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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創新應用專題競賽-開跑哩!!! 
  

林依瑩 撰文 

競賽緣起 

通識中心為培養學生科技智慧創新能力，並提升App、AI人工智慧，以及科

技、創業相關課程的學習成效，結合跨域專題製作以發現並解決真實問題。因此

舉辦「2022創新應用專題競賽」，讓不同科系的學生能夠跨領域團隊合作，深化

程式與智慧科技的學習與應用。 

 

重要比賽時程： 

1.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11年05月13日24點截止。 

2. 公布決賽入選作品：111年05月20日。(線上官網公告) 

3. 決賽日期：111年06月29日。 

參加資格： 

1. 大專組：逢甲大學在籍學士班學生(含應屆畢業生)。參賽團隊由不同學系

學生共同組成，將有額外加分。 

2. K-12組(試辦)：所有逢甲大學師生團隊所輔導之國小、國中與高中學生。 

 

作品繳交方式 

1. 參賽報名表：即日起至111年05月13日止，採線上報名方式完成報名。 

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Epmxp0 

2. 作品企劃書(格式如附件一，請轉成PDF檔)暨影片，111年05月13日止。 

3. 3.若報名上傳作品有問題時，請將作品E-MAIL繳交寄至官方信箱：

9appcase@gmail.com。 

 

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資訊社會推廣協會、教育部資科司人文社會與

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智慧創新人才培育示範學校計畫、逢甲大學USR臺中市

文化城中城地方創生計畫 

 

最新消息可關注競賽官網：請點連結，任何問題請來信洽本競賽信箱

9appcase@gmail.com或與通識教育中心 (04) 2451-7250 轉分機 (2142) 競賽召

集人林依瑩小姐。 

 

https://reurl.cc/Epmxp0
mailto:9appcase@gmail.com
https://reurl.cc/EpmA3g
mailto:9appcas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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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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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減碳與淨零碳排 

大學社會責任的綠色實踐 
 

陳思穎撰文 

 2022年3月14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一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本次由大學社會責任中心薛珍華老師規劃「實現減碳與淨零碳排」系列，主持人

翟本瑞教授首先說明全世界承諾「2050年淨零碳排」的背景，對台灣來講難度非

常之大，雖然這是政府層級、國家層級的重大政策，但希望藉由六位老師透過五

次的論壇分享相關主題，喚起師生對相關議題的重視。 

 第一場次由大學社會責任中心執行秘書鄧廣豐助理教授主講，鄧老師謙虛

地說自己是從門外漢的角度，淺顯易懂地說明如何關心大學社會責任與綠色實

踐。當世界各國從聯合國訂出的17個永續發展目標框架之下開始評比大學，逢甲

大學也在2020年首度就SDG6(水資源)、SDG7(永續能源)、SDG9(工業創新)、

SDG13(氣候變遷)與SDG17(全球夥伴關係)等五個項目參選，在全球一千多所大

學整體評比排名約在601-800間，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逢甲大學一年產生13,000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逢甲大學身為都會型學

校雖然沒有優勢，但未來希望透過「節能」、「2030年再生能源使用占比8%」與

「植林碳吸存」等三個減碳路徑執行，期望能在2041年達成碳中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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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6 -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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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三) 

08:10-10:00  

何家雯 

做自己？！──自我探索與認識 

從起床到入睡，無時無刻形影不離的就是自己，我到

底是誰？我在別人眼中是什麼樣的人？我喜歡自己

嗎？我喜歡跟別人互動中的自己嗎？每個人有各自獨

特的展演方式，讓我們一起認識關係中的自己，欣賞

自己，成為自己。本場次分享將運用簡易心理測驗

DISC、周哈里窗等體驗性活動，探索在各種人際關係

中的自己，增加自我認識。 

4/6 (三) 

10:10-12:00 
陳怡靜 

用性別的眼光˙讀懂親密關係 

在親密關係中，要如何理解對方，除了一顆願意了解

對方的心，若您願意用一種不同的性別眼光來看對方

和自己，也許會發現不一樣的奧妙之處，創造更親密

的連結。 

4/6 (三) 

