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一三期目錄】 

學生聯合團隊榮獲元大Dream Big夢想基金/ 2 PMP國際生怎麼教-日本跟台灣/ 37 

實現淨零碳排淨零碳排與碳足跡計算/ 3 PMP國際生怎麼教-印尼/馬來西亞跟台灣/ 39 

通識沙龍-4/15 - 4/29節目單/ 5 PMP國際生怎麼教-越南/泰國跟台灣/ 41 

通識沙龍-3/24-4/6活動回顧/ 10 PMP國際生怎麼教-香港/澳門與台灣/ 43 

通識沙龍-雲門舞集舞者與竹樂團分享/13  PMP探索台中舊城區-體驗糕餅文化/ 45 

通識沙龍-如何認識與研究文化資產/ 14 國際生眼中的台灣-Vlog影片票選活動/ 47 

通識沙龍-聲林之王3參賽者分享/ 15 服裝多媒材開發工作坊-瘋狂做衣日/ 48 

通識沙龍假日服務隊-自然科學的奧妙/ 17 天河神水原著小說家張桂杰博士/ 50 

110-2微學分富邦理財及環境綠能課程/ 20 s.school-蒙古學生拜訪企業/ 52 

微學分-03/25~04/08課程回顧/ 25 s.school-SDGs英語工作坊-Amy分享/ 53 

貼圖優化再上架工作坊/ 30 北區統計系友會探訪新竹尖石部落/ 54 

國語文-電影阿莉芙製作分享/ 31 本校日籍留學生成人加冠禮紀念品/ 58 

110-2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迎新活動/ 33 顧欽誠前新聞組長調部後老友聚會/ 59 

PMP國際生怎麼教-對各國的印象/ 35 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吟唱-清明節の漢詩/ 60 

 

逢甲通識通訊(第 113 期) 2022/4/16 

發行人：李秉乾 (半月刊,每月 1/ 16 日出刊) 

主  編：翟本瑞 執行編輯：呂長禮、王乙存 

編輯群： 洪耀正、呂長禮、吳書萁、李律奇、陳麗如、陳思穎、許雅婷 

 林依瑩、薛珍華、尹馨慧、黃綺明、曹靜嫻、古瑞菊 

 許芳瑜、吳得政、曾紀真 

網頁 http://www.genedu.fcu.edu.tw/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FCU.GE/?fref=nf 

 

  
 

  
 

第一一三期(2022/4/16)             半月刊(每月 1/16 出刊) 

http://www.genedu.fc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FCU.GE/?fref=nf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三期)2022/4/16  2 

 

 

逢甲通識學生聯合團隊 

獲得 Dream Big 元大公益圓夢計畫夢想基金 
洪耀正撰文 

 逢甲大學「程堡兒童程式教育」、「通識沙龍志工隊」、「逢甲電視台」、「外

語中心志工隊」以及新成立的「創客社」所組成的通識學生聯合團隊，參加元大

金控元大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第六屆Dream Big元大公益圓夢計畫。最終獲得評

審青睞，從諸多的競爭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圓夢基金。 

 儘管近年來台灣各大學鼓勵學生前往偏鄉學校舉辦營隊，從事偏鄉服務。

然而短期的營隊可以為孩子打開一扇窗，卻無法改變偏鄉學校教師流動率高，教

育人力匱乏之困境。「哥哥姊姊，你們甚麼時候回來？」成為偏鄉孩童永遠得不

到回應的提問。然而在翟本瑞主任與洪耀正老師的指導下，通識學生聯合團隊提

出了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 

 團隊提出「虛實混成」的陪伴模式以根本解決台灣偏鄉教育人力不足的問

題；亦即在寒暑假的實體營隊之間，持續以遠距常態課程、1對1線上課輔，佐以

少量的實體課程，讓志工與孩童的連結不間斷。為了降低團隊成員的負擔，聯合

團隊以協作的方式進行運作：程堡兒童程式教育及創客社負責程式遠距常態課

程及創客實作課程、外語中心志工隊進行英文主題式線上教學，以及邀請本校

PMP外籍生與學童交流互動、通識沙龍志工隊規劃數學自然學科輔導課程，逢甲

電視台則利用影像紀實，未來並將提供攝影與影像剪輯等課程。過去2年團隊已

與台中霧峰的復興國小合作試行，獲得該校師生家長熱烈的支持與回響。 

 為了達到永續運作的目的，學生團隊積極爭取外部計畫與資源，截至目前

已獲得2020年第五屆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築夢獎金、四季藝術教育基金會2021

青年教育築夢計畫夢獎勵金，以及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實驗基地（USR HUB）計

畫的支持。期待能夠結合企業的力量，一起攜手陪伴邊陲地區的孩子。團隊也期

待這樣的模式，未來可以進一步推廣至台灣其它偏鄉，甚至是原鄉的學校，解決

SDGs公平教育的問題。實現減碳與淨零碳排 

  

  
第六屆Dream Big元大公益圓夢計畫決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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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碳排與碳足跡計算 
陳思穎撰文 

2022年3月28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二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由本校綠能科技暨生技產業發展研究中心賴奇厚副教授，與環科系施孟芬助理

教授共同介紹「淨零碳排與碳足跡計算」，吸引本校近八十位師生參加。 

賴奇厚老師首先名詞解釋「碳中和」、「淨零碳排(淨零排放)」、「負碳排」、「碳

足跡」、「碳權」、「碳定價」、「碳交易」與「碳稅」，讓大家有基本的概念。所謂

「碳中和」不等於零碳排，它是強調生產過程中所排放的碳，經由其他方式清除、

抵銷，而「零碳排」是生產、製造過程中並無排放溫室氣體。 

最近很紅的「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納管水泥、鋼鐵、鋁、肥料、

電力等碳密集產業分階段實施，全球供應商皆須致力減碳，防止產業碳洩漏，也

驅動經濟與社會轉型，2023年後只要有產品出口到歐洲就需徵收邊境碳稅，短期

內對台灣產業的影響是鋼鐵業。 

賴老師亦介紹了目前政府的淨零碳排政策，以2019年我國溫室氣體的排放情

形來看，在全球排名為22名，主要占比約半數是由工業產生；台灣目前已公布施

行「台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從十二項法規命令及八項行政規則執行，目

的是訂定出碳稅與碳交易的機制等，讓台灣的產業如能源、製造、運輸、住商、

農業與環境等六大部門，運用八大政策配套，透過商業的角度推動溫室氣體減

量；未來政府將採取2X2架構「先低碳，後零碳」，與全世界一同邁向2050年淨零

轉型的目標。 

施孟芬老師則詳細說明碳足跡盤查，與溫室氣體盤查的差異。碳足跡盤查不

只有產品碳足跡，還涵蓋了組織、服務，都脫離不了「生命週期評估」的概念。

由於目前全球僅一成企業落實減碳，從製程、客戶、消費與永續的需求，透過製

作流程圖收集數據，再利用公式計算出碳足跡，進而熱點分析哪個部分排放最嚴

重。施老師最後介紹「能資源碳排放強度」，以2019年數據來看，台灣若與全世

界製造同樣的產品，碳排放還是高於國際標準許多，表示我們許多生產是不經濟

的；未來要如何在製作流程上改善，譬如節電。 

翟本瑞主任於會後補充，逢甲大學已經做出2041年校內碳中和的承諾，以學

校每年13,000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來看，又不可能連續二十年、每年種4555棵

能高吸收二氧化碳的樹木，因此師長們也組成了一個小團隊，引導大家如何在共

同的行為模式中改變與減碳，譬如在各大樓樓頂裝設太陽能板、沼氣生質能源發

電……等等。雖然過去的我們做的太少，但為時未晚，期許大家能重視這個迫在

眉睫的議題，在生活中執行更多可實踐的永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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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15 -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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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五) 

10:10-12:00 

第八國際 

會議廳  

蕭安村 

我們的飛機 Made in Taiwan！ 

1.閉門造車。 

2.師夷之長以制夷。 

3.航空產業市場。 

4/18 (一) 

13:10-15:00  
依空法師 

禪與現代人的生活 

燈，放在風中，容易熄滅。 

燈，放在禪定的寧靜室內，火燄更明亮。 

日常生活中，要面對「稱、譏、譭、譽、盛、衰、

苦、樂」的八風，有了禪的定力，不迷亂、不動盪。禪

是一朶花，禪是一種生命的態度。禪，要我們找回真正

的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4/18 (一) 

15:10-17:00 
吳政峰 

老戲院的再造與服務創新 

介紹臺灣地區具有特色之老電影院，並以臺中《萬

代福影城》為例，說明其轉型之契機與服務創新之類

型，進而使學生了解「傳統與創新」融合的各種可能

性。 

4/20 (三) 

15:10-17:00 
賴樹盛 

海外服務經驗分享──守護泰緬邊境孩童的未來 

1.泰緬邊境基本背景。 

2.從國際志工到援助發展工作者的歷程。 

3.分享緬甸移工兒童教育現況及服務推動。 

4.疫情下的持續援助行動。 

4/21 (四) 

15:10-17:00 

陳昭蓉 
黃渝婷 

在逢甲與長笛音樂相遇──馬卡龍長笛三重奏 

本次講座將結合現場演奏，介紹長笛的古往今來，

並著重於長笛重奏的當代作品，希望帶給聽者一場豐

富的音樂饗宴。 

4/22 (五) 

