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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母校秘書處．攝影／教育部網站

母校通過件數及補助金額居全國之冠
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

▲教育部自107年起推動「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並邀請母校李秉乾校長分享學校協助教師
創新教學之相關作法。

教

育部自107年起推動「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教師個人進行教學
現場相關研究，鼓勵全國教學研究傑出的教師。今年總計有2,174件申請計

畫，審查後通過1,034件，通過率為48%。其中，母校共申請40件、核定28件，通
過率高達70%，通過件數、通過率及獲補助金額皆為全國之冠，這樣優異的成果，
是建立在母校連續13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全國最高獎助的基礎，以及全校
教師長年不斷的創新教學實踐所累積的教學經驗。
教育部在8月14日記者會上，特別邀請母校李秉乾校長分享經驗，說明學校如何
協助教師在創新教學上力求突破。李校長表示，母校鼓勵教師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改善教學，並設置創新教學、教學研究補助，支持教師進行專題式課程、個案教
學等教學方式，協助教師落實改變教學現場，以達到更好的學生學習成效。
李校長進一步指出，為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母校教學資源中心101學年度起
推動校內教學研究計畫，鼓勵教師以課堂教學問題為出發點，持續精進課程與教
學，106學年度補助精進教師方案32件、教師專業成長社群17個。此外，母校「教
師升等實施辦法」採多元升等制度，依研究類型分為學術研究型、應用研究型及
教學研究型。李校長強調，母校的教師，不只是學習的專家、教學的專家，更是「引
導學習的專家」。
母校獲補助計畫涵蓋各個領域，包含工程11件、商業及管理4件、數理4件、人
文藝術及設計4件、教育3件、通識（含體育） 2件共28件，顯見母校是全面性的
創新教學，全校教師對教學的付出獲得大力肯定，透過教學實踐研究，落實以學
生學習為中心。
根據教育部資料，本計畫為教育部首次針對教師個人提供研究經費補助，且為
鼓勵教師以教學實踐研究為其職涯發展，將引導學校整合校內教師考核制度，比
照教師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同樣可獲得升等、評鑑及獎勵等各面向的誘因，
逐漸引導學校建立教師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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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大學

■桃園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台中巿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20街185巷37號
電話：(04)2451-7250
會 長：邱鎮有
http：//www.fcu.edu.tw/
電 話：0937-127550  
校輔處(人言大樓10樓)
總幹事：孫國勛
處 長：王壘
電 話：0928-276675
電 話：(04)24517250＃2550
■新竹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執行長：丁培元
新竹縣關西鎮西安里老街49-6號
電 話：(04)24517250＃2552
會 長：王振能
■逢甲大學校友總會
電 話：0930-762195
總幹事：呂豐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8號11樓之2
電 話：0936-180686
總會長：施鵬賢
電 話：(04)22308141
■苗栗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秘書長：盧育嫺
苗栗市自治路322號
電 話：0912-558-781
會 長：謝昌益
■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935-347802
總幹事：陳志華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65號12樓之5
電 話：0935-990500
http：//www.fcuaa.org.tw
會 長：張政文
■台中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2)27083427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路87號3樓
總幹事：蔡文中
會 長：黃文彬
電 話：(02)27319393
電 話：04-27069000
總幹事：蔡榮琮
電 話：0931-466105

■南投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南投市營北里向上路222巷37號              
會 長：李明樟
電 話：(049)239484
■彰化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彰化市中興路31號
會 長：曾國忠
電 話：(04)7111441
總幹事：陳石崇
電 話：0922-424878
■雲林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高雄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路17-1號
會 長：郭安貴
電 話：0921-036767
總幹事：林亨峻
電 話：0933-585967
■屏東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屏東市自由路606號
會 長：任峻賢
電 話：(08)7332322
總幹事：蔣和泰
電 話：(08)7742089

■宜蘭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166號
會 長：林接枝
電 話：0932-089199
總幹事：張銘智
電 話：0972-623950
■金門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浦邊161號1樓
會 長：何國祥
電 話：0932-838901
總幹事：蔡宗憲

■澎湖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斗六市北平路55巷28號
■台東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會 長：林揮獅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電 話：0910-465998
會 長：王瑩瑋
台東市更生北路148號
總幹事：吳樹屏
電 話：0912-138932
會 長：王錦機
電 話：(05)5370988#8307
總幹事：洪明豪
電 話：(089)222512
電 話：(06)9264-115#1915

■嘉義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128-1號
會 長：方清居
電 話：0919-895428
■台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台南市歸仁區公園路216號
會 長：王明習
電 話：0932-870172
總幹事：賴國宏
電 話：0911-961888

■花蓮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花蓮市中福路223號
會 長：李英蘭
電 話：0925-810520

■逢甲大學 EMBA 校友會

會 長：黃駿霖
電 話：0952-563538
秘書長：周至剛
電 話：0912-37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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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活動看板

第七屆逢甲大學校友總會才藝競賽

群鷹相逢 齊心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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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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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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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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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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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財團法人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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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系友大會暨會長交接典

建築系友會

北區系友會成立大會

40

47

⊙張其棟

01 中部汽車 (股)公司
02 順風美醫

⊙陳淑慧

19 誰羽爭逢
22 海權公司
46 吳妍妍油畫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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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底  麗明營造

吳春山學長 (EMBA 高階103)

生活新知

汽車強制保險案例探討（ㄧ）

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權益，您知道嗎？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董事長：王進勝
電 話：(04)23505599
秘書長：黃英哲
電 話：0935372242
■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興華街55號
理事長：張志哲
電  話：0939-363932
執行長：賴俊銘
電  話：0933-59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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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

地區校友會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65號12樓之5
董事長：蔡練生
執行長：賴文堂
電  話：(02)27083427

海外

■逢甲大學台北市校友文教基金會

■日本校友會

⊙邱瑞利

《逢甲人》徵廣告 ！

詳情請洽
逢甲大學台北市校友會
(02)2708-3427

■美國華盛頓D.C.校友會

《逢甲人》
訂閱申請

■馬來西亞校友會

■泰國校友會

東京地區總召集人：石滋文
會  長：王東輝
信箱：fengchiamalaysia@gmail.com 會  長：鍾國松
電  話：443-756-7566
電 話：66-81-8161247
電  話：03-33779847
會  長：陳德來
總幹事：黃東城
大阪地區聯絡人：蔡伸雄
電 話：60-12-3309734
■美國西雅圖校友會
電 話：66-81-8031109
電  話：06-63931550
副會長：陳聞驄
會  長：紀碧霜
電 話：60-13-3201314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舊金山地區）
■新加坡校友會
電  話：425-427-8916
副會長：黃循熠
副會長：涂漢屏
名譽會長：張人睿
會  長：余清安
電 話：60-12-2101259
電  話：253-8744940
電  話：415-681-5684
電 話：65-66655888
總幹事：劉斌傑
會  長：金大銘
電 話：60-12-3008633 ■中國大陸校友會
■加拿大加西校友會（溫哥華地區）
電  話：408-6275847
信箱：joinfcuaa@gmail.com ■香港校友會
會  長：盧壯智
副會長：秦玉娟
電 話：1390-1799022
會  長：陳美芝
電  話：408-7813689
會  長：潘國珍
副會長：鄭連興
電  話：604-719-8133
副會長：陳紹卿
電 話：852-96801352
電 話：139-01799022
副會長：劉超軍
電  話：408-7813972
■
澳門校友會
副會長：傅文信
電  話：604-581-9200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洛杉磯地區）
電 話：152-21250920
會  長：江嘉政
■加拿大加東校友會
秘書長：歐欣瑂
電 話：853-66112382
信箱：fcuaascusa@gmail.com
會
長：顧振森
電 話：1861-6531578
名譽會長：陳蓓蓓
■汶萊校友會
電
話：905-812-5313
電  話：626-487-3888
會  長：鍾昌華
   
副會長：陳勝誥
會  長：馮作君
電 話：03-335160
電  話：647-499-7926
電  話：909-598-8235
副會長：莊祐欣
■印尼校友會
■澳洲昆士蘭校友會
電  話：909-595-6738
信箱：fengchiaindoalumi@gmail.com
會 長：姜如霞
會  長：馬德東
電 話：0434-905-168
電 話：62-818904889
總幹事：陳聖偉
電 話：0426-58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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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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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校為國內最具規
模綜合大學之一，