16:10-18:00 
洪于雯 

動見体《凱吉一歲》親子版──聲音的探索與想像 

《凱吉一歲》親子版以生活物件發出的不同聲響，如

開關電燈泡的聲音、用手拍打鋼琴琴鍵、水滴撘作響

等，帶領觀眾認識音樂的新可能。此次將邀請《凱吉一

歲》親子版的演出者暨共同創作者談論此次演出與一

般音樂演出的不同、樂手與舞者和裝置間的互動，以

及表演上的幕後趣事，透過藝術家分享創作與演出上

的想法，帶領學生藉由聲音互動、聲音遊戲，認識如何

啟發觀眾對聲音的好奇與探索慾。 

4/11 (一) 

10:10-12:00 
張婷妤 

創業預防針──完成夢想你不知道的事 

1.分享主講人的親身創業經驗談。 

2.青年創業時所面臨的問題。 

3.解決方法及提供學生創業實務建議。 

4/11 (一) 

13:10-15:00 
楊雨陶 

陶樂思美學──創業心路歷程分享 

1.霧眉美學工作室創業經驗談。 

2.青年創業時所面臨的問題。 

3.解決方法及提供學生創業實務建議。 

https://genedu.fcu.edu.tw/通識沙龍/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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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一) 

15:10-17:00 
道融法師 

篳路藍縷──淨覺院的開山故事 

淨覺院位於苗栗市郊福星山上，層巒聳翠、環境清幽，

景色秀麗宜人。智道長老尼開山，歷經23年的艱辛歲

月，才有今日的莊嚴。現任住持道融法師現身說法，將

講述年少時期親近淨覺院，乃至於就讀大學、圓頂，承

擔志業的旅途。遇到「明師」的教道，如是因，如是果，

現今推展文教工作、服務社會，是學習佛菩薩的智慧

與實踐。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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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3/11-3/22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3/11 心機安排的自傳書寫技巧 (逢甲大學財金系 徐慧敏 兼任助理教授) 

  
3/11 人人都可成為談判家 (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所 劉性仁 副教授) 

  
3/14 佛教意識哲學與生命教育 (東海大學哲學系 嚴瑋泓 教授) 

  
3/15 犬貓家庭照護手冊 (屏東科技大學 葉宗明 老師)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二期)2022/4/1  8 

 

 

  
3/16 從國際體驗前進到世界第一的半導體外商 (陳政宇 學長) 

  
3/16 佛法與超現代年輕人的契合 (功德山寺住持 寬如法師) 

  
3/17 為愛回家 (愛思顧問企業 蔡佳穎 首席培訓師) 

  
3/18 從水利系到思科──我的跨領域學習與職涯之路 (王哲通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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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舞出國際人生觀 (前雲門舞集專職舞者 王立翔 老師) 

  
3/21 敲開愛地球的門──竹鑼 (臺灣竹樂團 劉宗岳 副團長) 

  
3/22 路上調查：如何認識與研究文化資產 (寫作中區 朱書漢 發起人) 

  
3/22 品質與飛航安全 (漢翔公司公關法務處 蕭安村 經理)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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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微學分新開課程開放報名中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新開課程魯續開放報名中，4、5月將持續會有

『富邦金控理財系列課程』、『環境綠能系列課程』新增。本學期的課程安排有電

腦軟體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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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成就學生中心、圖書

館數位課程合作開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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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04/29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4/08(五) 

13:10-17:00 

mt0288 
0.2 學分教育桌遊探究與設計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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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0072 0.2 學分玩積木學敏捷 Scrum 專案管理(張志昇) 紀 110 

04/11(一) 

13:10-17:00 

(期中考周) 

mt0008 0.2 學分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紀 110 

mt0254 
0.2 學分 MS-Office-Excel 市場分析與銷售管理的應用技巧(張志

昇) 
資電 B14 

04/13(三)  ※期中統籌考  

04/13(三) 

19:45-21:15 
mt0250 

共 0.5 學分 After Effect 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6) (蔡馨雅) 