12:10-14:00 
劉嘉城 

退休敢不敢？！──盤點退休金與規劃退休計畫 

利用一小段休息時光，教你盤點出自己的退休金，

規劃出個人退休計畫。 

https://genedu.fcu.edu.tw/通識沙龍/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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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保會破產嗎？ 

2.每月薪資都提撥勞保，勞退到底怎麼領？ 

3.工作多年何時能退休，又該怎麼準備？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JyjMbrH3uFdDsvph9 

4/22 (五) 

19:00-21:00 

創客社區
(18:30 入場) 

 

江奕昌 

斜槓人生──運動人的跨領域傳媒之路 

身為一位職棒肌力體能教練，轉行到數位自媒體

工作者，是如何將運動產業與大眾傳媒體產業結合，

並開啟屬於自己的斜槓人生？後疫情時代下催生許多

跨領域結合的產業，此次講座中江教練將會帶給學生

經營Podcast、在電視台擔任球評、以及在其他自媒體

產業中的工作分享，帶來不一樣的新視觀，以會講解

何謂運動產業，以及現今學生能如何透過自己的科系

進入國內外的運動球團、公司工作，最後講述台美之

間的工作文化差異。 

1.如何經營自媒體與開拓斜槓人生？ 

2.淺談現今領域產業現況。 

3.台美的工作文化差異。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xOEDWe 

4/25 (一) 

13:10-15:00 

伊安娜 
詹美慧 

吉普賽的春天──流浪者之歌 

1.Short Introduction. 

2.Middle Eastern Dancing styles +Performance. 

3.Gypsy styles (Russians and Spanish/Latina)+ 

performance. 

4.Why languages and teaching? 

5.Personal opinion on some aspects of life and culture 

in Taiwan. 

4/25 (一) 

16:10-18:00 
王薇茹 

創新QR-Code行銷術 

1.QR-Code與短網址介紹。 

2.QR-Code應用大公開。 

3.如何製作特色QR CODE？ 

4/26 (二) 

15:10-17:00 

第一國際 

會議廳 

黃德劭 

先進車輛技術與通訊網路的整合應用 

1.先進車輛ADAS技術的發展。 

2.車輛系統開發設計。 

3.車用區域網路技術介紹。 

4.車聯網通訊技術應用。 

4/27 (三) 

15:10-17:00 
見額法師 

生命妙如蓮 

蓮花在佛教中象徵慈悲與清淨，人生難得，猶如蓮

花般可愛又曼妙。讓我們一同學習如何用心植蓮、育

https://forms.gle/JyjMbrH3uFdDsvph9
https://reurl.cc/xOED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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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護蓮、品蓮和施蓮，讓生命之花大大綻放，香遠益

清，自香香人。 

4/28 (四) 

08:10-10:00 
林憶珊 

動平會在動保運動中的特質與力量 

1.簡介「動保運動」是什麼樣的社會運動。 

2.概說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 

3.動平會近期三大議題： 

◆從抗議XPARK到頑皮世界停止引進長頸鹿─動

物不是娛樂運動。 

◆推動動物保護入憲的精神與內涵──動物保護

入憲運動。 

◆請大法官衡平考量野生動物保育！──反原住

民狩獵運動。 

4.動平會在動保運動中的特質與力量。 

4/28 (四) 

15:10-17:00 
許博涵 

實現淨零碳排路徑──台灣綠色電力市場發展及

綠電應用策略 

推動台灣社會實現「淨零碳排」已是政府具體的政

策目標，其實現路徑必然涉及我國的能源轉型，本沙

龍課程旨在闡明台灣能源結構、推動綠色電力的市場

化應用歷程、及綠電市場的發展現況和挑戰，並提出

今後市場化綠電的發展走向、市場趨勢、及綠電應用

的主要領域和範疇。藉由通識沙龍，促進更多對於台

灣綠電市場的認識及綠電推廣應用領域的交流，共同

實現社會的能源轉型及淨零碳排。 

4/29 (五) 

12:10-14:00 
林俊達 

關於職涯規劃求職如何事半功倍？──特斯拉求

職工作經驗分享 

Hi 各位學弟妹們，如果你對於國際體驗、職涯規

劃或求職進行中有遇到問題，這個分享我願意和你們

分享的是各種失敗的經驗，比起成功我認為失敗是更

寶貴的。 

好好問自己為什麼想來聽，想從中獲得什麼？想

問什麼問題？千萬別浪費時間！ 

1.大學如何在4年內走過7個國家14個城市，並省下

20萬以上的旅費？ 

2.為何3年半換了三份工作，最後決定落腳特斯

拉？ 

3.找工作的基本態度與關鍵資源。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AKb75K 

https://reurl.cc/AKb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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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3/24-4/6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3/24 覺悟八事涅槃道 (南林尼僧苑 見聞法師) 

  
3/28 生活中的表演──婚禮主持人 (張晏慈 老師) 

  
3/28 生活中的表演──婚禮主持人 (張晏慈 老師) 

  
3/29 走出一條不被看好的人生 (臺灣璞育文教發展協會 黃雅聖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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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藉口與勇氣 (聲林之王3參賽者 LARK 李念 學姐) 

  
3/31 開啟思維！營造你我的在地生活 (臺灣璞育文教發展協會 王文達 品牌長) 

  
4/6 做自己？！自我探索與認識 (何家雯 諮商心理師) 

  
4/6 用性別的眼光˙讀懂親密關係 (陳怡靜 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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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上山下海過一夜 (三立都會台《上山下海過一夜》主持人 熱血阿傑) 

  
4/6 動見体《凱吉一歲》親子版──聲音的探索與想像 (洪于雯 老師) 

  
4/6 動見体《凱吉一歲》親子版──聲音的探索與想像 (洪于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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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前舞者與台灣竹樂團於通識沙龍分享 
陳思穎撰文 

2022年3月21日這天通識沙龍一連舉辦二場藝文類沙龍，透過現場表演讓師

生們近距離接觸舞蹈與竹樂器。 

首先是《劇場實務》廖惇根老師邀請自由舞蹈藝術工作者王立翔老師蒞臨分

享「舞出國際人生觀」。王老師出生上海的家庭，後移居澳門生長，再到香港演

藝學院學習專業舞蹈，偶然發現雲門舞集在招募舞者卻錯過報名日期，還好當時

男性舞者稀有雲門舞集破例讓王老師參與考試，進而定居台灣在雲門舞集擔任

專職舞者十六年。這之間輾轉的過程，包括上海話、澳式粵語、港式粵語、國語

的重新學習與適應，對於如何認知自我、如何面對未來的建議，希望在場師生聽

完能多一點勇氣往前大力邁進！除此之外，王老師也現場指導同學基礎的暖身

練習，並帶來即興舞蹈表演，同學們難得看到這麼近身的專業表演，都忍不住拿

起手機錄影呢！ 

另一場則是《音樂與人生》詹美慧老師邀請「台灣竹樂團」劉宗岳副團長蒞

臨分享。劉副團長首先介紹自己為何會走向推廣竹樂這條路，並說明竹子的特性

和加工方式。他還特地帶來一大箱的竹樂器──竹鑼，讓全體同學各拿一支合奏

兒歌。最後讓六位同學上場製作不同音階的竹鑼，同學們大多是第一次拿起鋸子

和刨刀，透過聆聽音準決定削除竹子的長短，是非常特別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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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路上調查：如何認識與研究文化資產？ 
 

 陳思穎撰文、陳玉苹老師提供照片 

 路上觀察是近年來興起的藝術行動，許多人會去注意到都市的奇趣景色，

如街屋牆面上有其他屋子拆除後的殘跡，兩棟形式一樣顏色卻不樣的街屋等。然

而，在這些「表象」的路上觀察後，便要進行了解這些現象的發生原因，像街屋

牆面拆除後的殘跡，那這被拆除的老屋之前長什麼樣子，又是做什麼的？這樣的

路上調查，值得各位深入研究！此外在日治時期就誕生過不少的知名店家，成為

日治時期臺中最繁華的街道！但是這樣的街道是怎麼誕生？又是怎麼發展？如

何保留這些現存的文化資產便是可以去了解到的問題。 

2022年3月22日上午，《從人類學看世界》陳玉苹老師邀請「寫作中區」發起

人朱書漢老師蒞臨分享。朱老師用80多張台中中區的新舊照片介紹路上調查的

流程：同個景，要在不同時間去觀察「發現」；看看舊照片或舊資料「對照」；進

去跟裡面的人聊聊天才能「深入」這個地方的故事；發現在地的「問題」之後，

把場域的變化今昔「對比」，最後「發表」讓大眾重新了解這個地方。 

由於同學們對於台中中區並不熟悉，事隔一周的3月29日上午，朱老師也帶

領班上同學前往第二市場周邊導覽，透過親自踏查發現巷仔內的古早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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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聲林之王 3 參賽者分享追尋夢想的藉口與勇氣 
 

