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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獲得 Apple 認證，成立 Apple RTC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Apple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並於 2017 年 3 月 28 日舉辦揭牌儀式。逢甲大學 Apple RTC 成立之後，也

是全臺唯一可以辦理 Apple 認證課程以及「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的大學。 
 

  

Apple RTC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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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軟體業蓬勃發展，程式人才

需求若渴，  逢甲大學  Apple 

RTC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與晶盛

科技雙方合作，藉由舉辦

「 2017 年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激發全台大專院校學生之創意思考及實作能力，

鼓勵資訊領域專長及跨領域學生自組隊伍，發揮創造力，完成富有精緻創意與高實

用性之創意作品，各參賽隊伍將應用移動設備技術開發新的應用程式，以解決生活

中各個領域的問題，包括於工業、農業、健康醫療、環境保護、教育、養老、行政

管理、安全及大數據應用等。 

 

 
 

本次大賽競爭激烈，初賽階段共有超過 170 隊參加，經過評審委員會的嚴密把

關，挑選出 20 支隊伍進入決選；參賽作品的面向十分多元，包含了結合大數據與

人工智慧進行天氣與空污預測的 App，將教室轉換成遊戲場以提昇學生學習動機的

學習平台，利用匿名以及智慧審查機制提供安全的心情分享空間，結合時空資訊進

行在地聯誼、分享的社群網絡，整合無線通訊與物聯網技術提供更加順暢之停車體

驗的停車場，利用增強實境 (AR) 與混合實境 (MR) 給予全新生活體驗的 App，以

及學生安全警示、電影小幫手、智慧避卡鎖等許多精彩作品，充分展現智慧生活的

願景，更緊扣社會關注的諸多議題，展現臺灣青年以科技改變世界的動力。 

2017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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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清華大學賴尚宏教授所領軍的評審團一整天的縝密審查與評判，最終選出前

五名的參賽隊伍作品，逢甲團隊 Wmega「天氣即時預報」及凜亭「暫停一下」兩項

作品分別奪得第一、三名佳績。該五支隊伍將代表臺灣於今年 9 月前往浙江大學，參

加大中華區的 App 移動創新賽，與其他 50 支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菁英隊伍，競逐

前往美國參加  2017 蘋果世界開發者年會 (2017 WWDC) 的最終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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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所開的  iOS APP 程式設計

課程，為全台唯一通過 Apple 認

證的課程，必須由 Apple 認證合

格教師開課，分別是本校資訊工

程學系許芳榮 教授、英家慶助理教授、黃奕欽助理教授、許懷中助理教授，近期開

班資訊如下： 

 

 

  

•上課時間 6/14~30 (已結束)，課程通過人數25人

•授課教師：英家慶助理教授、黃奕欽助理教授

6月密集班

•上課時間 8/01~31 (進行中)，選課人數 25 人

•授課教師：許芳榮教授、許懷中助理教授

8月暑期班

•上課時間 9/15~11/06 (未開課)，可至選課系統加選

•授課教師：英家慶助理教授

9月學期班

iOS APP 程式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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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跨域原創音樂舞台生命劇【覺醒的天國】演出成功 
逢甲大學以工商立校，人文、藝術領域向來不是逢甲強項。多年來，我們希望能

在藝術領域有所耕耘。今年，由鄭月妹老師推動【覺醒的天國】跨校跨域原創音樂

舞台生命劇，澈底改變外人對逢甲的看法。本劇由鄭月妹老師擔任藝術總監與總策

劃人，張桂杰原著(天國在台南)、縱橫影視公司徐立功導演(臥虎藏龍金像獎編劇)團

隊張之愷編劇、廖惇根(前雲門藝術總監、國家劇院藝術總監)燈光效果、郎亞玲表演

導演、蕭俊碩動畫投影、施梅紛編曲(音樂有聲製作)、馮智皓作曲、莊璧華歌唱舞蹈、

陳秀文道具服裝、李舒亭束髮以及沈揚庭等老師在逢甲開授的七門課、十位老師共

同參加，學生部份則超過 200 人參加。一年期間的跨領域合作，整合通識教育、生

命教育、音樂、表演、藝術、建築專業等課程，並跨校合作連結南華大學的作曲編

曲與有聲音樂製作，以「舞台」做為場域，完成跨域實作以及提倡生命教育與環境

倫理的理念。 

2017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1 日兩天在逢甲啟垣廳公演，6/7 並移師到嘉義南華大

學學慧樓演出，演出首日貴賓雲集，包含徐立功導演、張廖萬堅立法委員、中華民

國倫理協會林文生理事長、綠色 21 台灣聯盟王瓊枝理事長等人皆到場觀賞，演出

相當成功，學生有超水準的表現。從劇本、音樂、舞台、投影、服裝、演出等，全

部都是團隊整合製作，再次說明逢甲大學對人文藝術素養的重視。 

  

 

演出錄影連結： https://youtu.be/YaOsNuO-GmA  

https://youtu.be/YaOsNuO-GmA


逢甲通識通訊(第 2 期)2017/8/16  7 

 

 

｢歌舞劇實作演出-歌喉讚｣(學生自主課程) 