※須完整上完 7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人社 207 

04/15(五) 

13:10-17:00 
mt0242 

0.2 學分富邦理財系列課程~職場大小事~你的工作 DNA 

(鐘啟二) 
人 B1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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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周) 
mt0217 0.2 學分 iMovie 影片剪輯課(徐培峯) 

RTC(行政

一館 2 樓) 

mc0209 0.2 學分全球華語熱 Teaching Chinese Worldwide(全英)(薛珍華) 創客小教室 

mi0048 0.2 學分看電影學行銷創意：穿著 Prada 的惡魔(張志昇) 紀 110 

04/18(一) 

13:10-17:00 

mc0205 0.2 學分兩性關係-我想，慢慢喜歡你(鍾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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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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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0253 0.2 學分原來使用 WORD 完成長篇文章這麼簡單(張志昇) 資電 B14 

04/19(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6) (張慈妤) 

※中階現代舞蹈須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04/20(三) 

19:45-21:45 
mt0250 

共 0.5 學分 After Effect 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7) (蔡馨雅) 

※須完整上完 7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人社 207 

04/22(五) 

13:10-15:00 
mc0177 0.2 學分面試技巧與魅力表達(陳琮斐) 學思樓 1 樓 

04/22(五) 

13:10-17:00 

mc0206 0.2 學分溝通表達-人見人愛的說話藝術(鍾亮君) 人 B116A 

ma0032 0.2 學分生活美學-木頭紋融入陶藝創作(謝欣錦) 創客小教室 

mt0285 0.2 學分用 Python 學物聯網-遙控家電(陳金風) 資電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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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0272 
0.2 學分富邦理財系列課程~從投資理財到財務自由~現金流(台

灣版)(鐘啟二) 
紀 110 

04/25(一) 

13:10-17:00 

mt0282 0.2 學分職場髮型-基礎電棒與髮型應用(林幸宜) 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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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0296 0.2 學分前進元宇宙 NFT 實戰教學(蔡易恩) 創客小教室 

04/29(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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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c0210 0.2 學分非營利組織的角色 Roles of NGOs(全英)( Jo 高裘雷) 創客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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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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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03/11~03/21 課程回顧 

  

  
「  Maker必備技能-3D建模與列印(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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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理財系列課程~從烏托邦賽局領悟生涯規劃方向」課程。 

  

  
「征服全場的群眾魅力-主持、活動與會議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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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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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彩妝-面試妝」課程。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二期)2022/4/1  16 

 

 

  

  
「履歷表與面試工作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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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吧 Podcast實務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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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式企劃書實撰力」課程。 

  

  
「手機商品美拍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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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禪繞畫應用-文青帆布袋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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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識形態~超現實影像創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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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指尖上的粉彩」課程。 

  

  
「用Python學物聯網-光感應自動燈及條燈控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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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創業實踐課程，導入專案管理必備知

