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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通識教育中心 藝文活動 
  

陳麗如撰文 

培養學生人文涵養及開拓視野的通識潛在課程 

為了陶冶本校同學人文藝術及生活品味，本學期通識教育共辦理6場藝文活

動。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學期雖然無法從國外邀請國際音樂家蒞臨台灣，但

透過駐校指導詹美慧老師努力安排，仍從國內邀請到俄國舞蹈家、長笛音樂家、

西班牙小提琴家，蒞臨本校演出。亦邀請了鼓魯擊世界打擊樂團、剴韻坊樂團，

為逢甲大學師生帶來精采演出。 

除了音樂會以外，本學期辦理3場電影播放暨演講活動。將邀請《收藏電影

的人》導演李建成老師以及收藏家張凌文先生、《男人與他的海》黃嘉俊導演蒞

臨本校映後座談。本藝文活動精彩可期，敬邀師生一同觀賞! 

110-2藝文活動 節目海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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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2/21-3/14 節目單 
  

陳思穎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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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人言大樓十樓) 

通識沙龍網頁：https://genedu.fcu.edu.tw/通識沙龍/ 

通識沙龍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2022 

2/21 (一) 

12:10-13:00 

徐羽婕 

我用CO-OP課程，在加拿大當起白領了！ 

1.介紹Coop課程 (一年課程取得文憑)。 

2.介紹所需花費以及如何慎選代辦？ 

3.如何在一年把學費賺回來？ 

4.為什麼是溫哥華？加拿大各種學制簽證秒清晰！ 

2/22 (二) 

12:10-13:00 

林映慈 
余俊傑 

《麗春大酒店》─歌舞劇創作與舞台實務課程說明會 

1.歌舞劇創作與舞台實務課程內容說明。 

2.認識本次劇本主題：《麗春大酒店》。 

3.如何踏上演藝之路？ 

4.歷屆成員(演員組、舞蹈組、道具組)經驗分享。 

5.認識舞台劇各幹部。 

2/22 (二) 

13:10-15:00 
張 苡 

聲音導師──學會三招你也會成為好聲音 

1.認識聲帶運用與練習。 

2.掌握腹式呼吸與練習。 

3.橫隔膜肌肉的運用與訓練。 

4.音樂拓展的技巧。 

5.泡泡音、抖音示範講解。 

6.自然語法與演唱應用。 

2/22 (二) 

15:10-17:00 
張 苡 

斜槓故事與黑盒子的祕密 

1.斜槓人生工作經驗分享。 

2.出社會後，尋覓工作，現實環境的分享。 

3.表演夢VS現實工作的時間比例分配。 

4.上真人實境秀節目的辛酸與真相。 

5.結論：肯定自我、堅持追夢、終生學習。 

3/2 (三) 

15:10-17:00 

行政二館 

205 教室 

黃一峯 

我就這樣下了海──菜鳥潛水員的水下動物觀察 

2020-2021年之間參與拍攝的紀錄片，《自然的力量2·

大地生靈》在新年元旦播出了。這是CCTV中國央視委

託的紀錄片拍攝案，在活水文化楊守義導演的支持下，

我擔任了綠蠵龜紀錄片的水下導演，這是我個人和野

https://genedu.fcu.edu.tw/通識沙龍/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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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團隊的新里程。 

陸地上拍片就不容易，水下拍攝更是困難度倍增；從

2020年夏末一直到初冬，超過5個月拍攝期間，帶著團

隊在小琉球收集資料、尋訪專家學者，光是水下調研、

拍攝超過100小時，除了大量泡在水中的水下時間之外

期間經歷了颱風、大雨、地震、風浪……各種不可抗力

之因素，終於完成了綠蠵龜「一小部分」生態紀錄。 

水下100小時以為拍了很多嗎？其實龐大的素材只能

剪成6分鐘⋯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感謝客戶給我們磨練

的機會，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在台灣自己做一部紀錄片，

能將自然裡的生態故事讓更多人看見！ 

3/2 (三) 

16:10-18:00 
周東彥 

從新媒體中尋找故事 

多媒體、數位、科技與生活的關係密不可分，近年來更

廣泛應用於藝術創作。狠主流多媒體、狠劇場藝術總

監周東彥擅長透過新媒體、科技與影像，傳遞人的故

事、情感與溫度，環景攝影、即時影像、感測器、4D

智慧舞台浮空投影、8K VR攝影等皆為周東彥作品中

曾使用到的技術。 

1.這些冰冷科技如何轉換並應用於表演藝術、劇場或

電影中？ 

2.其中的挑戰與樂趣？ 

3.這些經驗如何持續累積成為創作養分？ 

3/4 (五) 