    在這門自主課程的介紹中寫到｢這是一門為熱衷於歌唱、舞蹈及表演學生而設的

課程。透過這課程，學生能吸取更多舞台經驗。更重要的是，參與此課程的學生可

以親身參與其中，發揮其創意完成整齣舞台劇，當中工作包括劇本的翻譯及編輯，

道具製作，燈光的控制，音樂及音響效果，舞蹈編輯，宣傳和執導等｣ 

    一開始由 14 位之前選修過通識專題課程音樂劇實作演出、歌舞劇實作演出課

程的同學們，因為秉持著對於舞台、戲劇演出、唱歌及舞蹈的熱愛，而再次聚集再

一起。在寒假期間就持續討論著再次表演的機會，雖然在籌組課程的期間，最初有

點茫然不知該從何下手開始，但是在熱情以及同學們覺得可以透過合作完成這門課

程中去嘗試不一樣的事情、去挑戰、一起努力達到共同的目標這樣的想法中，同學

們決定籌組課程，並招募有興趣的同學一起參加。在同學們的努力之下共有 30 位

同學加入這門課程，其中還包含不需學分的同學，以及去年已經畢業的學長一起參

加協助。 

    課程的安排雖然是 2 學分的課程，每周三的上課時間卻上 3 個小時(甚至以上)，

這還不含額外開會的時間、另外安排加練和彩排的時間。在練習的過程中，同學們

當然會有疲累，但更多只覺得時間不夠需好好把握練習時間。且因為一齣舞台歌舞

劇是需要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同學們分工的各組組長也會固定於周一開會一起討

論課程規劃和進度。為求課程可以更深入一點學習，也安排專業的合唱老師指導

Acapella 課程(因為這齣戲的主要演出部分會由阿卡貝拉歌唱串聯起來)，以及協助專

業舞台彩妝和造型的老師協助指導。 

    就像在同學們的反饋心得中可以看到，過程中大家也會覺得疲累以及壓力，在

團隊合作的過程中也有摩擦緊張的時候，以及過程中種種的困難，但大家為了完成

共同的目標，經過溝通、討論以及協調最終完成了演出。這門課程除了歌舞劇的演

出以外，更讓同學們學會溝通以及團隊合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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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從一開始害羞不敢說話經過課程中相互溝通、討論以及合作到最後可以放開表演。 

  
Acapella課程 

 
舞台彩妝課程 

 
從照片拍攝到風格設計都由同學一手包辦的宣傳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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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排練習 

 
演出劇照 

就如同課程簡介所述，這是一門由同學們自己主成的課程，從劇本的編撰、道

具的製作、海報設計、宣傳文宣影片的製作、燈光音響的調整，舞蹈的編輯、曲目

的挑選以及事前的錄音全都由同學們團隊規劃安排。106 學年度上學期同學們又想

要再挑戰一次不一樣的劇本以及不一樣的曲目! 

 
學生拍攝剪輯的宣傳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QNqgOgpw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QNqgOgp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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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地老化課程看見新商機 
 

2017 暑期聯合大學由逢甲大學及上海同濟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世新大學等四

所學校共同規劃舉辦，今年由逢甲大學主辦，自 7 月 17 日開學至 7 月 27 日結業，

共開設「全息中國建築史」、「人本設計」、「溝通技巧與傳播敘事」、「品牌與

美學」、及「在地老化與物聯網」五門課程。其中「在地老化與物聯網」也由心翟

本瑞中心主任與陳淑慧助理教授配合國際處共同開設此門課， 

課程開始先介紹目前社會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問題，從長期照護政策引導學生

瞭解現階段台灣老年人平均臥床時間高達 7.3 年，接受 24 小時醫療照護系統照顧

的時間平均高達 15 年，反觀歐美國家只有 3 年，此種過度醫療化的結果，讓台灣

照顧系統無法離床，只能以安養機構方式推動，增加許多社會照護成本。學生們透

過創意思考的模式，以心智圖法展開他們的想法，思考 40 年後老年的居家、建築

與生活設施等等，甚至發想一個快樂的農莊，讓人不禁也想長住度過快樂的晚年。 

 
接著課程以創業九宮格的模式開始思考健康產業何去何從?也瞭解銀髮產業現

有的商機與挑戰，透過翟本瑞主任快思快答的教學模式，同學們各式各樣的創意發

想，讓課堂充滿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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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安排為了能夠讓同學更貼近實務界的思考邏輯，我們邀請晁禾醫療科技公

司的唐子翔職能治療師，以智能中西醫材與遠距醫療服務來說明穿戴式裝置與未來

醫療趨勢。還有鞋技中心資通訊組林彥昌經理以開發的經驗說明物聯網與未來銀髮

世界，同時將常見的實務「術後照護應用平台」、「健康照護系統」、「健康管理

整合平台模式」乃至「偏遠地區健康照護」等的特性與應用逐一介紹給同學，讓同

學們在規劃後續的長期照護議題有更多視野與方向。我們也安排同學到晁禾醫療科

技公司參訪，讓同學體驗不同的輔具，學習輔具功能與差異性，也體驗老人的辛苦

與待解決問題，用同理心思考老人照顧所需的器材應用。 

   而這次同學們也透過競賽，同學們也建構醫藥服務整合平台，也開發逢甲樂齡

便當店，希望鼓勵老年人和年輕人共同工作，創造價值，服務他人，有效解決年輕

老人生活社交工作悅樂活動的問題；另外也有條件購買優惠價商品，互利互助共享

生活便利，有效改善年長老人居家照護日常飲食關懷的問題。課程中同學們也提早

認識銀髮族產業、長照政策議題相關理論與實務，希望能夠有助於未來視野格局的

拓展，厚植競爭力為自我專業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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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 

