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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藝文活動 
【國際音樂會】絲路之焰~情歌與熱舞之戀 

    優秀的音樂家可以透過音樂講述一個美麗而優美的故事，頂尖的舞蹈家用律動散發令人著
迷的光芒，當兩者相遇結合時，那將是這世界最美麗的畫面，當這畫面出現在逢甲大學時，那
正是任何人都不能錯過的絕妙篇章。 

    本學期 10/16(一)晚間 7:00 在本校人言大樓啟垣廳舉辦「絲路之焰~情歌與熱舞之戀」音樂
會，由義大利國際著名男中低音演唱家雷奧納多.薩佑卡(Leonardo Sagliocca )，將再度於音樂會
中與國際知名女高音 Miranda Jan(本校駐校藝術指導)合唱浪漫情歌，並結合俄國長笛演奏家
Vadim Novikov、世界舞蹈金牌獎奪主 Gina Chen 小姐（曾獲得俄國聖彼得堡職業舞蹈盃金牌
獎，韓國東方舞黑池大賽職業舞蹈個人全場總冠軍）帶領東方冠軍舞團，帶來精采的拉丁東方
融合絢麗舞蹈。 

    本場音樂會將帶來薩塔露琪亞(拿坡里情歌)、流浪者之歌、音樂家德布西最膾炙人口的作
品《月光》、選自歌劇灰姑娘中的《我的女兒們》以及許多知名歌劇。敬邀全校師生共同參與本
次盛會，在匆忙的生活中，停下腳步，探索音樂與舞蹈帶來的心靈饗宴。 

*敬邀師長欣賞本音樂會活動，請洽通識中心陳麗如小姐(分機 2139)，將為師長先行保留座位 

【絲路之焰~情歌與熱舞之戀】 

演出日期：2017年 10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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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Sartori：L'incontro 薩多力：相遇 
2.Cottrau：Santa Lucia  
  柯特勞：散塔露琪亞-拿坡里情歌 
3.流浪者之歌 
4.Debussy "Moon light" 德布希：月光 
5."Firenze sogna" di Cesare Cesarini 
  伽吞薩利尼：翡冷翠之夢 
6.Francesco Sartori, David Foster：Mille Lune 

Mille Onde  
薩多力：一千個月光，一千個浪潮 

7.藝妓街傳奇 
8.Rossini - La Cenerentola - Miei rampolli 

femminini  
羅西尼：我的女兒們(選自歌劇 灰姑娘) 

9.M. Malavasi：Dell'amore non si sa  
瑪拉凡斯：不確定的愛情 

10.Magarzat 絲路之熖 
11."Torna a Surriento" di De Curtis  

柯堤斯：歸來吧，蘇連多 
12.Laurex：Il Mistero Dell’amore  

勞雷茲：神祕的愛情 
13.El amor Gone como el viento 

像風一樣的女子 
14.Tosti："Ideale"托斯第：理想佳人 
15.Claude Bolling "Sentimentale"  

布林：柔情感傷地 
16.Oriental de fuego 東方火焰 
17.M. Malavasi：Tornera La Neve  

瑪拉凡斯：返回的雪花 
18.Donizetti - L'Elisir d'amore - Come paride 

vezzoso  
   唐尼采第：正如午時 帕利斯所做的(選自

歌劇 愛情的靈藥) 
19.Guerrini，Luciani：Melodramma  

桂利尼，鹿洽倪:真愛樂章 
20.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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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o Sagliocca :翡冷翠國際合唱音樂節創辦人; 

歌劇音樂季“A Night at the Opera in Florence”藝術總監 

詹美慧(Miranda Jan)： 

義大利" Puccini 交響樂團女高音聲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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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家：陳聰慧        舞魅中東肚皮舞團 

義大利國際著名男中低音演唱家 Leonardo Sagliocca，與國際知名女高音 

Miranda Jan 合唱浪漫情歌，結合世界舞蹈金牌獎奪主 Gina Chen 小姐， 

帶來精采的拉丁東方融合絢麗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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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藝文活動 
逢甲藝術電影院《看見台灣》，向一代空拍大師齊柏林導演致敬 

    《看見台灣》是由空拍攝影師齊柏林執導的紀錄片，同時這也是第一部在戲

院上映、以全高空拍攝的畫面，講述臺灣環境現況的臺灣電影。  

    齊柏林導演素有【一代空拍大師】美稱，用長達 20 餘年的空拍工作，記錄台

灣的種種，一生奉獻台灣提倡環境保育；在這 90 分鐘裡，我們從高山、森林飛過

了，湖泊、河流也看見了城市、稻田、魚塭最後到達孕育我們的母親「海洋」，在

片中一幕幕出現的是難以言喻的美麗，那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個被譽為福爾摩沙

的驕傲。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環境面對人們的開發而造成的破壞和傷害，土地累積了一

道道的疤痕、海洋沉澱了一層層的汙染，我們就像一個叛逆的孩子，在沉默的母

親身上刻下一痕痕難以抹滅的傷疤。 

      文化的交流是互相的了解以及體諒，亦邀請全校大一不分系外籍生欣賞本

片，本校師生共計 265 人一同欣賞台灣之美，也反思我們該如何攜手保護屬於

我們的環境，守護我們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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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觀點：風之廊最新展覽 

  (106/9/20~106/10/12)  人言大樓積學堂 B1 

這一系列作品，是 Yona 想要每天給世界的一個禮物。她以 101 為主題，描述

每天在這個環境中的心境與想像。 

Yona 分享她每天對於這個城市的想像，分享給觀者，以激起其他人的想像。

人之所以偉大，在於他可以擁有對於未來的想像，並且將心中的想像，放諸環境。

這是藝術的功能，也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能力。Yona 分享這些對於周遭環境的

各種想像，希望觀者也可以有共鳴，或者激發觀者的想像。又或者可以讓觀者從

多重、各樣、不同、多元觀點來看這個城市。Yona 創造超過百種不同的觀點，來

提醒觀者可以有無限的觀點來觀看或享有、運用這個城市，土地、空間、環境。

因此，我們可以創造各種樂趣、各種閱讀角度、對同一個城市無限可能的方式來

閱讀、生活、創造我們所處的小宇宙，並因此凝聚匯聚成共同的大宇宙。 

 

  

  
   Yona 小檔案：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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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0/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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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一) 
12:10-14:00 

許智惟 
(資訊三乙) 

用簡單英文遊德國 
如何自己規劃行程？怎麼訂機票、旅館？英文沒有很好
的我又不會德文要怎麼在德國生活？我將會分享這趟
旅行的故事。 

10/2(一) 
15:10-17:00 

劉性仁 

我的未來在哪裡？青年面試攻略 
1.前言：失業世代的集體困境與面試契機。 
2.面試前的注意事項。 
3.面試時的注意事項。 
4.面試的危機狀況處理。。 
5.履歷表製作之注意事項 
6.小結：面試後的心態調適。 

10/2(一) 
17:10-19:00 

郭瓈方 

第一次自助到波羅的海三小國 
1.行前準備與規劃。 
2.第一次搭飛機不用怕──登機流程解說。 
3.如何不用當地語言也能溝通交流和點餐買票。 
4.文化大不同──教你如何在國外交到朋友？ 
5.波羅的海三小國自助行──美食風景故事分享。 
6.跨國走訪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之交通及私房
景點。 