能，進而提升自我價值  
蔡嘉芸撰文 

近年來世界局勢快速變化，專案管理逐步變成轉型、創新的重要工具。由逢

甲大學夢種子e-Hub 創業港暨通識教育中心蔡勝男老師所主導的「創業實踐」課

程，與國際專案管理學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台灣分會攜手合作舉

辦「創意思考創業工作坊」，3月19日邀請到PMI台灣分會劉道鈞常務理事蒞校，

針對學生創新創業議題進行專案管理知能應用於創新創業的實踐中，並一起響

應“ChangeMakers領創者倡議”，創造社會影響力。 

劉道鈞常務理事擁有多個專業證照，專長於專案管理，商業分析敏捷專案管

理，新產品開發。透過這次工作坊的活動，讓創業團隊可以應用專案管理管理方

法，培養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進一步去改變他們在創新創業中的行為。 

蔡勝男老師表示，本次響應PMI台灣分會的「ChangeMakers領創者影響力時

間」專案，在「創業實踐」課程中，同學可以親身體驗創業實踐的過程，並將專

案管理的知識透過Google Sprint與敏捷專案管理的介紹與演練，讓同學靈活應用

專案管理的知能，成為其創新創業實踐過程中的利器。 

本校為全國最早推動創業教育的大學之一，一直致力培養同學具備創業家精

神，開創準創業情境，讓學生親身體驗，打造出可以讓創新創業人才全力發揮的

生態系統，包含扎根的創意啟發教育、創業精神；同時落實「做中學」的實務教

育，追求學術卓越同時，也要能創造出社會價值，改變社會。 

歡迎有興趣創業的同學及夥伴，關注更多的訊息：逢甲夢種子e-Hub創業港粉絲

專頁 / 逢甲夢種子e-Hub創業港Instagram  / 逢甲校內創業資訊LINE交流群。 

  

 

 

 

 上圖為創業實踐課程同學與老師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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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作經驗及相關運用工具工作坊 
  

許雅婷 撰文 

學生自主課程『遠距線上教學之各領域課程設計應用』，除了安排到線上教

學及現場營隊服務的實體實作課程外。同時為了增加同學們對於教學、教材的設

計與用運，本學期安排了兩場『應用於實體及遠端授課場域之技巧與經驗分享』

主題工作坊。111年03月13日(日)9:00~16:00於創客社區邀請程堡兒童程式股份有

限公司 營運長李冠杰老師講授主題一『教學實作經驗及相關運用工具』，為同學

詳細介紹關於AutoCAD與雷射切割等工具的運用，並在國中小學教學的經驗，

以及可運用不同的教材、教具的課程設計方式，培養同學們對於創造力的實現，

並於未來可將這接工具運用在設計教材上及課堂中。 

主題二的課程『教學實戰技巧及實體與遠端教學之應對』將於04月23日

(六)9:00~16:00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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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與戲劇教學的結合：從人類學看世界 
  

陳玉苹撰文 

人類學式認識世界的方法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透過田野調查的訓練，培養同學進入社區與人互動，並從

人的身上學習知識的能力。然而，從人的身上學習，要了解與分析人的行為模式，

很重要的基礎是自己也能夠打開自己的眼睛跟感官，才能夠「看到」與「感知」

到人類的行為與現象。 

以往「從人類學看世界」一課，強調以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式來進行田

野調查，透過邀請地方文史老師來引導同學透過導覽認識社區，接著由同學自行

找到議題、設計訪綱來進行深度訪問，學習如何從人的身上獲得知識。從110學

期開始，本課程與台中的地方劇團「唯劇場」合作，針對台中中區的歷史建物的

議題進行課程內容上的創新設計。我們希望透過「五感」的開發，讓同學在進入

場域進行田野調查時，能夠注意到人際之間的「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提升自己的觀察力。同時透過戲劇的方式來將內容做呈現，透

過「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同學能更以「同理心」的方式來理解他者的思維，達到

人類學式的理解深度。 

 

人類學 + TIE劇場教學 

在110學年度上學期，我們以「台中歷史建物的保存議題」為主軸，搭配唯劇

場的TIE劇場教學，讓同學針對台中中區的四棟歷史建物（瑾園、天外天、文青

果社、儒考棚），分為「歷史人物」、「建築特色」、「在地居民」、「建物擁有者」

等不同的角色進行田野調查與資料收集，試圖呈現一個歷史建物的爭議案中，不

同利益群體的考慮與思維之差異。最後的結果呈現，則以「未來法庭」的方式，

讓兩兩一組的同學針對歷史建物的價值進行辯論，由未上場的同學擔任陪審團，

投票決定哪一棟建物該保留。未被保留的建物，對方將會以「撕毀」照片的方式

表示「拆除」的動作。 

在舞台上透過角色扮演，能讓同學將閱讀到的知識、訪問到的看法，透過神

入角色中而內化為自己的思維，現場辯論時激發出許多即興的說詞。由於辯論時

帶入同學自身的情感，對話流暢、深刻具說服力。辯論之後，法官（由唯劇場庭

溦老師飾演）讓勝方同學動手拆毀對方的歷史建物照片時，勝方同學也感受到了

到猶豫與遲疑。從象徵性的「撕毀」建物照片，讓同學感受到了拆除行動的暴力

與張力。 

 