現設有工、商、理、人
文社會、資訊電機、 建
設、建築專業、金融、
國際科技與管理、經管
管理十個學院，秉持忠
勤誠篤之校訓，落實全
人教育之辦學理念，培

▲六大創能學院。

養德術兼備、通才與專業並重之人才，因教育目
標明確，校風勤樸，歷五十多年之耕耘，已奠定

中心提供不僅建置教師成長社群機制和舉辦多場

良好學術基礎，並培育出 17 萬名社會中堅。

教學論壇與工作坊，提供教師互相切磋、分享教
學經驗的平台，同時也鼓勵教師積極投入教學研

相信大家對教務處都不陌生，無論是排隊加
課、或是暑期修課、又或者是辦理學生證，有關
於課程上的疑難雜症，學生們都是往教務處詢
問。教務處是學校身肩重責大任的重要處所，本
刊於7月17日專訪了王葳教務長，現在就讓我們
一起來瞭解母校的教務規劃吧！
教務處組織架構

究計畫，本年度獲教育部核定通過28件教學研究
計畫，成果優異。
教學品質決定學校高度
面對臺灣人口的生育率下降，社會結構出現少
子化的危機，教育機構都擔心是否會有招生的困
難，王葳教務長面對這個問題時堅定的說「唯有
做好教學品質，優良的學生才會進來就讀，母校

教務處下設三個單位，一個是註冊課務組，負

一直以來所堅持的是『質量並重』，我們相信學

責學生的註冊、選課、成績列印等教務問題，是

生與家長會發現母校辦學的用心。」教育於王葳

最直接與學生有所接觸的行政單位；另一個是教

教務長心中，是提供年輕人一個學習的舞台與機

學品保中心，包含講授意見的調查、還有各項教

會，無論今天學生是什麼樣的背景進來就讀，不

育認證等；還有一個是教學發展中心，主要是推

論社經背景、都市或偏鄉，進到母校後便是將大

動教學卓越計畫、高教深耕計畫以及教師教學陪

學四年的學習交付給學校，學校必須善盡教學品

力等，以上三單位是缺一不可的教務處鐵三角。

質，確保讓學生有感之責，這也是母校一直以來

教務處除面對學生課務外，另一項重要的工作

的目標。

是如何讓老師隨隨著母校推動教學發展和提升教

除了硬體設施之外，軟體部分也是逐年更新，

學品質的過程中，熱情參與呢？教務處教學發展

母校這幾年對於軟、硬體的投資非常龐大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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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也必須感謝校友，為了給學弟妹們更優良的
學習環境，校友們總是不遺餘力，母校才能與時
俱進，擁有各項先進的軟硬體設施。
教學卓越 當仁不讓

母校的資電學院是第一個突破以系為單位的
招生型態，改以「學院」招收學士班學生，引進
延後分流的觀念，新生進入後暫不分系，大一學
年結束前，再依個人之興趣、專長，自由選擇進

時代日新月異，科技發展不斷進步，如何更新

入該院所屬專業學程。王葳教務長提到，因現有

教學內容以讓學子們跟上時代一日千里的變化，

的學制體系不容易培養跨領域的人才，除需滿足

成了每位教師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母校計畫於

128的畢業學分限制外，各系往往訂有該系的畢

107學年度邀請台灣大學葉丙成教授來校演講，

業門檻，未來在母校擬推行更多以「學院」為教

與母校教師分享翻轉教育的理念和教學方法，期

學單位的學制創新或發展專業學院，例如金融學

盼可引導學生主動學習並培養未來職場競爭力。

院現有財務金融學系、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財

母校推動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的優質教學計

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若能採建築專業學

畫，自民國94年起，每年均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

院模式發展，不僅能達資源有效運用，更能符應

計畫，獎助總金額名列全國第一。為使本校課程

業界需求。

與教學品質接軌國際，導入國際教育認證，全校

先前採訪母校侯勝宗所長時，曾提到現代社會

工程相關學系均獲得 IEET 國際教育認證，商管

有愈來愈多「斜槓青年」的現象，年輕人將不再

相關學系獲得 AACSB 國際商管教育認證，躋身

滿足於單一職業和身分的束縛，開始選擇一種能

全球前5% 頂尖的商管認證名校行列。同時透過

夠利用自身專業和才藝，經營多重身分的多職人

iLearn 建置全校性 e 化網路教室，提供無時間限

生。如何讓學校在面臨著少子化及經營變革等環

制之教學環境。導入「學習輔導」及「Learning

境之下，整合教育資源，配合教育場域的轉變，

Portfolio」，協助學生完整記錄大學生涯的學習

強化教學基礎，並秉持「以學生為主體」的思維，

歷程。更於民國103年成立雲端學院，並率先全

提供學生具備豐富的跨域專業知識，提升解決問

台獲得教育部全數補助製作磨課師課程，亦持續

題能力及未來就業競爭力，以滿足未來的社會環

推動 SPOCs，實現翻轉教室的理念與教學方式。

境，也成了王葳教務長的挑戰。

為引導大學關注教學現場，落實提升教學品

在這個問題上，母校致力於培養學生成為兼具

質，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教育部推動了「高教

人文素養與專業知識之現代民主社會公民，民國

深耕計畫」，高教深耕計畫植基於母校的校務發

104年9月啟用的人言教育創新中心提供彈性、多

展計畫，內容包括有：大學國文與英文能力提升、

元、友善的學習空間；應諾創客中心則是創意培

普及程式設計能力、強化統籌基礎學科、跨育培

育基地，讓有創業 IDEA 的學生盡情的發揮夢想。

育等，像是106學年度入學就讀的所有新生，即
需要修習程式語言 App 課程，以因應數位時代的
變遷；同時，大學不該再將學系越分越細，而是
要以培養跨領域的人才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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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課程 開放不同學制

感念校友回饋 母校點滴在心頭
感謝校友們的無私奉獻，對母校給予的支持與
認同。包含六月時，由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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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們贊助主辦英文簡報比賽，提供學弟妹們舞台。

▼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甲人月刊、廖英鳴文教基金會、EMBA 學術發展

及軟能力，讓學生在還未進入學系之前，就能對

基金會、校友總會的共同支持與贊助所主辦的英

專業領域進行探索，有創意開發的可能性，並體

文簡報比賽，總是不吝給學弟妹們資源和舞台，

驗大學及高中學習方式的不同，學習「如何在大

回饋母校、嘉惠學弟妹。

學學習」，讓學子們可以藉由設計專題學會和同

去年，《逢甲人月刊》採訪翟本瑞中心主任時，

儕溝通及早建立專業學習目標與動機。王葳教務

報導 Apple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翟中心主任希望

長更指出，要培養出與世界接軌的高等學術人

可以透過逢甲人月刊廣招校友募集22台蘋果電腦

才，面對高等教育學用落差的困境，唯有改變現

以供學弟妹們使用，台北校友們也在一周內快速

有單向的教育方式，才能培養足以參與產業創新

募集成功，學弟妹更是爭氣地在 APP 移動應用創

轉型的人才。

新賽中拔得頭籌，校友們也與有榮焉，對於校友
們的支持跟贊助，母校可謂是「寒天飲冰水，點
滴在心頭」。
不只培養硬實力 更要發展軟實力

焦點
報導

逢甲大學和你一起勇敢實現夢想
過去大學都是以學術發展為中心，但是進入職
場時，卻發現僅有學術專業尚無法無法面對需要
實作與整合能力的職場，母校期盼能培養學生多

母校為了提升學弟妹多元的能力，引進 CDIO

元的能力，也期待莘莘學子們可以看見母校辦學

的概念，創立了創能學院，讓學生有六個場域可

的用心。今年母校榮獲教育部高教深耕教學創新

以動手學習，從做中學，CDIO 源自於工程教育

的高額獎助，同時獲得《遠見雜誌》綜合類大學

的理念，採取以 Conceive（構思）、Design（設

中位居全國第九、私校第一的肯定，母校將繼續

計）、Implement（實施）、Operate（操作）的

提升教學品質，保持優良辦學的傳統，給學子一

創新教育歷程培養學生統整能力，Conceive 的部

個邁向未來世界的舞台，四年在

分包含要理解消費者的需求，同理消費者，才

母校的日子不僅有師長們的引領

能從消費者的心出發，並且要有創意思考能力。

教導，還有同儕們的切磋，更有

Design 的能力將會透過設計的創意課程來培養，

學長姊們的支持，讓學子們可以

例如 freshman project，啟發學生想像力、創新力

盡情揮灑自己的色彩！

《教務處》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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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國際體驗-公益旅行表現優異。