10/2(一) 
19:10-21:00 

許家維 

初識波羅的海的女兒──芬蘭 
我想去芬蘭看看，不只是因為聽聞他連續好幾年被評比
為『成長競爭力』全球第一名，而是因為在這極酷寒的
國家，人民如何生活的真實樣貌。 
1.行前準備與規劃。 
2.坦佩雷大學生活。 
3.芬蘭文化、教育與旅行建議。 

10/3(二) 
12:10-14:00 

蘇歆涵 
(會計三甲) 

跟我一起勇闖荷蘭、捷克、比利時 
1.行前準備與規劃。 
2.跨國走訪三國之便宜交通分享。 
2.歐洲自助的趣事、景點、美食。 
4.沒地方住、沒搭到車、英文不好怎麼辦？ 
5.教你如何撰寫計畫書。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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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二) 
15:10-17:00 

林麗娟 

為自己辦一場六大茶類的生活茶席 
1.茶道的歷史與文化。 
2.認識中國六大茶類。 
3.台灣茶的發展與演進。 
4.台灣茶的製作與特色。 
5.茶葉的儲藏與茶葉品質鑑定。 
6.現場茶席沖泡與分享（請聽講者自帶小茶杯）：白茶的
白牡丹、綠茶的日式煎茶、青茶的東方美人（白毫烏
龍）、黑茶的普洱。 

10/5(四) 
15:10-17:00 

黃俊議 
(土木三甲) 

紅白綠，輕鬆遊匈義 
人生第一次造訪義大利、匈牙利 2 個語言及文化迥異
的國度，自助旅行 24 天，隨著在十一個城鎮間的移動，
都讓我漸漸發現，一個人在國外旅行，很 easy！夜遊最
美麗的水都，邂逅精壯的大衛，尋訪教堂斜塔，坐
Gondola 漫遊威尼斯小巷……。想知道我在義大利的大
小事嗎？想知道怎麼用小錢在歐洲旅行嗎？歡迎和我
一起回味，在歐洲流浪的那些日子。 

10/6(五) 
12:10-14:00 

游斯雅 
何昕恩 
林佳樺 
謝嘉豪 

讓幸福破「柬」而出 
1.行前注意事項─行李箱秤重之我只會秤 23KG！ 
2.志工服務心得─第一次被小孩群毆的體驗。 
3.柬埔寨三大城市之吃喝玩樂─食物搶奪大作戰！ 
4.一口破英文也能在金邊巷弄間穿梭，為什麼每條街都
長得一樣?! 

5.走闖吳哥─樓梯之上還有樓梯、樓梯之下還是樓梯！ 

10/11(三) 
12:10-14:00 

黃家蓁 
(會計三丙) 

We only live once, so I have a meeting with Finland. 
第一次出國，伴隨著很多的初體驗……班機遇到颱風、
因轉車睡在飯店大廳等，每個決定帶來的驚喜和體驗都
是新奇的，那就隨遇而安吧！ 

10/11(三) 
15:10-17:00 

陳睿穎 

愛情不神煩 4-1──我喜歡的不喜歡我 
喜歡並不代表真的適合，要怎麼知道我適合什麼人呢？
在交往前或交往中該觀察什麼呢？我們一起來用愛情
卡探索適合的對象和相處方式吧！ 

10/11(三) 
17:10-19:00 

江宇豪 
(會計三丙) 

一個傻瓜的德國夢──16 天無知的旅行 
一個經歷二戰失敗並面臨東西分離的國度，一個完全不
會德語，英語也說得不好的台灣小胖子，將憑著一股傻
勁，帶你了解計劃書該如何撰寫，行前如何準備，了解
德國人是抱持著什麼心態從戰敗國躍身成世界強國之
一，並了解德國的生活大小事!讓你第一次出國無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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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三) 
19:10-21:00 

林恩宇 
(會計三丙) 

「英」my life，「法」現世界的不同 
1.撰寫計劃書、行程規劃技巧分享。 
2.選購便宜的交通方式。 
3.顛覆你對英國、法國印象！ 
4.英國免費景點報你知。 
5.在異國發生的小插曲。 

10/12(四) 
12:10-14:00 

蔡宜珊 
蔡柔萱 
林郁軒 

(運輸四甲) 

史瓦濟蘭──史在很特別 
1.計劃書簡單說明、行前準備及規劃。 
2.介紹史瓦濟蘭－非洲小瑞士。 
3.家扶在史瓦濟蘭的服務。 
4.史瓦濟蘭的休閒活動。 
5.史瓦濟蘭的超市。 
6.史瓦濟蘭的特色&美食。 

10/12(四) 
15:10-17:00 

朱育葶 
(財稅二甲) 

柬單幸福──成為一個月的金邊外國人 
一個月的時間了解「幸福」和「知足」，當你開始懂得
知足，幸福便會跟著來！融入當地生活，與當地人成為
朋友，學習當地語言，成為一個月的金邊外國人。 

10/13(五) 
12:10-14:00 

鍾其芬 
(風保二乙) 

世界那麼大，為荷不去看一看？ 
1.行前準備－行李箱和背包到底要選哪一個？ 
2.到大陸轉機到底需不需要台胞證？如何辦理？ 
3.荷蘭青年旅社住宿分享－選擇住哪裡 CP 值最高？ 
4.交通卡之選擇－Holland Pass、I Amsterdam City Card、

OV Card。 
5.暢遊荷蘭博物館。 
6.漫遊荷蘭小鎮－Delft、Leiden、Volendam、Marken。 
7.跨國漫步花都巴黎。 
8.從國外寄明信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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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召募茶會 新生超出預期 

   新學期的第三週，志工隊也對本學期新生舉辦第一次的歡迎會，原本填表報名

的人數僅十幾位，但昨日(2017.09.25)竟來了超過 25 位，比預期的人數多了近兩

倍，志工隊長林桓聖表示，雖然超出預估人數讓查會有點手忙腳亂，但看到新生

對志工隊期待的眼神，覺得再辛苦也值得，攝影組長陳奐宇也說，雖然覺得第一

次舉版新生茶會有點經驗不足，但會後新生都說安排的活動很有趣。 

   這是茶會除了介紹志工隊業務，更著重新舊生的情感交流，讓學長姐帶學弟妹，

到夜市去玩有趣的團康活動-食字路口，透過夜市美食拉近彼此距離，而 10/5 還

會有第二場新生茶會，希望透過兩次活動，鞏固新志工，為藝文活動與通識沙龍

服務。 

 
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迎新活動，吸引超過25位新生參加。 

  

活動一開始，大家準備進行食字路口

團康活動。  

通識沙龍志工帶著新生，一同前往夜市探

索美食，同時增進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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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日語班再開課 老中青同堂其樂融融 