同學在辯論中激發的思考 

在討論「文青果社」跟「儒考棚」哪一個值得保留時，同學提到兩個建物分

別代表民眾與國家層次的集體記憶，到底誰輕誰重？在討論到「瑾園」與「天外

天劇場」誰該保留時，同學提到天外天作為公眾的娛樂場所，而瑾園是屬於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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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宅邸，雖然兩者都跟早期台灣文化協會、櫟社的活動緊密相關，但因建物屬性

以及目前所有權的差異，而引發保留的優先性的討論。甚至，如果兩方產權都屬

於政府時，是否又有不同的想法呢？在唯劇場的庭溦老師與小橙助理老師的引

導下，同學們順利進入角色，表達起來順暢而有明確的觀點。兩場辯論下來，真

是看得很過癮！ 

記憶是人群認同重要的憑藉。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除了「今天拆我家，明

天拆你家」之外，我們是不是有不同的選擇？如何在發展過程中保留珍貴與重要

的生活記憶，維繫我們對土地的認同，相信聰明的同學一定可以找到有創意的共

存方式！ 

這學期我們依舊跟地方文史老師合作（「寫作中區」的朱書漢老師）以及唯

劇場合作，繼續探討台中中區的歷史建物的議題。我們會在6/7日於分鹿講堂進

行課程的展演，歡迎對台中舊城區歷史建物去留議題有興趣的師長同學一起來

觀賞！ 

  

  
開發五感之課程，同學用身體排演出「文

青果社」的樣貌。 

.同學扮演京劇名伶戴綺霞，她穿越時空來

到課堂，訴說當時在天外天劇場的演出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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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 SDGs 展覽 
 

薛珍華撰文 

三月14至18日在圖書館的角落世界舉辦了「創價SDGs × 希望與行動的種子

展」。此展覽舉辦的目的，在於推動SDGs啟蒙與並將此理念擴展至大學校園之中，

此民間協會長期經營公民意識的提升，特別邀請本校共同參與。開場時由數位本

校師生與創價會員代表參與，主持人致詞如下: 「感謝創價發起這項有意義的活

動，可以培養大學青年成為推動SDGs希望與行動的種子，對人群及環境做出貢

獻。」並深切期望未來能與創價攜手合作，將永續目標做得更多、更好！」關於

創價與SDGs之淵源，此民間機構深感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以「經濟成長」、

「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三大面向，期待推動永續發展的未來。基於推動SDGs

已是全球的趨勢、普世價值，此機構認為除了大學必須負起社會責任之外，大學

生更是世界公民一份子，因此如何將SDGs理念推廣到年輕世代非常重要。此機

構實際付諸行動，將永續的種子播撒到全台各地學校，相信會在社會掀起一股巨

大的力量。當日的司儀為該校會計系三年級的陳勝芳，她表示:「為響應大力推

廣的SDGs展，自己與同學都一同報名擔任導覽員使命，透過扎實的訓練，不僅

能為在校師生導覽，更讓自己認識到SDGs的重要性。最後敬祝此次校園展覽順

利成功。」本校社會創新院的課程、活動一向以SDGs為主軸，除了開設微學分、

工作坊之外，也積極投入相關活動，並且與本校所熱情推廣的大學社會責任活動

合而為一。我們也樂於見到民間機構的投入，相信社會、學校各個多元團體的努

力會帶來美好的成果以及social impact。 

  

  
開幕盛況 現場專人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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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 SDGs 英語工作坊 Indira 
  

薛珍華撰文 

這學期社會創新學院的SDGs工作坊已經在三月初展開，每周兩次，一共有

五位外籍學生參與、協助授課。我們要利用這個版面在每個老師的課程結束之後

做個整理性的報導。第一位講師來自蒙古的Indira，是BIBA三年級的學生。她開

的四門工作坊主題如下： 

1. Life on Land: The things we do not see. (陸地上的生命：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2. Industry, Innovation, & Infrastructure vs. Our Future(工業、創新和基礎設施與