經管 100
）、社會創新學院提供
EMBA

s.School社會創新學院開幕各方朋
友冠蓋雲集。

文／黃于甄．攝影／許惠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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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逢甲新價值
社會創新學院

專訪母校社會創新學院翟本瑞院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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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課程在一般大學生心中，常常被歸作是

通

與社會產業升級轉型的創新人才、能投入社區扭

營養學分，翟院長希望可以設計讓學生有

轉社區價值的實踐人才、面對全球難題願意投入

不同體驗的通識課程，有別於一般課堂上死板地

研究與實踐的跨領域整合人才。

看著黑板學習，通識課程反其道而行，期待讓學
生可以有實作的經驗，帶動了學生學習的熱忱，
平常學生們都是被動的修課，而現今學生們是積
極選課了。現在就讓我們看看 7 月 18 日社會創
新學院的翟院長分享吧！
實踐社會責任──社會創新學院
翟院長期待學生在母校就可以培養職場競爭

八個校內系統支援 學生學習無煩惱
透過校內8個支援系統，以支持相關專案發展
與推動：
 i-Night Market（智慧夜市）：由建築專業學
院及跨領域設計學院為推動單位，發展出逢甲校
園及夜市，包括無現金校園、智慧停車與智慧照
明的物聯網智慧校園計畫。

力，不希望總是用考試來評論對錯或者是學生是

 Smart Village（安居樂業）：母校 GIS 中心

否學懂了相關領域的理論，透過自己嘗試的方式

建置之智慧城鄉防災管理系統，監測潛在威脅並

讓學生體驗不同的生活型態，學生才會明白人生

能參與社區在地創生計畫，讓民眾能夠「安居」；

並非只有一個標準答案，而工作也不是單純靠理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透過參與社會、協助社區培

論就能完成的，為了培養學生解決複雜問題的能

力，有效改善地方的就業生態系統，建立能夠讓

力，且能夠因應未來競爭的社會，基於這個出發

青年返鄉的支持力量，讓民眾能夠達到「樂業」

點，s.School 就這麼誕生了。

的目標。

s.School 推動以社會參與 (Social Engagement)、

 Green Earth（綠能環境）：母校綠能中心獨

社會創新 (Social innovation)、社會設計 (Social

步全球科技 HyMeTek，將廢棄物轉化能源與資

Design)、社會影響 (Social Impact) 出發的4S 取向

源技術落實應用在不同社區，改變民眾對資源的

專題課程，其中社會參與指的是學生要有社會參

運用模式。進而協助東協國家，提供最適能源方

與的熱忱和動力；社會創新是期待學生要以不同

案，亦積極將環境教育推廣到社區及中小學。

的方式為社會做變革，改變舊有無效的模式讓世

 Care & Aging-in-place（照護與在地老化）：

界變得更好；社會設計則是指用好的方案來協助

透過科技輔助以及資源最適配置，以服務設計、

解決社會問題；社會影響則是期待學生能做出真

社會設計方案，規劃出有效整合資源以解決財政

正的創新變革對他人或團體產生影響力，對社會

不足困境，並能讓當事人滿意的在地老化專案。

產生正面效益。

焦點
報導

 Social Value Entrepreneurship（社會價值企

在校長的構想裡，社會創新學院是通識教育的

業）：針對不同社會企業營運模式的分析，輔導

進階版，以真實的社會問題、解決複雜的人類社

並協助不同社會企業強化其商業模式，為創造社

會困境作為目標，激發學生鬥志，並與非營利組

會價值而共同努力。

織、企業公益部門、社區合作，透過團隊合作方

 Education Alliance（教育聯盟）：協助中小

式，規劃出有深度的社會設計專案，以培育能參

學課程規劃與師資培訓，善盡大學對高中小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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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區的社會責任。

回他：「我現在再開什麼樣的課程，都無法感動

 Sharing Economy（共享經濟）：透過服務

你了，不如你自己開課當老師吧。」於是小樽又

設計流程，規劃諸如計程車、共享機車、偏鄉弱

驚又喜地點頭應允，這個課程就這樣由學生當老

勢照顧等異業整合，達到共享經濟的發展目標。

師、學長姊帶領學弟妹，一路地開下去。

 Practice-led Research（實務導向研究）：整

另外一門是讓學生自己計畫自己想執行的專

合既有知識與技術，透過創意思考、社會設計，

題，有一位女同學繳交了「環島撿垃圾」計畫，

以解決實際社會問題出發，以理論研究引領知識

這個計畫從母校出發，獨力完成環島46天。有著

發展，作為引導師生學習的新典範。

這樣的恆心毅力，已經不需要擔心學生是否會因

失敗為成功之母 讓學生愈挫愈勇

為挫折，而成了草莓族；也無須煩惱學生是否有
解決問題的能力，因為他已經自己計畫了專題，

問題、行動導向的專題課程，讓學生自己紀

也克服專題遇到的種種問題，獨力完成計畫了。

錄、檢討，最後成果發表。翟院長在他的教學歷

翟院長就是期待課程可以訓練出這樣的學生，

程中發現，孩子其實不怕吃苦，只擔心沒有成就

而他也成功了，期待母校能培養出優秀的孩子，

感，他決定開創新的課程，讓孩子們互相砥礪、

讓母校成為業界最愛的大學生第一名。

教學，讓孩子們自己當自己的老師，在大學的場
域中實現翻轉教育的理念。

國際體驗計畫 青春就該大膽做夢

通識課程中有一個學生叫小樽，他修了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結合國際處與外語教學中心推出

課程中的英文音樂劇實作課程，在公演前一天，

一門專題製作類課程「旅遊學習深呼吸」，這是

他十分緊張，徹夜難眠；公演結束後，他依舊夜

翟院長為了翻轉階級制度，也配合張保隆校長家

不能寐。隔一天鳥都還沒起床鳴叫，他即在通識

境清寒獎學金所設計的課程，其目的很簡單，要

中心的門口等待，為的只是詢問院長「是否還有

讓清寒學子不須擔心出國旅費，給學生第一個出

其他的戲劇課程可以修習？」翟院長笑著搖搖頭

國機會。獲選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的同學，將由學
校贊助體驗地點的來回機票，未來完成計畫後，

▲

學生們進駐東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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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已申
請印度機構
參訪(國際體
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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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通識沙龍進行成果分享，成為影響學弟妹的

二是消除不平等、三是應對氣候變化，這三點應

種子師資。

是全世界各個國家應一起積極解決的，但台灣長

讀到這時候你可能跟筆者有相同疑問，「送清

期用本位主義做為出發點，沒有放眼全球，更沒

寒學生出國有什麼意義？補助他們生活費不是更

有以其他國家的經驗帶入解決台灣的環境與貧窮

實際嗎？」翟院長這時給了堅定的答案「鍛鍊學

問題。校長和翟院長冀望能將聯合國的 SDG 帶入

生的勇氣、激發學生的學習欲望、培養學生解決

S. School，讓學弟妹們能將國際案例經驗導入台

問題的能力。」孩子們通常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

灣。同時也期待母校學子們能了解 SDG 的內容，

要學習，讓孩子們親自出國走一遭，他就會知道

和世界的年輕人一起思考，在全世界的浪潮中，

為什麼要學英文；讓孩子們親自出國闖蕩一番，

母校學生也將不落人後。

他會對自己的人生更有方向。離開舒適圈，才會
慢慢找到人生中的定位，也會對生活、學習有不

焦點
報導

教學新氣象 帶出母校學習氛圍

同的想像。翟院長鼓勵同學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如果一個學校積極主動的學生有30%，這個校

