有很多創意產業都是虛構的。文化在哪裡呢？其實文

化就在地方上，一個地方才會有歷史，而國家不一定會有歷史，但地方絕對會有

歷史。自信的自覺是建立在以感性啟蒙作為關鍵及對生命體認上的開展，我相信

25 年前開始的關渡藝術節，體現了 USR 的精神，將亞洲專業團隊帶入社區，透

過連結的對話，尋找與他人的溝通變化並接軌國際，展現跨領域的地方自信。」 

  
其中「文化自信與跨領域人才培訓」與談人之一台北藝術大學校長―陳愷璜 

  第二天上午進行多元課程觀摩，通識中心陳淑慧助理教授更代表逢甲大學，

透過實際的案例，拋開想像，與第一線的夥伴直接面對面，切磋推動創新計畫時，

其中可能遇到的難題，透過打破原有迷思，為困境開創一條嶄新的通道。下午讓

三十五所大學分享自己如何應變世局動盪，重新定義什麼是大學？在未來十年

發展方向中，將如何找到自己的立基及向社會實踐大學的社會使命，並分享深耕

計畫所做的大學夢。期望在此活動後，各校可根據這兩天歸納出的共同願景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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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向，一起捲起袖子繼續向前努力邁進。 

  

  
陳淑慧助理教授更代表逢甲大學， 
在世界咖啡館活動中擔當桌長職位， 

分享「大一新鮮人計畫」與他校共同切磋

探討如何激發學生學習熱情 

玩轉學校代表鄭本源講師帶來非典型教育，

「遊」出自主思考力，秉持「愛玩是人類的

天性，好奇是學習的起源」理念，持續不斷

跟青少年、家長、老師甚至企業交流，翻轉

傳統式教育。 

 

  
通識中心同仁蔡惠媖、張忠賢、許雅婷、陳淑慧、林依瑩、珮君同學 

更利用Motion Capture設備透過校際交流展時，讓各校認識不一樣的逢甲創新教學。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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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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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以聯合國通過的
「2030 年永續發展議題」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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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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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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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慧 健康與福祉 責任消費與生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tFqAaun3NNA4tzWH2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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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微」不至的創新與多元英文課程 
外語教學中心大二英文微學分邀課說明會 

    為提升學生開口說英文的能力，落實學用合一之理念，從 106 學年度開始，

針對逢甲學生四年之英文課程規劃，外語中心為學生設計三年必修英文課，及第

四年的選修英文課。其中，大二英文著眼於溝通力，107 學年度，將以微學分模

式，訓練英文溝通表達能力，並讓學生於課堂中透過實作、演練、及團隊合作的

方式，展現學習成果。 

    本於微學分課程之精神，以及為豐富學習活動之精采度，外語教學中心廣發

英雄帖，力邀全校各系所之教師參加 3 月 16 日大二英文微學分邀課說明會，當

天多達 17 個系所、34 位教師一同了解大二英文之教學及課程規畫。改制後的大

二英文上下學期各一學分，以微學分學習活動進行，並分為學術英文、專業應用

英文及跨文化溝通等三項類別。學術英文訓練學生在校園內的英語力，例如：做

筆記或是寫會議論文摘要的學術能力。專業應用英文整合基本專業領域英語力

及整備學生在專業領域的英語應用能力，例如：完備各系所之海外實習前之口語

表達競爭力。跨文化溝通可使學生體會不同文化之幽默感，適應文化衝擊，成為

更好的地球公民。教師可根據不同類別設計四小時的學習活動，學生每修畢一次

即可拿到 0.2 學分，上下學期各修習並通過至少三個類別及五門微學分後則完成

大二英文修習。學生在每門學習活動中學習並應用每個看似微小、卻又重要的小

技能及小成果。累積每個小成就，兌換勝利點數。 

    邀課說明會當天，外語教學中心周惠那主任點出大二英文微學分的目標：

「教師少說，學生多說及多做」。教師擺脫以往一昧講述的刻板教法，指引學生

清楚的指示，讓學生培養生活、職場上之溝通力，給數位時代的青少年增加抗壓

性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說明會獲得在場教師熱烈響應，多位老師針對課程設計提

出疑問，外語教學中心 Richard Davis (陳彥京老師)也分享親身教授微學分時遇到

的困難，與在場老師腦力激盪最佳之教學策略。外語教學中心冀望藉由創新之大

二英文微學分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學習之管道，引發自主學習之興趣及增進學生

學習成效，邀請全校教師共創 0.2 學分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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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大二英文微學分課程徵求海報 