     
由本校 EMBA、行銷系及金融研究所等曾隨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赴日參加海

外移地教學之部分團員，返國後體認到目前在國際商業競爭情勢中，學習日本語

文的重要性，爰繼上年之後，主動再度請求黃老師利用暑假期間，開班授課，從

基礎 50 音假名字母開始學習日本語。 

    本項暑期日語研習班於 8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開始，計有曾隨團赴日研修學

員、老師以及本校教職員、眷屬等約二十餘名上課。年齡涵蓋自 16 歲之高中職生

到 92 歲的阿嬤，儼然成為逢甲大家庭，老中青三代齊聚一堂，由黃煇慶老師帶領

從基礎 50 音字母開始學習日本語文。席間黃老師穿插派駐日本期間的許多趣聞，

以及日本語因地方習俗不同而產生相異表現的事情，學習氣氛相當祥和，其樂融

融，甚有學員阿姨特別準備自製美味小甘藷分享同學，同窗情誼，令人感動。一

周三小時的暑假日文研修時間快速飛過，致大家欲罷不能、相約開學後繼續一起

研讀日語文，務期藉以加強認識日本。即改時間為每周三晚間，地點則暫時借用

本中心「創客」教室。 

    黃老師為生動活潑課程內容，除一般的日語句型會話教學外，特選用臺灣及

日本家喻戶曉的「浦島太郎」與「桃太郎」的故事做為補助教材，透經講述精彩

「浦島太郎遊龍宮」、「桃太郎勇闖魔鬼島」的童話故事，同時教唱動聽的日本童

謠，提升大家學習日語的樂趣。連阿嬤同學也說:勾起拾回孩童時的回憶，好高興。

其好學精神，令人欽佩。 

 

 
部分學員上課情形 

 
下課後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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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管樂團指導老師赴琉球洽商訪演事宜並場勘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為籌辦首度帶領本校管樂團於本年 10 月 5 日赴日海外

訪演 4 天，曾利用本年三、六月間前往琉球沖繩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之際，與當

地政、僑、學等各界洽議相關事項，已初步洽定與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樂學院師生

交流合奏，於我駐那霸辦事處國慶酒會助演，再應琉球孔子廟久米崇聖會之邀公

演乙場等訪演行程。 

    此次為再確認演出場地以及有關演奏曲目等詳細事項，黃煇慶特偕同本校管

樂團指導老師林聖翰，於 9 月 10 日專程前往琉球沖繩 3 天。由曾於上年底蒞校

參訪，也是本案邀請主辦單位的久米崇聖會理事長國吉克哉先生親自陪同，拜會

沖繩縣立藝術大學音樂學部阿部雅人教授等師長、我駐那霸辦事處蘇啟誠處長以

及那霸市民劇場事務局長又吉恭平、那霸吹奏樂團副團長澀谷庄真等負責當地音

樂交流或公演劇場事務之重要人士，均獲正面回應，同時也先期實地勘察各場演

奏之相關舞台設施。 

    隨後，黃、林老師二人再拜會沖繩縣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宮城隼人校長親

自接待，表示歡迎本校管樂團訪琉演出，感謝促進臺日間音樂文化交流。另外，

也往訪日本中華總會總會長新垣旬子僑務委員、琉球臺灣醫師會洪柏青會長、琉

球臺灣商工會幹事長大林千乃女士、琉球臺灣總會前會長林國源先生等旅琉僑領，

詳細說明規劃本校管樂團此次訪演相關節目，盼藉此宣慰旅琉僑胞，增進雙方情

誼等構想；皆得到對方答允歡迎與協助，並稱本校的首度海外琉球沖繩訪演，真

令大家期待。 

 
黃煇慶老師(左一)管樂團林聖翰老師

(右一)由久米崇聖會國吉克哉理事長

(中)陪同參拜琉球孔子廟 

 
黃老師一行拜會沖繩縣立藝術大學音樂

學部阿部雅人教授(左五、右四)等藝術

大學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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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一行拜會我駐那霸辦事處蘇啟

誠處長(左二) 

 
黃、林老師拜會沖繩縣職業能力開發大

學校宮城隼人校長(中) 

 
黃、林老師拜會日本中華總會總會長

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左三)、琉球臺灣

醫師會洪柏青會長(左一) 

 
林聖翰老師(左)與那霸市民劇場事務局

長又吉恭平(右)勘查舞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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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新生成長營活動，讓國際生融入大學生活  
 9/11(一)至 9/14(四)為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辦理迎新活動，由來自本校

各院系的本地生及國際生與外語教學志工隊學生，擔任 PMP 國際生的家人，為

了讓國際生能快速適應逢甲生活，以認識逢甲、日常飲食、日常華語初體驗與認

識台中等主題，以任務導向的活動進行，透過家族帶領下迅速認識環境。 

9/11(一)認識逢甲：上午邀請教師及學伴與 PMP 學生相見歡，並準備逢甲小吃

Buffet，讓教師與學生能更近距離的認識與互動，下午安排認識校園活動，任務是

讓學生發揮完成的逢甲校園地圖，每組同學輪流至忠勤大樓、商學大樓、人言大

樓、學思樓、圖書館、丘逢甲紀念館等地跑關完成任務，學伴更在漫步的途中介

紹每棟建築的功能外，更介紹了逢甲傳統特色與小故事(例：學思湖、21 步道等)，

讓學生快速融入逢甲與認識校園的每個角落，成為逢甲一份子，最後更將學生在

每一關所拍攝的照片印出，讓 PMP 新生憑自我印象將對應的建築物樣子與他們

的合照，貼在逢甲大地圖上，讓新生自己製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逢甲地圖。 

  

  

圖說：學生自製獨一無二的逢甲地圖 

9/12(二)了解日常飲食：上午學生參加了本校的校園博覽會，讓國際生實際加入一

個社團，並試著與各社團互動，認識更多的朋友。下午則模擬用中文點餐活動(例：

填單、點菜、付錢)等活動，讓學生食物卡與玩具鈔票分組競賽購買食物，營造實

際購買的情境，而晚上更是將學生帶至逢甲夜市，完成美食九宮格競賽，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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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學習自己點餐、付錢並可吃到逢甲夜市道地的小吃，例：糖葫蘆、臭豆腐、

地瓜球、雞蛋糕等。 

  

  

圖說：國際生參與本校社團博覽會活動，與各社團互動 

  

  

圖說：學生練習用中文至逢甲夜市購買美食，並完成九宮格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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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三)必備華語初體驗：上午結合本校交通安全活動，由學伴帶領學生了解逢甲

交通注意事項，並以活動方式讓學生了解台灣的交通與各國的差異等，更讓學生

畫出自己國家與台灣的交通差異圖，讓學生更了解來台後需注意的事項。下午則

教學生日常最常說 10 句話以自我介紹為主，讓學生實際走入校園中找到指定數

量的老師、學生與路人互動，與他們自我介紹，強化學生對中文溝通能力與自信，

以簡單華語溝通並完成學習單，並與國際生們玩台灣繞口令與中文比手畫腳活動，

讓跨國籍學生間互動更緊密連結。 

  

  
圖說：讓國際生至逢甲校園內與人群對話，初體驗用華語溝通 

9/13(三)成果發表會：最後一天晚上的成果發表會，請學生用畫的畫出這三天的心

得與想分享的事物，有學生畫了逢甲的大門意象；有學生畫了珍珠奶茶與 pizza，

也有學生畫了迎新活動分組遊戲的情境；更有人畫了他從自己家鄉飛來逢甲念書

的路程與心情，在這 3 天的過程中，國際生們充滿的感動與熱忱，印尼學生說：

「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這麼棒的活動與服務」、帛琉學生說：「非常感謝大家的幫

忙，如果不是你們我也不會感受到逢甲這麼歡迎我們」、泰國學生說：「很高興

認識逢甲，謝謝 PMP」。這群學生真的非常的乖與好學，給予的任務也會努力的

完成，學生的作品都展示在 PMP 辦公室外公布欄，歡迎大家一同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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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果發表會學生用繪圖說明迎新活動的心得與想法 