 陳思穎撰文 

 通識沙龍於2022年3月31日中午，邀請行銷學系畢業學姐Lark李念分享「藉

口與勇氣」。Lark學姐首先播放她在《聲林之王3》中演唱「中長髮男子的煩惱」

的影片，帶出自己做表演的歷程。 

 學姐說一切就是從「我喜歡」三個字說起，表演是她從小就喜歡的興趣，特

別喜歡迪士尼原創電影《歌舞青春》跳出自己小世界的故事，因而在大學時重複

修過很多次音樂劇與合唱相關通識選修課，眼看升上大四了，她試探性地詢問學

校能否開設歌舞劇的課程，通識教育中心許雅婷小姐竟然鼓勵她申請「學生自主

課程」，這種前所未聞的學生主導性課程，讓她發現自己的夢想似乎近在眼前，

驚喜之餘反而有點害怕，拖到最後一天才把申請表送出去。 

 開心的是，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中心主任非常喜歡與支持她的企劃，課程

審核通過後Lark學姐自己一個一個面試演員、找教室、找道具組、練舞、拍宣傳

照……等，許多準備工作一點一滴慢慢從做中學，過程中難免會有意見不合但其

實整個團隊感情相當好，大家一起集結起來有心地完成同一個目標，最後成就了

這一部以學生自主的歌舞劇表演，也算是邁出她夢想的第一步。 

 令人欣慰的是，由Lark學姐領頭的歌舞劇實作課程，並沒有因為她的畢業

而中斷，反而一直吸引許多同樣有表演夢想的學弟妹主動申請，至今已持續開設

了十二屆。  

 Lark學姐也提到，「我喜歡」和「把我喜歡的事情當作自己的工作」，這之間

的差異是需要有「勇氣」的！在沒勇氣踏出去之前，總會有無數的「藉口」說服

自己不要踏出去，特別是表演性質的工作相對沒有那麼穩定，在成名之前可能會

有很長一段蟄伏期，加上可能需面對親友質疑的眼光、言語與現實的壓力，常常

會停留在只敢想、不敢做的階段，甚至有一段低潮期根本不想唱歌也不想聽音

樂；但當戰勝自己的心魔，鼓起勇氣踏出去的時候，才會發現一切沒有想像的那

麼困難。 

「人只要有在進步，就會覺得以前的自己不夠好」，Lark學姐至今仍在表演

的領域持續努力，她最後播放了翟主任在歌舞青春成果發表時的致詞，翟主任強

調：「我們喜歡看到學生積極的態度，也喜歡看到青春的臉孔上洋溢著自信，因

此在逢甲，只要同學有夢，我們就會準備資源，讓每位同學的夢想都擁有機會實

現！」她強力鼓勵學弟妹要利用學生身份享有最充足的資源時，不要有太多的包

袱，這個時期還可以犯錯、還可以為所欲為，想做的事情就要去做，應該要讓自

己擁有追求「高峰經驗」的機會，感受其中的幸福與欣喜若狂。 

 本場次錄影影片，請見圖書館影音平台https://video.fcu.edu.tw/watch/20767。 

https://video.fcu.edu.tw/watch/2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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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1 歌舞劇實作公演照片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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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假日服務隊 

「自然科學的奧妙」 
  

蔡元好、周恬伊、許雅婷撰文 

因疫情的關係，去年寒假服務隊被迫在出發前兩天臨時喊暫停，志工同學們

費心規劃出的營隊課程活動可惜沒有能成行，但接著便將能量轉換到線上課輔，

陪伴著復興國小的小朋友們一同學習。這學期在疫情還算穩定的狀況下，與復興

國小相約再來舉辦營隊，並依照國小的需求重新在設計規劃新的課程內容、製作

新的教具與編寫新的教案，邀請一直以來只在線上見面的小朋友們來參加活動，

以及邀請更多有興趣的學童們一同參與，希望能持續將服務的能量擴大。 

去年因為疫情的影響，沒有機會舉辦三天兩夜的假日服務隊，今年由於疫情

的趨緩，順利的在111年03月19日於復興國小舉辦為期一天的假日服務隊，感謝

復興國小及逢甲大學師長及各位志工熱心的參與，讓我們能夠順利地舉行活動，

也帶給復興國小小朋友美好的回憶。 

活動開始籌畫時，對於要帶給小朋友做甚麼實驗而苦惱了很久，以及交通方

式、活動行程如何規劃、器材的採買等等，都是我們必須要先解決的問題，後來

我們開會來討論要做哪些實驗活動、哪些實驗安全又簡單適合小朋友製作又能

教會其實驗的原理，讓小朋友在有趣的實驗活動中並學習到其原理是我們舉辦

「自然科學的奧妙」最大的目的。 

在舉辦假日服務隊前一個禮拜，我們花了一個下午來試做實驗，發現有些實

驗其實試做得不怎麼理想，所以也馬上改了實驗的活動，最後選擇了彈力球、空

氣火箭及水火箭來當作本次假日服務隊的活動。 

在舉辦假日服務隊的當天，當天天氣非常好，因為復興國小對於逢甲大學有

點距離，所以必須提早出發，後來再去程的路上有發生塞車的狀況，但是我們也

提早在活動開始前都把器材設備準備好，後來小朋友陸陸續續地進來，身為隊輔

的我，也去讓整組的小朋友互相認識彼此，也取了小隊呼讓我們更有團隊的感

覺，讓我意外的是小朋友都很活潑也很有熱情，願意跟一個第一次見面的我分享

他們的學校生活，讓我更了解他們。 

上午在製作彈力球的實驗時，我這組的小朋友都非常想自己動手做實驗，但

因為材料有限，為了讓每個小朋友都可以參與到，我就讓每位小朋友做不一樣的

步驟，有些人負責加膠水到杯子裡，有些人負責加硼砂，最後輪流攪拌，做出一

顆屬於自己小隊的彈力球；接著是製作空氣火箭，剛開始製作時，小朋友們都很

認真在做出屬於他們各組的空氣火箭，做完後，我們就帶著小朋友到戶外空曠的

地方發射，過了幾分鐘後，我告訴小朋友們，等等要比賽發射空氣火箭，發射最

遠的小組有加分喔，有些組的小朋友就去將他們火箭的機翼黏的更牢固，比賽的

時候，每組派出來的小朋友都大力的踩了寶特瓶，讓自己那組的火箭飛的又高又

遠，爭取自己小隊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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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做另外一個實驗-水火箭，它跟空氣火箭有點像，只是材料變成寶特瓶，

在剪寶特瓶時，我們一直在小朋友旁邊提醒他們要小心使用剪刀，剪開的寶特瓶

要小心拿好，不要被割到了，發射水火箭時，有些組別有發射成功，有些沒有，

但學習到的是水火箭的原理，是用打氣筒將氣打到瓶子中，發射時，火箭內的水

向後噴出，獲得反用力使火箭射出；最後的活動為大地遊戲，我們分了許多好玩

的關卡，在遊戲的過程中，有些小朋友因為輸贏、遊戲要派誰出來玩等問題，出

現了一些爭執，而我們就試著想一些方法去解決，在解決小朋友的問題方面，我

們多學了一個經驗。 

活動進入尾聲，我們請小朋友填寫回饋單，小朋友們都非常認真填寫，還有

一些小朋友是用畫畫來呈現整天活動下來他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非常感謝各

位小朋友整天都充滿活力，他們的笑容讓我們忘記整天活動的那些疲憊感。 

最後非常感謝所有參加這次營隊的小朋友，雖然只有一天的相處時間，但以

後想起來一定是很棒的回憶，這次營隊也讓我們留下非常難忘的經驗，等之後疫

情變好一點，再來籌備三天兩夜的假日服務隊吧!！ 

  
太陽才剛出來大家已經準備出發 

  
小朋友們簽到 製作彈力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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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火箭發射! 水火箭發射! 

  
透過下午的大地遊戲還可複習上午教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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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微學分新開富邦理財系列及環境綠能課程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新開課程陸續開放報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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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8~05/13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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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20:00 
mt0193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6) (林幸宜) 

※需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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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9(二) 

18:30-20:30 
mt0295 

共 0.9 學分互動藝術創意編程(4) (倪君凱)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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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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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1(四) 

18:30-21:30 
mt0293 

共 0.9 學分多媒體與空間應用(1)(蘇曉青) 

※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演出排練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4/22(五) 

13:10-15:00 
mc0177 0.1 學分面試技巧與魅力表達(陳琮斐) 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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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交流及

演講區 

mt0272 0.2 學分從投資理財到財務自由~現金流(台灣版)(鐘啟二) 紀 110 

04/23(六) 

10:00-16:00 
mc0219 

共 0.5 學分食農跨域共作：環境友善及社會責任參與(1)(賴奇厚) 

※(1)、(2)完整參加完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通識沙龍 

04/24(日) 

10:00-16:00 
mc0219 

共 0.5 學分食農跨域共作：環境友善及社會責任參與(2)(賴奇厚) 

※(1)、(2)完整參加完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校外教學 9:00 東門集合出發 

校外教學 

04/24(日) 

13:30-15:00 
mt0193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7) (林幸宜) 

※需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04/25(一) 

10:00-12:00 
mt0196 

共 0.9 學分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5) (何晉瑋)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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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0217 0.2 學分富邦理財系列課程~同學麥拉斯「缺工海嘯」(鐘啟二) 紀 104 

04/25(一) 

18:30-21:30 
mt0292 

共 0.9 學分活動攝影與網路直播(5) (吳振宇) 

※需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小教室 

04/26(二) 

13:00-17:00 
mt0294 

共 0.8 學分身體‧語言‧概念-張逸軍的肢體開發(3) (張逸軍) 

※需完整上完 4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8 學分 
體育館 301 

04/26(二) 

18:30-20:00 
mt0193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8) (林幸宜) 

※需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4/27(三) 

