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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國民大學交流  

翟本瑞(通識中心主任) 

馬來西亞國民大學(UKM,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位於吉隆坡，創建於

1970 年，是為振揚馬來文化而設立的大學，目前有 2460 名教職員，不到一萬九

千名學生，其中三成是研究生，學生中大約有兩千六百多名外籍學生。由於是馬

來人的大學，國家溢注了許多資源，還有不少校辦產業，資源相當豐富。 

工學院吳院長是馬來亞大學的講座教授，長期在生質能源及化工材料上協助

他們研究團隊，因此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係。這學期開學，UKM 副校長率團到逢

甲，洽談合作交流事宜，吳院長同時帶領 UKM 的朋友拜訪中科管理處，以及威鋼

電子，讓 UKM 留下深刻印象，約定了本校的回訪行程。於是李校長率師長一行

10 人在 12 月 13 日回訪馬來西亞國民大學，洽談具體合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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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鐘頭時間到 ioi 集團(差點買了台北 101 那家)的 Shopong Mall 逛逛，

許多東西和全球大賣場沒有差別，因此特別看具有馬來亞地方特性的商品，包

括調味料及頭巾等。 

  
晚餐、第二天早餐、午餐都在飯店自助餐，很不同的餐點組合。同一排有

三種不同雞肉，印度咖哩口味、中式口味、馬來口味，好像所有東西都三種口

味，而且三餐的東西一模一樣，連點心、水果、飲料都完全一樣，只差早餐多

了稀飯及培根。許多同行夥伴超不習慣的。 

  

  
    此行重點在和 UKM 簽訂合作協議書。UKM 校長因為要去爭取國防部大型培

訓計畫案，無法親自簽訂，由副校長和李校長共同簽署，晚宴才趕回來參加。

事實上 UKM 為了和逢甲合作，針對許多細目校長主持沙盤演練，很清楚逢甲可

以提供他們什麼樣的協助，連分組名單及討論議題，都是上回來訪後團隊研究

後確認。簽署完後就依事先傳來的名單及議題分兩組實質交流，針對各細項討

論對口負責人及具體合作方式。有效而節約時間，很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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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堂傑主任隨身抱著兩大箱微創手術

醫療器材，完全不托運，深怕有所閃失，贏

得 UKM 醫學院的青睞，希望能合作。交通

號誌管理、共享機車方案，都是他們希望從

逢甲引進的要項。其實，逢甲內部許多研發

強項，跨了不同學院有時也不很清楚，這次

交流讓工學院和建設學院彼此更清楚其他

人的研發能量，未來更能合作。  
工學院吳石乙院長是 UKM 的講座教授，與他們有長期合作關係。棕櫚油是

馬來西亞經濟大宗，產出價值對馬來亞有相當大影響，因此 UKM 有個學院專門

針對棕櫚油提煉、加工、產值進行研究。吳院長長期提供他們在化工及生質能源

上的協助，是連結兩校最重要功臣。他們有了一些專利，希望逢甲合作，協助他

們開發棕櫚油機器手臂自動採收，當然還要用 AI 判斷成熟度，以及加溫將酶破壞

以保持新鮮度。如能全面有效設計出來，經濟產值可以提高 4 倍，經濟價值不可

謂不大。此一專案將由跨領域設計學院佘日新講座負責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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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逢甲 I night-market 計畫相當有興趣，也願意和我們及香港大學一起進行此

計畫，推動無現金校園及智慧夜市的多項合作。這部份由建築專業學院黎院長負

責與之對接。馬來亞大學針對 B40(平均所得低於 3000 美元的 40%貧窮人口協助

計畫)相當重視，逢甲報告我們正在規劃中的「社會創新學院」的構想，以及未來

將規劃 Social Innovation Lab 的計畫，他們有高度興趣，未來這部份將由通識中心

翟本瑞主任與之對接。馬來西亞國民大學負責馬來文化的推動與振興，因此要掌

握馬來文化最好的合作夥伴就是 UKM，未來兩校將針對馬來文化和語言進行實質

交流。每年由 UKM 派教授到逢甲教授馬來文、介紹馬來文化，並帶動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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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分組到 UKM 與他們進行實質交流。語言中心主任表示下午有一場馬

來西亞古典詩的饗宴，將由他們國寶級的文豪至課堂講座，並有學生的樂器吟唱

詩歌，會是一場馬來文化的深度體驗，名額有限。李校長當仁不講，搶先報名，

眼看沒有人跟進，外語中心主任和通識中心主任當然一定要參與，才能肩負未來

與馬來文化交流的職責。結果兩個鐘頭饗宴，大約總共有不到 10 分鐘的英文解

釋，以及大約 10 分鐘的吟唱，其他全程都是馬來語的討論。三人下午鴨聽雷，校

長 Line 上寫道：「正在激烈討論馬來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已經沉醉於馬來

語的最高境界超過二小時了」，好不容易總算熬過來，拍了合照，完成了傳承交流

的重任，達成兩項目標：1)讓 UKM 需要 3 個外國學生的 KPI 達標，有照片為証；

2)終於知道外籍學生在逢甲如果還是用傳統方式上課，會是什麼樣的心理，校長

也責成大家回去後要檢討外籍生的教育方式。 

傍晚在餐宴前，遊覽車帶領大家參觀太子城(Putrajaya)，是新的市鎮，1999 年

將聯邦政府行政機構及聯邦法院從吉隆坡搬遷過來。整個城市綠化做的相當好，

行政建築、清真寺、人造沙灘、紀念碑、湖泊、購物廣場，以及 8 個休閒公園，

過去挖錫礦的大坑洞成為人工湖最好的設計基礎，都市規劃及魄力，都令人刮目

相看。其中，玫瑰清真寺(PUTRA MOSQUE)值得仔看其建築。大夥在廣場逛了一會，

深感一個好的城市規劃，對後世的影響意義深遠。 

  

  

整個水景的設計，建築的規劃，讓台灣相形建絀。想想，倒底是什麼因素，

讓台灣在都市規劃以及建築設計，都欠缺應有的格局和品味，而我們居然可以忍

受那麼久，而沒有反省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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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以伊斯蘭習俗，太陽下山才吃飯，因此要到八點以後才開飯。晚上

是 UKM 校長請客，同時邀約了中科管理局局長及竹科管理局主秘一行。他們一

行在印尼及馬來西亞拜會他們的工業局及相關單位，由逢甲工學院介紹相關單位

參訪交流，結果因為雅加答及吉隆坡嚴重塞車，行程延誤相當厲害，部份行程未

能充份交流。伊斯蘭文化不飲酒，西線無戰事，這兩天清清淡淡，交談甚歡。 

  
第三天一早，驅車到機場接機。董事長、邱副校長一行十人，前三天先到東

馬跑了校友會交流行程，再飛到吉隆坡和校長團會合，參加一年一度 12 月 15 日

馬來西亞逢甲之夜盛會。兩團人會合，再驅車南下到峇株巴轄(Batu Pahat)，車程

將近三個鐘頭，因此途中在森美蘭汝來隆盛酒家聚餐，吃不慣馬來食物的師長有

福了，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請客，席中當然少不了飲料囉!!賓主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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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峇株，住進 The Katerina Hotel，頗高級的旅館，當天有印度錫克族的婚