我們的未來)  

3.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優質工作和經濟增長) 

4.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to Save Billions(可負擔的清潔能源，節省數十億) 

Indira是與社會創新學院合作非常密切的國際學生，在我們執行的蒙古植樹

計與海外線上華語教學計畫，她都是非常關鍵的角色。此外，她也是社會創新學

院社群媒體Facebook的小編，在這學期新的USR種樹活動中，她也會支援到國小

的授課與活動的部分。她的特色是態度親切、活潑，因為做專案有豐富的經驗，

對於其所講授的主題都能深入淺出、用生活化的方式讓學生了解。在這學期的工

作坊中，社會創新學院有更多的期待，其中包括：(1)與學生一起進行更多的互動

(根據問卷結果，參加這些工作坊的很多人希望同時增進英語能力。但大多數學

生都很害羞，因此建議講員從簡單的問題開始、漸漸鼓勵他們開口說話。(2)分享

更多關於其他國家的事情；全球視野的培養也是工作坊的關鍵要素之一。課後學

生反應，沒有想到這個嚴肅的主題也可以透過輕鬆的活動了解，很有意思。Indira

自己也分享，有的學生來了兩次之後能夠拋去膽怯、開口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

了，因此她自已也覺得非常開心、有成就感。 

  

  
上課情形之一 上課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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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 

《志工隊迎新活動》  
 

王鈺琪老師指導、范巧盈同學撰文 

志工隊迎新活動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於111年3月11日舉辦的迎新活動，目的在於歡迎新生們

加入並且讓大家認識彼此與志工隊的主要服務項目。 

當天的開場先請社團督導王鈺琪老師、陳彥京（Richard)老師勉勵大家放鬆

並享受志工隊，而後邀請了夜市管委會總幹事吳浚銘大哥分享了夜市與志工們

相輔相成的默契，了解志工隊的主要工作內容後，迎新活動也正式開始了。 

一開始的破冰遊戲透過輕鬆愉悅的方式讓新生們記住對方的名字並大致認

識彼此的性格，快速熟絡彼此以後，活動的氣氛也更加愉快。下一個部分則是各

小組的組內時間，公關、活動、美宣、攝影的舊生們分別帶著組員們了解各組的

工作計畫，讓組員們能夠更順利邁入正軌。緊接著是團康時間，透過各種小遊戲

拉近彼此距離也讓大家在玩樂中學習，每個人都能體驗到不同能力組安排的遊

戲，時間也在歡樂中不知不覺的過去。 

活動的結尾則是以輸家懲罰和各舊生們的暖心發言劃下句點。這次的迎新由

志工隊的學生一起舉辦，部分工作人員也是剛加入社團ㄧ學期的學生，看到圓滿

的結果也間接說明了加入志工隊能夠學習到許多技能進而提升自己，更能透過

策劃活動、服務他人等經驗享受到成就感與快樂！這次的活動以大家的合照開

始，最終也順利地在大家歡樂的笑聲中結束了。 

FB粉絲團：FCU FLCV 逢甲大學外語中心志工隊 

IG粉絲團：fcuflcv._.110 

  
圖一：陳彥京老師督導勉勵 圖二：王鈺琪老師督導勉勵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二期)2022/4/1  29 

 

 

  

  
圖三：破冰遊戲 圖四：主持人開場 

  
圖五：團康遊戲 圖六：迎新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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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生怎麼教教師工作坊 3/11 日本台灣不一樣 
  

黃煇慶撰文 

本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為重視本校的各國留學生學習成效，特

舉辦「國際生怎麼教? 教師成長工作坊」，邀全校老師踴躍參與，集思廣益。本學

期特以「我的國家與台灣不一樣」為主題，請各國學生及具境外生教學經驗的教

師來分享，各國文化及學習屬性等差異。3月4日的第一場由PMP的王惠鈴主任開

頭，帶領老師們一起思考我們對於各國的印象與跨文化認識。以後則逐週分國家

或地區，邀請各國留學生現身說法，3月11日首場即以「日本與台灣不一樣」為

主題展開序幕，並請留學本校統計系的三浦晃世同學及運管系鈴木優希同學各

就來校求學經歷及生活規劃報告，並請具曾長期奉外交部派駐日各地資歷的本

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主持。由於是日(3/11)恰逢日本東日本大震災11周年，本