18:30-21:00 
mt0291 

共 0.9 學分人體姿態之動作識辨別偵測與應用(7) (顏貽祥)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4/27(三) 

18:30-20:00 
mt0191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入門(8) (周郁森) 

※需完整上完 12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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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4/28(四) 

18:30-21:30 
mt0293 

共 0.9 學分多媒體與空間應用(2)(蘇曉青) 

※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演出排練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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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交流及

演講區 

05/02(一) 

10:00-12:00 
mt0196 

共 0.9 學分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6) (何晉瑋)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 611 

05/02(一) 

13:10-17:00 

mi0047 0.2 學分我來打工，不是打架！-行銷市場定位(鍾亮君) 紀 110 

mt0283 0.2 學分創業技能-精油調香與擴香石(林幸宜) 創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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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交流及

演講區 

05/02(一) 

18:30-21:30 
mt0292 

共 0.9 學分活動攝影與網路直播(6) (吳振宇) 

※需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教室 

05/03(二) 

18:30-20:00 
mt0193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9) (林幸宜) 

※需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03(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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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三) 

18:30-20:00 
mt0191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入門(9) (周郁森) 

※需完整上完 12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教室 

05/05(四) 

18:30-21:30 
mt0293 

共 0.9 學分多媒體與空間應用(3)(蘇曉青) 

※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演出排練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06(五) 

13:10-17:00 

mt0090 0.2 學分生活時尚-文青手作皮革名片夾(羅筱綾) 創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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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0049 0.2 學分精通商業畫布學會商業營運模式工作坊(張志昇) 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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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交流及

演講區 

mt0273 0.2 學分老闆的謊言~財富與職業的四象限(鐘啟二) 人 B116A 

05/09(一) 

10:00-12:00 
mt0196 

共 0.9 學分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7) (何晉瑋)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 611 

05/09(一) 

13:10-17:00 
mc0218 0.2 學分富邦理財系列課程~大佛普拉斯「國際視窗」(鐘啟二) 紀 110 

05/10(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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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三) mt0191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入門(10) (周郁森) 創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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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20:00 ※需完整上完 12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05/11(三) 

18:30-21:00 
mt0291 

共 0.9 學分人體姿態之動作識辨別偵測與應用(8) (顏貽祥)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11(三) 

18:30-20:30 
mt0295 

共 0.9 學分互動藝術創意編程(5) (倪君凱)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12(四) 

18:30-21:30 
mt0293 

共 0.9 學分多媒體與空間應用(4)(蘇曉青) 

※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演出排練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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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0207 0.2 學分兩性關係-委屈，不該是愛情的樣子(鍾亮君) 人 B116A 

mt0290 0.2 學分三商美邦人壽理財系列課程~簡單入手房地產(許睿翔) 紀 110 

mc0211 
0.2 學分台灣- 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 The Taiwan - Reyhanli 

Centre For World Citizens(全英)(薛珍華) 
創客教室 

 

 

圖書館MOOCs系列課程歡迎參加報名!!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1 

0.6 學分 APPs 基礎實作(洪耀正、王柏婷)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本課程排除 apps大一必修的科系：航太、會計、國貿、

統計、合經、國企、財金、財精、商學創新(國際學院)、工

程(國際學院)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2 

0.6 學分 APPs 進階實作暨物理實驗專題應用(李英德、洪耀

正、羅道正、張其棟)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3 

0.6 學分智慧科技與管理應用(張芳凱、林峰正、鄧廣豐)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4 

0.6 學分交易策略設計與分析(李宗儒、劉炳麟)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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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5 

0.7 學分物理實驗手作坊-力學電學與光學(李英德、洪耀正、

羅道正、張其棟)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6 

0.6 學分物理實驗手作坊-波動與電磁(李英德、洪耀正、羅道

正)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1mooc07 

0.9 學分數據科學與 R 程式語言實作(黃偉恆、王价輝)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8 

0.9 學分金融創新與資料科學(謝依婷、陳麗君)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9 

0.6 學分機器人理財(劉炳麟)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9 

0.6 學分小數界大學問－翻轉生活數學(張其棟) 

課程起始時間：2022/03/01 

註冊結束日期：2022/04/27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MOOCs系列申請微學分須提供中華開放教育平台所提供之「修課通過證

明」，本課程的證書下載費用為新台幣200元 

※MOOCs成績結算日超過本學期申請學分登錄日期，將會於下學期才可申

請登錄學分。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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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03/25~04/08 課程回顧 

  

  
「手機美拍風景一點通」課程 

課程中老師除了示範與理論講解，更重要的是讓同學們透過實拍的操作，之後老師

在將同學們的作品分析解釋，讓大家可以更清楚理解其中的方式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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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只待清香倍幽遠(進階)」課程 

  

  
「簡報製作與上台表達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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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彩妝-提高與塑造個人職場形象」課程 

  

  
「面對面的傳說對決！-高強度面試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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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積木學敏捷Scrum專案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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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桌遊探究與設計思考」課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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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優化再上架工作坊 
 

行銷二甲 陳佳誼撰文 

今天謝欣錦老師協助參加「逢甲大學台中歷史建物貼圖競賽」的得獎同學優

化創作以及修改檔案的規格，並講解LINE貼圖的上架方式。 

首先，謝欣錦老師帶著同學到LINE Creators Market網站上，詳細瀏覽製作準

則。其中貼圖所需要的內容分別為圖片與文字，圖片有主要圖片、貼圖圖片和聊

天室標籤圖片，並且有其個別的數量要求和格式要求；文字有創意人名稱、貼圖

名稱、貼圖説明和版權標記，並且也有其個別的字數要求。 

了解完製作準則後，謝欣錦老師就開始向同學們講解如何使用Photoshop去

製作符合準則的貼圖。老師十分細心的教導同學如何操作，並且會一一關心每位

同學的製作狀況，同學若有任何疑問，老師都會努力幫助同學解決問題。過程中，

老師也會跟學生聊聊他們的創作理念和感想。 

最後，感謝謝欣錦老師幫助每位同學成功優化創作並修改檔案，同時還學會

了Photoshop的基礎操作，以及貼圖上架的方式。 

  
詳談貼圖上架規定說明、注意事項 

  
謝欣錦老師教同學使用Photoshop、同學使用Photoshop修改圖檔 

所有得獎作品都已經上架到競賽官網：https://reurl.cc/X4vR3j 

回首頁 

https://reurl.cc/X4vR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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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思辨與表達：性別議題教育講座 

〈電影《阿莉芙》的編劇及製作過程分享〉 
 

國語文教學中心 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111年3月28日下午於圖書館B2演講廳舉辦以〈電影《阿莉芙》

的編劇及製作過程分享〉為題的性平教育講座，邀請王育麟導演為全體師生講解

電影《阿莉芙》的編劇、製作過程、性別觀點與性平問題。 

電影《阿莉芙》由王育麟、徐華謙、花柏容、Juliana HSU、陳慧玲等人編劇，

王育麟導演，入圍第三十屆東京國際影展、第五十四屆金馬獎原著劇本提名、佳

男配角提名，且獲得最佳男配角獎。 

首先，王育麟導演以《阿莉芙》的宣傳短片作為開場。接著，他在創作立意

提到：「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又要走到哪裡？」對於故事主角的自我與性別

的迷惘，開啟了整個故事的起點；他又說到：「性別議題近年受高度矚目，而自

我認同更是每個人一生所求，外在純樸部落與繁華都市之間，人性如何掙扎？情

感如何刻劃？」因為性別議題在那段時間被廣泛討論，故事主角對於自我、外在

以及人性、情感間的掙扎，都形成了強烈的衝突感，因此有了這部電影的製作，

他提到：「這部電影是從性別開始，但更關心的是人的本質與內在靈魂，想要說

一個關於性別、慾望、包容與愛的故事。」透過電影的方式討論性別議題和現象，

並以這樣的形式手法讓觀眾了解在我們生活中，存在著多元的情感和二分法以

外的愛。 

王育麟導演以幽默、風趣但嚴謹的方式講述和介紹電影《阿莉芙》的編劇、

製作過程，並提及他們在編劇初期所收集到的材料和接觸到的一些部落習俗，使

得他們決定觸碰並製作此一題材的電影，讓它可以為大眾所知，他提到：「不同

的族群性別，有不同的煩惱，唯一相同的只有—愛」。 

最後，王育麟導演與大家分享《阿莉芙》拍攝現場燈光師第一次由女性主導、

演員對於這部片子在拍攝期間的醞釀、付出和努力，讓我們看到臺灣在兩性平權

議題上的努力與肯定。 

透過這場有關電影、編劇、性別的教育講座，使得在座的師生受益良多，也

對同志、性別議題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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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培晃主任開場 王育麟導演主講 

  
劉梓潔老師代為頒發感謝狀 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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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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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志工隊的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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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組員們能夠對組上的業務更加熟悉，協助他們順利邁入正軌。緊接著是

團康時間，主持人透過各種小遊戲拉近彼此距離，也讓大家在玩樂中學習，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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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們互相交換暖心的發言後劃下句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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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期的學

生，看到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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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透過策劃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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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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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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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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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工作坊-對各國的印象 
  

許芳瑜、李品昀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為使更多教師投入國際生教學、提升教學品

質，也期許創新教學模式與經驗效益擴大，自107學年度起每學期固定辦理「國

際生怎麼教？教師工作坊」，每學期討論不同主題，提供教師們交流的平台，本

學期以「我的國家與台灣不一樣」為主題，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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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4日(五)第一場由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王惠鈴主任