 

  
圖二、圖三：全校教師參與大二英文微學分邀課說明會之討論實況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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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下學期期中考後微學分課程開始報名了 

   通識微學分課程，依循CDIO精神、引導同學創意思考、鼓勵同學動手實作，安

排如｢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雷射雕刻機組裝與操作、應用｣、｢3D列印機組裝與列印

操作、應用｣、｢文創與數位的藝術融合-黑白的雷雕商品設計｣…等課程。以及為增進、

培養同學美學素養安排各式生活美學系列課程，導引同學們能將美學概念運用在日常

生活之中。接著有許多課程將與本校校輔處合作，開設職場能力培育課程，讓同學們

在進入企業實習時能盡快接軌並展現符合企業期待之基本態度，安排有｢良好人際回應

力讓你有好人緣、｢企劃撰寫實作｣、｢做對事情比把事情做對重要之策略擬定步驟｣、

｢新鮮人職場溝通力第一站｣、｢目標管理｣、｢專案管理之團隊溝通術｣、｢商業簡報｣、

｢全方位面試技巧｣、｢履歷打造術｣、｢群眾募資平台｣等，各式課程，讓同學不再受限

於傳統的學分配置，也不再侷限於學習的主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興趣任意搭配、

跨領域學習。 

期中考後的課程已陸續開放報名，有興趣還想上更多?期中考前的課沒搶到?課程

採用iLearn2.0系統選課，詳細課程介紹可參考通識教育中心網站https://goo.gl/DFVdWd 

或直接上iLearn2.0選課系統 http://ilearn2.fcu.edu.tw  報名。 

  

  

https://goo.gl/DFVdWd
http://ilearn2.fcu.edu.tw/


逢甲通識通訊(第 17 期)2018/4/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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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藝文活動 
Formosa Klezmopolitans – 東歐音樂奇幻之旅 音樂會 

    03月19日(星期一)，由東歐樂團為本學期藝文活動音樂會拉開序幕。東歐樂

團是台灣竹樂團底下的另一支頗富盛名的團體，而台灣竹樂團是一個極富特色

創意的樂團，以臺灣命名，用自己的音樂，演奏台灣本土文化。  
本場音樂會由法國籍單簧管演奏家Emmanuel Brotte、加拿大籍吉他演奏家

Rose Goossen、知名原住民歌手暨琵琶演奏家溫志龍、竹樂團團長羅正楎以四

重奏的形式，演出台灣歌謠，並加入克萊茲默音樂傳統元素，展現全新的風貌。

全場共帶來17首克萊茲默風格的精彩的曲目，除了特色風格的音樂外，還有改

編耳熟能詳的「美麗島」、「望春風」、「丟丟銅仔」，更有羅正楎團長的自創曲「桐

言桐語」。 
克萊茲墨是種音樂風格的術語，涵蓋了散居東歐各地典型的猶太人所有不

同的歌曲、表演者、樂器以及演奏技術，讓本校師生沉浸在多元的音樂元素中。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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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3/2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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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二) 
12:10-13:00 鄭如玉 

當你真心渴望，整個宇宙都會幫助你學習英文！ 
本次演講將分享英文線上課程與免費學習網站，引導學
生運用英文學習工具，提升學習興趣與自學力。 

3/28(三) 
15:10-17:00 羅頌恩 

藝術的觀賞之道──從文藝復興說起 
雖說藝術始於古老的史前時代，但今日熟悉的藝術則是
從文藝復興開始成型，且在十九世紀時產生了抽象藝
術！因此，藝術的觀看方式並非單一恆定，而是帶有許
多的時代變遷。若能了解其中的差異，將會幫助人們建
立更多層次的藝術鑑賞能力。 
1.藝術傳統的養成。  
2.典型的表現。  
3.非典型的現代。 