9/14(四)認識台中：由家族帶領學生早上與下午各走完台中市指定區域完成任務，

並隨時上傳照片或影片至 PMP 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本次學生走訪了台中

火車站商圈(東協廣場)、科博館草悟道、台中歌劇院與秋紅谷等地，讓學生體

驗台中公車並認識台中特別的景點。在東協廣場，有泰國學生看到有賣自己

家鄉泡麵與食物，開心的購買了幾包，也興奮地拍照回泰國給家人看。 

  相信本專班此迎新的模式亦可給國際生認識逢甲與熟悉環境有很大的幫助，

也期望將此培訓模式精簡濃縮成本校所有國際生來逢甲時培訓的機制與方式。 

  

  
圖說：PMP 家族帶學生至台中特色景點，瞭解生活與練習搭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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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中心獲教育部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 
外語教學中心今年度提出申請教育部 106 年度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

畫共五案，獲得教育部核定通過補助四案，通過計畫名稱及補助金額如下表： 

教育部計畫 通過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計畫主持人 

106 年度多元文化語境之

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全

校一般性英文課程 

文化的載體，溝通的藝術 –

The Charm of Communication: 

An Extended Learning Journey 

from Language to Culture 

427.5 萬元 王葳教務長 

106 年度多元文化語境之

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教

師群組課程 

打造企業搶手人才--  

情境實作專業英語課程 

65 萬元 周惠那主任 

106 年度多國語文與文化

連結創新課程發展計畫 

逢甲172 檔案:  

一起學第二外語計畫 

89 萬元 周惠那主任 

106 年度多國語文與文化

連結活動計畫(A 類) 

跨文化溝通之「教育創客」：

第二外語教師實作營 

75 萬元 周惠那主任 

前兩項為 105 年度延續性計畫之外，後兩項計畫是新提出計畫。 

「文化的載體，溝通的藝術」計畫內容針對本校大一英文、大二英文課程進

行精進改革，重視學生口語及書寫溝通技巧培訓及成果展示，並融入多元文化元

素於課程及活動，目標就是希望本校學生能「打開英語溝通的關卡」。 

「打造企業搶手人才-情境實作專業英語課程」則以本校大三「專業外語」課

程為主軸，強調與學系攜手合作，課程內容則以「學生帶著走」的職場英語能力

培訓為主，包括求職英語、職場簡報等，強調「實境」模擬及與產業人力市場鏈

結，讓學生具備海外人力市場的競爭力。 

「逢甲 172 檔案: 一起學第二外語計畫」係將跨文化元素融入本校日、德、

西、法文基礎課程之中，另與財團法人語言測驗訓練中心(LTTC)合作成立「第二

外語資源中心」，利用產學合作資源，引入第二外語檢定測驗校園考，制擬本校第

二外語課程學生學習成效能力指標。 

本中心提出之「跨文化溝通之「教育創客」：第二外語教師實作營」計畫則為

教育部本年度唯一核定通過的第二外語教師培訓計畫。本研習活動意將教師視為

「教育設計者」，設計以做中學、跨領域合作與快速製作成品等 Design Thinking

概念，應用創新思考模式來進行師資培訓，讓參與教師們在互動激盪的培訓課程

中，基於各自教學經驗與專業而共同產出「教學教案」，讓教師不再紙上談兵。 

在教育部 106 年度計畫支持下，外語教學中心能在英語、第二外語及跨文化

面向提供給逢甲學生更多樣的課程、活動及評量資源，以期提升學生第二外語溝

通表達能力及跨文化素養，一改外界或校友對逢甲畢業生「不太會用英語表達」

的負面印象，增加學生國際移動能量。外語教學中心致力設計的大學四年英語課

程設計，讓學生「敢說」，也能「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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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整裝再出發─大學國文 TA 培訓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 9 月 14 日及 9 月 18 日分別舉辦了大學國文教學助理(TA)

培訓活動：TA 研習工作坊（一）及文本研習。 

    大學國文教學助理(TA)由中心林俞佑老師擔任培訓教師，針對大學國文課程

及 TA 國語文能力設計相關培訓內容。徐培晃主任在 TA 研習工作坊（一）開幕式

上說，自 106 學年度開始，中心調整 TA 制度，重新定位 TA 的角色。他期許國文

TA 除了基本能力培養外，能夠在國文教學及個人書寫上能有所建樹。也希望中心

所培育他們的語文相關訓練，日後能對他們有所幫助。 

    9 月 14 日的 TA 研習工作坊（一），上午先說明 TA 在國語文課程及教學，中

午用餐是 TA 們破冰時間，TA 們要在這時候互相認識，林俞佑老師也適時地加入

TA 們的討論，與 TA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9月14日 TA研習工作坊（一） 

  
國語文中心徐培晃主任開幕致詞，表述對

國文TA的期許。 

國文TA認真聽老師說明TA的相關事

項。 

9月18日 TA培訓活動：文本研習 

 

大學國文教材文本研

習：培訓TA協助教師課

堂教學的基本能力。 

 
活動結束後，20位TA與

培訓講師查太元老師

(中，穿黃衣者)開心留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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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基礎核心必修創意思考課程座談會 
  
 通識基礎核心必修「創意思考」課程用學生感興趣的主題，以 CDIO 的方式

團隊合作，利用創意思考的方法融入教學，帶領學生實例演練 5W2H、九宮格、

六頂帽子、心智圖等等。每學期透過多次的課程座談會，讓老師們互相分享交流

授課方式及經驗，激盪出更多的教學創意與熱情，也讓本學期第一次教授創意思

考課程的老師們能多瞭解課程操作技巧。 

 

  

  
106 學年度第 1 次通識基礎課程核心必修「創意思考」課程座談會 106.9.27 

 
會議中，翟主任請老師們講解時間不需太長、分組迅速讓學生習慣與陌生

人團隊合作，且儘量常重新分組。實際操作時，務必讓同學知道沒有標準答

案，任何想法都可以自由表達、集思廣益，才能達到團隊合作、創意思考的目

的。陳淑慧秘書和陳香延老師分享去年教學經驗，提供今年新授課教師相關秘

訣。 

老師們針對課程進行交換想法與心得，此一課程今年度運作順利，應能帶

起同學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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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計畫-科學傳播概論課程會議 
   自101年起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就與科普計畫辦公室合作，以「科學傳播概論」

為核心，延伸開設「科學寫作」、「科學傳播經典作品賞析」、「行銷科學」、「科學

傳播媒體通路」等五科。本學期逢甲大學、東海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南華大學

4所學校共同開設科學傳播相關課程，課程採用網路（遠距）即時互動教學，運用

多元教學方式（講授、討論與座談會進行），以逢甲大學為主播端，從本校發射課

程影音訊號至各收播端學校。 

106年9月13日科普計畫辦公室關尚仁教授、朱宸瑩小姐與通識中心主任翟本

瑞、授課教師劉為光老師、李建成老師等11名協同教學的教師與學生一同針對本

學期開設之「科學傳播概論」課程說明並討論，建立學生對科學傳播之基礎觀念

與認知，認識科學傳播的源流，認識大眾傳播理論，知曉各類媒體形式，坦討刻

學家現身參與科學傳播，共同開創科學傳播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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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與 APPLE 的邂逅 

    106 年 9 月 20 日透過逢甲大學李秉乾校長、資電學院、校輔處與通識教育中

心共同邀請 APPLE 駐大陸旗艦公司，於本校辦理 APPLE 公司實習專案討論會議。 

會議主要目的在積極與 APPLE 公司協商，協助本校學生有機會到 APPLE 駐大

陸公司進行合作，讓逢甲的學生有機會前往參加實習，拓展學生與產業結合以獲

得學以致用的機會，更藉此讓學生有機會投入 APPLE 公司的行列。 

透過本校教育、培養出的各類專業人才，再匹配 APPLE 公司提供的就業人才

資格資訊，協助媒合學生前往實習，並進一步有機會正式踏入此一具世界規模的

大公司，能夠一展長才，也將積極透過校輔處與 APPLE 公司緊密的聯繫，促成此

一優質實習與工作機會的實現，人才需求包括資訊、通訊、電子、行銷、設計……..