主講，為使教師對於本校整體境外學生的分布有初步概念與認識，王主任針對本

校境外學生進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目前全校共有1千兩百多位外籍學生，其中香

港佔最大宗，其次是馬來西亞，還是以亞洲人佔大多數，而歐美的境外生較少，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日本來台就讀的人數，在今年快速成長，已破百人，像是這一

屆PMP日本學生就佔了半數，而王主任說到：「這也表示老師們在教室中遇到的

境外生不是想像中的都是外國面孔，也會因不同的學習模式，而有不同的教學模

式。」 

就學系來看，大部分來台求學的境外生，多數選擇商學院及資電學院為主。

更細分來看，最熱門的科系是國貿系、資工系及企管系。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

會認為有境外生的班級比較活潑，討論議題時會比本地生更為熱烈，但因為各國

文化屬性不同，東北亞國家的學生上課時比較沉穩冷靜，而東南亞國家的學生會

更活潑，若加上歐美國家的同學在同一個班級，不僅學生間需一段時間適應與不

同國家的人團隊合作，教師在教學設計上也會面臨很大的挑戰。 

最後，王主任請現場的老師們在便利貼寫下對七國的國際生(日本、印尼、馬

來西亞、越南、泰國、香港及澳門)所好奇的問題，包含：對該國的印象及想知

道什麼？而教師們也就學習面、生活面及未來發展面提出許多的問題，紛紛寫

下：想知道學生為什麼想來台灣求學？想了解各國學習差異、評分方式？是否習

慣台灣生活？未來想留在台灣就業嗎？等等的問題，而自3/11(五)起至4/1(五)每

一場會邀請該國的學生來解答老師們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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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王惠鈴主任進行開場 圖說：老師寫下對各國的印象 

  

圖說：王主任帶領老師們進行活動 圖說：老師針對各國的提問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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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日本跟台灣不一樣?! 
  

許芳瑜、林妤蓁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國際生怎麼教？」教師工作坊，第二場於2022

年3月11日(五)舉辦，本場次由通識教育中心黃煇慶副教授擔任主持人，邀請來

自東京的統計學系三浦晃世同學及仙台的運輸與物流學系鈴木優希同學，分享

日本與台灣學習方式有何差異及生活上不適應等問題。 

活動辦理的這天剛好是日本311紀念日，黃老師分享當初派駐在日本期間協

助311東日本大地震的經驗，由於台灣熱情捐款賑災，促使我國與日本企業經貿

交流更形密切。來自仙台重災區的鈴木同學提到很感謝當時台灣的協助，也分享

當初知道台灣人很親切，且逢甲有PMP所以媽媽很放心，讓她來台灣留學，而三

浦同學則是因為台灣學費很便宜，所以選擇來台灣求學。 

「對於日本，您會想到什麼？」最多人對日本的印象是尊師重道、有禮貌、

有理想的生活、規範要求很多、認得漢字、很準時、害羞、安靜等等，因為日本

重視生活上的教養，大家對日本都是正面的印象。學生也一一回應教師們的提

問，說到上課方式的不同，三浦同學分享到，在日本一節課是100分鐘，且早上

9點才開始上課，對於遲到非常嚴格，上課方式是一直聽老師講課，比較不敢發

言；但是在台灣一節課50分鐘，老師會讓大家分組討論，有思考的時間，而且會

邀請企業講師來分享，這對他們來說非常受用，但唯一不習慣的就是8點要上課，

太早了！但在日本大學宿舍只能給國際生住，所以與朋友相處時間少，較不認識

其他人，在台灣大一都住宿舍，可以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人，這對在逢甲的國際

生來說是快速融入生活的機會。而在生活上最驚訝的是－原來在台灣便利商店

買東西那麼難！因為第一次來到台灣便利商店買東西，結帳時店員會問很多東

西，例如：需要袋子嗎？有會員嗎？需要統編載具嗎？要集點嗎？而且都講得非

常快，讓鈴木同學剛開始來台灣還不熟悉中文時非常慌張，只能回應「好！」，

除此也分享很多交通、飲食(外食文化)、節慶活動等的差異。 

活動中老師們與日本學生互動非常的熱烈，對於日本也有許多的好奇，鈴木

同學說：「我很驚訝怎麼多人對日本有興趣，我很開心，透過這次活動，我了解

到日本與台灣文化有如此大的差異，但這也是我喜歡上台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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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黃煇慶教授為本場活動開場 圖說：鈴木優希同學分享台日的差異 

  

圖說：三浦晃世同學分享日本上課情況 圖說：王惠鈴主任頒發感謝狀給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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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印尼/馬來西亞跟台灣不一樣?! 
  

許芳瑜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國際生怎麼教？」教師工作坊，第三場於2022

年3月18日(五)舉辦，本場次由外語教學中心劉月容老師擔任主持人，邀請來自

馬來西亞運輸與物流學系的駱艾琳同學及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的謝渝兒同學，

以及來自印尼化學工程學系的黃玉珠同學及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的陳麗嘉

同學，分享自己國家的教育方式、文化及生活有哪些差異與不習慣的地方。 

來自馬來西亞的劉月容老師當天精心製作了在地的美食-炸蝦餅、娘惹糕及

Sambal(叄巴醬炒豬肉)，讓老師們身歷其境，除了了解當地文化外，也能品嘗當

地的特色食物。因為大多數人對於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印象都是不吃豬肉或包著

頭巾，但其實是只有信奉穆斯林的人才會，所以一開始老師從穆斯林文化介紹

起，而本校有許多穆斯林友善的設施，例如：在語言大樓107室建置祈禱室，讓

一天需要祈禱5次的穆斯林同學有地方可以祈禱，另外，在資電大樓4、5樓洗手

間設有沖洗設備的廁所，因為東南亞學生如廁習慣與台灣不同，所以這些設施對

東南亞的學生來說是非常友善的。 

接著，馬來西亞的同學分享，一來台灣時大家都對馬來西亞有既定的印象，

以為都「住在樹上」或「騎鱷魚」等等，但其實這在東馬才會比較常見，但沒有

騎著鱷魚，只是地緣環境關係那邊較多鱷魚出沒。而在教育方面，學生提到早上

7點就必須到校上課，比台灣還早，而評分的方式初中多以個人形式，但高中開

始會以分組的形式進行。另外也因為馬來西亞的人種多元，其實也培養他們尊重

與包容各國的文化，像是穆斯林有齋戒月，在這段期間學生不能在他們面前飲

食、喝水，以表示尊重。除此之外，因為人種多元在馬來西亞語言也非常豐富，

像謝同學就會中文、英文、馬來語、廣東話等，在馬來西亞從小就會學習多種語

言，但來到台灣後發現，當地華語用詞與台灣大不相同，例如：按錢是領錢、青

色是綠色等，這也是學生來到台灣以後，語言上不習慣的地方。 

而來自印尼的同學分別住在萬隆及泗水，萬隆在印尼的西半部；泗水在印尼

的東半部，雖然是印尼人，但是不同地區講的語言不大一樣，剛到台灣時，兩人

雖然都說印尼語，但有些句子互相是聽不懂的。而印尼的上課時間比台灣早，有

些學校是早上6:30上課，但上課時間較短，國小35分鐘；國中40分鐘；高中45分

鐘，且大多下午3、4點就下課了，評量多以考試為主。另外也有特別的規定，考

試時不可以用鉛筆與修正帶，寫錯只能劃掉，這代表對考試的尊重，不會塗改答

案後再與老師要分數。在台學習上，因為不像馬來西亞從小學習華語，所以來到

台灣語言是非常大的問題，需要比別人花超過3倍以上的時間與努力才有辦法跟

得上。而玉珠同學也為師長解答為什麼印尼同學常常一群一起遲到呢？是因為

印尼人非常團結，會互相幫助，所以可能是大家在等某一位同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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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樣的分享，慢慢能夠從文化理解學生的行為與學習模式，也發現學校

持續地改善，且越來越多教師投入國際生的教學，對國際生生活照顧、輔導、文

化適應等越來越重視，期望能持續打造國際友善的校園。 

  

  
圖說：王惠鈴主任主持開場 圖說：劉月容老師介紹穆斯林文化 

  
圖說：黃玉珠及陳麗嘉介紹印尼的差異 圖說：駱艾琳分享馬來西亞的文化 

  
圖說：謝渝兒分享馬來西亞的文化 圖說：劉老師製作娘惹糕給老師們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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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越南/泰國跟台灣不一樣?! 
  