3/28(三) 
17:10-19:00 陳奐宇 

新美，Aveoveoyʉ! 新的美好在這裡相遇 (偏鄉服務學習) 
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第一次的偏鄉服務，在資訊甚少與
交通不便的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部落裡，我們認識了一
群天真可愛、充滿濃濃鄒族風情的小朋友，想知道志工
隊的小龍們如何帶著小朋友完成一場逗趣的表演？想知
道在連洗澡都不太方便的山上生活？想知道那些許多與
小朋友一起發生的有趣故事？一起來聽這次服務隊的沙
龍吧！ 

3/29(四) 
12:10-13:00 

黃筱晴 
蔡郁宜 
謝昀珊 
譚雨婕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菲"往夢幻聖地 
說到菲律賓你了解多少？菲律賓治安問題曾是大家不敢
前往的因素，在總統的強力改制下治安好轉，也推廣著
觀光業的發展，是否也造就了環境問題？我們走過觀光
客不常了解的首都馬尼拉、保有原始的宿霧、面臨閉島
商業化的長灘島，三個地方卻擁有著不同的樣貌，我們
帶你探究三種的優異，而台灣又該如何學習？我們也將
分享如何用少許的錢，玩遍菲律賓著名景點，讓我們一
起菲往夢幻勝地！ 

3/29(四) 
15:10-17:00 陳昆聯 

給逆境中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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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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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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五) 
15:10-16:00 

王珮榕 
吳奕潔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心泰大改變 
1.行前該如何規劃？ 
2.登機歷險記！ 
3.與當地孩子們的邂逅。 
4.一次教你學會搭曼谷交通。 
5.在國外需要看醫生，語言不通、費用高該怎麼辦？ 
6.在泰國自助的日子──清萊、清邁、曼谷。 

4/2(一) 
15:10-17:00 劉性仁 

如何當一個稱職的公民記者？ 
1.新聞採訪技巧 。 
2.新聞寫作技巧 。 
3.如何做好專題報導？ 
4.對於人物的描寫。 
5.常見新聞採訪與寫作之十二大問題。 

4/3(二) 
12:10-13:00 

方  婷 
王詠立 
何季芸 
張境元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淨攤淨起來 
身為環科系的我們，為了發揮我們所學的知識，讓環境
變得更美好，選擇了馬來西亞為第一站，到各地的沙灘
去淨灘，在淨灘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許多問題，不論是
垃圾來源或是處理，都深深的影響沙灘與海裡的生物，
因此利用寒假的時間執行公益旅行計畫。 

4/3(二) 
15:10-16:00 

賴俞璇 
陳雅婷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享受"清"春的洗禮，"邁"向拯救大
象的旅程 
「大象志工是什麼？」「為什麼要去泰國當大象志工？」
「你們不怕大象會攻擊你們嗎？」當我們跟身邊親朋好
友說起我們熱血的志工計畫時，大家覺得很新奇，但也
有許多的疑問。想知道我們在泰國發生的趣事嗎？想知
道與大象相處時的點點點滴嗎？想知道如何用最低花費
享受高的旅遊品質？想知道怎麼吃怎麼玩不踩雷嗎？鄉
村情懷的清邁適合放慢腳步旅行，跟我們一起欣賞古城
佛寺與大自然、享受泰北美食的旅遊國度吧！ 

4/10(二) 
12:10-13:00 

薛宇哲 
吳玟慧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泰國 24DAYS 
1.行前準備與規劃。 
2.泰國農場志工談。 
3.不用怕迷路！泰國交通資訊分享。 
4.泰國市集趴趴走。 
5.清邁──古蹟、寺廟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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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三) 
12:10-13:00 

王潔翎 
王  玲 
許庭瑜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列"印"我們的回憶 
喜歡挑戰的三個女孩，這次的旅程選定東南亞中最遠的
「印尼」，並各自在不同的寄宿家庭、不同的學校服務，
展開各自的冒險 。一個人搭 grab 上下班，用英文搭配
body language 和司機溝通，自己去當地的電信局，五天
峇里島行程只花少少台幣的秘訣，住在穆斯林家族的
culture shock，在當地學校體驗另類的明星...三個人有屬
於各自的回憶，這次我們要和大家分享在印尼的趣事！ 