禮，賓客相當多人盛裝，顯示旅舍是有一定水準的。 

但是，這麼多年，住宿第一次感受到文化差異。所

有人都找不到浴室電燈開關，只有周惠那主任，打敗一

堆工學院教授，找到了電源開關，在房卡插座上。所有

人習慣性思考，一定是在浴室外或內、門的兩邊，到處

找都找不到，完全不顯的字、貼著幾乎看不見的字，誰

會知道離了十萬八千里的地方有個關關。周主任說這是

她這輩子最快樂的事，因為教創意思考，要學生 outside 

the box，果然派上用場!!!詭異的還不只如此，大家都找

不到吹風機，結果藏在書店的抽屜後面，還不能拿出來，

而電源插在桌子後面。熱水不熱、無法切換淋浴及流水、

吳院長淋浴水還是流的滿地都是，結果發現是浴缸和地板接縫有問題，而電視開

關和選台分別用兩個不同搖控器、校長房間電視不能開，幾乎每個人的房間都有

點小問題。顯然許多地方是從工程師思維來設計，完全沒考慮到使用者的心理。

這也激發我們要在通識規劃設計思考相關課程。 

晚餐由峇株校友會宴請，就在旅舍旁 3 分鐘路的海景酒樓中餐廳，意思是爬

也爬的回去，可以盡興了! 總共 15 桌，場面熱烈，王壘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護董事

長，丁培元當然是校友們敬酒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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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上菜就己經喝開了，校友的熱

情可見一斑。但是，今晚只有 15 桌就

喝到「微醺」，明晚 95 桌要怎麼對付？

再加上逢甲之夜還有校友總會團、高

雄校友會團、EMBA 團加入，戰場盛況

可想而知。今晚牛刀小試，明天才見真

章! 

  
12 月 15 日，一早參訪馬文清校友的紡織廠。當年，逢甲海青班紡織科造就

了一批馬來西亞的僑生，回到馬來西亞後投入紡織業，讓峇株成為馬來西亞的紡

織城。其中，馬文清、馬文明、王龍彪等校友成立的向榮(Gimmill)針織公司，後來

擴大營業改組成立俐馬(Ramatex Berhad)公司最為重要，一條龍的生產，從綿花原

料到衣料成品全包，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紡織廠。諸如 Adidas Nike, UA 等名牌的

紡織品約有三成是這個廠生產的，其品質與生產能力不言可喻。 

關於峇株的紡織廠與逢甲的淵源，可參見下列影片： 

https://www.facebook.com/BP.RLS/videos/512080052506537/ 
而董事長也為逢甲之夜製作了一部短片，說明當年為僑生設立海青班的過程，以

及畢業生後來的發展。影片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UTXHWnAyk&feature=youtu.be 

  
整個廠的自動化及對品質管控的流程，也讓我們大開眼界，總共八個廠，包

括染整、成衣加工，一條龍生產，效能不在話下。 

https://www.facebook.com/BP.RLS/videos/51208005250653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UTXHWnAyk&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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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規模相當大，在台灣不容易見到有這麼大規模的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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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們一行人 16 日一早就要趕車到新加坡回台，因此董事長特別在參訪後

中午時間宴請峇株校友會，謝謝他們在馬來西亞逢甲之夜的心力付出。這種場面

當然少不得多點飲料，王壘的責任當然就在護駕了，因為，晚上還有更大仗陣! 

   下午到華人獨中參加馬來西亞全國正體字書法比賽總決賽。從兩千多名高中

參賽者中，最後決賽有 27 名，爭取最後 15 名明年到逢甲五天四夜參訪獎勵。禮

失求諸野，看到獨中在艱困中努力存留中華文化，也看到年輕朋友的用心，董事

長加碼，讓參賽者不要有壓力，所有 27 名都邀請明年到逢甲一遊。 

 

  

 

看到這些馬來西亞高中生的毛筆

字以及在海外對中華文化的堅持，就可

以理解為什麼馬來西亞僑生，中文程度

可以這麼好。馬來西亞的獨中，甚至明

年會考時，要恢復毛筆字，列為入學考

試科目。愈是在少數民族艱困環境中，

愈見出華人在海外的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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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逢甲之夜，每年 12 月 15 日舉行。這次逢甲師長 18 人團隊為歷年

最多的一次。再加上校友總會團、高雄校友會團、台中校友會團、EMBA 校友會

團，從台灣有將近一百人參與盛會。席開 95 桌，從馬來西亞各地搭機、搭車前

來，已經是年度盛事。逢甲在馬來西亞共有六千名校友，許多校友感念學校當年

在他們求學階段的照顧，每年都熱情參與。 

  

  

  

  

主持人台風穩健，帶動全場熱烈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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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副的薩克斯風 SOLO 風彌全場。台中校友會的薩克斯風團，帶起台上台下

熱情，許多人隨著音樂起舞，風情萬種。還有一群由很瘦很瘦的領導帶領的聖誕

老公公團，分贈禮物給大家。連 EMBA 校友會長吳春山都熱情地高歌一曲。 

 

 

 

 

  
下午的正體字書法比賽決選揭曉，由駐來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章計

平大使、高承恕董事長、李秉乾校長、邱創乾副校長、校友總會施鵬賢會長、

EMBA 校友會吳春山會長等人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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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熱情，不在話下，但只要想像董事長、校長要跑 95 桌敬酒，就可以想

像其中的慘烈。但也正見證了逢甲人的熱情。許多師長表示，沒有到現場，無法

想像其中的氛圍，更無法理解什麼叫做「校友認同」。大會最後把明年主辦權交給

麻六甲校友會，晚宴持續到 11:15 才結束。睡一覺，麻六甲校友會準備開始籌備

明年的盛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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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一早 7 點出發驅車到新加坡，

海關拖了一個多鐘頭才通關。到樟宜機

場，馬文清校友夫人己在等候，她代表

馬文清無法參加逢甲之夜致歉，並親自

到機場送機。老一輩的禮束，可見一斑。 

在機場林良泰院長為老婆買了肉

骨茶、為兒女買了三種泡麵，完成任務。

樟宜機場的蝶蝶生態園，頗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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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媒體對馬來西亞逢甲校友會的報導，比較能理解什麼叫做「逢甲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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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校真的有問題了，問題還真的不好解決 
台灣有一所學校，最近發生了一件令人困擾的事，考驗了我們怎麼看待教育