許芳瑜、林妤蓁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國際生怎麼教？」教師工作坊，第四場於2022

年3月25日(五)舉辦，本場次由通識教育中心來自越南的黃青雲副教授擔任主持

人，邀請兩位越南學生(企業管理學系阮氏蘭及資訊工程學系阮成福)與兩位泰國

學生(企業管理學系韓智芸及財務金融學系黃迎蕾)，介紹自己國家的教育、學習

制度、習慣與差異，並分享在台灣的生活及文化上的差異。 

首先泰國同學提到，台灣人眼中的泰國多是「天氣熱」、「鬼片」、「漂亮的雙

性人」、「美食」等，在泰國天氣真的非常炎熱，最高溫可以高達40度，而在泰國

人眼中的台灣則是「珍珠奶茶」、「龍山寺」及「台北101」。許多老師提到，為什

麼泰國人很喜歡來台灣學中文系? 知道台灣的中文系和學中文的差異嗎？學生

回答到：「因為在泰國觀光、貿易產業很多，所以在泰國的中文系都是學習華語

的，有分生活華語、商務貿易華語等，所以對泰國學生來說會以為台灣的中文系

和泰國學習的是一樣的，但是到了台灣才發現原來是與想像不同。」在教育上的

差異，第一是泰國大學規定大學生必須穿制服，而台灣大學生是不用穿制服的，

迎蕾同學表示很喜歡台灣的大學可以自由穿搭。第二，泰國是大班制，教室像演

講廳，不像台灣分成甲乙丙班，而是很多人一起上課，但台灣的模式可以讓老師

照顧到每一位學生，這樣對國際生來說是比較好的。第三則是泰國的學習評分標

準是80%考試成績及20%平時成績，台灣大多是60%考試成績和40%平時成績，

這對於國際生來說也是非常友善的設計，讓他們有更多的發揮。在生活方面，智

芸同學提到最讓她驚訝的是，月亮蝦餅竟然是台灣人自己發明的，在泰國並沒有

月亮蝦餅。另外，泰國的釋迦是還沒成熟就摘下來吃，但台灣喜歡放到熟一點在

吃，第一次吃還以為是壞掉了！除了飲食，更提到台灣的垃圾分類做得非常好，

讓她深深感受到愛地球的感覺，還因為這件事特地打電話回家跟爸媽說要學台

灣垃圾分類。 

接著越南同學分享到他們的教育制度與台灣有差異的是幼稚園、國小(五

年) 、國中(四年)、高中(三年)，成福同學認為台灣比較多實驗課，且注重點名打

卡。在台灣上課時較為困難的部分是老師有時會說台語，他會聽不懂；有些中文

字的發音會好困難，像是ㄑ和ㄒ，另外在寫漢字也是一大挑戰。但在台灣因為有

PMP、華語教學中心、打工及和同學溝通，都有助於他學習中文。接著氏蘭同學

介紹越南的生活與文化，提到現在越南的大學生流行於公園聚會，以微型沙龍的

模式進行交流，而越南的同學看台灣的文化，覺得幾乎是三步一小吃店，五步一

大餐廳，而且有非常多的飲料店，走在街上經常看見台灣人手上拿著一杯飲料。

除此之外，她非常喜歡台灣的廟宇，原住民文化、海岸風景等，而手扶梯靠右站、

禮讓博愛座等行為，讓她感受到台灣是個友善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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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分享的越南同學和泰國同學，皆為低年級的學生，他們說非常喜歡在台

灣的生活，雖然因為語言問題在學習上有些困難，但是系上的老師與朋友都很幫

忙，現在慢慢適應了，期待未來在台灣探索更多的文化。 

  

  
圖說：黃青雲副教授為本場活動開場 圖說：阮成福同學分享台越上課的差異 

  
圖說： 阮氏蘭同學分享越南的生活 圖說：黃迎蕾同學分享泰國文化 

  
圖說：韓智芸同學分享泰國的生活習慣 圖說：王惠鈴主任頒發感謝狀給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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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香港/澳門與台灣不一樣?! 
  

李品昀、許芳瑜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國際生怎麼教?」教師成長工作坊，第五場於

2022年4月1日舉辦，由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來自香港的陳兆衡老師擔任主

持人，與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來自香港的梁國燊同學及資訊工程學系來自

澳門的黃冠銘同學分享學習及文化上的差異。一開始陳老師帶了97年代香港的

錢讓在場的教師們比較差異。香港的梁同學分享，來到台灣後在學習上最大的差

異就是：「香港及格分數是40分。」，雖然滿分一樣是100分，但一般來說70分已

經是非常高分的成績了。另外，數理基礎也是一大問題，因為在香港不一定所有

學生都有學習微積分，所以專業基礎背景是有落差的，有時上課時老師會說「這

個高中有教過」所以跳過，但會導致學生上課時聽不懂及跟不上的狀況，且在香

港考數學時，一定可以使用計算機，這也是來到台灣後不習慣的事。另外，有些

人會覺得香港人英文很好？但梁同學說：「其實不一定」，因上課語言取決於各校

的規定，有些學校會是雙語教學，有些則是單一語言，更有同學只聽得懂廣東話，

不懂中文，且又有口音的差異，所以來到台灣後，語言也會造成學習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澳門最有名的是博弈娛樂，但黃同學提到澳門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每逢雨天可能就達停課標準！因為澳門地處低窪，排水系統不佳，只要一遇

到雨季，就容易淹水，甚至還有可能淹到腰部以上。在教育方面，小學、國中、

高中上課主要是以粵語為主，但幾乎每門課都有使用英文，英文課不像台灣是用

中文教英文，而是會用全英文教英文，也很重視分組報告與團隊合作。而現在澳

門實施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教育活動總日數不得少於195日，且重視學

生運動與身心健康，故每週體育運動時間至少150分鐘以上。而現在也保有留級

制度，若在小四、小五成績沒有達標，則需重修一年，通過標準才能到下一級。

黃同學分享，在澳門還有另一群特殊的學生，稱之「跨境學童」，這些學生每天

在中國大陸與澳門兩地之間通勤，花上非常多的時間，現在碰上疫情，更是讓這

些跨境學童的求學之路變得艱辛，也因為防疫政策有差異導致許多的問題。而來

到台灣以後，其實遇到最大的困難也是語言的問題，因為不懂注音符號及台語，

且書面語的用詞也不同，所以在上課時會有聽不懂的地方。 

 

在生活上，不管是香港還是澳門的同學都提到，他們較缺乏防震知識，希望

學校多分享這類的知識，另外，對於台灣的交通難以適應，剛來台灣時，過馬路

的心理壓力都非常很大，覺得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在香港一定會有人行道，

不會有人車爭道的狀況發生。除了交通外，香港梁同學分享非常了有趣的一件

事，他說：「來到台灣之後，覺得台灣的衛生紙太薄，非常不習慣，有時還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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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從香港寄一整箱的衛生紙到台灣，因為香港的衛生紙是標榜放到洗衣機洗

還不會爛掉的！」。 

經過這次的分享，聽到許多非常有趣的事，也讓教師們對於港澳學生的學習

模式、問題及文化等有初步的認識，也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機會能夠相互交流，讓

大家對不同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圖說：PMP王惠鈴主任開場 圖說：陳兆衡老師為工作坊開場 

  
圖說：梁國燊同學分享香港上課的方式 圖說：黃冠銘同學分享澳門教育政策 

  
圖說：與現場教師進行Q&A互動 圖說：頒發感謝狀給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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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探索台中舊城區，體驗糕餅文化 
  

許芳瑜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台灣社會與文化課程，於2022年3月26日(六)由

通識教育中心林碧慧老師規劃帶國際生認識台中舊城區，在前幾堂課程教師就

帶著學生先認識台中舊城區的建築、歷史、特色街道，並給學習任務，讓學生當

天實地走訪時完成，也邀請了冶市仔有限公司的詹秀珠老師及林梅珠導覽員(小

梅姊)協助規劃導覽路線，包含台中車站、宮原眼科、盛新橋、東協廣場、青草

街、太陽餅博物館等，更深入的認識台中的歷史、建築、文化和小故事。 

當天一早傾盆大雨，但國際生們全員準時抵達台中火車站開始跟著小梅姊的

解說認識台中，當日本學生看到舊台中車站時說到：「哇！這跟東京車站長好像

唷！」小梅姐解釋到這是日本著名的辰野風格，也帶著學生看著車站的舊照片，

說著當時的故事與唱著小時候改編日本的歌謠。除了台中車站以外，學生最感興

趣的就是宮原眼科了，PMP有3位未來要就讀建築專業學院的學生，更是緊緊跟

著小梅姐，聽著這建築的特色與歷史，日本學生們看著台中舊城區中滿滿的日治

時期留下的建築，現在與台灣文化結合，更感到好奇與開心，也產生濃濃的感情。

除了日式建築，也帶學生走訪青草街及電子街，試喝了台灣的青草茶，更有一位

熱情的老闆拿著台中特色美食-大麵羹的麵條來給學生們體驗觸感。 

除了濃濃的日本是舊城區與台灣特色街區外，還有東南亞風的東協廣場，印

尼和泰國同學更是興奮，看到許多道地家鄉菜和新鮮蔬菜與香料，紛紛搶著要開

始買菜了！中午更是邀集台灣和日本同學，帶著大家品嘗最在地的東南亞美食，

也一解思鄉之情，相信學生一定深刻體會到台灣的多元文化與人口組成。 

最後一站，則是讓國際生們體驗製作台中最有名的糕餅-太陽餅，稱為糕餅之

都的台中，有著豐富的糕餅文化，像是太陽餅、鳳梨酥、鹹蛋糕等皆是來自台中，

由「全安堂台灣台中太陽餅博物館」的老師一步一步帶著國際生們製作，印尼同

學說：「原來那麼多道程序，一桿再桿，搓圓了又要壓扁，真的很佩服這些師傅。」

完成後大家都在比賽誰做的最圓最美。透過這樣的活動不僅了解了太陽餅的歷

史，還品嘗了自己手做太陽餅的美味。在今天的整個過程中，國際生們跨越了語

言的障礙，用視覺、觸覺等五感親自體驗台灣文化，相信這次的移地教學可以讓

國際生們更了解台灣文化，發現台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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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國際生走訪台中市舊城區，深入瞭解台中歷史與文化 