    105 學年度下學期開設 109 班，不同形式的微學分課程，共有 1785 人次選課，

其中課程有配合產學業界開設的課程，如晶盛科技提供「IOS APP 程式設計」系列課

程，課程搭配本校推動成立的蘋果亞太地區區域教育培訓中心，推出基礎課程，以

及進階課程。再如磐雲科技提供｢智慧聯網｣系列課程。又因於逢甲設立台灣鞋業教

育基金會，積極推動鞋類產業人才的培育，除了學分學程外，同時規劃開設鞋業系

列微學分課程，讓更多同學可以接觸鞋業產業。並且因本校為工商立，在美學素養

的培育相對較弱，為補強學生美學素養，也持續多家安排相關美學課程。此外持續

邀請業界專家、師資開設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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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大學課程 

教育部推動成立「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整合中區 13 校校際資源共享，完成

「校際課程交流平台」提供跨校課程檢索與跨校選課等功能，每門課皆提供各開課

之夥伴學校 5 位學生免費修課，改善夥伴學校學生跨校修課困難，促進學生跨校多

元學習的機會，推動各校通識教育進行資源整合、交流與創新。本次由中區 11 所夥

伴學校聯合開課，並提供 29 門課程讓中區夥伴學校學生選課。 

 

  

課程名稱:聲音表達與訓練 教師:湛明暉 

  
聲音表達與訓練課程小組討論 聲音表達與訓練課程成果發表 

  
聲音表達與訓練課程成果發表(主持) 聲音表達與訓練課程教師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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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夏季學院課程 

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為改善全國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課程不足，且為創

造學生暑期持續、彈性、自主、深度與精緻學習之機會，提供教師實踐教

學理念與課程規劃之場域，由計畫執行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開設夏季學

院暑期跨校選修通識教育課程。本次由全國72所北中南區夥伴大學聯合

招生，開設75門通識課程，提供準大一新生即在學生暑期進修、跨校交流

及學分認抵的機會。 
 

課程名稱:消費行為與新產品企畫 教師:湛明暉老師 

  
課程 7/11 校外參訪 課程 8/1 成果報告 

  
課程 7/11 校外參訪教學 課程 7/25 各組討論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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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學前提升計畫 

認識大學及新鮮人搶先修微學分課程 
     103 學年度開始認識大學課程改變前兩期來校上課的授課方式，於暑期第一階

段課程部分改影音授課的模式，並且採用 youtube 為影音授課平台，加上 facebook

社群作為學生討論的平台，以及提供通識網頁瀏覽、逢甲電視台頻道等學習平台讓

同學們可透過多元頻道掌握數位學習之科技應用趨勢。課程內容從主題明確的單元

教材設計、教學互動及評量回饋，以及線上討論與諮詢模式，讓大一新生能夠化被

動為主動的接觸參與式課程，體驗數位新世代之的互動學習，進而培養具備媒體製

作能力。並透過以同學們的視野角度完成的學校介紹影片(認識大學影片剪輯的作

業)，上傳分享至 YOUTUBE 影音平台中，增加學校的曝光率。 

    認識大學課程第一梯次 70 位同學報名，目前第一梯次的第一階段(暑期課程)已

經結束，同學們在 FB 社團中分享自己課程的心得以及了解學校資源，並互相交流。

第二梯次已於 8 月 8 日開放報名，8 月 14 日開始第一周的課程。 

   

第一階段課程影片，及 106 學年度認識大學 FB 社團。 

認識大學 FB 社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6292145541096/ 

通識中心 106 學年度認識大學網頁 https://goo.gl/BOjcsH 

     
為鼓勵學生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以及能夠在充分運用上大學前的暑期時間，

因此，106 學年度除開設｢認識大學｣課程外，並於 5、6 月間以及 8 月間開設微學分

課程，提供新生同學善用入學前的時間、並提前選修學分，了解學校資源。以及透

過微學分所開設的各式課程獲得跨領域的學習，並透過課程內容的分組討論與實作

的安排，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並感受與來自不同科系的同學們一同合作。新鮮人

搶先修的微學分系列課程，課程內容參考 105 學年度大一同學期待學習的技能以及

希望開設的課程作為安排基礎，安排有｢InDesign 專業電子書實作｣、｢3D 列印實作

｣、｢雷射雕刻實作｣、｢用樂高玩創意-樂高機器人｣、｢簡報視覺化風格設計｣、｢用手

機來拍片｣、｢影片剪輯製作｣、｢完美簡報製作｣、｢用 Photoshop 去背並不難｣、｢完

美的第一印象-基礎彩妝｣、｢永續校園中的低碳生活｣、｢走出框框｣、｢世界咖啡館｣、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6292145541096/
https://goo.gl/BOjc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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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大學資源，精彩過四年｣、｢不可不知的能力培養，未來好就業｣、｢進擊!