4/11(三) 
15:10-17:00 陳睿穎 

不用心態炸裂的追愛密技 4-2 人帥才是益生菌？ 
怎麼有人外表不是特別亮眼，但是大家都會注意到他，
為什麼有人不用開口就會吸引別人目光？別再孤單被邊
緣了，快來玩玩魅力學！ 

4/11(三) 
17:10-18:00 

王筱清 
黃宇禎 
林姿妗 
蔡嘉芸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寵愛有家──因為關懷，所以開懷 
1.行前規劃和準備。 
2.被小孩填滿的 100 個小時。 
3.3000 隻毛小孩的衝擊。 
4.星馬台文化差異。 
5.跨國走訪星馬交通分享。 

4/12(四) 
12:10-13:00 

謝致遠 
林郁汶 
吳雨柔 
王瀅瑄 

【國際移動成果發表】柬單遊高棉 
1.機票、住宿通通搞定！！ 
2.海關索賄不要怕！！ 
3.在柬交通攻略。  
4.破英文怎麼遊柬呢？四大城市走透透！ 
5.sunrise 服務心得。 

4/12(四) 
15:10-17:00 繞髮柔 

帶著月曆去旅行──英法博物館交流篇 
1.我喜歡蒐藏研究文物，於是我開了一間博物館。 
2.我想讓世界的博物館看見台灣！ 
3.帶著月曆去旅行(巴黎倫敦)。 
4.拜訪世界級的博物館策展人，與研究國外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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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歐洲創新學院(EIA)創業計畫說明會 
逢甲大學 107 年最狂的計畫案-歐洲創新學院(European Innovation Academy, 

EIA)創業計畫。 

透過本校國際科技管理學院的媒介，逢甲大學爭取到 15 位名額，讓大家有

機會參與全球最大的創業計畫，每年至少 75 個國家參與，來的是 Stanford 
University、U.C. Berkeley 名校與 Google 等有名學校與機構，只要你有想法夠努

力，受到青睞，也許也會獲得優秀的導師和投資者幫助，成功的在三週內將想法

變成真正的公司。 
1. 參與時間：2018 年 7 月 8 日至 27 日。 
2. 參與地點：義大利。 
3. 補助金額：補助學費、機票、保險費(約 11 萬)，食宿交通自理。  
4. 參考網址：https://www.inacademy.eu/italy/ 
5. 歡迎加入 FB 社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765 
6. 相關影片 http://www.tv.fcu.edu.tw/km/1373 

 

 
第九國際會議廳 – EIA說明會活動現場 

https://www.inacademy.eu/italy/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765
http://www.tv.fcu.edu.tw/km/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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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由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 曾明哲 院長主持，通識教育中心 翟本瑞 主
任講解計畫內容，並說明徵選方式以及開課相關資訊，鼓勵同學一定要把握這個

難得的機會，現場坐滿同學，每個人都仔細聆聽整場說明會。 

說明會的最後面 QA 時間，逢甲大學的同學以相當流利的英文提問，並且全

程聆聽 Ms. Anni 的回答，同學們的英文能力都相當不錯。 

 

 
 
 

 
與EIA CEO Ms. Anni 即時視訊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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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界創新極限實戰課程規劃： 
No. 日期 時間 跨國界創新極限實戰 

1 3/31(六) 9:00-16:00 MEANING: THE ROLE OF DESIGN IN SOCIETY & BUSINESS 
CREATIVITY: THE PURPOSE OF THINKING 

2 4/07(六) 9:00-16:00 
INNOVATION: APPLIED THINKING 
DESIGNING: PLANNING BETTER FUTURES 
LEARNING: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3 4/14(六) (4/16-4/20期中考週) 
4 4/21(六) 9:00-16:00   UX和UI設計和為產品發展 
5 4/28(六) 9:00-16:00   創業九宮格/ 募資平台與商業發展 
6 5/05(六) 9:00-16:00   行銷策略與規劃/智慧財產與商品管理 
7 5/12(六) 9:00-16:00   FUNDING & PITCHING  
8 5/19(六) 9:00-16:00   課程成果發表 