  

圖說：國際生體驗製作太陽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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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眼中的台灣-Vlog 影片票選活動 
  

林碧慧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台灣社會與文化」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林

碧慧老師擔任授課教師，本學期課程其中一項任務是讓各國學生將自己在台灣

生活、學習、旅遊等文化體驗拍攝成紀錄短片，分享他們的心得與成長。 

 

原本這只是課堂作業，但鑑於新冠疫情，國際生離家千里，近期返國也不方

便。有學生向林老師透露自己是第一次一個人離家，就來到陌生的台灣，大半年

無法回去，十分想念家人，相信家人也很掛念在外的遊子吧！因此林老師延續上

學期「文學與生活」課程活化學習的「手工書簽名加分」活動，讓這次記錄短片

經由youtube按讚「人氣評分」連接更多分享，期待學生千里外的家人、朋友也可

參與他在台灣的生活、學習、旅遊。 

 

所有影片都由中文為主，並搭配另一種語言錄製。學生可選擇說母語、加中

文字幕，也可以挑戰全中文錄製。雖然學生文法還是偶有偏誤，但為了影片要公

開分享，大家無不戰戰兢兢、全力以赴，也期待各位不吝給個讚，讓這些記錄短

片能被更多人看見。林老師表示，國際生以他們不同文化視角觀察台灣，常能見

我們所不能見，精彩可期，邀請大家從下方各組影片連結前往youtube給各組學

生按讚，幫助學生在「人氣評分」獲得好成績。（評分時間即日起至2022年4月14

日上午10:00） 

序號 組別/主題 影片連結 

1 
泰慶家 

Taiwan Traditional Food Adventure 
https://youtu.be/V_rfd9Z-pxk 

2 
紅白組KELILING SKUY!! 🇼🇸 [FengChia 

Night Market, Taichung, Taiwan] 
https://youtu.be/zKCcMj8JHWw 

3 好組：介紹台灣「零食店」 https://youtu.be/QhN8Rx11IrU 

4 飛天小女警：Vlog in Taichung https://youtu.be/mhVJWMFmz_Y 

5 超級屋：台灣生活~台中的夜店~ https://youtu.be/K0Kq1jP5oew 

6 鬼殺隊：Vlog 一中街 https://youtu.be/1icx57hIvE4 

7 公主病：逢甲附近的散步 https://youtu.be/fqqqzBOAC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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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多媒材開發工作坊-瘋狂做衣日 
 

邱美銜撰文 

跳脫傳統授課框架，師生瘋狂製做100套戲服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於3/26-27舉辦「服裝多媒材開發工作坊」，為校

園著名的「瘋狂做衣日」。老師與學生利用周末兩個完整工作日，將今年原創劇

《天河神水》的所有戲服、舞衣全部趕製出來，滿桌、滿地繽紛的垃圾、布料與

線材形成一片多彩的光景，學生們帶來許多廢棄材料:寶特瓶、糖果包裝盒、塑

膠地板、水果網、麻布袋……，在老師的帶領下嘗試將其「化廢為寶」，成為一

件件特色服裝。 

 

本學期課程由廖敏君老師、林雅芬老師共同指導授課，由全班四十一位學生

與邱美銜、詹益承與黃郁晴學生擔任服裝製作課助教，共同完成100套服裝，不

管從師資陣容還是從萬能助教團組成來看，都堪稱是歷年最龐大的服裝製作團

隊，特別邀請演員於周日前來試穿，依據真實需求調整每件衣服的細節與耐操

度，成果豐碩，也讓師生們充滿成就感，足見《天河神水》製作團隊的用心與投

入。 

 

在師生協力合作之下，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2022原創劇《天河神水》

的服裝進度已邁入收尾階段，將於6月8日在台中中山堂盛大演出，歡迎所有對音

樂劇、舞台劇、服裝製作、廢材再生、生命關懷……等議題有興趣的師生，可以

關注劇團粉絲專頁，以獲得最新演出訊息與索票資訊：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 

 

文末檢附圖片及圖片說明 

  
學生進行服裝製作。 水晶舞衣製作組。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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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敏君老師指導學生使用裁縫機 林雅芬老師教導學生應用材質 

  
學生進行服裝製作 天使舞衣製作組討論舞衣設計 

  
演員試穿戲服並予以調整 敏君老師指導學生修改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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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神水》原著小說家張桂杰博士 
  

林于芳撰文 

一支天使親吻過的筆，書寫出最珍貴的生命價值是愛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將於六月推出第五部原創劇《天河神水》，小說

原著作者即是張桂杰老師。 

 

張桂杰博士，美國華裔作者，生活在美國三十近四十年，多年在大學從事教

育教學工作。1988-1989年獲中國全國短篇小說一等獎, 九十年代創作了49餘篇

中短篇小說，後來幾年連續發表中短篇小說集，即封筆數年，專注創作繪畫和發

表畫展。 

 

張老師在美國有近百場以基督教為題材的個人畫展。同時，在荷蘭、挪威、

日本等國陸續舉辦個人畫作展出。直至二十年前，她再次提筆開始創作有關宗教

和生命教育題材的長篇中、英文小說，以及繪製手繪與創作中、英文兒童繪本書

籍，作品多出版於美國出版社American Publisher和台灣出版社CHO Publishing 

CO. Taiwan 卓著。 

 

五、六年前張老師應邀開始為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連續寫了五本中、

英文關於生命教育題材的長篇小說。劇團藝術總監鄭月妹老師希望在大學通識

教育中整合生命教育的價值，以年輕人所關注的生命議題為主軸，希望透過特定

的小說主題提供藝術展演機會，藉此讓年輕人對生命議題的想像與認識機會可

以更普及。目前，張老師仍持續創作書寫給不同年齡層的人閱讀的故事書籍。 

 

她的主要作品有《天河神水》The River of Heaven中英文長篇小說《流浪漂

泊的白馬》。  Novel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White Wandering Horse     

Publisher: CHO Publishing CO. Taiwan。2019 Novel (in Chinese)上帝的眼淚，長篇

中文小說Novel (in Chinese)  《相約在妹克窪》和Meet At Mikvah 長篇小說《天

國在哪裡》Where is Heaven 長篇英文小說《曼托拉》The Mandala長篇小說 阿

米海Amihai: The Little Child Who Lives in New York 等。兒童繪英文書有Who 

Stole Panda Bradley's Mirror?  Publisher: Publish America, USA， The Bamboo 

Forest (in English) The Basket (in English)等。 

 

 

文末檢附圖片及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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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105學年於逢甲大學指導紙雕藝術微學分課程，與當時的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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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蒙古學生拜訪企業 
  

薛珍華撰文 

趁著連假，兩位蒙古學生在熱心校友Tony的介紹之下，拜訪了中小企業主林

總。Tony任職於華信航空，對校務非常關心、對大學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都

有負擔。林總則從事塑膠事業，除了生產、也設計產品，更特別的是他在蒙古有

大理石開採事業，已經經營了近二十年。初次的拜訪非常愉快，主要重點如下: 

1.兩位蒙古學生報告了與社會創新學院合作的蒙古植樹計畫，例如，去年已

種植了一千棵樹。希望林總能支持，林總非常高興有出外念書的年輕人有將國外

所學回饋給社會、貢獻給國家。 

2.討論了未來經營「沙棘果油計畫」的可行性。主要內容如下:  

「沙棘在寒冷地區會長得更好、更大、並且會包含更多油。種植並不難，約

3年會開始結果，生長速度非常快。在自行種植之前可以購買果子、生產油和其

他產品。建議可以在 Khentii aimag 購買大片土地種植。（位於該國東部，距烏

蘭巴托約3小時車程，267公里。）最好的方式為在蒙古加工沙棘，這樣不僅可以

增加蒙古人的就業機會，最重要的是油不會變質、會更容易運輸。有個俄羅斯朋

友在1000公頃的土地上種植了沙棘，因此可以大量供應水果，所以沒有水果短缺

的問題，一年可以得到2000噸沙棘。不過，長期來說最好的方式為獨立生產自己

的水果，並且在蒙古設加工廠，出口到臺灣。而在臺灣需要一個可以包裝產品的

工廠。最重要的是：需要確保投資者真正投入、投資於這個產品、產業。如果有

機會，這個產品是很有潛力的，做起來並不難，沒有特別的問題。技術、研究、

實驗室和人力都有管道。」林總之前就從事過沙棘果油的進口與銷售，不過因為

銷售管道未設置完善，成果不好，因此結束了此項業務。聽了學生的簡報之後，

他認為日後是有機會的。林總本月會去蒙古，學生6月回去，會安排在當地碰面。

會後林總作東，請大家吃了一頓美味的海鮮。 

 

  
學生簡報 會後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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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英語工作坊-Amy 分享 
  

薛珍華撰文 

社會創新學院的SDGs工作坊三月份的課程已經結束。由於幾個單位（國際

合作處、學生發展中心…）的特別青睞，以及學生的喜愛，目前到學期末的工作

坊已經全數報名額滿了。工作坊共有五位外籍學生參與、協助授課。我們會在每

個老師的課程之後做整體的小篇幅報導。第二位講師是Amy，是BIBA四年級的

學生。她開的四門工作坊主題如下： 

Do you Know all 17 SDGs? 您瞭解所有17項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嗎？ 