路，步入社會之前，體驗各種不同生活環境與方

園會完全的不同，翟院長更指出，台成清交的學

式，走出台灣、面對全球、創造自己的未來！

生與一般大學沒有什麼不同，母校的孩子並不比
台成清交的孩子還要駑鈍，差別在於學生的積極

放眼全球 把世界帶入台灣

程度，若是能幫助10% 願意主動學習的孩子前

台灣從民國60年退出聯合國以來，與聯合國

進，那必定能帶動其他孩子的學習欲望。逢甲大

脫軌太久，關於全球性的相關問題也猶如井底之

學將以「做中學」的教學理念，走出不一樣的路，

蛙，尚未跟上世界的腳步，聯合國最新發布的

也期盼各位學長姊不吝給院長、老師和學弟妹們

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計畫裡頭

鼓勵與支持。

▲

包含三大重點，一是努力結束所有形式的貧困、
史
同學前往
行
瓦濟蘭進
(與
行
旅
公益
合
家扶中心
)。
案
專
的
作

▲

蘭
前往斯里
卡當志工。

《社會創新學院》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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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優秀

校友

專訪鈦昇科技公司總經理陳坤山學長

掌握未來主流工業
技術創新引爆產業商機
文／呂淑真‧攝影／許惠娟 (EMBA經管100)、鈦昇科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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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5G 通訊、自動車、中美貿易戰接踵而

面

「鈦昇科技」主要業務是發展半導體封裝設備

至，全球半導體業無一不摩拳擦掌準備各

的公司，主要產品是雷射及電漿細微加工設備，

展奇招，象徵國家經濟力的台灣半導體產業該如

加工量及精度可達奈米級水準，目前廣為半導體

何接招？身為 IC 封裝設備商的「鈦昇」，總經

先進封裝產業採用，客戶除台灣及中國大陸之

理陳坤山學長為母校機械系畢業，本期逢甲人雜

外，遍及東北亞、東南亞、歐洲及美國各地。身

誌特別專訪，透過陳學長的視角來看看國內廠商

為「鈦昇」總經理的陳坤山學長如何從機械領域

如何因應？

走入半導體產業，陳學長表示這條路其實並不突

人物
專訪

兀，台灣半導體業規模，全球數一數二，但對於
目前在全球的晶片製造產業中，誰能夠研發製

生產機台設備的需求，過去絕大部分仰賴進口居

造出晶片核心密度愈高、線路愈細、面積愈小，

多，在半導體業供產鏈的後端－封裝階段，其實

代表著製程技術愈精進。 而撐起台灣經濟半片

需要大量機械設計的人力投入。

天的半導體產業，也已進入7奈米競賽中，穩居

目前機械系畢業的人才甚多朝 IT 產業或各種服

全球領先群，進而邁向5奈米、3奈米物理極限

務業就業的現象，陳學長感到有些可惜，該公司

挑戰。誠如陳坤山學長所言，在工業科學上，沒

對有意進入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機械及自動控制人

有效益的產品是無法成為商品，只能存放在實驗

才，非常樂意提供一個歷練及發展的平台機會。

室中成為 datebase。其中量產 IC 的關鍵之一在於

他甚至鼓勵母校在學的相關科系碩、博士生，加

「微影蝕刻」技術，簡單來說，這種技術能在晶

入鈦昇這個大家庭，以「做中學」的觀念，將工

圓片上設計及製造出大量所需的微電子電路及電

作內容發揮成畢業論文的題材，唯一希望的是這

晶體元件；然後依各種 IC 的特性及使用需求封裝

些人才畢業後一定要回到公司貢獻所學，畢竟技

成大家在各式電子機板上所看到 IC，讓相關電子

術能力是需要不少的時間去積累，才能觸類旁

產品變得更輕薄、成本更便宜。

通，創新突破的。目前已有數位母校畢業的學弟
在該合司就業，表現突出，甚得公司的器重 ; 陳
學長非常歡迎、鼓勵母校機械、電子、自動控制、

陳坤山

小檔案

學歷：
‧逢甲大學機械系62年畢業
學歷：
‧高雄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台灣飛利浦建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經理
現職：
‧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光電及化工等學弟妹加入鈦昇，共同為台灣半導
體產業做出貢獻。
優秀資歷及傑出表現 為逢甲人爭光
進入於台灣飛利浦公司近15年的陳學長，打
破該企業自創立以來，非台、清、交、成，無法
擔任主管的傳統；以及創立國內第一條全自動化
半導封裝生產線，提升台灣半導體產業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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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漿晶圓清潔去光阻
-Plasmsx-CRM300。

▲晶圓封裝雷射打印設備。
▲射頻電漿  800C。

▲

陳學長認為，透過溝通才能走進客戶的心。

零件到每一個模具都是一手規劃或打造，其過程
辛苦不言而喻，但累積的實力卻可以成為日後推
動台灣半導體業進程的助力。
民國49年台灣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契機在於歐、
美在亞洲尋找低成本人力製造機會，初期發展我
們僅是產業鏈的下游－以晶片封裝測試為主，用
自動化的地

不上研發技術或設計應用。民國65年，政府大力

位；並受到飛利浦總部的肯定，委派他在新竹科

支持產業提升，國內許多半導體公司便如雨後春

學園區，建立台灣第一家半導體雷射器及光電通

筍般冒出，陳學長正值厚積薄發的年代，加入半

訊元器件之研發製造基地。陳學長提起一件趣

導體產業的行列。

事，任職期間，人生中第一次研發出的產品就是

從由勞力密集轉型為 IC 產業一條龍服務，當

雷射筆，體積狀似電視遙控器大小，當時興致勃

時台灣的研發技術並沒有基礎，在那個時代有意

勃在產品會議中提案，沒想到使用一陣子後隨即

投入該行業的人員，都必須從零開始，靠著自己

沒電，雖然最後以歸檔資料庫作結，但這充分顯

的摸索，讓台灣半導體業在國際間發光發熱。

示出陳學長的研發實力；同時，這也是開啟雷射
筆產品問世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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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筆記本 力拼億元企業

提起過去輝煌的歷史，陳學長笑著表示，在當

理工科背景出身的陳學長坦言創業前，不懂

時的年代，半導體產業尚未萌芽，社會大眾對這

賺錢只懂研發，每項技術只要量產成功後，便把

項產業似懂非懂，而課堂教育的5分鐘，陳學長

錢交給其他人賺，回頭繼續發展其他技術。成立

都必須把一本相關的書籍看懂讀透，才能融會貫

「鈦昇」後，位置改變思考事情的角度也大幅轉

通。出社會後，成為研發人員，需要什麼設備都

變，跟著他的員工背後都有一個家庭要生活，

要靠自己構思設計，為了讓機台運轉，從每一項

他對這些人有責任，因此，他放下研發人才的思

FENG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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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專訪