中心黃老師特以當時於駐日代表處負責處理我國救濟物資及多次陪同賑災團隊

人員深入災民避難所慰問事蹟，而後激起日本國人感謝台灣，增進台日國際友好

的往事分享；並請東京的三浦同學與恰是311東日本大震災災區內仙台成長的鈴

木同學，分就台日間學校上課的差異點以及本身在求學期間生活上、學習上的心

得，甚至於因為語言、習慣等的不同造成的困擾世建，與現場師長、助教、同學

們意見交流，又在黃老師即時補充下，全場歡欣滿堂驚喜。 

 
圖1-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王惠鈴主任致詞 

 
圖2-本中心黃煇慶老師開場白311東日本大震災11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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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本中心黃煇慶老師開場白311東日本大震災11年之二 

 
圖4-本中心黃煇慶老師開場白311東日本大震災11年之三 

  
圖5-(左起)三浦、鈴木同學報告之一 圖6-(左起鈴木、三浦同學報告之二 

 
圖7-(左起)鈴木優希、三浦晃世同學報告之三 

 
圖8-(左起)三浦晃世、鈴木優希同學報告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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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與會師長及助理聽講情況之一 

 
圖10-(左起)王惠鈴主任、黃煇慶老師、三浦晃世同學、鈴木優希同學 

 
圖11--(左起)王惠鈴主任、黃煇慶老師、三浦晃世同學、鈴木優希同學 

 
圖12-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王惠鈴主任(右)頒發主持人及報告同學感謝狀 

(左起)招生處王柏婷老師、黃煇慶老師、三浦晃世同學、鈴木優希同學、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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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理監事會議讚譽本校 
  

黃煇慶撰文 

本校張故前校長希哲先生所倡議籌劃於1958年創設的「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3月17日於台北市召開「第13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與本校

企管系友邱伯達學長因均擔任該協會副理事長，乃會同擔任常務理事之銀保系

劉延村校友(前最高法院庭長)、理事古偉明校友等出席。會議援例由現任理事長

趙文瑜女士主持，約二十位理監事與會。囿於新冠肺炎疫情，該協會理監事們兩

年來甚少見面活動，能藉此聚會大家甚為歡喜。會務報告席間，本中心黃老師特

提及本校為照顧包含來自琉球因疫情無法返鄉參加成人式的日籍留學生，繼上

年再度舉辦成人式，頗獲台灣日本人協會友人在網路或臉書讚賞，更感謝趙理事

長等幹部及校友們支援。而據沖繩旅遊公司(OTS)駐台社長，也擔任中琉文經協

會理事的與那霸正雄報告稱，上年暑假前6月29日協助辦理含本校4名共81位的

留台日籍學生搭乘星宇航空，經大阪關西空港轉搭JTA包機返回沖繩，感謝本校黃

老師當日親往桃園機場送機照料，臻該包機工作圓滿完成。本校關懷琉球來台留學

生舉動，會中甚得讚賞。 

 
圖1-(左起)朱德蘭常務監事、副理事長邱伯達校友、趙文瑜理事長、黃煇慶老師 

  
圖2-趙文瑜理事長 (右)致詞 圖3-副理事長黃煇慶老師(右)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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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理事古偉明校友(中)報告 

 
圖5-陳俊秀常務理事(立者)報告 

 
圖6-沖繩旅遊公司駐台社長與那霸理事(右三)報告上年協助留學生包機返琉事 

 
圖7-常務理事劉延村校友(左)出席會議 

 
圖8-中琉文經協會與會理監事們合影(攝於202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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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張財源新任會長視察激勵日文班 
  

黃煇慶撰文 

甫於2月18日接任台北校友會會長職務之張財源學長（銀保校友），雖值會務

忙碌之餘，悉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所義務教學的台北校友會日文班，自2018年4