電影風格 P 圖｣等主題課程，共 30 班課程。5、6 月的課程共 16 班，總報名人數 680

人。8 月份的課程也將於 8 月 16 日-8 月 24 日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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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大學裡的夏日小學堂 第一期 

 一系列啟發孩子一輩子的課 
2017 年的夏日小學堂，邁入第三個年頭，今年我們招募了共計 34 位，來自不

同國小、年級、家庭背景的學童，23 位自費生及 11 位贊助生，他們可能從來

沒想過，會在今年暑假，在逢甲大學的夏日小學堂相遇。 

沒有識選擇去安親班、數理加強班，而

是來到這個，與自己國小課程完全不一

樣的舞台，渡過自己的暑假，八個結合

趨勢與趣味的主題周，方方面面挑戰自

己的可能性與可塑性。 

暑假，兩個月，八個禮拜，八個特色主

題，加上複合式的小課程，每每都兼具知

識性與娛樂性，實現玩中學、學中玩的理

念，讓天賦得以解放。 

已經參加第三年的仕鑫，對每天的課程

都相當投入 

綠色背景、攝影機、舞台燈、麥克風。 

燈光打在稚嫩的臉龐上、攝影師哥哥喊

Action，她，從未想過有一天會坐在主播

台，播報一則又一則兒童新聞給其他小朋

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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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座艙長老師指導下，大家走起台步，

架式有模有樣，對自己充滿了自信，因為

這裡每個人都很特別，沒有人會笑別人。 

年紀稍長的學童，帶著一二年級的弟弟妹

妹，手把手的教學，相互學習，而高年級

的哥哥姊姊，則是學著領導，這是在一般

學校裡很難發生的事情。 

讓孩子們玩水泥! 用自己設計的盆栽模型，砌出獨一無二的小盆栽。 

  
由 EMBA 學姊、壽米屋余董事長親自教授的精采法式料理課程。有的孩子第一

次吃燉飯。 

有人說，唯一限制你的，是你的想像力，在夏日小學堂，豐富的手作課程，讓孩

子有超級大~的空間去做出理想中的創作。包括3D列印筆的操作、環保材料製作綠

建築、紙黏土居家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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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國中一年級的她和升小學一年級的她，在同個班上進行創作。 

 

精選的課程，讓小朋友做在學校做不

到的事，例如調和水泥製作小花盆! 又或

是自己準備自己的午餐 -法式鴨胸燉飯 ! 

這些都是相當難能可貴的經驗。暑假期間，

校內同仁的孩子跟著爸爸媽媽來上班，在

小學堂收穫滿滿。 

 
大學生小隊輔，是對孩子有熱情的學生，有的來自康輔社，有的來自電視台志工隊，

他們用各自的專長投入這次的營隊，由資深的隊輔統籌，一年一年傳承下去，讓他

們的暑假也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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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的師資，結合逢甲特色，包括綠能中心、GIS 地理資訊中心、3D 列印等等…

充分展現與發揮學校特長，讓學童有機會體驗最夯的科技與資訊。同時與學校學長

姐做鏈結，邀請 EMBA 的董事長學姊，贊助特色課程。 

  
 AR技術把小朋友手繪的角色在手機上立體呈現 

  

課程規劃不僅有趣實務，更重要的是注重孩童身心靈的發展，在肢體表達與開發

上也沒有少。 

不僅是靜態課程，我們也關注小朋友的身、心、靈三方面的協調，夏日學院結

合校內體育資源，邀請專業攀岩師資，讓小朋友挑戰自己。 

有個小一的小朋友，上課總是坐不住，雖然聰明，但是靜不下來，隊輔們總是

要花費許多心力去關注他，然而就在攀岩課這天，他卻是的一個勇敢挑戰的小朋友，

當其他人還在大喊著好高，不敢爬，他卻已經三步併作兩步，快速登頂! 連老師也

欽佩不已，我們看著也著實也上了一課，深刻體會到，每個孩子都是如此特別，他

們的潛能與專長只是等待著被發現，絕對不是沒有，這也是夏日小學堂的核心宗旨，

雖然學校考試是以國英數等等學科為主，但是並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夠以這個標準去

框架，夏日學院就是以提供各式各樣與主流學科班不同之課程，希望啟發孩子，讓

潛能有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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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下趨勢結合，我們帶著小朋友前往台中東協廣場，教小朋友認識在台灣的東

南亞文化，今年我們與「SEAT 南方實驗室」合作，由專業培訓的導覽員，向小朋

友介紹與任是東南亞文化，希望孩子們不要被刻板印象所束縛，而是透過自己的

觀察，去認識去了解東南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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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年夏日小學堂的第一階段，在孩子身上漸漸看出改變。本來文靜的他，

在台上朗誦詩句；本來在課堂上坐不住的他，開始專注眼前的事物；本來大手大腳

的他，可以變得很像個小紳士。  

我們期許，這群孩子之後的改變，不僅僅是這一個月，是未來的一年，甚至是

十年、二十年。 

 

 
一個暑假，改變一輩子，人格的陶冶、人際互動的增強、科學興趣的培養， 

今夏在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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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外語教學中心介紹 
目標與規劃 

    近年來逢甲大學積極地以 MIT 工程教育及史丹佛 D-School 的改革精神為本，發

展出適合本校的教育創新與改革。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更連續二年執行年度教育部補