等等多元且難得的機會，也希望學生密切注意相關訊息的發展。 

 

 

 

   
李校長、資電學院、校輔處、通識教育中心與APPLE公司討論未來實習專案 

  APPLE 公司專員於會後，更特地實際與本校資電系學生進行面談交流。 過程

中，專員表示除了專業技術，基本會話英文，是 Apple 公司篩選的首要條件，更

是跨出國際的第一步，鼓勵同學平時以英文模式進行生活交流，打造自己的英文

環境。當然基本的負責、自信、熱情也是 APPLE 公司在挑選人才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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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更是建議同學，能多加利用國際線上履歷平台，如 Linked in、Himelight 平

定期紀錄與更新自己的履歷，要懂得行銷與包裝自己，找到自己最有價值的地方，

點亮經歷最精采的部份。且提醒同學在面試過程中，要懂得「提問問題」，那也是

展現自我表現的一大關鍵。本校同學在最後，紛紛拿出自己所準備的履歷，APPLE

專員更是熱情的表示，同學所準備的，我們一並收回並參考，讓同學直呼，人生

第一次面試，竟然是 APPLE 大公司，真是太幸運! 

 

 

 

   
APPLE公司與資電系師生、通識翟主任分享面試狀況與會談交流情形 

 

  



逢甲通識通訊(第 5 期)2017/10/1  25 

 

 

專題製作課程[社會企業實作專題] 

     106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專題製作課程[社會企業實作專題]，是一門指導學生

社會企業個案的操作和應用的課程，但課程的操作方式卻有別於一般課程僅止於

在課堂上理論的講授。通過實踐培養社會關懷能力，讓學生了解社會創新的重要

性和社會企業發展的趨勢。藉由與社企公司的合作學生還可以透過真實專案來發

想、實驗解決社會問題的專案。 

   本學期課程再次與社會企業范特喜微創文化公司合作，將課程場域直接拉到

社區文創聚落中。於 106 年 9 月 20 日課程的第一天邀請范特喜微文創的團隊分

享學生可以參與的實習場域狀況分析，實作的方式等。同時邀請資策會資深分析

師潘啟銘老師來講授｢區域創生的第一堂課｣ ，講述地方創生的重要性，和如何發

揮各地特色、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為地方帶來新的契機。 

    課程配合范特喜微文創及資策會的計畫，將不限時間、不限地點、採取密集

授課及實作來完成課程，同學將在短期(預計於 10 月底前提案)但長時間(密集)去

完成各實習場域與店鋪的資料蒐集、分析、課程培訓、創意發想、文案製作以及

最終提案，並且將於課程結束後舉辦系列的展覽。期望本課程帶領同學直接參與

實踐場域，一方面讓同學能夠有實作的經驗、另一方面期望讓同學與地方能夠撞

擊出新的火花。 

  

  
資策會潘啟銘老師講授｢區域創生的第一堂課｣；范特喜文創團隊分析實習場域及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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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創業教育想像 活水創投＆Rookie. Fund 在逢甲  

   知名社會企業創投公司- 活水創投，與新創學生創投基金 Rookie. Fund，假逢

甲大學通識沙龍場地，舉辦第三屆學生投資學生計畫-校園招募工作，希望在北、

中、南部各舉辦一場校園說明會。 

Rookie Fund 是一個國際學生創投基金，宗旨是發掘並投資亞州最棒的學生新

創團隊，透過提供指導、資金和實戰經驗來培養亞州最優秀的學生投資人。學生

將擁有 100%的基金投資決定權。錄取後的一學年的目標是尋找台灣最有潛力的

學生新創並參與他們的天使輪投資。 

此次活動吸引數十位同學參加，其中更有中部各大學包含東海、靜宜等對創

業有志的同學共襄盛舉，簡報後同學們更與此次計畫分享人唐琦分享自己的創業

經驗，也希望自己有機會能成員 Rookie. Fund 的一員。 

 
首次在台中舉辦的說明會，吸引中部同學共襄盛舉。 

  
來自東海創業社的同學聚精會神聽取經驗 唐琪與會同學分享學生投資學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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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敘利亞難民之約 家扶約旦難民營服務紀實 
今年暑假，家扶中心與逢甲大學合作，從兩百多人海選出六位頂尖的同學與

家扶專員共八位，前往約旦敘利亞難民營進行志工服務，9 月 22 日舉辦記者發表

會，家扶中心董事長、執行長、外交部官員均到場，透過同學剪輯的紀錄片，瞭

解這一趟旅程。 

6 名逢甲的同學，前進約旦 2 大難民營，透過表演活動與文化交流，紓解難

民離鄉背井、生活不適的壓力和哀傷，在進駐的 2 週內，就服務超過 700 人次。 

參與服務的逢甲行銷系通學黃筱捷表示，自己今年 1 月前往捷克擔任文化交

流志工，在當地中小學介紹台灣文化，志工團隊來自 12 國，晚上聊天時，大家第

一個話題竟然是難民，帶給她很大衝擊，難民在台灣只是國際新聞的一小塊版面，

感覺有點遙遠，大家卻熱烈討論，她插不上話，也感覺離世界很遙遠，因此回台

後她開始搜尋相關資訊，也促成她參加這次服務。 

家扶表示，與逢甲的同學志工在難民營的第一場表演，造成前所未有的轟動，

孩子追著志工們跑，不斷地用阿拉伯文詢問，更好奇每一項活動。經濟系四年級

的趙庭加是第一次從事國際志工，庭加說，看到難民小男孩用紅色的蠟筆雜亂地

塗滿整張畫紙，反映孩子內在極度的不安；刮畫時只刮出 1 個人和房子，孤單的

意象讓心疼，「當我幫忙刮出另 1 個人和太陽時，孩子笑了並願意與我再靠近些。」 

家扶基金會預計於 10 月在當地正式設立辦公室，並與當地組織合作，推展

營養改善、教育支持及社區環境工程等計畫，與逢甲大學的合作也將會更密切。 

 
上方左起家扶基金會社會資源處林秀鳳處長、趙犁民董事長、何素秋執行長、國際發

展室林秉賢主任、下方為7名國際志工呼籲「串連台灣情 分享世界愛」關心難民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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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系四年級的黃筱捷認為「We all are 

human being」，約旦難民孩童跟我們沒

有不一樣，值得更好的生活，希望大家

一同關懷難民 

經濟系四年級的趙庭加服務過程中透過

圖畫活動，看見孩子的心理的傷痛與不

安，衷心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帶給孩童一

些心靈慰藉 

 
國貿四王郡民服務過程中每天被孩童們圍繞，讓他留下深刻印象， 

也不知不覺與孩童建立起跨種族的情誼 

其他媒體報導 

TVBS : 家扶敘利亞難民營傳愛 盼募認養人伸援手 

聯合新聞網: 敘利亞小難民的畫 紅色蠟筆雜亂塗滿整張畫紙 

 中央廣播電台: 家扶前進約旦 台愛心助敘利亞難民 

新浪新聞: 戰爭無情，孩子何辜！敘利亞難民危機家扶呼籲國人齊援手 

人間福報: 家扶青年赴約旦 關懷難民 

教育廣播電台: 家扶關心難民兒童 將啟動約旦計畫 

青年日報: 家扶傳愛約旦難民營 邀民眾一起伸援手 

http://news.tvbs.com.tw/life/774562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716233
http://times.hinet.net/news/20601006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70922/23988660.html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86790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41820&_sp=detail
http://www.ydn.com.tw/News/256570