▲鈦昇科技為幸福企業，歡迎擁有電漿、半導體等專業
知識的學弟妹加入研發團隊。。

維，從實驗室走出來，轉而走進客戶的內心。剛

切割」設備，旗下半導體應用的 wafer level 的切

創業，資本額只有400萬，包含材料費和員工薪

割機台，其異形切割技術讓每一支 Apple Watch

資，製作1~2部設備機台，公司的資金運作就可

都可看見它的足跡。近年來，電子產品造型陸續

能會陷入周轉不靈的困局，所以，創業初期，陳

走向輕薄短小，傳統的雷射切割已漸不敷使用，

學長並未支薪，常常僅帶著一本筆記本就和客戶

其實早在20年前陳學長已開始研發「雷射微加

談生意，還好陳學長厚實的研發經驗，馬上就能

工」技術，再次為提升台灣半導體先進製程自主

了解對方需求的設備必須具備哪些功能，對於縮

核心技術做出貢獻。

短雙方溝通的時程相當有利。

目 前 也 朝「 軟 性 印 刷 電 路 板 (Flexible Print

「鈦昇」走過24年載，今年第一季合併營收

Circuit；FPC，簡稱為軟板 )」設備領域發展，軟

5.28億元，較去年第四季大增38.6％，且可以預

板廣泛應用於電腦及週邊設備、通訊產品、數位

期的將是一季比一季成長，回首過往，陳學長表

相機、消費性電子產品、汽車等範圍，尤其以通

示，企業的永續經營相當重要，從事半導體業近

訊產品、面板所占的比重最高。軟板相較於硬板

40年，看過太多同行企業樓起樓塌，他寧可放棄

具備重量較輕薄的優勢，其中「可繞曲」的特性，

眼前的一時之利，也從不妥協地大力投入研發資

對於行動與穿戴式裝置的應用，更為重要。

金。目前公司的研發人員將近110餘位，今年預

對於公司未來的發展，陳學長深具信心，他

計還會增聘20位，占集團員工總人數50% 以上。

認為電動車掀起的商機無限，而鈦昇主要產品－

陳學長自豪地表示，賺錢比我們多的企業絕對不

雷射切割與電漿設備，對於車內的電路板、IC、

在少數，但以我們這樣的資本規模，每年敢於投

LED，以及平面顯示器的切割技術完全符合應用

入一億四千萬研發資金的公司絕對屈指可數。

標準，受惠各大車廠電動車量產時程逼近，也能

看見產業脈動 研發明日之星的技術
除了電漿設備，鈦昇另一項主力項目為「雷射

迎上這波合作契機，陳學長預估3~5年內電動車
產業將會進入蓬勃發展的時代。
另外，電動車的自駕功能搭配5G 通訊系統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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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捐助慈德育幼院各項物資與善款！

▲鈦昇科技善盡社會責任，進行各項康樂活動並捐助善款！

是未來的發展趨勢，而5G 技術屬於超高頻，很

於，第一，天時－「起步早」：目前雷射切割技

容易受干擾，因此，解決電路板的屏蔽效應更顯

術分為冷加工及熱加工，前者初期投資額大，但

重要，而鈦昇預計年底會推出相關的雷射及電漿

加工精準度較高，若要降低熱加工不良率，冷加

混合製程設備，將可有效地為5G 通訊技術做出

工則是唯一解決方案。相較其他競爭對手都以發

貢獻。

展熱加工為主，鈦昇因敢於投資，領先同業掌握

狼虎相爭 半導體前景依然精彩

冷加工的頂尖技術，因此，突破重圍贏得美系廠
商青睞；第二，地利－「貼近廠商」：鈦昇總公

面對最近中美貿易戰對國內半導體產業影響

司與日月光總部同設於高雄，因地利之便，日月

的議題，陳學長提出他的看法，台灣屬於淺碟型

光提出技術需求時，鈦昇認為機不可失登門拜

經濟，很容易受到全球政治或經濟政策的影響，

訪，成為長期合作夥伴；第三，人和－「找對人

現階段不論中國或美國都強調「本土化」投資，

才」，之前在台灣飛利浦公司擔任主管的經驗，

從中央到地方全員總動員加強在地發展，無形中

對於尖端人才的培養早有一套心法，爾後，鈦昇

造成資源過度集中而產生浪費的現象，但也是在

在尋找人才上很快就能找到對的人選就定位。

這強勢的兩方彼此相互激盪下，陳學長認為未來

因應3C 產品微小化的趨勢，鈦昇對於雷射設

全球半導體業前景，期待將會迎來百花齊放的盛

備的應用已逐步朝向多元化發展，除了進行切割

況，他樂觀看待。

技術外，近年來也陸續研發雷射

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近一甲子，鈦昇從中後期

鑽孔機，日後可用於軟板等相關

加入，提供半導體封裝設備的相關開發與服務，

產品的鑽孔製程，為公司的永續

目前已成為國際級的領導廠商之一。從沒沒無聞

經營，挹注成長新動能。

到先行者的領先地位，陳學長認為鈦昇的優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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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陳坤山學長高雄校友會歷屆會長共襄盛舉。

《鈦昇科技》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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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

校友

文／黃于甄．攝影／許惠娟 (EMBA
經管

堅持走自己的路
、寶鯨建設提供
100)

勇氣、觀點、態度、如影隨形

專訪寶鯨建設公司總經理許枝旺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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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鯨清翫-榮獲2017國家卓越建設獎 卓越獎。

▼寶鯨富椿。

▼寶鯨寶椿莊A區。

人物
專訪

▼富鯨富椿-耐震標章。

許

枝旺學長畢業於逢甲大學土木系，不想走
一般土木系的監工，年紀輕輕就選擇創業，

在社會上工作多年後發現是「人」最難管理，決
定回逢甲大學念 EMBA，精進自己。7 月 10 日這
一天，我們一行人來到了台中許枝旺學長的惠來
路寶鯨會館打攪他，會館沒有富麗堂皇的外觀，
而是清雅脫俗的，從這個會館就能對許學長的建
築理念略知一二，為什麼呢？現在就讓我們一窺
許枝旺學長的建築路吧！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的建築路

▲寶鯨富椿--榮獲2016國家建築金質獎、高層住宅類全國首獎殊榮。

情，只要一有機會出國的他，便是拼命拿起相機

原是基隆人的許枝旺學長，從母校土木系畢業

對國外建築物留下記憶，許學長一直以來的夢想

後就繼續留在台中，雖然本質學能不是一般建築

就是期待能為台灣蓋出一棟棟美麗的建築物，希

系，但憑著對建築的一股傻勁和熱情，和從小就

望有朝一日可以讓市容耳目一新。

很喜歡建築的一顆心，他決定留在台中，先接觸
房地產，也因為外向的個性，讓許學長不走一般

開創台灣綠建築 友善環境 永續經營

土木系畢業後的監工工作，而是走房產代銷的工

綠建築（英語：Green Building），是指本身及

作，工作不久後便成立了他的第一間公司──御

其使用過程在生命週期中，如選址、設計、建設、

璽代銷公司。

營運、維護、翻新、拆除等各階段皆達成環境友

但業務的工作並不能滿足許學長對於建築的熱

許枝旺

小檔案

學歷：
‧逢甲大學土木系74級畢業
‧•逢甲大學EMBA高階102

善與資源有效運用的一種建築。換言之，綠色建

經歷：
‧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經營協會 第七屆理事長(民國106年)
‧•逢甲大學EMBA翔鷹羽球協會 創會長
現職：
‧寶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寶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經營協會 輔導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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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建經CEO領袖營。

築在設計上試圖從人造建築與自然環境之間取得

業，「做好每個細節，就是完美。」更是許學長

一個平衡點。而現代化綠色建築的實作可以擴充

的中心理念，所以如何蓋出外觀漂亮的建築並且

並補足古典建築設計對於經濟效益、實用性、耐

裡外皆美，又兼具結構方面安全性，能耐得起時

用度以及舒適度方面的不足。

間與地震考驗的建築，這成了學長思考的課題，

簡單的來說，綠建築就是在地球取得了多少土

也一直是公司堅持的方向與目標。「豪宅」應該

地蓋房子，便要還給地球多少綠色植物的面積。

要成為「好宅」，許學長想要蓋出的不僅是豪宅，

與環境共生、永續經營已經成為未來建築的核心

更是好宅，讓客戶回到家中之後可以安心卸下所

概念，未來建築不再是土地上取代植物的水泥盒

有的疲憊，安心舒適地窩在家中。

子，而是友善環境、同時能滿足居住需求的大型
綠色有機體。

所以寶鯨建設近年從獨棟泳池超豪墅「富椿
莊」，到獨步全台、擁稀有耐震施工級標章的「寶

全世界都在走「綠建築」的潮流，台灣的綠建

鯨富椿」；到最新推出的七期自然系建築「寶鯨

築卻寥寥可數，許學長在走訪米蘭時，參訪了驚

清翫」，都以打造「傳世家屋」的遠見，開創出

艷全世界的米蘭「垂直森林」，決定為台灣蓋一

自己與眾不同的建築路。

棟「風、光、水、綠」的台灣現代建築，因此寶
鯨清翫誕生了，不僅在台中七期眾多建築物中獨

堅持取得耐震標章 負起建商社會責任

樹一格，更獲得了國家建築金質全國首獎與國家

「耐震標章」是在921大地震後，台灣建築中

卓越建築獎的雙重肯定，許學長也期望清翫能成

心成立的認證制度，這適用於建築工程自規劃設

為一棟值得收藏的世界級自然系建築。

計、興建至完工交屋及使用執照取得之結構物耐

走自己的路 蓋一間當傳家寶的好房子

震性能的察證，察證要件包含「耐震設計品質」
與「現場施工品質」兩大項。

房屋的售價非常龐大，普遍來說，在現今的社

許學長認為，他是一個建商，他認為他的社

會，一般的中產階級窮盡一生的積蓄說不定一輩

會責任即是將每棟經由他手出品的房子都蓋到最

子都買不起一間房子。若真的買的起，也等於買

好，這就是他。許學長更自豪地說，「我們在海

屋人已經將自己一生的積蓄交給建商了，許學長

線蓋了很多大樓，也有很多透天厝，在921大地

堅定而溫柔地說「我怎麼能虧待這麼信任我的客

震時，沒有一棟倒、也沒有一棟有裂痕的，我對

戶？」訪談至此，我已經可以認定許學長是鳳毛

我所蓋出來的建築，十分有信心，因為土木出身

麟角的建商了。

的我對於建築的結構更加注重。」

許學長也特別強調，建築業真的是個良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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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第七屆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經營協會理事長(左四)。