助辦理大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之「未來大學推動計畫」有成，其中以推動彈性學

分與微學分尤其受到各界肯定與重視。基於上述之英語學習理念與本校教育創新精

神，大一至大四之英文創新課程與教學設計，引進微學分、磨課師與跨系、跨域協

同教學等創新課程模式，並以多元文化情境為授課主題，旨在落實四年英語學習之

獨特性和連貫性（圖一），有效提升跨溝通表達能力。大二英文微學分課程將延續大

一英文課程之口說評量與特定主題英語角等教學特色，於教學中融入有關多元文化

英語表達溝通能力之主題與體驗活動，大三英文則引進跨系、跨域協同教學等職場

情境模式學習，落實「成果實作導向」之創意教學活動，同時結合產學鏈結，使學

生在大四時確立學習方向，在出國深造、職場應用、強化語言等領域繼續做準備，

真正強化英語口說與寫作溝通表達信心與能力。 

 

 

壹、師資 

外語教學中心現有 30 名專任教師、46 名兼任教師，包含英、日、韓、法、

德、西、泰、越、俄等多種國際語言專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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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 

一、課程分類 

   (一)共同必修: 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英文 

   (二)全校選修: 選修英文模組 

   (三)學分學程:應用日語學程 

 

二、106-1 課程班級數統計 

課程名稱 總開班數 內容 開班數 備註 

大一英文(一) 140 
新制 2 學分 132 106 學年度新制課程開始 

舊制 3 學分 8 108 學年度停開 

英文能力檢定 3 大二舊制課程 107 學年度大二英文微學分課程開課 

專業外語 40 大三舊制課程 108 學年度為大三英文 

選修英文 19 
原菁英學程科目 5 

106 學年度起調整課程模組 
原應外學程科目 14 

第二外語 53 

大一日文 1 
107 學年度停開 

大二日文 1 

應日學程 25  

其他外語 26 韓、法、德、西、泰、越、俄 
 

 

三、106 學年度起，英文共同必修課程新舊制科目/學分對照表： 

新制科目名稱 大一英文(一)、(二) 大二英文(一)、(二) 大三英文 

新制學分數 4(2/2) 2(1/1) 2 

舊制科目名稱 英文(一)、英文(二) 英文能力檢定/大二進階英文 專業外語 

舊制學分數 6(3/3) 0 2 

參、英檢考試日期資訊 

外語教學中心與 TOEIC、TOEFL、IELTS 和 BULATS 台灣官方測驗機構合

作，於本校設立英檢考試場地，優惠本校教職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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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種類 測驗時間 備註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公開考(日) 2017.08.27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公開考(日) 2017.09.24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公開考(日) 2017.10.29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公開考(日) 2017.11.26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公開考(日) 2017.12.24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校園考 2017.12.17 報名優惠/適用全校學生 

TOEIC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2017.09.03  

TOEIC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2017.10.01  

TOEIC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2017.11.05  

TOEIC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2017.12.03  

TOEFL 托福 ITP 2017.12.23 專案考試/本校學生免費 

IELTS 雅思英語測驗校園考(六) 2017.09.30  

IELTS 雅思英語測驗校園考(六) 2017.12.16  

BULATS 劍橋博思英檢測驗(六) 2017.08.26  

BULATS 劍橋博思英檢測驗(六) 2017.09.23  

BULATS 劍橋博思英檢測驗(六) 2017.10.21  

BULATS 劍橋博思英檢測驗(六) 2017.11.25  

BULATS 劍橋博思英檢測驗(六) 2017.12.23  

 

肆、申請計畫數 

106 學年度起，外語教學中心除原有執行之中區域中心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外，外

語教學中心申請通過教育部多元語境和多國語文課程及活動計畫，將於第一學期

起開始執行。 

中區區域中心計畫 

16R69001  2017 年逢甲大學新生英語強化營 

 

教學卓越計畫 

 大學英文系列課程改革方案 

 應用外語系列課程改革方案 

 推動職場外語及外語學程方案 

 

教育部補助計畫 

 106 年度多元語境課程計畫 (A 類全校性英語課程) 106.8.1-108.1.31 

 106 年度多元語境課程計畫 (B 類教師群組課程) 106.8.1-108.1.31 

 106 年度多國語文課程計畫(第二外語) 106.8.1-108.1.31 

 106 年度多國語文活動計畫(第二外語教師培訓) 106.7.1-10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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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FCU Pre-major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Freshman Students (PMP) 

一次到位．多元選系．全面發展 

• 成立目標：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 學年度起，正式成立「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本專班專責統籌與精緻培育國際生華語基礎能力與專業學習而設計，提升大一國際生之語

言、大學與生活文化等照顧品質，改善現階段各院系遇到國際生因語言來造成學習問題，

讓國際生大一即具備「五大準備力」：語言準備力、專業準備力、大學準備力、文化準備力

及生活準備力，更安排認識系所課程，協助在大一不分科系時探索專業興趣，大二順利分

流至本校各院系。 

  奠定國際生具備華語及外語基本溝通與學習能力、專業領域能力及軟能力(含團隊合

作、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等)，使學生可銜接大二各系專業課程，精進自我專業領域知能，

進而發展專業職能，成為各領域的跨國人才，更培養國際生具備在台灣文化與生活適應力，

對本校與台灣產生認同與歸屬感。 

• 課程特色： 
[1] 大一課程可採認畢業學分 (採認規定依分流後學系為準) 