 
相關時程表： 

日期 內容 
3/26 EIA 創業計畫說明會中午 12-13 點，第九國會議廳。 

3/15-28 「跨國界創新極限實戰」培訓課程報名截止。 
3/29 公開課程錄取名單。 
3/31 正式上課，只要完成課程皆有通識統合類 2 學分。 
5/01 繳交影片及一篇 300-500 字之短文。(第一階段) 
5/26 全校海選/面試。(第二階段) 
6/01 公佈 EIA 創業計畫錄取名單(名額 15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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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pple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 啟動會議  
本校去年成立了全國唯一的  Apple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  (RTC,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並承辦了台灣第一屆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選出了前五名隊伍

前往中國參加大中華區的總決賽，台灣的學生在總決賽中也表現亮眼。 

而今年的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也於近日啟動，邀請了 Apple 公司 香港及

台灣 教育發展項目 曾惠思 經理、教育業務 陳柏蒼 經理、晶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林韋辰 經理、莊惠真 經理，共同參與討論。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翟本瑞 主任招集工作團隊，並由資訊電機學院 竇其仁 
院長帶領專業團隊，擔任競賽組委會。本校資訊工程學系 許芳榮 主任、英家慶 
教授，兩位不僅是全台灣唯一通過 APPLE 認證的講師，也帶領學生在去年競賽

中獲得亮眼成績，並在校內開設 iOS APP 程式設計課程，吸引許多同學選修此課

程。 

今年的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目標將比照以往，提供高額獎金與獎品之外，

還提供前往中國參加總決賽的來回機票，總獎項高達百萬，等著有想法的大學生

前來挑戰。更多競賽辦法，請上 https://rtc.fcu.edu.tw 查詢。 

 

 
師長們於創客書屋討論APP移動應用創新賽活動辦法與獎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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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程式設計 – 開課會議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全校 APPS 程式設計課程，開了近 30 門課程，有 16 位

教師開課，物理教學研究中心 洪耀正 老師，上學其編寫了第一本初階課程的教

材，這學期也多編寫了一本中階課程的教材，讓教師們可以用於課堂上。 

這學期新聘 7 位教師：張雅雯、陳家豪、洪炯麒、何京典、柯佳伶、林育含、

陳思云等七位老師，開設 APPS 程式設計基礎課程，並加入了外語教學中心 王
柏婷老師，以全英語授課方式帶領全校大一國際生不分系的同學，認識並學習手

機 APPS 程式設計。上學期聘任的七位教師：管志偉、林嘉成、簡嘉良、陳重宏 、
許以龍、王銘源、陳建甫等七位老師，這學期也教授了基礎課程與中階課程。 

這學期結束後本校將有超過 1/3 的同學，都有程式設計的基本邏輯與概念。 

 

 

 
程式設計課程種子教師們齊聚討論並分享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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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中階實作課程 越學越好玩 
這學期的 APPS 中階實作課程，吸引了許多大一修過 APPS 基礎課程的同學

來選課，而同學們在課堂上越學越好玩，並在實作練習中，互相幫忙，協助旁邊

的同學抓出程式的 bug。 

除了課本跟課堂上的範例題目，洪耀正老師也出了許多進階挑戰題與課後作

業，同學挑戰成功後給予加分，吸引同學們努力找到挑戰題的解決方案。 

洪老師這學期的課程，規劃讓同學課前預習，課堂上花一小時時間講解例題，

並留給同學一小時時間完成例題以及完成進階挑戰題，修課同學在遇到困難時，

透過同組夥伴的共同合作下解決困難，在這之後露出自信的笑容，相當令人感動。 

這學期的 APPS 進階實作課程，除了洪老師之外，還有多位通識教育中心的

專業老師開課，歡迎同學加選課程，提升自己的實力。 

 

 

 
APPS中階實作課程，洪耀正老師與同學互動良好，同學們越學越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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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學會 APP，創造「薪」價值 

隨著科技發展，智慧型裝置人手一機，行動開發議題已成為全球趨勢。據此，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大一 App 程式設計課程」，透過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