的本質。事情是這樣的： 

該校為台灣唯一被接受加入由 MIT 等國際高校籌組的 CDIO 國際協會，校長

率師生參加今年全球年會，學生表現優異，比賽後先行返台。校長藉在溫哥華轉

機之際，與幾位教師特別多停留兩天拜會國際高校並和校友會聯誼。 

誰知校友會長知道校長將率師長來訪，特別返台瞭解行程細節、規劃接待。

並在師長半夜抵達溫哥華之際組了十人的接機團，到機場將一行六人接到飯店。

第二天安排到 UBC 進行學術交流並達成多項協議。 

中午在海邊最高級的日本料理餐廳宴請師長，校友會理事及前會長十餘人陪

同，會長表示，榮譽理事長因在海外處理公司業務無法出席，特別叮嚀並出資招

待午宴及晚宴。會長表示，這是她最快樂的一件事，完成幾屆會長都無法達成的

任務：代表加西校友會接待校長造訪。她把此事視為最大成就。 

下午多人陪同導覽溫哥華，晚宴有將近七十人參加，除了熱情的校友外，駐

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僑委會代表也都共襄盛舉。熱情洋溢不在話下，

大家分享校友會的故事，卻感受到許多從來沒有的經驗。 

有眷屬說自己參加該校校友會比自己的校友會還積極，因為有熱情。有幾位

說雖然因為嚴管勤教而未能從該校畢業，但終身以曾為校友為榮。有兩位轉學到

他校，但仍自認是該校的校友，因為有溫暖。多數校友表示雖然成績不好，但感

謝學校當年栽培。還有一位根本不是校友，只因為與校友輔導室同仁是小學及中

學同學，當年隻身到加拿大在人生最絕望時，經同學介紹認識了當時校友會會長，

多年來的支持，改變了一生，因此也自認是該校終生志工。還有在該校資訊處工

作十年後移民加拿大，表示人生最低落的十年，是該校同仁的支持，最美好的一

切都發生在該校工作階段同仁的護持，所以任何時候、任何該校師生找到他，都

義不容辭，擔任志工。 

晚宴在濃濃的懷舊情緒中結束。第二天會長、副會長、志工三輛車一早接到

餐廳吃頓豐盛早餐，再送到機場直到出關才依依不捨離去。這樣的熱情很難不感

動的。聽說只要董事長及校長到馬來西亞參加校友盛會，都是席開百桌、千人宴

的盛會。今年台北校友會知道母校通過設立台灣唯一 APPLE 認證的區域教育培訓

中心(RTC)，不只捐電腦、設備，還提供優良教師獎金，希望母校師生得到更好的

照顧。 

天啊，該校除了校友總會外，台灣有 17 個校友分會、海外有 23 個校友分會，

加上 40 個系友會、以及 10 個社團聯誼會，校長如果每星期參加一項活動，兩年

都輪不完。 

這個學校真的有問題了，問題還真的不好解決。教育部是不是該立法禁止成

立這麼多校友組織，也應嚴格禁止校友太過熱情，要不然校務要如何順利推動呢？ 
 (舊稿‧寫於 20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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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社區實際發掘問題的專題課程 

【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 
 

由國貿系韓宜老師開設的專題課程【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課程旨

在以學生團隊小組分工合作的方式，深入一個台灣中部的農村社區進行問題探訪，

進行「社區支持型農業」(CSA) 創新商業模式的建構，根據 CSA 對於農村社區、

農民、消費者形成三贏的效益，本課程聚焦在五大重要元素來設計、推廣、執行、

反饋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農村社區功能擴大(生活、生產、生態)、創造在

地營收利潤與就業機會、生態永續/社區永續/傳承永續、發掘鄉土人文特色與資

源、縮小城鄉差距。 

本課程從 102 學年度開設，前幾學期課程設計帶領同學到彰化縣大有社區實

地教學，在最後成果發表會時提出改善以及行銷大有社區的方案，並於發表會時

邀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社區協會幹事們一同參與評審。本學期則安排帶領同

學進入南投縣鳳鳴社區，結合課程中的理論講解以及實地教學、探訪，找尋社區

的問題以及可以發展的方向。 

本學期安排三次(10 月 22 日、11 月 18 日以及 12 月 16 日)集體至鳳鳴社區的

實際校外教學，其餘的時間則讓同學分組自行前往社區參加當地活動，讓同學各

小組於社區進行田野訪談與專題製作問題解決之可行方案。12 月 16 日的校外教

學是受到社區協會理事長邀請一同參加南投縣政府舉辦的社區發展成果展，讓同

學能藉由此次展覽了解不同社區的樣貌與潛能，以及政府推動的方向和現在各社

區的發展的現況。 

106 學年度上學期[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課程期末成果發表會訂於 

107 年 01 月 03 日(三)17:00-19:00，於通識沙龍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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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校外教學紀實 
 

國貿系余孟蓁 

(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課程助理) 

10/22 鳳鳴社區校外教學 

一群年邁的爺爺奶奶組成的八卦九九千歲團，熱情地跳著舞，歡迎著我們的

到來，也述說著務農者的日常生活。林秀玲理事長親自帶領著我們初步的認識南

投，也較介紹當地最健壯的 101 歲阿公，更透過簡短的問與答，挑起大家對南投

進一步認識。 

踏進鳳鳴社區活動中心，讓大家開始認識鳳鳴社區，喝著提供的消暑鳳梨汁，

專心聆聽理事長對社區簡略的介紹。隨後安排去微熱山丘，品嘗微熱山丘推出的

鳳密蛋糕以及熱茶，也順道參訪旁邊的小農市集，多虧是周末到鳳鳴市集才有機

會參觀到，了解小農們不再只是種種田賣賣菜，而是創造出更有價值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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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鳳鳴社區參訪 

經過上次短暫簡介社區，理事長這次更是詳細的介紹，包含社區福利、歷年

活動成果和當地觀光景點等，最後也帶領著我們做手工肥皂，手工肥皂是理事長

上任後推動的社區產業，有各式各樣的可愛圖案、色彩繽紛的肥皂，大多數同學

不是做得很成功，但每個都是樂在其中，從玩樂中學習。 

隨後，養豬達人劉長發先生帶著剛出生的小豬來和我們見面，跟隨著我們一

起前往一等三角點，一等三角點是在日據時期用來測量土地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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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鳳鳴社區校外教學 

理事長邀請我們一同參與南投縣政府舉辦的社區發展成果展，看看這些社區

在這一年的成果。當天我們抵達時成果展就已經悄悄開始了，舞台上的投螢幕撥

放著各社區這一年的紀錄，也穿插著防詐騙的宣導短劇，大家就自由參觀，在周

圍看看每個社區所展示出來的成果，可能是社區自行發展的手工藝，或者在地的

農產品，發掘及深入了解社區的潛能，社區的樣貌也越來越多樣化，社區長者的

活力也讓社區及這個活動增添不少生氣，而在離開時也會拿到上次在鳳鳴社區做

的手工香皂成品。 

  

 