而 最 近 十 分 轟 動 台 中 的 建 案 即 是「 寶 鯨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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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建經大師講座。

人物
專訪

▲迎光惠明嘉年華會。

椿」，富樁是台中唯3座取得耐震施工標章及國

妹們應保持學海無涯的精神，找到機會就充實自

家建築金質獎之高層住宅，更達到0.32g 的耐震

己，在工作上才能「更上一層樓」，並且要和學

標章，不僅如此，富椿是全台唯一一棟植森住宅

長姊、同學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多方和學長姊

大樓，就如同前面許學長提到的綠建築的概念，

們請教，才不會流於閉門造車的窘境。在母校受

將垂直綠化的植生牆從一樓延伸至二十三層頂

益良多的許學長更發揮「呷好道相報」的精神，

樓，不僅融合周邊低密度生活圈的環境，豐富了

邀請了多位商界的朋友一同回到母校念 EMBA，

城市地景的樣貌，也將生機引至屋內，讓人與自

讓母校的大家庭更加茁壯。

然共生，成就出擁擠城市心裡最難能可貴的居家
環境。

不畏懼 挑戰別人不敢做的

此外，許學長在公餘之時也非常熱心公益，更

筆者在訪問後和住在台中的友人聊到，剛剛

在106年擔任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的理事長，任

去訪問寶鯨建設的總經理，友人竟然笑著問我，

期內舉辦了「迎光惠明嘉年華會」，與母校管理、 「是有點貴但很有理念的那間嗎？」友人的這個
建築學院合辦的「CEO 領袖營」，帶隊至大陸、

問題讓我想到訪談中許學長說的，要蓋一棟永

北歐的「現代建築參訪見學之旅」…等，都獲得

續、環保、建材用料都好、公共設施也符合現代

極大的迴響與參與，也讓許學長更加堅定「取之

人需求的房子，實在成本太、太、太高了，光是

社會、用之社會」心思意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拿耐震標章每坪就要比一般建築多兩萬到參萬的

回到母校念EMBA 終生受益無窮
74年從母校土木系畢業的許枝旺學長，78年就
自己創業開公司當老闆了，80年就開始推出自地

成本，若是五千坪就多了一億多，成本高價格自
然也會高一點，但 CP 值絕對是物超所值的。讀
到這裡，不知道讀者們是否認同許學長對建築堅
持裡外皆美的理念呢？

自建建案了，當了這麼多年老闆的許學長，認為

無論市場如何嚴峻，許學長將繼續努力，以

自己在「經營管理」這一塊也應有所進步，尤其

「勇氣面對挑戰、用觀點成就品味、讓態度建構

「人」是最難管理的，於是乎，許學長決定要回

價值」，希望有天可以牽著孫子，指著自己蓋的

母校精進自己。「雖然這次回到母校念 EMBA 學

建築物，自豪地說「這是阿公蓋

業和工作二頭燒讓我精疲力竭，但不僅對於人脈

的建築物！」許學長也會憑著對

的擴展有幫助，對於自己在學會『管理』這一塊

建築的一股傻勁，繼續帶領寶鯨

更讓我受益良多。」

建設走向下個里程碑，也會繼續

許學長更表示，在人生這麼長的道路上，學弟

為台中的天空線寫下新的篇章。

《寶鯨建設》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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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昌堯 醫學博士
中
( 山醫學大學副校長、內科學教授
)

國人偏好提升免疫力，免疫力真的越高越好嗎？本文將為您揭露人體免疫力的奧妙

-- -了
-  解人體免疫力的奧妙

第三道防線「適應性免疫」

免疫力的三道防線

第三道防線「適應性免疫」：
這一道防線是脊椎動物特有的防衛機制，可以提供
更強的免疫特異性，並且具有免疫記憶。

1.適應性免疫的特質
■甚麼是抗原特異性
適應性免疫與先天性免疫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具
有高度的抗原特異性，也就是說適應性免疫可以有效
地「鑑識」入侵體內的病原體的「基因型」，接著迅
速的召集並大量繁殖負責對抗該基因型病原體的「反
應細胞」（例如：T細胞與B細胞）。這些反應細胞
只針對具有該基因型的病原體發動攻擊，無法對抗其
他基因型的病原體，這就是免疫的抗原特異性。不
過，這種超準確、高效率的免疫反應，必須在該病原
體入侵人體超過一次後才會產生。
■甚麼是免疫記憶細胞
當病原體第一次成功地侵入人體時，會先啟動前一
章節所述的先天性免疫系統來消滅病原體。如前述：
其中的「樹突狀細胞」在吞噬並且分解病原體（含有
各種抗原）後，將其中的抗原呈遞給體內的T或B細
胞，接著這些免疫細胞進行分裂並增生出具有「認
知」該基因型病原體的「記憶」T或B細胞，並且將
他們儲存於淋巴、血液系統內，當同一基因型病原體
第二次入侵時，便會啟動這具有抗原特異性的適應性
免疫系統。
■甚麼是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MHC）
數目龐大的各類免疫「反應細胞」無時無刻的在體
內巡弋，剷除入侵的各種病原體，雖然它們大多數具
有抗原特異性，不會隨便誤殺自己體內的細胞；但是
為了能精準的分辨敵我，人體細胞的第6號染色體上
具有一組基因叫做「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其中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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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昌堯博士專欄