10:10-12:00 
周作銓 

電腦兵棋──運用電腦作戰模擬 

1.電腦兵棋──「電腦作戰模擬」介紹。 

2.領域與科技 (資訊、環境、人力)。 

3.運用與規劃人生下一步。 

3/7 (一) 

13:10-15:00 
宋易勳 

小村很有事──大開劇團互動空間劇場 

以大開劇團「小村很有事」類沉浸式劇場的演出，用編

導的身分來分享、討論何謂沉浸式劇場，在台灣製作

的問題與遭遇到的困難，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等

等。 

3/7 (一) 

15:10-17:00 
宋易勳 

放大與縮小的藝術──分享舞台表演羽鏡頭表演的相

同、不同之處 

從寫實表演出發，以自身舞台劇演員的經驗來分享演

員該如何做角色功課，如何揣摩角色以及舞台表演的

吸引人之處，進而與同學分享、討論鏡頭表演的不同

或相同之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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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三) 

12:10-13:00 
蕭世婷 

你比自己想像的更「勇敢」！ 

大學時代用學測底標的英文獨自闖蕩世界，從一個成

績普普的平凡學生逆襲進入北京清華大學讀碩班。我

的大學生活教會我的是勇敢的相信自己、更勇敢的去

爭取機會。 

我會分享清華園的四季生活，還有我與「學霸們」相處

的各種故事，怎麼在每一次岌岌可危的關卡中化險為

夷，當然還有申請對岸大學的方法簡介及備試小技巧。 

1.北京清華的校園生活。 

2.到對岸讀大學的利弊得失。 

3.怎麼申請北京清華大學？ 

3/11 (五) 

13:10-15:00 
徐慧敏 

求職履歷──心機安排的自傳書寫技巧 

我認真上課成績不錯，但沒有太多工讀、實習經驗，該

怎麼辦呢？ 

我的成績普通，但喜歡參與、規劃社團/系上活動，這

些可以寫嗎？ 

我的工讀、實習、社團幹部經歷蠻豐富的，全部都要寫

出來嗎？ 

怎麼寫呢？ 

1.書寫自傳的起手式：了解目標職務與個人特質的關

係。 

2.企業看新人：最重視的十個關鍵特質。 

3.履歷自傳書寫的六大技巧。 

3/11 (五) 

15:10-17:00 
劉性仁 

人人都可成為談判家 

1.前言：生活處處是談判 ！ 

2.談判三大要素：工具、架構、戰術。 

3.結論。 

4.自由討論。 

3/14 (一) 

15:10-17:00 
嚴瑋泓 

佛教意識哲學與生命教育 

深入淺出地介紹佛教意識哲學的基本概念，並嘗試引

導同學從意識的特性思考煩惱的組成原因，進一步反

思自我處於生命流變的過程當中如何觀察與面對煩

惱，並將煩惱轉為正向的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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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微學分 3 月下旬後課程開放報名中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3月下旬之後的課程也已於2月15日起開放報名

(後續課程將陸續新增與開放)，本學期將持續會有許多課程新增。課程安排有職

涯系列課程、創業相關系列課程、影片製作、美學系列課程、兩性系列課程、

Python物聯網程式設計系列課程、溝通表達相關課程、社會參與課程、SDGs相

關系列、茶文化等各種領域的技能課程，以及由「三商美邦人壽」、「富邦金控」

等企業提供的理財系列課程，並依據同學們給予的問卷回饋開設相關課程……

等各式課程，鼓勵同學自主跨域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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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微學分課程FB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報名網址【NID登入】>【課程準備】>【活動報名】>【通識微學分課程】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課程報名操作方式(請參考)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系列微學分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wrHc1er7qyafWcT9 

 

※03/04~03/28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3/04(五) 

13:10-17:00 

mt0231 
0.2 學分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陳玉婷) 

※相同課程僅能計算 1 次學分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mt0206 0.2 學分手機輕鬆上手拍出網美照(蔡居財) 人 B116A 

mt0286 0.2 學分動畫影片製作 (徐培峯) 
RTC(行政一

館 2 樓) 

mt0188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3D 列印機使用及維護(李冠杰)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03/07(一) 