月在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等學長姐的支持下，除疫情期間遵照規定短暫停課

外，從無寒暑假，風雨無阻按時上課；且常於校友會餐敘時獻唱日本知名演歌助

興，頗受佳評，好學表現真可謂勤勉的「日本精神」。乃特於任職會長恰滿月之

日(3/18)，蒞臨台北校友會專程視察該日文班上課情況。由於是日係練唱該校友

會歌唱班所教唱過台語「三年舊情」的日語原文知名演歌「浮草（うきぐさ）ぐ

らし」。曲調大家甚為熟悉，又因時節近本年春分之日(3/20)，黃老師特以簡介

「日本的春分與彼岸(春分(しゅんぶん)と彼岸(ひがん)」說明日本佛教史及與

春分、彼岸的關聯。張財源會長於短暫旁聽之後，讚賞該日文班的教學內容及校

友們的求學精神，並致贈每位學員精美禮品，大家均表振奮及感謝。 

  

 
圖1-台北校友會張財源新任會長(左)視察日文班 

 
圖2-張財源新任會長(中排左)與學員校友們合影 

 
圖3-張財源新任會長(前立左)致贈精美禮品，黃煇慶老師(前立右)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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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岡歸國留學生交流會跨國視訊會議 
  

黃煇慶撰文 

2016年由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福岡縣國際交流中心所設立之「福岡歸國留學生

交流會」，在台成立台北、台中兩個分會。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曾奉外交部派

駐福岡辦事處多年，與當地僑學各界熟稔；且公餘和本校金融學院吳瑞雲教授同

時於2003年取得當地九州產業大學商學博士學位，爰應華裔「九州台日交流會」

本鄉啟成會長推薦，受聘擔任該歸國留學生交流會台中分會長，期藉以協助聯絡

台中地區從日本福岡歸國的台灣留學生。惟兩年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台日

間往來不便，乃於3月20日改以視訊方式進行會議交流。黃老師順邀曾任職外貿

協會派駐福岡處長的本校商博生張揚鴻參加，大家相談熱烈。 

  

 
圖1-日本福岡歸國留學生交流會本部與台北、台中分會視訊會議(右下黃老師) 

  
圖2-黃煇慶老師視訊情況之一 圖3-黃煇慶老師視訊情況之二 

 
圖4-日本福岡縣國際交流中心業務報告ppt之一(左上為報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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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所創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再開課 
  

黃煇慶撰文 

本校張立義傑出校友家族在新北樹林所創立「張方大慈善基金會」獲准設置

銀髮族松年大學，聘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授課的唱歌學日語班第五期於3

月17日開課。該班自2019年10月開辦以來，雖因新冠肺炎疫情警戒提升影響而暫

停課，均在該基金會董事張立義傑出校友及渠胞兄張立德董事長等指導下，已辦

理四期。本班第五期開課當日，張董事長特偕該基金會張維庭總監及廖若妏總幹

事蒞臨教室，除轉交新北市政府聘書外，廖總幹事特報告該基金會附屬「福祿紀

念資料館」籌建已近完成，即將擇期對外開放，館內蒐集包含黃老師前所轉贈本

校曾展出該張家祖先「一門六舉人」光輝歷史的「科舉制度在台灣」專書等甚多

珍貴歷史資料，歡迎日文班師生屆時前往參觀。張董事長致詞中再度感謝本中心

黃老師長久以來遠道授課，更協助支援該基金會向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

代史研究所等重要學術機關，洽得光復前日治時期的相關日文檔案，以豐富「福

祿紀念資料館」的館藏。開課儀式簡單隆重，圓滿順利。 

 
圖1-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張立德董事長(左)轉發新北市政府聘書 

 
圖2-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廖若妏總幹事(右)報告「福祿紀念資料館」籌建情形 

 
圖3-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與張立德董事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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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圖5-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上課情況 

 
圖6-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張立德董事長(右二)致詞 

 
圖7-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張維庭總監(立右一)致詞 

 
圖8-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在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授課情況之一 

 
圖9-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在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授課情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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