課程心得 

課程的關係，和同學們見面只有短短的幾次，一次的不熟，

經過第二次、第三次，大家相處得更融洽，不會像是普通上課一

樣，上課下課走人，不會有任何交集，不一樣的學習方式也讓我

很感興趣，在地的實踐，親自去和土地接觸，也順便刺激對事物

的敏感度，尋找當地需要改善的地方。而且還能體驗到過去沒有

機會接觸過的東西，像是坐農車和親自做手工香皂，也發現說在

一個高齡化社區中，大多數的爺爺奶奶都是務農，在我認為他們

比起在都市中的爺爺奶奶還要有精神，身體也更健康，並不會因

為老了而放棄活動，再加上有很多社區活動可以參加，在這幾次

下來，發現這個社區是非常有活力的。在理事長幫我們安排很多

的行程下，每一個活動都是很有趣的，最令我印象刻的是做農車，

阿公開著農車鏗鏗鏗的，那種感覺是很特別的，即使我的大腿非

常的酸，不過從玩樂中學習是很重要的，思考一下我們可以幫社

區做出甚麼貢獻，回饋給社區居民，對我來說這是一趟受益匪淺

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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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上通識沙龍精采照片回顧 
     

本學期最後一場通識沙龍已在 12/22 結束，謝謝師生們一學期來的支持！其
中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共計 37 場，國際體驗相關講座共計 20 場，同學們
皆用心準備、傾囊傳授計畫書撰寫秘訣，並分享在國外的震撼教育和所見所聞，
希望可以提供給學弟妹更多跨出舒適圈的勇氣！除此之外，創業甘苦談、台中文
化導覽、藺草與耶誕花圈的手作系列也深受學生歡迎。未來持續歡迎至人言十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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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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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最新展覽訊息 
展覽名稱：【逢華】- 攝影社成果展 

展期：106/12/15~107/01/06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逢甲的風華有萬種，「攝影」是本社的代表，我們期望能以最熱衷而擅長的手

法紀錄逢甲大學的模樣，不論是人文特色，還是校園景致。本展同時也是 106

學年度上學期以來本社社員、幹部一同累積的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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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選修課程「環境資源保育」-世界生態保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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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1月28日邀請黃仕傑老師分享他的環境生態攝影記錄，藉由阿傑老師

的鏡頭，我們從印尼的婆羅洲熱帶雨林的大王花（屍花）與竹節蟲開始，來到非

洲馬達加斯加島的環尾狐猴，變色龍與蝗蟲過境；澳洲的布里斯本袋鼠，鸚鵡，

毬果蜥蜴，魔蜥及蠟筆小新蛇，最後抵達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阿傑老師告訴同

學，環境生態的現況是在地人民的想法與我們對於生態保護理念拉扯的動態平衡，

而這個平衡的點說穿了就是當地居民的生存。另外阿傑老師也鼓勵同學們要勇敢

地出國開拓自己的視野，增廣自己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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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選修課程「藝術心靈與創造力」 

用音樂開發肢體潛能 
 

    通識課程「藝術心靈與創造力」由鄭月妹老師於 12月 4日邀請到徐治宜老師

來課堂帶領同學『用音樂開發肢體潛能』，徐老師帶領同學透過身體發聲、肢體自

然律動，配合各式不同樂器的即興演奏，讓學生感受自身的狀態並體會與團體之

間的連結，並放下繁重的課業與生活中的壓力，在這兩個小時的課程中自在的將

壓抑在內心的情緒紓解開來。 

    在即興演練的過程中，學生學習與他人溝通，看見自己在團體中扮演的角色

及自己能為團體貢獻的是什麼？檢視自己自信心的強度，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狀

態並學習運用身體去感受與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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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選修課程「智慧綠台灣」-FAB LAB & FAB CITY 

通識選修課程（專題式統合領域）課程「智慧綠台灣」在 106 年 12 月 19 日

邀請台灣製造者協會理事長洪堯泰老師來為我們演講 FAB LAB 與 FAB CITY，在這

電腦與機械先進的世代裡，創意與創新越來越重要，FAB LAB 是一堂創新的課，主

要是一個推廣使用數位製造工具並創造一個尚未有人發明過的東西．這堂課裡，

最重要的不是要製造市場上有賣賣的物品，而是要創造出市面上沒有的東西，依

照著自己的規劃與理想，創造出獨一無二的的物品．在課程中老師會不斷地激發

學生的想法，也看了許多專業認識創造出來的物品，琳瑯滿目的創意讓人嘆為觀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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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的學習饗宴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106 年 12 月 4 日下午六時在逢甲大學人言大樓 B120A 教

室舉辦國文教學助理工作研習坊，邀請到銘傳大學陳佳琦老師來為 TA 們分享文

學的視覺轉換，希望未來 TA 們能夠活用視覺的效果，讓教學活動更加豐富。 

    研習中陳佳琦教授認為視覺的設計其實跟文字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文字發明

之前，人類就利用大量的圖像傳達生活與精神上的情緒交流，文字發明之後，原

本的圖像也並未消失，而是透過圖文並茂的方式更創造出具有美感、意象、意念

的視覺效果，經由不同角度的詮釋，賦予的意義也就不盡相同。因此陳佳琦老師

希望 TA 們也能夠跳脫一般的視角，尋找出不一樣的角度來描述同一件事物，對於

教學活動的設計亦有幫助，並且也帶給我們新奇的體驗。 

    此次的研習，透過圖文實作，在談笑之間，盡情描繪自己的想法，藉由打破

框架的限制讓學生徜徉文字與圖像的視覺設計場域。      （撰稿人：陳俊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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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雲流水─大學國文專題演講：自由書寫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106 年 12 月 7 號，下午 3:00-5:00，第六國際會議

廳舉辦「自由書寫」專題演講。特別邀請到黃靖雅老師來為大家介紹如何把自由

書寫融入生活中。靖雅老師也精通各種不同種類的塔羅牌，透過牌卡讓大家面對

自己心中隱藏的一面。 

    演講中提到，生活中經常面臨一些無形的壓力，這些壓力常常無法得到釋放，

那我們又該用什麼方法跟這些情緒打招呼呢?這時候可以嘗試透過書寫來抒發自

己內在的情緒。「自由」意即伴隨腦袋去想，不受任何語法的限制，透過書寫將無

形抽象的想法具體浮現出來。「想」伴隨著「寫」，化無行為有形。 

 只需要準備一張紙跟一枝筆，給自己設定 10 或 20 分鐘的時間，開始寫，把

自己當下的心情全部化為文字寫出來，不須經過修飾，也不需要刪除或修改。要

快速的寫、不停的寫，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把情緒化為文字的力量，讓情緒得

到一個出口。 

    在課堂上，老師也讓我們實際操作，寫了 10 分鐘的話，寫完的時候除了覺

得手很痠以外，回頭看看自己寫的文字，一些平常受到社會框架而不敢說出來

的話，終於得到釋放，內在的心靈好像得到救贖一樣。每個人都是有情緒的，

面臨科技發達的時代，不仿回歸原始，透過紙、筆來宣洩自己的情緒，或許你

也會感覺到，書寫的渲染力是遠遠超過在冰冷的鍵盤上打字的。                                                                 

（撰稿人：謝依純） 
國語文教學中心舉辦第三場設計類的 TA 研習活動，邀請銘傳大學陳佳琦老師蒞校

分享如何遊刃文字與圖像之間。分享過程中，也讓 TA 們學習如何轉譯文字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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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來的課中學:逢甲大學國文教學助理工作研習坊 
 