應用 MIT App Inventor，讓無程式設計背景學生也可以輕鬆入門手機 App 程式設

計領域。為了增進學生的學習程式信心，通識中心網羅本校不同領域的教師(物
理、英文、GIS 等)作為 App 課程授課教師，希望激勵同學發現跨領域的無限可

能。 
本專班國際生於本學期亦修習 APPS 程式設計課程，在外語教學中心王柏婷

老師的帶領下，學生逐漸發現，App 程式設計並無想像中困難。上課的第一天，

同學們便可以製作出自己專屬的 App，設計動物的圖片，並且會發出該動物的叫

聲，整個課堂充滿歡樂的笑聲，同學亦不再恐懼程式設計。相信不久的將來，學

生們可以透過 App 程式設計，結合自己的專業領域，創造出「薪」價值，成為二

十一世紀的新興人才! 

  

  
圖說：國際生特製專屬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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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基礎核心必修課程「多元文化」校外參訪  
通識教育中心何景榮助理教授帶領「多元文化」課程學生前往台中市火車站周

邊瞭解東南亞宗教文化，介紹清真食物特色，介紹菲律賓、印尼、越南及泰國

文字特色及拼音差異，何景榮老師自掏腰包請同學品嚐到地印尼小吃及飲料。

（201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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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基礎核心必修課程「公民參與」校外參訪 
    通識教育中心何景榮助理教授帶領「公民參與」課程學生前往位於東協廣

場的「福爾摩沙雲創基地」進行參訪，讓同學瞭解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結合創業

資源，以及介紹全台東南亞移工資源最豐富的東協廣場。「福爾摩沙雲創基地」

彙集各方創業資源，打造完善的創業環境，你可以便宜的租金在這裡租用一人

座位辦公區進行創業，提供會議區、網路直播間等硬體設備，不定時舉辦創業

相關講座或分享會，增加創業者的競爭力，還會辦東南亞移工文化互動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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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只有週日早上 11 點開門，下午

6 點就關門的夜店，4 國的移工只會在自己國家的夜店玩樂，所以越南夜店裡

只有越南人，諸如此類的文化。（201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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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台灣-循環經濟與綠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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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邀請到陳念農老師演講分享，陳念農老師分享了許多VR實境的應用，

也舉例了許多以VR、AR增加生活體驗且實際運用在教育學習上的例子，陳念農老師也

提供VR頭盔讓同學體驗，以更加了解何謂VR，讓上課既能得到知識又不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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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思緒──基礎辯論工作坊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3 月 12 日 TA 培訓工作坊邀請彰化員林國中蔡坤龍老師

蒞臨演講。蔡老師是畢業的中文系校友，大學時曾擔任辯論社的社團幹部。此次

的演講，主要講解辯論比賽的賽制規則與相關的名詞解釋。講者先說明奧瑞岡、

新加坡式的賽制，接著，再解說「第一屆各言爾志國語文辯論比賽」賽制。 

 講者幽默風趣，深入淺出的解釋枯燥乏味的「賽制名詞」，讓台下的初學者

聽得興味盎然。如正方一辯的功能在說明立場，反方二辯主要確認正方一辯所提

出的論點，但假設遇到較為棘手的題目，可運用「上位概念」把辯論的戰場拉到

雙方都可以追尋的最高目標，打破現象界的框架，讓辯論過程以誰最快達到目標

為主。此外，講者強調辯論不是逞一時口舌之快，而是要謙恭有禮將陳述觀點告

訴對方。 

 
3 月 12 日大學國文 TA 培訓工作坊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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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文學，創造出新聞的另一價值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3 月 19 日 TA 研習營中有幸邀請到劉志宏老師蒞臨演講，