逢甲通識通訊(第 5 期)2017/10/1  29 

 

 

用針線縫製的愛，比羊毛氈更溫暖 
              時間:2017/08/16 地點:吉爾吉斯 作者:土管三甲 李芸珊 

    

 那天上午我跟往常一樣，提著相機，想要用鏡頭紀錄我在吉爾吉斯家扶中心

的一點一滴。走進中心的大教室，看到大夥兒都圍在長桌旁，我便好奇的向前湊

近，原來是家長方案的手作班媽媽們正在製作羊毛氈絲巾!就這樣我靜靜地站在旁

邊，時而拍攝時而欣賞，沉醉於每位媽媽們的每個細膩又嫻熟的動作。正當我看

得渾然忘我時，一位媽媽便拿著戳針努力地對我比劃著，像在詢問我要不要一塊

兒加入她們的手作。這突如其來的邀請，讓我高興地連忙放下手中的相機，迫不

及待的即刻加入她們的手作行列。 

    製作羊毛氈絲巾的過程繁複，相當耗時費工，需要整整四個鐘頭。一開始先

用戳針將擺飾好的羊毛戳刺固定，這是需要非常有耐心的重複性動作，以確保羊

毛氈都有緊密的嵌入。之後覆上網布並抹上肥皂和熱水反覆搓洗約三~四次，再用

桿棍將其撫平壓出空氣，使羊毛氈化呈現細密的質感，最後放在陰涼處風乾。 

    手作班的媽媽們不會講流利的英文，勉強只會說幾個簡單的英文字句，但我

們沒有因為語言上的隔閡而錯失交流的機會，反而透過最單純的方式---肢體語言

做溝通。我跟著媽媽所示範的每個步驟及動作練習，當我的手勢出現錯誤時，她

會輕輕地靠過來，再次耐心地慢慢指導我。最後，當我用戳針戳出一個螺旋圖案

時，她豎起大拇指笑著對我說:「You are talented !You do a good job!」。瞬時，我的

內心澎湃、激動萬分，人生第一次的羊毛氈初體驗竟是如此特別，能受到這群專

業的手作班媽媽們的稱讚與鼓勵，那是多麼地叫人興奮啊! 

    手作結束後，媽媽們邀請我和她們一同享用下午茶點心。一個立頓茶包混合

奶味濃厚的現擠牛奶，再放入一小塊方糖，搭配很有嚼勁且越嚼越香的烤饢。食

物雖然簡單樸實，但嚐起來卻格外的美味可口。我靜靜地坐在一旁聽媽媽們悠閒

地用吉爾吉斯語閒話家常，深刻地體會到，原來幸福可以這麼的簡單啊!那個寧靜

悠閒的午後，是我有始以來渡過最特別最美好的下午茶時光! 

    吉爾吉斯家扶中心扶助的媽媽們以當地文化特色為概念創作的手工藝品，如:

氈房收納盒、駱駝鑰匙圈、羊毛氈絲巾、手機套、椅墊等，於台灣家扶基金會幸

福小鋪平台販售，期望她們能透過自己的技能賺取一些收入，讓手作成為媒介，

藉此改變她們貧困的家庭現況。這細膩的每一針一線都傳遞她們對家庭無盡的呵

護與責任，也讓原本再平凡不過的手作品因為投入的濃濃愛意與專注，而顯得更

加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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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兒我看到一種單純的美好，飽滿的色彩搭配簡單的線條，每樣手工藝品

都散發出濃濃的民族風情與當地人的知足和幸福，簡單，美好，溫暖。羊毛氈總

是帶給人柔軟、溫暖的感覺，但跟吉爾吉斯家扶中心的手作班媽媽們相處一天後，

我覺得這裡的每一位媽媽都比羊毛氈更讓人感到溫暖和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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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網路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翟本瑞(通識中心中心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

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網路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9 月 16 日在中國人民大

學逸夫會議中心召開。本中心主任翟本瑞與 Duke 大學的林南、Stanford 大學社會

系主任周雪光、Duke 大學的 Lynn Smith-Lovin、日本一橋大學矢澤修次郎教授、韓

國高麗大學金文朝教授、日本專修大學秋季美都教授、Texas 大學陳文泓教授等 8

位海外學者，應邀做專題報告。會議集結 40 多所海內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

負責人，以及重要的青年學者，以互聯網與社會網、數位化與感性化、全球化與

本土化的視角，探討網路社會變遷的新問題、新形勢、新觀點與新理論。 

開幕式由劉少傑教授主持，人大洪大用副校長、吉林大學邴正副校長、清華

社會系主任沈原、北大社會系邱澤奇等教授為會議致辭。翟本瑞以「心靈機器時

代的自我認同」為題發表專文，針對機器人、人工智慧的發展，探討未來社會將

面臨的心理認同問題。同時，在下午兩個場次擔任觀察嘉賓，並對發表論文提供

建議。由於與會許多學者是大陸重點大學社會系、社科院的負責人，此一主題引

起廣泛討論，並對傳統社會學研究方式提出了尖銳挑戰，預料將成為未來各高校

研究發展的重大課題。 

 
人民大學在 2016 年爭取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網路社會的結構變遷與

演化趨勢研究”，成員包括來自吉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安徽大學、濟南大學、

中共中央黨校、北京市委黨校、山東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 15 名專案組成

員。這次會議即是該計畫的部份成果，也是中國大陸首屆網路社會學領域的國際

學術研討會，會議帶起學界對互聯網發展所造成社會文化影響的重視。由於會議

討論熱烈，得到大家的迴響，明年將由北大「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邱澤奇

教授規劃會議的相關活動。相信，此一計畫會帶動中國大陸對互聯網對社會影響

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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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典範：林南院士的學養 

9 月 17 日上午，林南教授在人民大學作了「關係：社會交換的情感基礎」

的專場報告。會場擠的水洩不通，雖然是星期日，附近北大、清華等校學生一早

就排隊等著聆聽。大會換了可容四百多人的鄭杭生社會學大講堂，仍然有不少學

生坐在前排地上及站在最後面聽講，這麼熱誠的學習態度，我己很久沒見到了。 

林南院士對海峽兩岸社會學界都有重要影響。他是東海的大學長，量化研究

以及對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研究，深刻地影響兩岸社會學發展。1980 年費孝通

找了 Peter Blau 及林南在南開辦理社會學專業班，奠定大陸社會學研究的基礎。

聽眾中史丹佛大學社會系主任周雪光就是當年「黃埔一期」的學生。 

林南從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談起，特別引用 Merton 關於 Homophily(同質性)