貼心規劃優質華語、英語、通識教育及專業領域課程，免去額外先修華語時間與費用。 

[2] 密集培訓基礎華語溝通表達能力 

用心設計通識特色主題之華語密集課程，從課程與生活中快速累積基本華語能力與通識能

力。  

[3] 雙導師專業適性輔導  

全心由雙導師輔導專業適性探索，透過系所認識與專業實務體驗，輔導大二順利選擇適合科

系。 

[4] 在地文化體驗活動 

關心學生在台灣的生活適應，透過文化體驗與陪伴快速融入生活，打造一個在逢甲的「家」。 

• 課程規劃(含學分) ： 
 

科目 
Credits 

修課說明 
上 下 

通 

識 

基 

礎 

課 

程 

大學國文(一) (二) (含實習) 2 2 

通識教育主題華語密集培訓課程 

修過即可採認通識教育基礎核心必修學分 

創意思考 (含實習) 1 - 

多元文化 (含實習) 1 - 

社會實踐 (含實習) - 1 

公民參與 (含實習) - 1 

資訊素養作業一：資料蒐集報告 0 - 搭配「多元文化」課程，由教師指定作業。 

資訊素養作業三：資訊理論

簡測 
- 0 

搭配「公民參與」課程，於網路教室系統完成線上資

訊倫理測驗 

資訊素養作業四：實際參訪

報告 
- 0 

搭配「社會實踐」課程，將參訪內容製成數位多媒體

專題於課堂上發表。 

資訊素養作業六：電子書編

寫 
- 0 

搭配通識基礎課程「大學國文（二）」，需完成一本電

子書並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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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識

選

修

課

程 

人文與生活 (含實習) 2 - 規劃人文領域通識主題華語密集培訓課程 

修習通過後即可採認通識教育人文領域選修學分 漫談閩南語 (含實習) 2 - 

生涯規劃 (含實習) 2 - 規劃社會領域通識主題華語密集培訓課程 

修習通過後即可採認通識教育社會領域選修學分 台灣社會與文化 (含實習) - 2 

實用營養學 (含實習) - 2 規劃自然領域通識主題華語密集培訓課程 

修習通過後即可採認通識教育自然領域選修學分 3D城市與數位校園 (含實習) - 2 

專

業

課

程 

微積分(一) (二) 3 3  

微積分(一) (二) (實習)  0 0  

經濟學(一) (二)  3 3  

經濟學(一) (二) (實習) 0 0  

跨領域專題實作 1 -  

專業領域概述 1 -  

APPS 程式設計 - 1 全校共同必修科目，培養學生具備撰寫 app 的能力 

溝通表達技巧(一) (二) 3 3 修習通過後可採認大一英文(一)(二)及大二英文(一)(二) 

共 

同

必

修 

體育(一) (二) 0 0 大一學生以換氣連續游25公尺做為通過游泳基本能力指標 

班級活動 0 0 
課程內容每學期安排 4 小時以上之個人成長和經驗學

習、資源應用、課程介紹等相關活動 

 學分總計 21 20  

• 招生現況： 

106-1 學期首屆招生，已招收 40 名來自 10 國之國際生，學生國籍分布如下：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Indonesia 16 Canada 1 

Vietnam 8 Malaysia 1 

Thailand 7 Palau 1 

Brazil 2 St. Christopher & Nevis 1 

Republic of Korea 2 Turkey 1 

總計 40 

• 師資陣容： 

本學士班邀集全校各專業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外語教學中心及國語文教學中

心教師組成教學團隊，借重教師在數理、工程、機械、商管、經濟、行銷、跨

領域通識、英語教學、華語教學及語言通溝表達技巧等專業背景，奠定學生基

本語言及專業概念能力。 

• PMP Buddies： 

多國籍學伴幫助各國學生快速銜接專業課業與生活文化適應，歡迎全校學生一同加入。 

• 聯絡資訊： 

辦公室：資訊電機大樓 109 室 (鄰外語教學中心與國語文教學中心) 

主任：周惠那（分機：5541，Email: hnchou@mail.fcu.edu.tw） 

助理：許芳瑜（分機：5542，Email: fyhsu@fcuoa.fcu.edu.tw） 

網站：http://www.pmp.fcu.edu.tw 

http://www.pmp.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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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加入家扶基金會團隊前往史瓦濟蘭、吉爾吉斯、約旦 
通識教育中心與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合作，在今年暑假分