    逢甲大學為了因應學習型 TA 的教學計畫，由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12 月 11 日

在人言大樓 B120A 教室安排了國文教學助理工作研習坊，特別邀請校內老師 ── 

鍾駿楠老師，於當日晚間六點至八點的時間，以「不讓你睡」為主題，講說課堂

活動設計的技巧，同時也分享許多自身教學經驗，帶給 TA 們滿載的收穫。 

課堂中，鍾駿楠老師以閒聊方式切入課程主題，簡略介紹課程設計的演變過

程，提到現今教學技巧重視翻轉教育，特別是在大專院校等，學生心智年齡已成

熟的階段，一板一眼的授課方式，常常面對的卻是台下一片死寂，因此有了翻轉

教育口號的出現。但，要如何翻?翻多少?翻太少成效不大；翻太多則可能導致學

生只記得課堂中的遊戲活動，卻無法與課文內容做連結，形成本末倒置的結果。

因此老師舉例了五大世界法：主題曲、臉書、搶答、小劇場以及旅行的世界。並

於當天藉由搶答活動與桌遊結合的設計，讓 TA 們從文本中找尋答案，同時進行小

組積分制，直接親身體驗到學生們除了能快樂學習課文內容外，還能培養表達及

問題解決等能力，達到一舉多得的良好學習成果。 

相信經過鍾駿楠老師傾囊相授後，不僅能大大提升 TA 們的課程活動設計技

巧，提供他們明確方向準備之後的進班實作，更也是為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

培養實力派人才。 

（撰稿人：張雅婷） 

  趣味橫生的閒聊教學，激起 TA們教學活動設計的熱忱。原來，不讓你睡的教學法是如此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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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古琴說故事：逢甲大學大學國文教師研習工作坊(五)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12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一點於人言大樓采銅廳舉辦「琴

聲在弦上還是指上」教師培力研習工作坊。此次研習邀請到台灣古琴協會會長─黃

鴻文老師，帶領老師們體驗手指在琴弦之間的觸動以及感受琴弦在指尖上的跳躍。 

 黃鴻文老師以演奏一首琴蕭合奏曲─雲水禪心，揭開此次的研習，彈奏時老師

運用了許多演奏技巧，看上去演奏者的手指猶如在琴弦上跳舞。接著進行琴曲的

介紹，老師利用琴曲讓我們了解其創作背景與歷史淵源，再藉由演奏古琴讓我們

深入其境，猶如聽古琴說故事，傾耳細品老師的彈奏，感受弦響的韻律，藉著故

事和樂曲，沉浸過往歷史的風華和氛圍。 

    黃老師藉由古琴曲敘說精彩的故事之後，接著就換我們體驗撫琴的美韻，體

驗琴弦在指尖的跳躍，或抹或挑，或勾或踢，或點綴的泛音，慢慢的積累，一挪

一動，逐漸的加疊，一首曲子，緩慢流淌。 

    聽琴，習琴，撫曲，曾經是那麼遙不可及，卻在半日間盡數實現，彷彿穿越

了千年，體驗了一曲文人的風趣。             （撰稿人：黃信晏） 

                                               

 

 

 

 

 

 

 

 

 

  

12 月 15 日大學國文教師研習工作坊，黃鴻文與林明宜二位老師聯合指導，

帶領教師與 TA 們領略琴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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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創意快閃影片比賽 
     

    外語教學中心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首次舉辦創意快閃影片(Flash Mob)比賽，

目的在提供逢甲學子一個展現自我的平台，並透過快閃的行為藝術提升逢甲校園

內外文化氣息。本次從 2017 年 10 月 23 日開始徵件，短短一個月中，共有 11 支

影片投稿，每支影片約三至五分鐘，包括學校社團、博士班學生、國際學生、志

工隊等一同參與。評審指出，前幾名優秀作品都相當驚艷，共同點是有符合快閃

的精神，內容豐富有趣，且每支影片特色非常鮮明。 

    國際標準舞社利用白天、黃昏以及黑夜的交替，在校園各個角落展現他們的

優雅舞姿，甚至在逛街的人群中突然起舞，吸引民眾們圍觀與拍照。當老師課堂

還在進行中，通訊系學生鄧起宇在音樂播放後隨之從座位上站起，走到教室最前

方跳起近期火紅的洗腦神曲-鯊魚舞，其他同伴們也接續走入教室共舞，還有班級

同學一起上台現學現跳。從各國來台念博士班的國際學生們相約到逢甲夜市逛街，

在音樂聲此起彼落的商店街上隨機搖擺起舞，並藉由影片推薦自己喜歡的逢甲美

食。 

    此外，我們將所有投稿影片放上 Youtube 進行為期一週的人氣票選，累計按

讚次數最高的是一群來自泰國的學生，他們穿著泰國傳統服裝，在圖書館前草皮

大跳泰國舞蹈，更在影片最後發揮巧思，剪輯約 30 秒的服裝走秀。 

    在逢甲商圈及校園進行快閃活動，除了讓學生們發揮創意，展現才藝，將多

元文化融入校園，同時也是一個讓生活周遭突然有驚喜的活動，為生活點綴豐富

色彩。 

  

圖 1：國際標準舞社在逢甲商圈優雅起舞 圖 2：泰國學生於圖書館前展現泰國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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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在課堂中進行鯊魚舞快閃 
圖 4：國際學生穿著自己國家的代表服裝在

逢甲商圈隨機舞蹈並推薦知名小吃 

  

圖 5：吉他社讓音符在校園各角落飄揚 圖 6：老師也加入快閃的可愛甩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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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職場必備之英語力講座 
 

    本學期外語教學中心與學系密切合作，請學系推薦業界校友與豐富創業經

驗專家到校演講，面對面與學生分享目前業界對員工英語能力的需求及職場上

必備英語應用技能。藉此學生可正視外語能力在求職的重要性，以及了解如何

展現及應用外語亦是「必備」技能。 

10 月份開始所舉辦的三場「職場必備之英語力講座」，分別邀請了趨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曾彥勳技術經理、凌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劉雅琪人資經理、以及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溫絮如全球人資長到校演講。 