的討論，來說明中國社會如何透過「關係」的建構，突破人際關係的同質性，而

能建立起非同質性的關聯。演講中，對於關係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

關係的類別與性質，人們利用關係結成種種關係網，開展交換、獲取利益，以及

關係的負面效應等，做了精彩的說明。 

林南先生厲害之處，就是不安於現有理論，能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會現象，

尋求有深度的理論分析。會後邱澤奇問我，台灣有沒有人研究 Homophily? 據我

所知應該沒有，他說他上網查也是沒有。以林南院士的學術地位，仍然對許多學

術問題這麼執著，其風範與學養都值得我輩學習。 

 
多年來閒散慣了，許多次林南教授在台北演講都沒參加。結果連續兩天早餐

都和他一起共進，也交換了許多想法。回來當天早餐時，他和陳文泓說前一晚邀

我去鼎泰豐共進晚餐，結果我不在，錯失良機。沒想到才說完再見搭機時登機口

又聚了一下，一次把 40 年來應該見面的機會全部補足了。也是北京行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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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日本健康照護產業學習經驗分享 

通識教育中心 陳淑慧助理教授兼秘書 

為了因應高齡化社會的趨勢，以及物聯網技術的蓬勃發展，如何將物聯網概

念導入在地老化支援議題，這是一種新的社會趨勢，此次非常榮幸能夠參與商研

院創模所健康照護組黃毓瑩組長所帶隊的「2017 日本健康照護產業考察」，感到

非常的榮幸。此次首先參與 EINS 株式會社,成立於 2006 年在大阪起家,最主力產

品為世界首創的奈米噴霧沐浴系列產品。該公司主要特色在於開發、製造、販賣

超細微噴霧洗澡機氣設備提供於介護設施或醫院，開發拓展各種機型，包含床型、

頭型、面型、足浴型等適合人體各部位的洗淨設備；目前最主力產品為世界首創

的奈米噴霧沐浴系列產品，是種無需泡澡的奈米噴霧技術洗浴設備。第二則是科

技養老院 ORIX LIVING,本身是歐力士集團,成立於 2005 年，在日本擁有 30 多家長

照機構，約 2,500 床（單人房），入住率達 96%。GOOD TIME LIVING，目標以現場

導入護理機器人或護理輔助設備等相關技術為主，盼自己能夠成為科技養老院。

在房間內導入 ORIX Living 與 NK WORKS 共同開發的看護系統「Neos+Care」，在牆

上安裝了感應器，利用紅外線距離來檢測入住者在床上休息的動作，從「起身」、

「越過護欄」等，透過平板電腦通知設施內的工作人員，以便及時趕到應對，也

創造出讓護理員長期友善的工作環境。當天我參訪的機構，老人家為了歡迎大家

遠從台灣到來，還致贈親手做的小卡片，場面相當溫馨開心。 

第三則是參訪《大和房屋工業株式會社》，其本身是一家智慧輔具開發商,在

大阪創立於 1955 年，是日本最大的綜合營建開發商，在日本建立智慧城市、店鋪

物流設施、房屋租賃、環保建築與開發機器人等技術~~並應用於醫療護理設施或

高齡者住宅。他們有很多醫療輔具或穿戴式機器人等照護機器人的商品，也是這

次參訪的重點，因為大和房屋工業快速開發的高科技醫療輔具，以高端的科技輔

具銷售與長期租賃服務為主。尤其具備療癒效果的智慧機器人 PARO 內裝偵測器，

可以感知周邊的氣氛而適時做出回應，可以陪伴及撫慰高齡者在機構或獨居在家

的心情，不但達到減低壓力、改善憂鬱等個性變得開朗正面的效果，也代替飼養

真實寵物之感染風險。我覺得這些都是深具緩和效果，對於老人平時的陪伴也強

化安撫的功能。第四參訪對象為 MCS 公司(Medical Care Service)，公司成立於 1999

年，隸屬以地產起家的三光集團（Sanko Soflan Holdings），目前為日本第八大從事

老人長照機構之營運企業，系統化管理 know-how 係該公司最成功的經營模式，

失智症照護為其強項，旗下養老機構遍佈全日本，247 家失智症老人照護之家、

10 家都市型護理型老年公寓、6 家都市型小額老人公寓等多元機構，且擁有 5 千

多名員工，在長期照護領域具備規模與發展潛力，屬於綜合性長照服務企業。尤

其在服務的模式有別於傳統養老的方式，不僅提供被照護者的基本生活，並且制

定高端私人客製化的養老服務，加入許多各領域的專業人員，其中包括社工師、

營養師、藥師、物理治療師等形成一個專業團隊，團隊對被照護者進行全盤性的

評估，訂定個人專屬的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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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參訪單位則是 TOKAI 株式會社，是一輔具租賃業者，TOKAI 公司成立於

1955 年，總部位於日本的歧阜縣，7 千多名員工，旗下有 15 家子公司，主要業務

為照護輔具的租賃、醫院物品之回收供應與其營運周邊業務之受託、寢具清潔服

務、藥局事業等以健康生活服務為主，也是公司主要的營收來源。尤其日本自 2000

年實施介護保險以來，介護保險設定 12 大類輔具提供租賃給付，5 大類輔具提

供購買給付，在各大類下，被保險人要使用哪些規格的輔具，需要經過適配評估。

經過現場參訪的工研院夥伴說明，也瞭解這些輔具在日本是商品，他們並非以醫

療器材出售或租賃，但全世界對於這些項目可是界定為醫療器材，是需要經過一

定程序的檢查與審核標準，也是一件非常不一樣的觀點! 

 
其他尚有「社會福祉法人正和會」成立於 1993 年，以經營特別養護老人設

施為主，專門接收介護基準在 3~5 和重度症狀的患者，在 2015 年入住人數 167

位，使用率 96.3%，其他還有單元式複合式短期入所生活護理、複合式日托、家

庭護理支持、訪問護理等設施。特別的是在人才培訓方面，正和會擁有一套自己

的培育制度，從新人開始到資深人員展開的一系列研修制度，從相關法令、個資、

保險制度，至後續的追蹤、依年資進行外部研修、管理職的研修等，系統性的培

訓制度能精進個體在健康照護產業的能力。另外就是第三方評價機制實施者「日

本經營集團」，在日本第三方評價機制已施行多年，透過中立的民間第三方來對於

機構進行評鑑，以專業且客觀的立場來評鑑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提升讓人信

任與認同的服務品質與效益，但我覺得在台灣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但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社會福祉法人 akane」的介紹，也瞭解日本高齡住宅的種類，akane 他們

經營的方式非常的有遠見，在日本政府的補助與自己的經營管理下，把介護住屋

蓋成東南亞風格，針對健康老人提供單人與雙人的住宿，透過豪華型的方式吸引

民眾，問他們為何這樣做?回答老人家較少出國且這個市場隨時在變，當在介護這

塊市場萎縮，很多業者退出後，他們依然是民眾最好的選擇!(目前因為政府有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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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所以他們與競爭者都會是滿額喔)。另外是他們的照護人員的教育訓練機制，除