13:10-17:00 

mt0187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雷射切割機與繪圖軟體基礎操作(李冠

杰)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mt0127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蜂鳴器(陳金風) 資電 B14 

03/11(五) 

13:10-15:00 
mc0213 0.1 學分完美溝通提升自信好感度(簡琨宸) 學思樓 1 樓 

03/11(五) 

13:10-17:00 

mt0289 
0.2 學分三商理財系列課程~從烏托邦賽局領悟生涯規劃方向(劉

展廷) 
紀 110 

mt0231 
0.2 學分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陳玉婷) 

※相同課程僅能計算 1 次學分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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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mc0203 0.2 學分征服全場的群眾魅力-主持、活動與會議技巧(鍾亮君) 人 B116A 

mt0008 0.2 學分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創客小教室 

mt0259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3D 建模與列印(進階)(李冠杰)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03/12(六) 

09:00-18:00 
mc0012 

0.4 學分履歷表與面試工作坊(劉漢民) 

＊需帶筆電，並事先準備好一份履歷表 

第三國際會

議廳 

03/14(一) 

13:10-17:00 
mt0216 0.2 學分錄製吧 Podcast 實務課(徐培峯) 

RTC(行政一

館 2 樓) 

03/18(五) 

13:10-17:00 

mt0231 
0.2 學分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陳玉婷) 

※相同課程僅能計算 1 次學分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mt0207 0.2 學分手機商品美拍技巧(蔡居財) 人 B116A 

mc0089 0.2 學分一頁式企劃書實撰力(莊閔越) 紀 110 

ma0020 
0.2 學分生活美學~禪繞畫應用-文青帆布袋設計(吳宇珞)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教室 

03/19(六) 

09:00-16:00 
mt0287 0.3 學分自我意識形態~超現實影像創作(謝欣錦) 行二 105 

03/19(六) 

10:00-12:00 
mc0214 0.1 學分開啟自我探索旅程(許紋華) 學思樓 1 樓 

03/19(六) 

13:00-15:00 
mc0198 0.1 學分人脈養成術:優質的人際關係(卓武漢) 學思樓 1 樓 

03/21(一) 

13:10-17:00 

ma0013 
0.2 學分生活美學-指尖上的粉彩(吳宇珞)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紀 104 

mt0284 0.2 學分用 Python 學物聯網-光感應自動燈及條燈控制(陳金風) 資電 B14 

mt0276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雷射切割機進階設計實作(李冠杰)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03/25(五) 

13:10-15:00 
mc0215 0.2 學分抗疫時代：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陳佩雯) 學思樓 1 樓 

03/25(五) 

13:10-17:00 

mt0232 
0.2 學分茶文化~只待清香倍悠遠(進階)(陳玉婷) 

※需上過初級班才可報名(本課程將採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mt0279 0.2 學分手機美拍風景一點通(蔡居財) 人 B116A 

mc0208 0.2 學分簡報製作與上台表達技巧(莊閔越) 紀 110 

mt0281 0.2 學分職場彩妝-提高與塑造個人職場形象(林幸宜) 創客教室 

03/25(五) 

15:10-17:00 
mc0216 0.2 學分履歷撰寫關鍵技巧大公開(卓武漢) 學思樓 1 樓 

03/28(一) 

13:10-17:00 
mc0204 0.2 學分面對面的傳說對決！-高強度面試技巧(鍾亮君) 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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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02/21 課程回顧 
許雅婷 撰文 

  

  
「用Python 學物聯網~防盜LINE即時通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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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鉛筆插畫技法與電繪應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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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英語 SDGs 工作坊全面啟動 
  

薛珍華撰文 

隨著疫情的減緩、s.School的英語工作坊也恢復實體上課，希望在新的一學期、

讓學生透過此機會更深入了解 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作為世界公民的序曲。在110學年第的第二學期，社會創新