別前往了幾個國家進行家扶國際服務

(TFCF International)。首先是七月中旬由

運管系蔡宜姍、蔡柔萱與林郁軒三位同

學組成冒險三姐妹，搭了近 20 小時的飛

機，前往非洲南部史瓦濟蘭進行志工服

務。每天的生活充滿了在台灣想像不到

的文化衝擊，冒險三姐妹除了用心記錄

了她們的拍攝生活，也協助了品格教育

結業式、聯合大義診等社區訪視活動，

更多的感動與感觸可以鎖定臉書粉絲專

頁的貼文，幫冒險三姐妹加油打氣喔！ 

另外還有蕭世婷、李芸珊、金瀚林、葉芷君等四

位同學在經歷了二次轉機，花了將近二天的時間終

於抵達了位在中亞的吉爾吉斯。對吉爾吉斯的第一

印象是到處都有大大的草原，遠方有高山沙漠，街

道乾淨人民友善；也嘗試了味道很神奇的國民飲料

和馬奶，都是需要帶有勇氣和鐵胃的新鮮體驗！蕭

世婷同學表示，跟著家扶參與了很多活動感觸多多，

好幾次差點掉淚，雖然每天都累到秒睡，但是每天

都很快樂！尤其是看著社工天天往返首都工作，知

道了家扶對當地的那些改變和努力，雖然身為短期

志工投入的還不多但仍與有榮焉。也許現在因為網

路訊號不佳無法每天上網分享日常，但一個月後，

他們會帶著滿滿的故事回家！ 

最後是前往約旦參加敘利

亞人道援助計畫的志工將在 8

月 12 日出發，在經過緊張的面

談後由王郡民、連崧霈 、林俊

達 、江蓓婷、趙庭加、黃筱捷

等六位逢甲同學加入家扶基金

會團隊，將會駐點在約旦的

AZRAQ 難民營十二天。主要服

務內容為多元的表演活動與帶

有台灣元素的手作課程，將帶

領至少 400 名貧困兒少與難民

學習刺激。期盼能在教育與陪伴下減緩心理創傷，也期盼參與兒少在團體的生活中提高自信心、

學習自我表達能力，並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擴展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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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電視台影音製作 

1. 潘文方總會長 逢甲有您 真好 (8/6 追思會開場影片) 
https://youtu.be/V9CSoeK6c_Y 

        

2. Mannequin Challenge at FCU Dreamseeds Inno Maker! 
https://youtu.be/iS3VfJ6jsMU 

 

3. 因應新課綱中區數位資源分享工作坊 
https://youtu.be/FbCoqrSlNB8?list=PLRWdYF8GgittQUd4qteyI9uymQDXc-9iw 

   

4. 【中區教卓成果聯展】創世 - 教育創課學．跨域新時代 
https://youtu.be/3KJy2t4deKA?list=PLRWdYF8GgitsIkIjLBpVrW4b-yHonXAcn 

 

5. 星享道產業設計專題課程暨成果發表會 
https://youtu.be/tv-lI_PgiVk?list=PLRWdYF8Ggitu1VSJOPA8e22xNlsoYpliM 

     

6. 2017 丁酉年新春團拜 
https://youtu.be/8udn4APgnQc?list=PLRWdYF8GgitvxRWz9x6mai8jlGyPyhYwa 

https://youtu.be/V9CSoeK6c_Y
https://youtu.be/iS3VfJ6jsMU
https://youtu.be/FbCoqrSlNB8?list=PLRWdYF8GgittQUd4qteyI9uymQDXc-9iw
https://youtu.be/3KJy2t4deKA?list=PLRWdYF8GgitsIkIjLBpVrW4b-yHonXAcn
https://youtu.be/tv-lI_PgiVk?list=PLRWdYF8Ggitu1VSJOPA8e22xNlsoYpliM
https://youtu.be/8udn4APgnQc?list=PLRWdYF8GgitvxRWz9x6mai8jlGyPyhY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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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廣播電台: 產業鏈結學習資源–產業組曲系列節目 

通識中心的逢甲大學電視台平台，提供超過 150 集由

佘日新院長主持的產業訪談節目，主持人佘日新現為

逢甲大學講座教授兼跨領域設計學院院長。曾任財團

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董事長、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營運長。 

透過佘院長與產業界的精闢對談，讓大眾能夠認

識一般無法輕易了解的產業結構，現在藉由通識中心

網站這個平台，讓校內外民眾，都能夠輕易聆聽從 2012

年開始的每一期節目。 

目前總計己有 159 部線上節目可供隨選 

相關連結請參考: 

http://www.genedu.fcu.edu.tw/wSite/np?ctNode=44339&mp=214101&idPath= 

 
 

 

跨領域合作計畫 
基於大學社會責任，通識中心與業者合作，針對原住民需求，開發無障礙式即時

就業 APP 系統。讓原住民在求職前就已無障礙式面試應徵，經過企業的視訊面試

介紹工作內容與環境。該系統將打破傳統被動式求職與面試，提升為主動式無障

礙式面試，除了大幅降低公司營運成本，增加營收、讓就業機會精準度提高與降

低企業人事成本，更讓求職者更加省時、便利、滿意。該系統將能迅速提高公司

知名度與市場佔有率，進而提昇原住民族的就業機會與快速任職。 

http://www.genedu.fcu.edu.tw/wSite/np?ctNode=44339&mp=214101&id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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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企業在台灣 
 企業以為股東謀取最大利潤為目標，有時後難兼顧社會價值，更別論及社會責

任了。為了解決公益/私利間的衝突，過去，許多企業紛紛成立基金會，在營利之外

推動公益事務。近期，每個企業都以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為己任，企圖藉CSR

達到公益目的。 

 但是，不論是成立基金會抑或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都沒能改變企業獲取最大

利潤之本質，基金會與社會責任，往往成為粉飾營利目的的美妝師，有時甚至與企

業經營本身完全無關，甚至可有可無，與企業經營脫鉤。許多企業，要不是節稅或

是法規要求，根本不會成立基金會或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然而，隨著貧富差距日益增加，全球1%的富人擁有全球超過一半的財富，企業