曾彥勳經理從個人自身的英文學習歷程以及英文在職場上的角色切入，他

提及本身在校時英文並不好，也不覺得英文在未來工作上有何重要性，後來進

入職場後，跨國團隊工作性質讓他「必須」使用英語做為溝通工具，過程中也

出了不少笑話，但也慢慢用英語工作的環境。劉雅琪經理本身是跨領域背景，

從法律專業進到人力資源領域，她從目前公司在面試所要求的英語表達力，直

接點出「英語好」這個資格足以讓每月薪資比他人多了 3 千到 8 千元不等，公

司也願意花多些資源培訓，更詳細點出每個面試問題的背後，都有面試官想了

解的重點，學生應該要如何去準備。溫絮如人資長則是點出在巨大機械(捷安

特)這樣跨國色彩明顯的企業裡，英語能力不是拿來加分的，而是基本技能，反

而是勇於挑戰、創新、懂得團隊合作精神的人才能脫穎而出。 

參與學生在會後主動與講者互動，一方面了解講者在相關產業觀察到的求

才現況，一方面也熱烈地討論接下來的規劃，多為大三、大四的學生因考量接

下來該是投身職場，還是要接續申請就讀研究所，講者就本身經驗及專業給予

實用建議。有些學生為大一、大二的同學則是迫不及待想知道如何在畢業前準

備「英語力」以應戰二到三年後的職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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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職場必備之英語力講座海報 

圖二：學生參與演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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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黨青年局事務局長阿部信吾一行來訪 
     

日本自民黨本部青年局事務局長阿倍信吾，於 12 月 16 日率該黨選舉對策本

部事務部長井形厚一、政務調查會事務副部長大日方雄次、組織運動本部青年局

主任牧田將彥一行四人訪臺，前勤益科技大學教授黃世良接待，遊覽臺中國家美

術館及科學館，並邀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及臺中科技大學楊家源教授陪同餐敘。 

    甫於本年十月底國會眾議院改選再度獲得過半席次、繼續執政的日本自民黨，

與我國淵源久遠、關係深厚。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及奉派駐日本期

間，因公務與該自民黨本部保持密切聯繫。此次能與阿倍信吾事務局長等一行在

臺中巧遇敘舊，雙方均感意外驚喜，相談甚歡。而接待導覽本次阿倍事務局長一

行的黃世良教授，因曾任職青年救國團，經常協助外交部接待日本自民黨青年局

來訪貴賓，故與黃煇慶老師熟稔，曾多次蒞校參訪。 

    席間，黃老師提及 1983 年因外交官特考，甫自經濟部轉任職外交部第一次

執行的任務，即是接待當時日本自民黨青年局長麻生太郎眾議員。猶記麻生局長

係名門出身，當時雖 44 歲但仍為單身貴族，於獲悉已與鈴木善幸前總理的千金

千賀子婚約，婚期在即，乃於公務宴會時安排獻花，藉表祝賀，熱鬧氣氛，引為

佳話。麻生太郎眾議員曾任日本首相，目前仍居日本政要地位，與我國關係持續

良好。黃老師所提及此段歷史回憶，引起阿倍事務局長一行的情誼共鳴，表示將

擇期來訪本校，本中心黃老師復以歡迎。 

 

 
(左起)牧田將彥、黃世良、阿部信吾、楊家源、

黃煇慶、井形厚ㄧ、大日方雄次（右一） 

 
(左)阿部信吾事務局長、(右)黃煇

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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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在樂齡大學講授〈易學〉在日本 

     

本校教育進修處邀請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於樂齡大學課程，以「易經智慧篇」

為主題，講授「日本史上數則易學與人生的故事」。黃老師先選用「探索有關日本

史的易學(日本史における易学を探り)」，在 12月 15日首次開講，聽者滿堂。 

    日本從中國傳入文字、佛教、律令等之後，積極學習中華文化，迄至明治維

新轉而全盤西化之前，皆以中國為師。而日本固然於吸收中華文化後，也不斷加

以創新改造成自己特有文化。如九世紀末，當時日本平安朝大學問家菅原道真提

出「和魂漢才」的論點，強調以日本本土精神來活用從中國引進的詩學，以使外

來文化日本化的重要性，致影響日本文化、佛教、藝術等均逐漸走向與中國不同

的獨特風格。 

    惟其中具陰陽五行思想以及崇尚大自然的天道精神的〈易學〉，則並未受西化

思潮影響，一直在日本政治、軍事以及文學、國民生活上，占有重要地位。中世

「足利(室町)幕府」時代，第一所普通學校「足利學校」經寺院應運而生，青年

武士學生則多以〈易學〉為研究之終極，習得占筮之法，以滿足作戰時占筮命運

的需要，養成甚多日本「戰國時代」軍師人物，並種下培育德川(江戶)幕府重視

學習〈易學〉的推力。甚至連「明治」以及其後的「大正」天皇的年號，也是直

接取自《易經》。以〈易學〉為基礎，儼然在日本發展成「帝王之學」，魅力至今

未減。 

    黃老師引經據典，配合多年派駐日本折衝樽俎經驗，說來活潑生動，簡潔易

懂。部分慕名專程聽講之 EMBA校友等，更於課後再與黃老師茶敘，繼續切磋研讀

日本〈易學〉之道，相談甚歡。                                (攝影張國竑) 

 
上課聽講滿座 

 
上課情況 

 
上課情況 

 
課後與 EMBA 校友等聽講者歡樂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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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結合業師教學，強化國際生溝通表達力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re-major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Freshman 

Students, PMP），於 12 月 1 日溝通與表達技巧課程辦理「 Either 0 or 1」演講活

動，為深化實務教學，透過生動活潑的演講，並實際操作演練，從課程中更了解

自己，以及學習讓自己的溝通表達更有力。 

本次演講是由鄭宜玫老師邀請林以專講師分享業界經驗，林以專講師於 2007

年開始擔任關於自行車零件製造公司的業務經理，有豐富的銷售經驗，曾出差拜

訪國家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柬埔寨、泰國、巴西、

德國、比利時、瑞士等地，因此接觸各國不同的溝通文化，從中了解如何溝通，

才能把自己的意圖順利傳達給對方。 

課程中林以專講師講述自身在溝通過程中學習到應注意的事項，也利用圖片

讓同學帶入角色，並且解釋這個角色的特質可應用於業務相關層面。演講也融入

讓學生可以練習自身顯明的性別優勢，例如：發揮親和力或有磁性的聲音，傳情

達意；還有一些小動作可以做為輔助，例如：握手，只握到手指、輕輕握和實握，

給人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握實給予的實在與信任感，更能讓對方接受自己，讓

談話順利進行。蒙古同學表示，學到了很多東西來與消費者交流，以及如何與隊

友合作並正確管理所有的事物，非常感謝講師帶給他這麼多收穫。 

  

  

邀請林以專講師演講，深化實務教學，提升國際生溝通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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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徵選結果出爐! 
     