了技術的考核外，還需要有服務上的認證，基本服務是初級，當可以解決病人抱

怨就是中級，也就是服務行政也是有證照考核的，當技術與服務皆最高級，至少

可領到 800 萬日圓，再經過年資約 10 年可領到 1000 萬日圓!與台灣的照護人員

相比，相信是令人羨慕的薪資!那過程中最令人感動的是因為老人在安養最後的時

程對食物總是難以下嚥，面臨到最後的一段時間他們還會請營養師做出他們想吃

的美食，但因為老人家無法下嚥，他們貼心的把西瓜打汁再變成可吞嚥的西瓜果

凍(製成西瓜原貌)，真的是非常細心的服務。 

整體來說，此次的參訪非常感謝商研院，不僅有系統的一次瞭解日本照護系

統，同時也提供非常多的專業資訊，但最重要的是對於我們後續在地老化議題與

課程也提供更多元的思維，並且具備實務相關的知識，對於通識課程規劃也能夠

引導業界的資源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除此之外，我想日本的工作態度真的是可

以學習，我想蓋出富麗堂皇的安養機構對台灣也不難，但最缺乏的是服務態度!參

訪的每一家公司或機構，無論是從接待、招待流程規劃、報告順序、商品介紹與

體驗，乃至目送大家離開，每一家都是非常到位，每個環節皆可以感受對方做事

的態度與細心，這也是自己未來工作上需要好好學習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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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開跑了! 
106 學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開跑了! 於 9/25(一)12:00-13:30 在本校啟垣廳

由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主任說明，今年度持續辦理自助旅行鼓勵同學透過 Gap 

Year 概念，以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公益旅行、壯遊體驗等方式豐富學生

學習歷程，來自各系同學齊聚一堂，參與狀況十分踴躍!今年度開放寒假進行國際

體驗，鼓勵同學前往菲律賓、泰國、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寮國與柬埔寨等南

向國家，透過「專題製作課程」與「微學分模組」及「自主式課程」的交錯應用

養成同學的社會設計與創意思考技巧等基本能力，並且以美學教育、綠色能源、

鞋業教育、科普教育等主題技術作為連結當地社區的第一步，盼培養同學行動導

向與問題解決的學習模式。本年度也連結家扶中心、台灣中華國際陽光慈善會及

柬埔寨 Sunrise Charity Foundation 成為學習場域，將傳統的旅遊者轉化為積極的

服務者，鼓勵學生了解當地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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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還開放大一至大四的學生混搭組隊參加，機會難得

同學要把握機會! 

1.請同學要上網報名: 

   https://goo.gl/forms/NeE3XnZ0b5iYF0Q63 
2.逢甲大學國際體驗學習計畫臉書(務必加入，將可隨時看到最新消息)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5761850616694/ 

  

  

https://goo.gl/forms/NeE3XnZ0b5iYF0Q63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576185061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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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書格式來囉! 
                      只要你夠勇敢有想法 機票費全免! 

一、目標： 

A 類國際體驗：(無特定範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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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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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類公益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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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參加對象： 

1. 大一、大二學生，無成績與語言檢定限制。 

2.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同學為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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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加方式： 

1. 參與國際處、外語中心與通識中心舉辦的國際體驗說明會與相關活動至少 5場次。 

2. 第一階段選課：通識教育中心「旅遊學習深呼吸」(A 類)、「滾動式社會設計」(B

類)課程(屬通識專題製作類課程/統合類 2 學分)，無論是否獲選，參與課程相關活

動/計劃書撰寫/成果發表/期末報告，最後一樣獲得通識課程 2 學分。 

3. 第二階段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徵選：時程預計民國 106/11/01-106/12/15。 

四、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徵選： 

1. 體驗主題規劃：(課程中輔導撰寫) 

(1) A 類國際體驗：(無特定範圍國家)：以「個人」報名進行國際體驗為優先(違規將

追回補助款向)。請依照 Gap Year 概念，以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公益旅

行、壯遊體驗等方式撰寫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書。 

(2) B 類公益旅行：(特定範圍國家)： 

【東南亞有任務的旅行】單人或 4 人以下(含 4 人)混搭一組，大一至大四本地生。 

【家扶中心合作專案】4 人一組，大一、大二本地生，未出過國優先，每組可以有不

超過 2 位高年級同學。 

我們希望同學能夠了解當地的問題，與當地社區對話，並解決社會問題，同時學習媒

體製作與公民實踐能力等目標。國家以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寮國、

越南、柬埔寨、吉爾吉斯、史瓦濟蘭、蒙古等十國為主。 

2. 計劃書徵選內容至少涵蓋：緣起、目的、行程規劃(任務與前往地點與路線規劃內

容)、執行時間(2 週以上)、經費預算、安全評估、個人預期效益與基本資料表。 

3. 國際體驗計畫(含家扶)「最慢」於民國 107 年 8 月至 30 日前執行完畢(暑假執行)。

東南亞路線則需在 107 年 2 月 28 日前執行完畢(寒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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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逢甲大學徵求 106 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書 

 

 

○○○○○○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名稱） 

 

 

A 類國際體驗(個人為優先) 

□ 個人組 

B 類公益旅行 

【東南亞有任務的旅行】 

□ 菲律賓 □泰國  □印尼     □馬來西亞 □寮國 

□ 越南   □柬埔寨 

 

【家扶中心合作專案】 

□ 越南   □柬埔寨□吉爾吉斯 □史瓦濟蘭 □蒙古 

 

 

提案人或團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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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擬定基本方向 

體驗主題規劃： 

1. A 類國際體驗：(無特定範圍國家)：以「個人」報名進行國際體驗為優先。

請依照 Gap Year 概念，以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公益旅行、壯遊體驗

等方式撰寫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書。 

2. B 類公益旅行：(特定範圍國家)： 

【東南亞有任務的旅行】單人或 4 人以下(含 4 人)混搭一組，大一至大四本地

生。 

【家扶中心合作專案】4 人一組，大一、大二本地生，未出過國優先，每組可

以有不超過 2 位高年級同學。 

我們希望將傳統的旅遊者轉化為積極的服務者，鼓勵了解當地的問題，與當地

社區對話，並解決社會問題，同時學習媒體製作與公民實踐能力等目標。國家

以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寮國、越南、柬埔寨、吉爾吉斯、史瓦濟

蘭、蒙古等十國為主。 

※請依照您選擇的體驗主題規劃並撰寫國際體驗計畫書，總頁數不超過 20 頁，

檔案大小以 10MB 為限，請以 word 檔上傳檔案。 

一、 目的 

二、 學習主題(任務要說明清楚) 

三、 行程規劃(前往地點與路線規劃內容) 

四、 執行時間(2 週以上，並填寫準確日期) 

五、 經費預算 

六、 安全評估/管控 

七、 個人預期效益 

八、 個人基本資料介紹 

評選作業規則  

1.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徵選：時程預計民國 106/11/01-106/12/15。 

2. 邀請國際處、外語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專業師資及校外專家共同評選。 

3. 評選標準：計畫任務可行性（50%）、課程與行前訓練活動(20%)、預期效益

（30%）。 

4. 成果分享：獲選且完成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的同學需於通識沙龍進行成果分

享，並製作 5 分鐘影片，成為影響學弟妹的種子師資。 

錄取公告：通識教育中心首頁

http://www.genedu.fcu.edu.tw/wSite/mp?mp=214101 
臉書洽詢：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5761850616694/ 

(請務必加入臉書，大小事都會臉書溝通與公告) 

聯絡人：通識教育中心 陳淑慧老師、許雅婷小姐 電話：04-2451-7250 分機 2138 

                     E-mail：shuhchen@f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