經營只以最大利潤為唯一考量的作法，日益受到批判和檢討。除非全面檢討企業經

營本質，否則績優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很有可能賣黑心商品或是嚴重剝削員工，

讓基金會、企業社會責任的美意瞬間瓦解。 

 B型企業(B Corp)的構思迎運而生。一個好的公司，應該是對員工、對顧客、對社

會大眾、對環境生態都好的企業，它是Benefit for all的企業。於是，由B Lab所創立

的認證機制，以嚴格的財務與社會標準來審核一個企業是否符合「好的公司」，成

為共享價值的新思維。目前全球約有四千家通過大約400條要求標準認證的B型企業，

台灣也已經有20家企業通過認證，成為亞洲地區擁有最多B型企業的國家。 

 甲大學與亞太B型企業協會、智榮基金會在2017年4月21日共同設立B型企業王道

中心(Benefit Academy)，希望能將學術研究結合產業實務與社會關懷，開創新的企業

經營模式。近期，B Academy協助推動的活動如下： 

【B Lab Taiwan x 社企小聚第242場】b型企業工作坊-翻轉二代接班 

8/14(一)下午 2-4 pm[逢甲大學創客社區] 

B型企業 B Lab Taiwan & 行政院中區青創基地主辦 

由全球第一家通過碳水足跡認證及碳中和茶園的講茶茶業集團執行長湯家鴻、行銷

總監湯尹珊，來分享如何講茶如何利用B型企業認證走出品牌特色。 

活動流程 9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708020732423391933640) 

14:00-14:40 B型企業簡介(講茶行銷總監 湯尹珊) 

14:40-15:10 B型企業案例分享 (講茶執行長 湯家鴻) 

15:10-15:40 各組腦力激盪活動 

15:40-15:55 各組分享與講師回饋 

15:55-16:00 大合照 

【第二屆B型企業亞洲年會】8/31(四) 、9/01(五)[台中市政府集會堂] 

匯聚亞洲，聯亞洲新勢力。透過員工照顧、環境友善、社區照顧和產生客戶影響力。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發想，邀請各國講者、橫跨企業、政府、學校、

媒體一起討論，共同研究如何一起對亞洲最好！ 

https://www.facebook.com/B%E5%9E%8B%E4%BC%81%E6%A5%AD-B-Lab-Taiwan-1380637572257366/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708020732423391933640
https://www.facebook.com/B%E5%9E%8B%E4%BC%81%E6%A5%AD-B-Lab-Taiwan-138063757225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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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與范特喜文創喜相逢 

曾經漫步在中興一巷范特喜文創聚落?這裡是由前自來水公司宿舍改造而成，整

排的紅磚牆，保持原有的意象，帶進現代復古風，使原本暗黑巷弄，帶來了人潮，

生氣勃勃，是的!這就是與通識中心產學合作的范特喜微創文化在臨近草悟道的傑作。 

通識中心翟本瑞主任及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徐偉傑教授率中心團隊成員於

八月七日正午在人言 804會議室與范特喜微創文化鍾俊彥總經理舉行浪漫台三線及

范特喜候鳥計畫會談。希望藉由配合國家政策推動客庄經濟，累積客家文藝復興能

量結合生活、文化、生態、產業與觀光，打造一條具備歷史縱深的浪漫大道。 

此次會議初步希望藉由業者豐富經驗及本校深厚學術底蘊創造出永續文創產業，

並透過該公司候鳥計畫，擾動社區，從基地擴大到周邊鄉村，創造就業契機，吸引

人才回流，亦可提供逢甲在校學生『做中學，學中做』學會互相幫助與包容，學習

如何發揮團隊力量，學習如何提出申請計畫及實作。(單天佑) 

 

 

 

 

 

 

 

 

 

 

 

空間改造 
本學期，學校將進行空間改造，目標是建立兼具設計、實作、與展示三大功能的

創客共創工坊，以彈性開放的配置為主，將學生動手做、師生親近；方便溝通、團

隊合作納入考量，成為未來競爭力重要的基礎條件。目標是建立兼具設計、實作、

與展示三大功能的創客共創工坊。為了因應跨領域學習需求，科航館八樓已在進行

空間改造工程。針對物聯網情境實驗，科航館八樓將有部分空間，改造成室內定位

的創客空間，以利不同科系師生，可以於此跨領域地實驗針對未來生活的創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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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教師教學實踐研究、鼓勵教學創新!  
 

106 年 9 月開始教育部將推動「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兩年 1.2 億

經費，補助 200-300 位教師每人 30-50 萬元進行教學創新，並讓大學教師能以教學

成果進行升等。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主任也配合教育部計畫的推廣機會，鼓勵所有

教師教學模式改變，並以李秉乾校長從建設學院、教務處及校長的歷練，鼓勵在場

師資能夠結合校內實作場域與支援系統，有效的提升教學品質並期待後續能夠著重

於(1)創新教學方法研習(加上教學評量方式改變)；(2)課程架構改變：課程精實(課程

整併、深碗課程)；(3)推動專案課程(做中學、大學社會責任、產業議題)(4)建立輔導

機制(委員會+支援教學模式更新改善)，提出最佳的教學實踐計畫。也期待彼此能夠

共學共享，在教學上能夠教導學生面對未來的挑戰，而非教授傳統的技能無法面對

未來的科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