學院開了20們英語SDGs工作坊。終於等到實體上課，講者十分期待。目前的五

位講者，Indira與吉偉都是來自蒙古的國際，現在是全英企業班的學生；Amy是

來自越南的學生，也曾經是Hult Prize逢甲分會的主席。這三位都參與過Hult Prize

的競賽活動，對於SDGs在生活上的實踐都有經驗，至今也都熱衷相關的活動。

Vivian是來自巴拉圭的學霸，說她是學霸不單單是在學業上的優秀表現（她讀的

可是用中文授課的科系），更在於她對於綠能、環保、循環經濟、節能減碳有極

大的熱情，國內、外參賽經驗在國際學生中無人能及。Solani則是來自貝里斯的

學生，也是她的國家極少數在年輕時離鄉背景、追求理想的年輕女子，現在也幾

乎成了她故鄉同齡年輕人的偶像了，目前也與社會創新學院合作執行線上華語

教學計畫。本學期的工作坊有三大特色。（一）實際經驗交流：在工作坊部分，

講師都是關心全球議題並有實際執行專案經驗的國際學生，因此會特別請其分

享所參與計畫的內容與經驗。（二）師生互動、學習者互動：據知有些學生是抱

著學英文的態度來的，我們也就樂觀其成，並鼓勵講師與學生互動，增進其英文

表達能力。講師的英文都有相當的水準，其中Solani的母語就是英文，而吉偉的

童年是在美國度過的，也形同母語人士。（三）分享各國經驗：由於擔任講者的

國際學生來自不同的國家，我們期待他們也在分享的過程中融入自己祖國在相

關議題的情況，讓學生也藉此機會了解那些國家的樣貌，增進國際視野。工作坊

已經開始報名，並且在第一週就額滿。我們會再增開小量的名額，讓有興趣的學

生都有機會參與。  

 

  

SDGs工作坊內容(一) SDGs工作坊內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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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淨零碳排新挑戰 
  

薛珍華撰文 

減低碳排放量甚或淨零碳排已經是國際間不可避免的趨勢，臺灣也宣示2050淨

零的決心和目標。依據媒體報導（資料來源：工商時報，蘇秀慧， 2021.12.21）：

「蔡英文總統已宣布2050淨零排放目標；為此，『「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草案

已將2050淨零排放入法，政府將儘速完成修法送立法院審議，預計2022上半年前

提出淨零碳排相關路徑規劃，落實永續發展。」基於此，社會創新學院此在110

學年的第二學期開設了五門課程，分別為：「淨零碳排與碳足跡計算」、「減碳與

循環經濟」；「綠色會計」；「國際視野」；「企業責任與全球永續」。在師資方面，

除了原有的逢甲堅強陣容，另有新聘教師施孟芬老師。施老師大學讀於台北醫學

大學，後續相繼於逢甲大學合經所與環科所各自完成碩士與博士學位。此外，她

亦有豐富的業界與國際經驗，任職的單位與角色包含以公司治理為主要任務的

總經理室，向社群與利害關係人發言的行銷企劃單位，以及掌握營運與經濟命脈

的銷售盈利營單位等。其研究領域與專業為生命週期評估（評估分析任何活動對

於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永續策略（從單一組織至跨領域產業的永續發展策略）、

非營利事業行銷，NPO（提供非營利事業組織的行銷策略）等，透過實際業界多

元經驗與跨領域研究專長，施老師能帶給學生全方位的學習視野以及思維角度。

在「淨零碳排與碳足跡計算」的第一堂課上，施、賴兩位老師以引導思考的方式，

協助學生接觸問題、探索問題、試圖引出決策核心，並透過分組公開分享，相互

激勵、引發興趣與學習。在課後的問卷結果也反映出學生對於此新課程有相當多

的興趣與期待，也準備好接受挑戰了。此外，學生期待與企業對接、有實習的機

會，這也是日後的課程與學程會強調的重點。 

  

  
SDGs工作坊內容(一) SDGs工作坊內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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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系師生隨同校長參加台北校友會春節聯誼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於2月19日仍假何明輝校友擔任總經理的新北市富信大飯店舉行

會員大會並改選理監事及理事長 (會長)，同時新春團拜酒會。本中心副教授黃

煇慶夫婦也應邀與會。是日北區統計系友會在鄧鈞鴻會長之策劃下，特別邀請母

校母系鍾冬川主任、李燊銘教授、高秀蘭教授等師長並帶領十餘名在學生專程北

上出席盛會。李秉乾校長也偕彭德昭校聯長、校友總會施鵬賢總會長以及來自北

中南、大陸地區各地校友會會長、代表等蒞臨，席開51桌，熱情洋溢。大會首開

以手機聯網方式進行台北校友會理監事及理事長(會長)選舉，設計特殊新奇，令

校友甚感驚喜。新任會長由三商美邦人壽行銷長（執行副總）張財源學長（銀保

校友）接任，在校長等師長見證及施總會長監交下，卸任周純堂會長及新任張財

源會長順利圓滿完成交接手續。儀式後午餐敘，席間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所義務授

課的日文班與會校友，也應邀上台獻唱兩首日本知名演歌「北空港」及「赤い夕

陽の故郷」，演出甚受佳評，校友們均感幸福溫馨快樂。 

 
圖1-與會母校統計系高秀蘭教授(左)等師長及校友齊唱校歌開幕 

 
圖2-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主持大會 

 
圖3-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報告會務及編輯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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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李秉乾校長蒞臨會場致詞 