106 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以「只要你夠勇敢有想法 機票費全免!」的訴求
鼓勵全校同學一起參與這個創新計劃。我們此次徵選計畫主要有三：(一)A 類國際
體驗：此類無特定範圍國家，主要目標是為了因應國際化潮流，增進本校學子國
際視野與強化全球移動力。同時以專題製作類課程【旅遊學習深呼吸】為基礎，
透過 Gap Year 概念，以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公益旅行、壯遊體驗等方式，
盼能豐富學生求學經驗與生活體驗，讓學生可以藉由旅行探索世界，重新認識自
己找出自我學習定位，並走出逢甲校園拓展國際視野。(二)B 類公益旅行：此類鎖
定特定範圍國家，以「滾動式社會設計」課程為基礎，拓展國際視野外，也以人
文關懷的社會設計為出發，鼓勵學生透過公益旅行的體驗方式前往東南亞國家學
習。引導學生用愛與設計的情懷，將傳統的旅遊者轉化為積極的服務者，鼓勵他
們了解當地的問題，提升學生的創意想像、社區對話、凝聚力量與解決社會問題
等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可藉由此課程實踐自我思辨、資訊搜尋與規劃、媒體製作
與公民實踐能力等目標。(三)C 類家扶專案：透過本校與家扶中心的合作案，我們
於暑假選送學生往家扶基金會在海外的各個據點，增加學生海外實作、服務學習
之機會，此次則以蒙古、吉爾吉斯為主。 

這次國際體驗計畫徵選結果，第一階段總計有 521 位報名，第二階段繳交計
畫書有 132 位，最後錄取 110 位。A 類自助旅行者遍佈義大利、捷克、奧地利、
美國、日本、韓國、澳洲、荷蘭、德國、英國、法國、匈牙利、波蘭、紐西蘭、
瑞典、丹麥等 16 國；B 類則以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等
國家為主，任務涵蓋孤兒院教學、路邊街友照顧、收容所動物照顧與紀錄、東南
亞人旅遊與台灣觀光產業升級與發展、菲律賓與越南實地調查當地政經文化、泰
國創業機會與困難側錄，並建構相關網站宣傳協助中輟生、泰國清邁的大象村志
工拍攝、保護動物概念調查、資源回收宣導、蚊子大量繁殖之防治等等。C 類則
是前往吉爾吉斯拍攝當地弱勢孩童具有專長、天賦而被培訓的訓練過程影片，前
往蒙古的同學將進行華語教學，以夢想交換活動、環保意識案例教學，乃至拍攝
志工服務的歷程影片。這些顯見同學對於跳脫舒適圈有非常大的準備，也積極與
當地社福機構進行聯繫，相信對於同學拓展國際視野有相當大的幫助，也透過同
學們自行規劃任務與行程學習到「自主學習，自己負責」的態度!  

過程中非常感謝校內師長、導師與同仁先進的宣傳，我們秉持著(1)大一、大
二學生，無成績與語言檢定限制；(2)未曾出國/清寒者優先；(3)敢勇於挑戰自我/
肯吃苦願意學習的同學的條件，相信也獲得大家的認同。這次搭配著教育部青年
署的國際體驗計畫(東南亞路線)也開放到大一至大四同學參與，總計獲選 110 位
同學，我們相信只要同學勇敢踏出第一步，未來對於他的學習態度與英文學習慾
望都會大大提升!這也是我們通識辦理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的目的，我們期待更多同
學能夠跨出台灣，而最需要跨出台灣的就是這些平常比較沒機會出國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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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錄取名單】 

A 類國際體驗錄取名單--暑假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1 外文一乙 許○銣 9 國貿二丙 沈○臻 17 會計二甲 鄭○涵 25 工工一甲 郭○廷 

2 纖複二甲 田○捷 10 國貿二甲 周○伸 18 財金一乙 張○萱 26 統計二乙 洪○愉 

3 國貿二甲 何○萱 11 外文一乙 黃○瀅 19 合經二 廖○媚 27 水利一乙 張○棠 

4 國貿二丙 吳○妮 12 資工一丙 林○任 20 纖複二甲 陳○哲 28 行銷二乙 彭○祺 

5 財金二甲 吳○涵 13 財算二 張○慈 21 會計二甲 蔡○勳 29 合經二 林○靖 

6 土管二甲 吳○瑤 14 合經二 楊○婷 22 財金一甲 黃○旋 30 會計二乙 莊○奕 

7 會計二甲 李○芸 15 經濟一甲 張○熏 23 機電二甲 齊○凱 31 建築二甲 駱○宇 

8 風保二乙 李○筠 16 企管二甲 楊○晨 24 航太二甲 陳○達 32 外文一甲 黃○和 

B 類公益旅行/【東南亞有任務的旅行】-寒假/暑假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以下寒假 11 統計三甲 王○玲 22 環境四甲 王○仁 33 國貿三乙 吳○潔 

1 統計三甲 王○傑 12 企管三乙 許○瑜 23 財金三丙 林○妗 34 國貿四甲 陳○婷 

2 統計三甲 詹○瑄 13 財稅二乙 徐○寧 24 財金三乙 黃○禎 35 國貿四甲 賴○璇 

3 統計三甲 郭○瑋 14 統計二乙 鄭○倫 25 財金三乙 王○清 36 環境三乙 何○芸 

4 統計三甲 郭○綺 15 財稅二甲 鄭○秝 26 財金三丙 蔡○芸 37 環境三乙 方○婷 

5 國貿四甲 張○予 16 統計二乙 蔡○真 27 行銷二乙 吳○澄 38 環境三乙 王○立 

6 國貿四乙 盧○綺 17 化工三乙 譚○婕 28 行銷二乙 汪○歆 39 環境三乙 張○元 

7 合經二 詹○淂 18 經濟二甲 黃○晴 29 會計二乙 江○婷 40 環境三甲 薛○哲 

8 會計二丙 洪○晴 19 企管三乙 蔡○宜 30 行銷二乙 何○臻 41 國貿三乙 吳○慧 

9 會計三丙 葉○吟 20 環科一甲 謝○珊 31 財金三乙 吳○哲 以下暑假 

10 行銷三乙 王○翎 21 統計四甲 郭○谷 32 國貿二丙 王○榕 1 財稅二甲 張○○玉 

2 財稅二甲 王○瑜 9 財稅二甲 王○瑄 16 運物二甲 許○瑄 23 財算二 李○芸 

3 財稅一乙 謝○霖 10 財金三甲 謝○遠 17 財稅四乙 盧○逸 24 外文一乙 彭○惠 

4 財稅一乙 黃○瑄 11 財稅三乙 林○汶 18 都資二空 許○慈 25 外文一乙 許○瑜 

5 會計四丙 施○嫻 12 國貿二乙 吳○柔 19 環境三甲 郭○婷 26 外文一乙 周○禎 

6 會計四丙 李○軒 13 會計三乙 賴○妤 20 環境三甲 李○欣 27 外文一乙 何○芸 

7 會計四丙 賴○廷 14 環科三甲 王○勛 21 工工三乙 郭○銘 28 資電一乙 陳○晴 

8 運物一乙 蕭○真 15 土木三甲 陳○宇 22 工工三甲 林○鋐 29 資電一乙 洪○敏 

C 類公益旅行/【家扶中心合作專案】-暑假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1 行銷三乙 張○雯 3 財稅二甲 曾○恬 1 國貿二丙 張○琨 3 國貿二丙 蔡○欣 