在「如何報導？怎樣文學？--報導中的微量元素」講題中提到：報導文學兼具著

事件的寫實和文學的對話。講者強調新聞為即時性質，而報導文學除了具備報導

現實外，更具有文學藝術和社會關懷，它能讓大眾更加關注社會中弱勢卻受到忽

視的人們。因此，講者先詳細解說「倒金字塔型」的新聞稿寫作架構，讓 TA 們

明白新聞稿與報導文學之間的差異，並讓 TA 們嘗試撰寫簡短的新聞稿和設計醒

目的標題。 

 講者認為新聞應用心探求、細心察覺，新聞不只是事件，新聞的核心在於報

導，而報導須符合公共性。新聞報導是為讓公眾了解事務、了解事件的發生和影

響性，促使公眾做出正確的判斷。講者強調，要先有準確的報導觀念，了解新聞、

新聞稿和報導文學的特色以及異同關係，才能成就一篇好的報導文學。 

 
3 月 19 日大學國文 TA 培訓工作坊活動剪影 

 最後，講者以「報導文學的精神在於社會關懷，是在深度的發酵、沉澱後才

落筆。」期許 TA 們將新聞的消息化作資訊，讓資訊成為文學的養料，並轉化成

為報導文學，藉此提升關注事件的格調和品質，同時心繫社會關懷，讓基層庶民

的生活被看見，創造報導文學的社會價值與可讀性。（撰稿人：朱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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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交流促進會秘書長蔡欣芳蒞校拜會 
    「日台交流促進會」日本本部事務局秘書長蔡欣芳女士，於 3 月 8 日再度

蒞校參訪，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接待導覽人言創新中心教學設施，並邀本校金融

碩博課程林主任昆立與即將前往日本東京留學的商學院行銷系校友高志杰、陳

冠宇；以及選修黃老師「商用日文」等課程之財金系石皓若同學等參加座談。 

    蔡秘書長此行係為該「日台交流促進會」預定於本年 3 月 22 至 25 日間，

在台中、台南、高雄、台北四地，舉辦「2018 年春季日本教育暨留學展」，而先

期返台接洽相關事宜。因與本中心黃老師於前任職外交部期間熟稔，乃專程來校

拜會。蔡秘書長表示，本年春季的「日本教育暨留學展」不同於往年，展出內容

除持續舉行「日本打工度假制度簽證講座」、「日語配音體驗」等以年輕學子為對

象之活動，並為適應網路科技發達，特聘請日本知名網紅竹下先生來台巡迴演出，

以期增進台日間網路青年交流之外，同時因應日本「少子化」而導致對海外人才

需求增加之趨勢，特別在北、高兩地配合增加「日商企業徵才就業說明會」。蔡

秘書長指出，首次在台實施的「徵才就業說明會」將不分年齡、不限科系、不限

日文程度，廣徵有意願在日商企業就職之青年踴躍參與。惟要求應徵者需事先網

路報名預約，當天攜帶簡易履歷表並著正式服裝前往面試。充分顯現日本人要求

做法細膩、凡事周全準備之精神。 

    席間，本中心黃老師特別引薦行銷系畢業校友高志杰、陳冠宇，請蔡秘書長

就近協助照應他們留日求學生活，並與林昆立主任等共同規劃，預定今年六月間

籌組金融博士班赴日研習團之相關參訪行程。均獲蔡秘書長允予協助，相談氣氛

融洽，雙方意見交流甚暢，賓主盡歡。 

 
(左起)金融碩博班林主任昆立、蔡欣芳秘書長、黃煇慶

老師、石皓若同學、高志杰及陳冠宇校友 

 
(左起)林昆立主任、蔡欣芳秘書長、

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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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長參加中琉文經協會 60 周年慶 
    創立於 1958 年的中琉文化經濟協會，係本校已故張前校長希哲所催生，並