MHC醣蛋白，又稱為人類白血球抗原（human

傳遞細胞的I型MHC分子共同形成複合物時，

leukocyte antigen，簡稱HLA）），它存在於大部

細胞毒性T細胞就會被激活。被激活的T細胞會

分脊椎動物的基因組中，負責執行免疫系統判定

在身體內巡弋尋找是否有帶有這一特定抗原的細

病原體（包括其它人類的細胞）為外侵物質的重

胞，一旦找到這些細胞，它們就會釋放細胞毒素，

要任務。每一個體都擁有自己獨特的MHC，如同

如穿孔素（ Perforin ），殺死細胞。

一把「個體識別鑰匙」；T或B細胞在執行任務

（2）輔助型T細胞不具有細胞毒性，無法直接

時用它來審視對方是否具有相同的MHC，有則放

清除受感染的細胞或病原體，但它們參與調控先

過、反之則殺之，這也是為何器官移殖時，要比

天性與適應性免疫反應，透過引導其他免疫細胞

對受贈者與贈與者的HLA基因型的相容性。

來完成清除任務。當輔助型T細胞的T細胞接受

2.適應性免疫系統的反應細胞：淋巴細胞

器結合II型MHC分子與抗原時就會被激活，被激
活後的它們會釋放大量的細胞激素（cytokines），

淋巴細胞是由骨髓中的造血幹細胞分化而來，

進而影響許多免疫細胞的活力，如：增強巨噬細

主要分為T細胞和B細胞，前者負責「細胞免

胞的殺菌功能以及細胞毒性T細胞的活力及激活

疫」、後者負責「體液免疫」；細胞免疫是由T

B細胞產生抗體。

細胞本身直接作戰，體液免疫是由B細胞製造抗

■ B細胞

體來作戰。T細胞和B細胞都攜帶能夠識別病原

B細胞不需要經過抗原呈遞機制來識別特定抗

體所產生的抗原（特定基因型），進而針對不同

原，它的表面具有抗原特異性接受器，負責識

的病原體產生免疫攻擊。

別不同的病原體。它們能夠吞噬在表面結合的

■ T細胞

抗原-抗體複合物，將它們分解為肽段，再將這些

T細 胞 主 要 分 為 兩 類： 細 胞 毒 性T細 胞

抗原性肽段透過其細胞表面的II型MHC分子呈遞

（cytotoxic T cell）和輔助T細胞（helper T cell）。

出來，吸引並刺激輔助型T細胞釋放淋巴激素

T細胞識別「非自身」的靶標時，如病原體，乃

（lymphokines），這些激素再激活B細胞進行

透過「抗原呈遞機制」來進行識別，需要先經抗

分裂增生，所產生的子代細胞（漿細胞plasma

原傳遞細胞，如樹突狀細胞，處理抗原（病原體

cell）能分泌出數百萬個具有抗原識別性的抗體拷

上的一些小片段）再與個體的主要組織相容性複

貝。這些抗體在血漿和淋巴液內循環，遇到表達

合體（MHC）結合後才能實現。細胞毒性T細胞

對應抗原的病原體時就會立即與之結合，被抗體

只能識別個體的I型MHC分子呈遞的抗原，而輔

所結合的病原體很快的會被補體系統或吞噬細胞

助T細胞只能識別II型MHC分子呈遞的抗原，兩

所消滅。抗體也能夠通過與細菌毒素結合或與細

者各自使用不同的「個體識別鑰匙」反映了兩類

菌或病毒的表面受體結合，直接阻止病原體的感

T細胞具有的不同功能。

染。因此，每一株的B細胞各自表達不同的抗體，

（1）細胞毒性T細胞能夠殺死被病毒（或其他

負責對抗不同的基因型的病原體，終其一生，人

病原體）感染的細胞、或受損和失去功能的細胞；

體內累積（備戰）了許多的不同B細胞株，隨時

當其細胞表面的T細胞接受器與特定抗原及抗原

對抗各種曾經相遇並「相識」的病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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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善．影響力》

翻轉大學 需要胡椒鹽教師
文．圖／侯勝宗博士(母校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教授兼所長、B型企業王道中心主任)

「學術和土地發生關係，才能產生社會影響
力」這是我這幾年學習到的實踐功課。而此種與
所處土地發生關聯性的學術研究，通常始於學術
工作者關心某一特定社會議題或自然現象開始，
而非始於純學術的學理推論而得。以下就來和大
家逆向思考一下大學教師工作的本質，想像一下
未來大學需要什麼樣類型的教師。讓我們先從學
術談起。
什麼是學術？
維 基 百 科 定 義 學 術(academic)一 詞 係 來 自

一、以「終」為「始」的學術價值鏈
對學術工作者而言，「以終為始」意指從「終
極」的人文關懷與服務，來指引「初始」學術研
究議題的規劃與設定。若將實務現象到學術發表
的歷程視為一條學術工作者的價值鏈(現有現象
→研究問題→研究構思→資料收集→教學材料→
產學互動→學術寫作→學術產出→實務意涵→改
善現象)，研究發表本身究竟是「目的」還是「手
段」？學術工作者是否誤將手段視為目的，反而
忘了做研究的初衷？

「academy」，意思是「學院的」。而「academy」
則來自拉丁文「academia」，這個詞其實來自於
地名「Akademeia」。這個地方位於古代雅典的
外圍。那裡的學校因柏拉圖而聞名。延伸來說，
Academia這個詞也可以意指「知識的累積」，在
這個意義上通常就譯為「學術」。故學者雖然身
處在大學教書，但他的學術成就與升等衡量，往
往是以「研究→教學→服務」三者的依序排列。
但是若將教師的學術探索工作重新詮釋為：以
「服務」為終(目的)，以「研究」為始(手段)，

▲以「終」為「始」的學術價值鏈。

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大不同

則其優先順序就倒過來成為「服務→教學→研究」

其實這樣的概念在理工領域的自然科學研究中

(戲稱為胡椒鹽)。因為胡椒鹽教師的研究比較能

一點也不稀奇，但是在強調人文的社會科學卻是

結合教學、接地氣，有可能創造較大社會影響力。 遙不可及。主要原因係來自這二者科學知識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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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勝宗博士專欄

的差異，以現象為出發的實務型研究，對理工領

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卻是難以推行。以商管學院

域教師是較容易進行。以工學院為例，工學院的

為例，理論與實務似乎一直是南轅北轍，管理領

研究標的物，較多是偏向於標準或待開發的技術

域的學理研究與產業所需的實務知識間的關聯性

或產品為主，研究標的物較不需要顧及「人」的

與攸關性鴻溝，似乎很難藉由大學教師的研究與

部份。此種以「物」(或技術)為研究主軸，在實

教學工作有適當的解決。但是管理是一套經世濟

務型研究議題定義清楚後，系統性地發現可解決

民的知識系統，目的在於思考組織運作與產業發

方案，最後的研究成果也較易被產業接納，進行

展，創造社會影響力。但長期以來，管理知識一

後續的產學合作或商品化推廣。故，對工學院教

直存在學術理論與產業實務分離、難以對話的困

授而言，此種實務型研究不僅是在「做研究」，

境。此種理論與實務脫節，也讓近年來愈來愈多

也是在「做產學」，兩者甚至可能密不可分。

學者紛紛呼籲管理學術界應投入於具應用性管理

例如本校「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就是一
個十分貼切的例子。該中心在周天穎特聘教授的
帶領下，不論是學術成就或產業影響力，均堪稱

知識探索與攸關組織日常實務相關研究之反思。
翻轉大學 需要胡椒鹽教師

是逢甲之光。該中心以地理資訊系統、全球衛星

對大多數研究工作者而言，目前主流學術圈仍

定位系統及遙感探測等空間專業知識為核心，配

以「研究－教學－服務」的排序為準則來決定工

合現代網路化、行動化、視覺化之技術輔助，協

作安排與時間分配，「服務－教學－研究」取向

助解決許多環境決策問題。近年更著力於圖台研

仍是學術圈內邊緣中的邊緣。此種以實務現象為

發、防災監測、資源管理、專案管理、運輸管理、

出發的入世研究，仍是眾多研究策略中一個相對

行動管理、多元尺度、服務導向、災害防救、虛

冷門的選項。但此種以「服務」為出發，以「研究」

擬實境及數位學習等技術研究與系統開發。是高

為方法的胡椒鹽取向，卻可能是最具產業價值與

度融合學術理論與實務解決於一體的研究中心。

社會影響力的學術途徑之一。

三、社會科學從事產學研究為何那麼難？

子日：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
新約聖經中耶穌也告訴門徒說：要多走一哩路《聖

因此，理工領域的產與學兩造間，彼此的研究

經，馬太福音5章41節》。是的，對大學教師而

問題與實務現象，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以「物」

言，追求頂尖研究很重要，因為它可以樹立自己

為中心來進行整合與移植。然而，此一現象在社

的學術專業與社會名聲；但是，頂尖研究的議題

會科學領域中，卻是較難以企及的。主因係社會

若能從他人(產業)的需要上出發(服務)，也不失

人文的研究與實務問題，最後都會回歸到「人」

是更好的「以終(服務)為始(研究)」之學術實踐。

的議題。

此種站在對方(學生、產業、社會、弱勢…)的需

長期以來，產學研究一直是打破學術與產業自
我的成見，彼此擁抱對方的一種有效學習模式，

要上，看到學術工作者自己的責任，願意多走一
哩路，或許才是“胡椒鹽”教師的核心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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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暨第三次理監事顧問聯席會議

友總會

學校
逢甲大

揚帆啟航
開創新局

文／朱琇伶（資訊99）、編輯組．攝影／王彥杰(通訊103)、何佳霖(風保99)、郭濟源(應數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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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創新 公益 逢甲情
甲大學校友總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