2 自控三乙 郭○玹 4 電子二甲 李○瑋 2 國貿二丙 彭○華 4 通訊一乙 林○蓁 

吉爾吉斯 蒙古 

  說明：出國前務必填寫切結書與同意書，寒假者於 1/12 前；暑假者請於 3/9 繳交，逾期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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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如何買到便宜好機票 

在學校持續的推廣下，不管是國際體驗、交換學生、海外實習或是國際志工

等海外成長資源，逢甲有越來越多同學邁出台灣，走向國際。同學們從中成長的

是遠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多，其中一項就是省錢小秘訣。對於同學來說，出國最大

的成本不外乎就是機票的票價，如果能降低這一大筆的預算，就沒有其它理由不

出去看看了!所以這次邀請到蕭世婷同學，分享她如何用一萬八的超低價錢，買到

法國航空 A380 的來回機票，不僅用超省的價錢，還能有不失質感的高級享受。 

本場次從原本預計 30 位同學的小型分享會，因同學報名熱烈，最後變成了

超過 150 人的大型演講，可見同學對於如何省錢買機票真的很有興趣。世婷同學

先帶大家認識廉價航空，包括自己買機票需要知道的規則，還有會遇到風險。再

分享如何購買，有哪些資源與管道可以搜索與比較，哪個時間點買會有比較多的

優惠與特價。甚至也整理了熱門國家飛機票價的最高點與最低點給同學參考，可

以當作在買機票時的參考依據，才免得在沒有購買經驗下，當冤大頭。分享結束

後，很多同學也很積極的再向前詢問問題，世婷同學也很熱心地回答問題及分享

她的投影片，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人買到便宜機票，省錢出國! 

世婷同學很詳細的教大家如何買機票，再到如何判斷其風險與票價的最高最

低點，各位同學都聽得很入迷，也學習到很多，相信有學姊的分享，照著秘訣，

同學也能如期的買到便宜的機票，開心出國學習趣! 

 

  
超過 150 位同學熱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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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孵化 2.0--Fun 大視野，想向未來說明會 
     

106 年 12 月 14 日中區青創基地與通識教育中心暨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共同
辦理辦理【公益孵化 2.0－創心小聚暨青年公益實踐計畫說明會】，主要負責單位
為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邀請剰食餐廳楊七喜小姐闡述創業理念，講述「我們相信
蔬果與人一樣，沒有所謂的剩餘」。透過剩食餐廳的共食實驗空間，將市場不要的
蔬菜水果及餐廳剩餘的食材加以利用，製成可食用的佳餚，並與他人分享，而且
未來甚至想與社區、長照議題進行整合，盼能做出一套可執行的社會支持系統。
現場也限量提供 40 位同學的便當，活動相當有意義，圓滿成功! 

    接著，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今年以「Fun 大視野 想向未來」來推動青年
創新計畫，鼓勵年輕朋友投身公益並關注慈善議題，期待發現年輕世代的觀點與
力量，提供所需資源，結合專家、學者的輔導，讓青年公益計畫更容易付諸實現，
並為世界挹注更多正向影響力，總獎金更高達 1000 萬，對同學來說更是個難得
機會。此次計畫的公益執行主題，主要包括有(1)弱勢/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國內或
國際）；(2)新住民培力；(3)街友關懷；(4)改善糧食危機；(5)防災教育宣導；(6)社
區(慈善)總體營造；(7)國內或國際衛教推廣；(8)青銀共創；(9)循環經濟；(10)其他
具體的社會問題等。希望所有 18-35 歲的青年學子能夠意識到全世界面臨的相關
重大議題，從貧窮與人口、社區弱勢、環境生態與氣候變遷，以及全球化的發展
趨勢等問題，逐漸的創發可執行的方案，藉由公益關懷的初心，關心我們的土地
關心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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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報名者,趕快進入計畫徵選網站看看喔! 
    http://www.visionfuture.org.tw/proj.aspx 

  

  

  

 

  

http://www.visionfuture.org.tw/proj.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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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大家庭 歲末歡樂趴 
時序進入年尾，2017 年即將劃下尾聲，這一年通識的家庭中，增添兩個生力

軍，分別是外語教學中心及國語文中心，讓通識中心成為一個大家庭，同時肩負

更多對學生的責任。 

Work Hard, Play Hard! 認真工作之餘，不能少了身心調劑，同時為增進單位

間的認識與合作，選在周四晚上的下班時段，要請老師、同仁前來參與這輕鬆的

耶誕趴踢。 

活動一開始，通識中心大家長 翟本瑞主任致辭，感謝大家這些日子的辛勞，

外語中心主任 周惠那與國語文中心 徐培晃主任也共同勉勵老師與同仁，在明年

繼續努力。活動中，有美食、有美酒，更有可愛的人們，感謝參與的每一位，更

感謝幫忙的每一位。 

 
三個單位60多名老師、同仁參與。現場除了外燴美食，還有披薩和手扒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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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中心老師響應耶誕氣氛前來參加。 大家看到美食紛紛蜂擁而上。 

  

中互動小遊戲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感謝通識中心主任主辦活動 

 
通識大家庭的合照 

  

感謝鄭月妹老師邀請非洲鼓音樂家，讓這晚上的活動增添了很多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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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大家庭也邀請同仁家眷參加 通識大家庭也邀請同仁家眷參加 

  

現場邀請速寫藝術家幫大家繪製藝術畫 大家拿到作品都想當滿意。 

通識打擊樂隊影片(攝影:吳振宇) 

https://youtu.be/Mec0JaDSOEQ 
https://youtu.be/QNY9Fo9EH00 

謝謝各位幫忙的同學、志工們~~ 

如有需要照片的朋友請自取(photo by 郭政玹李哲瑋)  

2017_12_21_通識教育中心聖誕趴踢 

https://photos.app.goo.gl/5O3G5ELKs2Bwobdq2 
 

還要感謝現場速寫美女畫家 Asa‧blue  

  

https://youtu.be/Mec0JaDSOEQ
https://youtu.be/QNY9Fo9EH00
https://photos.app.goo.gl/5O3G5ELKs2Bwobd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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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志工隊 冬至湯圓饗宴 

通識中心龐大的業務量，除了仰賴老師、職員們，更感謝三個志工隊(通識藝

文沙龍志工隊、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外語中心志工隊)在業務上的支持，才能

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完成最多的事情，而且從學生的角度去幫助學生。 

為感謝學生的協助，中心特別在冬至這天，準備湯圓盛宴，讓在外求學的遊

子，也能吃到暖呼呼的湯圓。 

 
感謝通識中心美女群精心準備的湯圓饗宴。 

  
現場約70位志工到場，瘋狂煮湯圓 大家看到美食紛紛蜂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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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大家同心協力一起煮湯圓 感謝通識中心主任主辦活動 

 
通識大家庭-志工隊版 

  
2017_12_22_通識中心志工 X3 冬至湯圓聚會 (Photo by 吳振宇) 

https://photos.app.goo.gl/0wfU6rquB5Sh4DDp1 
 

 

https://photos.app.goo.gl/0wfU6rquB5Sh4DD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