擔任理事長等重要職務數十年，對建立我國與琉球沖繩地區各項交流之平台與

實際往來，貢獻頗大。本(2018)恰邁入第 60 個年頭，亦為一甲子，現任中琉文

經濟協會理事長趙文瑜女士，經數度與擔任該協會副理事長之本校企管系校友

邱伯達、經濟委員會主委之本中心副教授黃慶等幹部會商後，擇定於 3 月 6 日

舉行「60 周年慶」晚會。 

    慶賀晚會盛大熱烈，我國外交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以及相關部會、團體機

關等首長及重要人士約 200 餘人出席，日方以沖繩縣前知事仲井真弘多為首率

中琉協會等產、官、僑、財、經、學等各界約 200 位友人專程搭機來臺慶賀。本

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服務多年，與當地熟稔，且多次率本校

研修團及管樂團前往琉球沖繩地區參訪或演出，頗獲佳評；因而陪同曾赴琉參加

國際研討會的本校商學院簡副院長士超、經濟系陳主任善瑜以及管樂團林團長

聖翰偕同秋右景、陳向崙兩位同學與鋼琴師吳毓嫻等應邀與會。會場老朋友相見

分外歡喜，互相致意問候，會場充滿溫馨喜氣，顯現臺琉之間的深厚友誼，賓主

均感激本校已故張前校長希哲對該協會的貢獻。 

    大會由現任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趙文瑜女士致詞，提及本校管樂團上

年 10 月前往琉球沖繩公演，成為當地各大媒體報導新聞，致本校與會師長同學

甚感榮耀。餐敘期間，管樂團林團長聖翰率員即席演奏臺琉雙方耳熟能詳的民謠

與動漫電影插曲，博得大家熱烈鼓掌。而本校管樂團指揮呂彥慶老師所擔任的臺

北市大安區建安國小管樂團，則由家長會提議擬參考本校管樂團首度海外表演

方式，籌組赴琉音樂交流。本中心黃老師乃邀請該建安國小校長楊智堅及家長會

長黃俊偉等人出席大會，並引薦臺琉雙方擔任音樂交流的相關重要人士，以期順

利進行籌畫作業；楊校長等人甚表感激本校的協助。最後「慶賀 60 周年慶」大

會在本校企管系校友擔任該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副理事長邱柏達的閉會詞中，畫

下完美句點，熱烈溫馨，賓主盡歡。 

 
琉球台灣商工會幹事長大林千乃女士(後排左

一)與簡副院長士超(前排右一)及陳善瑜主任(前
排左二)等合影 

 
本校企管系校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副理事

長邱柏達致閉會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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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趙文瑜女士(左八)向本校師長等出席人員致意 

旅居琉球宮古島僑務諮詢委員羽地芳子女士(左三)與本校師長等合影 

本校管樂團林團長聖翰(左二)與吳毓嫻鋼琴師(右
一)等合奏生日快樂 

外交部主任秘書蔡明耀大使(左三)與本中心

黃老師(左一)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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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應邀在臺大日本研究中心講演 
    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於本年 3 月 3 日，舉辦第五屆「全國研究生研習營」

活動。係針對藝術文化、日本語學、經營管理、公共行政、國際關係五門研究課

題，邀請海內外專家學者專題講學。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應該中心主任林立萍教

授聘請，擔任此次在「經營管理」主題之講座。 

    黃老師以「漫話今天的日本・明天的臺灣—掌握日系企業文化的入門關鍵」

為題進行演講。首先引述美學者 James C. Abegglen 研究指出日本於二次戰後，

社會普遍存在「年功序列」、「終身雇用」、「企業內工會組織」及「集團主義」

等所構成的「日本式經營」，並提供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因素。但泡沫經濟崩潰後，

日本企業為求生存，改絃更張經營策略，嘗試引進歐美的成果主義及人員派遣制

度，惟已根深蒂固的日本年功社會，似難一夕間轉變。 

    日本《周刊 AERA》雜誌於 2008 年 4 月，以「豊田職場革命」深度報導豊田

汽車(トヨタ自動車)改採能力主義後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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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重新呼籲要重整

職場的風氣。因而力主恢復「小集團式」，以期發揮傳統師徒團隊力量，引發日

本企業震撼。另據日本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所多次在臺對日系企業調查，發現臺

灣人管理幹部，已儼然養成具備日本語能力、忍耐力、團隊精神以及細膩的理解

能力等四種日本文化特質。因此著重向心力、人性價值以及團隊精神的日本傳承

精神，深值我們認識研習，以為將來進入日系企業工作做好準備。 

    由於黃老師任職外交部期間曾奉派駐日本約二十年，可謂見證日本經濟盛

衰及 1995 年阪神大地震及 2011 年 311 東日本大震災，與現任安倍晉三首相等

多數重要政界人士亦曾多次面談經驗，故對「安倍經濟學」有相當體會。是以說

來理論與事實俱在，言之有物，頗受好評。擔任主持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研究員的林泉忠博士，也給予黃老師高度肯定與讚賞。 
 

 
(左)黃煇慶老師，(右)主持人中研院近

史所林泉忠研究員 

 
(左)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徐院長興慶、(中)黃煇慶老

師、(右)臺大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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