How to Create a Vaccine? 如何製造疫苗？ 

Given a Choice: Blue or Pink? 給我一個選擇：藍色還是粉紅色？ 

Drink More Water, but “Eat” Less of it? 多喝水，但少“吃”水？ 

Amy是來自越南的學生，也曾經是Hult Prize逢甲分會的主席。她在2019年代

表本校的團隊到日本參加區域性的競賽，雖未獲優勝，但她非常高興有與各國菁

英交手、交流的機會。她與其團隊主辦了2021年的校內競賽。雖然因為疫情無法

出國參加比賽，台灣的學生團隊在清華大學、政治大學的領頭之下還是在台灣辦

理了類似區域性的競賽。Amy因為參與過Hult Prize的競賽活動，又當過主席，對

於SDGs在生活上的實踐非常有經驗，至今也與社會創新學院都熱衷相關的活動。

此外，她的英語非常流利，中文也在快速地進步中，稱之為學霸實至名歸。其實

她在之前申請到了去荷蘭的交換學生計畫，不過當時視疫情極為嚴峻，就只能忍

痛放棄了。在工作坊教學部分，她善用遊戲讓學生們了解並分享在課堂上所學習

到的內容。我們在課後問過參與的學生都表示，能夠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學習到

相關議題，又可以練習英文口語，非常有收穫。不過，我們之前並未特別告訴學

生其實講師也是學生。當學生知道原來她也是大學部的學生時都對其熟稔的教

學、豐富的知識感到非常驚訝。相信學生也會因此受到激勵。 

  
上課情形之一 上課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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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統計系友會探訪新竹尖石部落秘境快樂行 
  

黃煇慶撰文 

本校台北校友會所轄北區統計系友會，在鄧鈞鴻會長、陳逸先總幹事以及呂

新發學長等幹部籌劃下，於3月23日舉辦新竹尖石鄉探訪之旅。本中心副教授黃

煇慶因係本校民國64年統計系畢業校友，也擔任台北校友會常務理事與日文班

講師，夫婦也應邀參加出遊。是日一行十餘人分乘四輛自用車從台北出發，先在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會合後，由呂新發(發哥)學長在萬能科大的得意門生江美賢小

姐嚮導下，前往泰雅族部落尋幽探勝。抵達梅花村後，發哥的學生家族已等候多

時，他們為恐大家山上著涼，特在門前升起爐火保暖，並招待當日一早剛採得的

桂竹筍。由於新鮮，筍香四溢，大家爭先享鮮，讚聲連連。另門前兩株木瓜，結

果累累，在發哥校友的學生允意邀請下，校友們紛紛親往摘取帶回，不但享受收

穫成果且保證新鮮。隨後探訪該江同學家族自有林地，只見密密竹園有條走道，

中露一線日光。由於是日當地霧蒙蒙，雨濛濛，真感置身世外桃源秘境，雲深不

知處，彷彿遊歷仙境，令人遐思。中午安排附近部落山莊餐敘，享受在地美食。

店家也為我們備好卡拉OK，並請音樂電器行從山下專程前來灌輸 最新流行曲

目。一行中除發哥學長係校友會日文班學員外，還有王魏洲學長夫婦及擔任班長

的鄭宗陽學長，大家在高唱日台國英語歌聲中，洋溢幸福歡笑。 

 
圖1-北區統計系友會鄧會長(左一)等享用新鮮桂竹筍(2022/3/23攝於尖石梅花村) 

 
圖2-北區統計系友會鄧會長(右二)一行與地主合影(2022/3/23攝於尖石梅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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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現採木瓜，保證新鮮 圖4-秘境前合影，真可是天長地久 

 
圖5-北區統計系友會鄧會長(後排右二)等一行合影於尖石鄉泰雅族部落秘境前 

  
圖6-圖7-餐敘席間的卡拉ok（カラオケ） 

 
圖8-(左起)日文班黃煇慶老師、王魏洲學長夫婦、呂新發學長、鄭宗陽班長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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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當天尖石鄉霧蒙蒙，雨濛濛，令人真感置身世外桃源，雲深不知處 

 
圖10-北區統計系友會鄧鈞鴻會長(左一)等一行快樂午餐敘合影 

 
圖11-北區統計系友會鄧鈞鴻會長(右四)等一行合影於尖石鄉公所前 

  
圖12-圖13-霧蒙蒙，雨濛濛下的黃老師(左)及台北校友會日文班鄭班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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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廣獲按讚、發表於呂新發學長臉書的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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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贈本校日籍留學生成人加冠禮紀念品 
  

黃煇慶撰文 

本校於元月15日在王葳教務長的主持及見證下，再度為囿於疫情未能返回日

本參加「成人式(せいじんしき)」的本校日籍留學生舉辦加冠禮，以祝賀成年。

惟其中有選修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國貿系所開設「商用日文」的日籍留學生仲

嶺凜同學，恰因返琉球沖繩家鄉，未能及時出席而有所憾。黃老師乃允以待開學

後再補辦。仲嶺同學於3月隔離期滿後，即來訪黃老師，並循日本禮節贈送精美

伴手禮，相談甚歡。巧於當時黃老師前奉派駐琉球處長期間同事，傳來老友玉元

一惠女士向黃老師致意訊息，乃請仲嶺同學代邀適留學本校之伊女兒玉元花菜

同學以及同來自沖繩的下地野乃香同學、谷村寧峰同學於3/29茶敘。是日大家在

黃老師研究室或茶敘席間，相互間雜以中日語流利交談，場面溫馨愉快。 

 

 
圖1-(左起)黃老師夫婦、仲嶺凜同學、玉元花菜同學、下地野乃香同學 

  
圖2-3/22補贈仲嶺凜(右)成人禮紀念品 圖3-(左起)黃、玉元、下地、仲嶺同學 

 
圖4-3/29午餐敘合影(左起)仲嶺、下地、玉元同學；(右起)谷村同學、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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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代表處顧欽誠前新聞組長調部後老友聚會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在任職外交部及派駐日本福岡、東京期間多年同事，

也數次支援接待本校日本研習團之駐日代表處顧欽誠前新聞組長(広報部長)，因

奉令調回外交部台日關係協會擔任專門委員，黃老師乃約同駐日代表處前僑務

組長、橫濱中華學校前校長詹春雄；在東京經常協助安排本校日本研習團進行參

訪之日本東特塗料公司施榮舜常務；外貿協會前派駐日本福岡處長、本校商博班

生張揚鴻；前兆豐銀行東京分行襄理郭瑞禎，以及曾隨同黃老師訪日的日本三井

住友海上保險顧問、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學長，利用台北柯市長寓所旁之庭園咖

啡館聚會茶敘。由於顧專委甫自防疫旅館及自助隔離期限結束，精神甚佳。席間

暢談日本防疫經驗，甚獲共鳴。因在場者均具在日工作經驗，對台日關係發展抱

持關心，大家不約而同回憶往事歷歷，相談熱烈、 

 

 
圖1-(前排左起)顧欽誠專門委員、詹春雄前校長、張揚鴻博生、郭瑞禎前襄理 

(後排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張立義傑出校友、施榮舜常務 

  
圖3-餐敘間合照 圖4-(左起)詹前校長、黃老師、顧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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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吟唱「清明節の漢詩」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在謝振裕名譽總會長等資深校友號召支持下，自2018年4月創以

「唱歌學日語」方式設日文班，並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義務指導以來，研讀日

本語文績效甚得讚賞。四年來，已練唱近200首日本知名演歌，並具基礎日語能

力。4月8日(週五)恰逢清明節過後，而「清明時節雨紛紛」、「人面桃花相映紅」

此兩首代表清明時節且大家均能琅琅上口的唐詩，日本語應如何讀誦，為大家好

奇而欲探索。黃老師特於練唱由日本知名女歌手「水前寺清子」所唱紅「娘ざか

リ(台語翻唱為: 舊皮箱的流浪兒)」演歌前，以日文解說上兩首描述清明節的唐

詩。提及「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

村。」乃出自出自唐代詩人杜牧的《清明》，若摘錄日本漢詩網頁，可以日文誦

為:「時は清明の時節というのに春雨(はるさめ)がしとしと降りしきっている。

その中を歩いていると、侘(わ)びしさに心が折れそうになる。ちょっとたずね

て、居酒屋はどこにあろか。牧童(ぼくどう)は、はるか先の杏(あんず)の花咲

く村を指差した。」而「人面桃花」則為唐代崔護《题都城南庄》詩，倘參考日

本網頁說明，可朗讀為:「去年の今日は、この門の中で、あの美しい人の顔と

桃(もも)の花は互いに映えて紅くそまっていた。あの美しい人の顔はどこに行

ってしまったのか、桃の花は昔のままで、春風(しゅんぷう) に微笑(ほほえ)ん

でいる。」大家吟來滿場即添清明詩意，令人陶醉。 

 
圖1-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左第二排)等日文班校友們上課情況之一 

 
圖2-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情形之二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authorv_727e9dff8850.html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shiwenv_d3e3283daac5.html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authors/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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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黃老師授課ppt之一 圖4-黃老師授課ppt之二 

 
圖5-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在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情形之一 

 
圖6-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在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情形之二 

 
圖7-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在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情形之三(攝於202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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