 
圖5-李秉乾校長贈送台北校友會卸任會長周純堂紀念品 

 
圖6-校友會施鵬賢總會長應邀致詞 

 
圖7-校友會施鵬賢總會長(中)監交之一，(左-卸任會長周純堂、右新任會長張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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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校友會施鵬賢總會長(中)監交之二，(左-卸任會長周純堂、右新任會長張財源) 

 
圖9-台北校友會新任張財源會長致詞 

 
圖10-與會統計系師生及校友合影 

  
圖11-黃煇慶老師夫婦(中)巧遇李校長

(左)、張保隆校長夫人(右)相見歡 

圖12-(左起)黃煇慶老師、周純堂卸任會

長、張財源新任會長、張政文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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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台北校友會張財源新任會長頒發與會單身校友春節紅包 

 
圖14-李校長與北區統計系友會鄧鈞鴻會長(左二)等校友合影 

 
圖15-台北校友會日文班與母校統計系高秀蘭教授(前座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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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台北校友會薩克斯風班精彩演出 

 
圖17-台北校友會舞蹈班精彩演出 

 
圖18-台北校友會日文班獻唱日本演歌之一 

 
圖19-台北校友會日文班獻唱日本演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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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第 353 期編輯會議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於本(2022)年2月10日舉辦逢甲人月刊第353期編輯會議，因恰逢

農曆春節初十，年意尚濃，乃擇於何明輝校友擔任總經理職務的新北富信大飯店

進行，藉示祝賀新春。會議由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台北

文教基金會翁登財董事長以及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共同主持。本中心副教

授黃煇慶因擔任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夫婦爰應邀參加。會議循例進行檢討本

(二)月出刊的逢甲人第352期雜誌，並審核下(353)期文稿以及預排第354期相關稿

件，均獲得與會編輯委員校友熱烈討論。席間，賴總編輯報告遍及進度時，特轉

達頃於本年初接獲悟興法師(本校前主任秘書陳蒼和教授、退休後出家，法號:悟

興)所送新春賀詞:「逢甲人雜誌，列雜誌界長青樹，內容多元化，彰顯校友事功

與貢獻，鼓舞後輩，增強信心，團結校友向心力；另方宏揚校譽、提高士氣、各

種評比、屢獲榜首、奠定穩固礎、厥功至偉!」之外，也讚揚台北校友會逢甲人

月刊的「編輯群堅強陣容與不斷創新」，臻獲滿堂喝采，顯示在溫馨團結的台北

校友會逢甲大家庭之下，參加校友均感與有榮焉，而雀躍不已。會議後即進行餐

敘，因囿於疫情，校友們均謹守規定，即是上台高歌，也是儘量戴好口罩。而為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所義務指導台北校友會日文班的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周

純堂會長、張立義傑出校友、翁素美學姐等校友幹部，也連番上台獻唱日本知名

演歌，將本年春節後的首次編輯會議帶至熱烈最高潮。 

 
圖1-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立者)致詞 

 
圖2-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左立者)會務工作報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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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翁登財董事長(右)致詞 

 
圖4-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左)致詞 

  
圖5-賴總編輯(左者)會務工作報告之二 圖6-陳蒼和教授(悟興法師)賀詞 

 
圖7-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左立者)會務工作報告之三 

  
圖8-周純堂會長高歌 圖9-張立義傑出校友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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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左起)周純堂會長、吳芳君副總編輯、賴文堂總編、張財源校友合唱 

  
圖11-林慶隆老師高歌 圖12-(左起)謝振裕夫人、崔昇祥夫人合唱 

 
圖13-逢甲人月刊第353期編輯會議會場之一(2022/2/10攝於新北富信大飯店) 

 
圖14-逢甲人月刊第353期編輯會議與會幹部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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