逢

用心規劃，也肯定北區及中區逢青團逐一成立，

第三次理監事顧問聯席會議，於107年7月

這是逢甲人後繼有人的最佳例證。王壘校輔長致

21日在母校啟垣廳隆重召開，一年一度的會員大

詞，期許在逢甲60周年前夕，可以完成整合校區

會，總是繫著逢甲人的心，國內外各地校友自四

與第一棟大樓等基礎建設。與會人員還有名譽總

面八方歸來，將近480位學長姐匯聚的景象，令

會長謝振裕、張山明、劉招明，以及來自海內外

人感動感恩，報到時刻，師長與學長姐們莫不把

校友會各地理監事代表們共襄盛舉。

握難得的相聚機會，親切問候加油打氣，熱絡溫

井然有序的大會圓滿完成，學長姐們款步圖書

馨的氣氛中，流暢的動線與有序的引導，莫不感

館前大合照，沿途關懷笑語不斷，短短至語文大

受到校友總會的處處貼心。

樓午膳的路上，榕樹蔥鬱松鼠雀躍，又見逢甲人

廣浩嘹亮的校歌合唱拉開會議序幕，影片中的
歷史流轉歷歷在目，停在母校水湳新校地土地點
交儀式上，逢甲大學的新局開始了。
施鵬賢總會長致詞，首先感謝台中校友會的

的溫馨與凝聚。
感謝拍照：王彥杰 ( 通訊103)、何佳霖 ( 風保
99)、 郭 濟 源 ( 應 數101)、 直 播： 張 貽 琮 ( 國 貿
85)、姚信安 ( 資訊98)、徐培峯 ( 纖複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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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七屆才藝競

校友總會第

群鷹相逢 齊心舞動
「群鷹相逢 齊心舞動」第七屆逢甲大學校友
總會才藝競賽在逢甲大學育樂館盛大舉辦，比賽
分為啦啦隊及才藝競賽兩大項目，共計啦啦隊表
演9隊、才藝競賽11隊，所有表演皆有現場直播
與精心剪輯，放置於校友總會 FB 粉絲專頁，保
留與校友們的美好時光。
此次主辦單位特邀三位專業評審，有來自大專
院校國際禮儀課程陳姿吟老師、綜藝資歷超過20
年的胖胖老師、世界國際標準舞協會創辦人暨理
事長陳蓓蓓老師皆為業界知名人士，競賽規格瞬

▲邀請專業評審參與，打造國際級競賽水準。

間提升至國際等級。
經過三個小時的龍爭虎鬥，評審老師大讚每一

栗、雲林、新竹、桃園、臺南、臺北、高雄等地

隊的表演都超高水準，難分軒輊，然而競賽不免

校友會，以及中區逢青團、EMBA 聯誼會，各地

還是要選出前三名，但可以藉此機會，建立交流

校友無不為自己所屬分會粉絲頁使出渾身解術，

情誼，相約明年再一起切磋比拚。

推廣宣傳大力拉票。比賽結果，EMBA 聯誼會發

粉絲觸及 火熱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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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企業精神，員工客戶傾巢而出拔得頭籌，中區
逢青團運用年輕優勢出動溫情攻勢奪得亞軍，臺

在揭曉競賽名次的時刻前，先揭曉 FB 校友粉

南校友會位居第三。可見網路世代裡，逢甲校友

絲頁觸及積分賽來炒熱氣氛，共10個校友會製

熱情燦爛依舊，也透過粉絲頁事先宣傳，凝聚更

作圖文並茂的粉絲專頁，參賽隊伍包括臺中、苗

多逢甲人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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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心鼓舞、士氣大振。新竹校友會則雙料上榜，

群鷹相逢 齊心舞動

成為本次活動最大黑馬，以新竹頂呱呱拿下啦啦

終於到了揭曉競賽名次的時刻，先是揭曉啦啦

隊第二名及皇上選妃拿下才藝競賽第三名。第三

隊名次，啦啦隊競賽第一名 EMBA 校友會－魔力

名則由臺南市校友會－山頂的春天，以太極氣功

Young、第二名新竹校友會－新竹頂呱呱、第三

結合輕快音樂編成簡單的舞蹈，邀請大家一起強

名臺南市校友會－山頂的春天。榮獲啦啦隊冠軍

健體魄。

的 EMBA 校友會，以東方扇舞方式呈現，讓人恍

才藝競賽第一名由台北市校友會－彩扇迎獅鼓

若置身宮廷舞蹈之中，又彷彿置身戰場，感受到

慶逢甲獲得，要傳達「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

冠軍

亞軍

啦啦隊

季軍

冠軍 EMBA 校友會
亞軍 新竹校友會
季軍 台南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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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曲目區分三個段落，首段歌曲以夜來香隱

籃高手」組合成舞蹈表演，團員多數是剛畢業十

喻越來越香，以扇舞展現逢甲風華絕代的一面，

年內的校友，對於校園生活還充滿許多回憶，要

將主題帶往高潮；接下來鳳陽花鼓登場，表達的

透過歌舞帶大家回到青澀悸動的大學生涯。台中

是學校在經營與治學上既靈活又富有創意，如同

校友會，利用快閃外拍台中13個景點創意展現逢

鳳凰展翅迎向太陽，而太陽代表的正是世界觀，

甲更行銷台中。高雄校友會，由吳秀菊學姊編類

花鼓代表精巧又富有節奏，一步步將逢甲推向世

似敦煌舞蹈，潘慧如學姊領舞，有如云湖仙子般

界的舞台。第三段廟會所表達的意境是全國各地

舞姿婆娑，讓人目不轉睛。EMBA 校友會，以空

校友會一起回到學校參加才藝競賽，展現十八般

姐空少打扮帥氣俐落的椅子舞出場，舞者之間的

武藝比較高下，如同一場廟會遶境祈福活動一樣

默契與姿態與器材故障時的臨場反應都讓人佩服

精彩熱鬧，不論輸贏都樂在其中，而楊婆婆的舞

至極。

台魅力也讓人難以忘懷。

冠軍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校友們得利

第二名由中區逢青團獲得，選定「十分鐘的戀

用好幾個月的下班時光才能呈現出如此精湛的舞

愛」、「青蘋果樂園」、「怪獸 The monster」、「灌

姿。每個校友，每個表演都不完全可以用名次可

亞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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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校友粉絲頁
觸及積分賽
以評判的。於是當名次揭曉時，所有人都不單單

第一名

EMBA校友會

第二名

中區逢青團

第三名

台南校友會

沉浸於祝賀與讚揚的氛圍中，而是讓校友們更加
珍惜這個難得相聚的時光，透過這樣的競賽讓校

黃文彬會長、EMBA 陳幼蘭學姊及台南校友會提

友們，彼此之間建構更加緊密的情誼。夜晚時分

供文字及照片。

的頒獎饗宴即將到來，校友們無不期待競賽後的
宴饗時刻。
感謝台北周純堂學長、新竹王振能會長、台中

夜樂悠揚 逢情長存
豐盛的晚宴，在學長姐緩緩的校歌聲中展開。
開場表演是由精通8種樂器、國際知名製琴藝術
家、國貿系68級蔡明助學長，與聲樂比賽鋼琴
演奏冠軍、工工系70級黃宇白學長連袂演奏「O
sole mio - Besame mucho」，可媲美國家級音樂饗
宴。此後，李秉乾校長、高承恕董事長、楊龍士
副校長接連致詞，勉勵逢甲人貢獻社會，歡慶學
校評比績優排名，賀新校地帶來更光大無疆的未
來，感謝為實踐理想共同努力的所有人。施總會

才藝競賽
冠軍 台北校友會
亞軍 中區逢青團
季軍 新竹校友會

長致謝詞，更重申「傳承、創新、公益、逢甲情」
的核心價值。
晚宴最高潮則為頒獎典禮，獎金豐厚，人人有
獎，頒獎人歡欣授獎與得獎人的興奮喜悅在相機
前表露無遺。學長姐們手上提著信望愛智能發展
中心的愛天使手工皂禮盒，口中叨念下次再聚的
誓約，心中懷抱傳承創新公益逢甲情，伴隨星光
踏上歸途。

《校友總會會員大會》
《校友總會才藝競賽》
《校友總會才藝競賽》
照片連結
照片連結
直播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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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屆菁英回娘家
相招做伴返外家
文／吳春山 (EMBA高階103)
攝影／吳春山(EMBA高階103)、陳幼蘭(EMBA高階99)、陳韋佑(EMBA經管103)

為

做了共4個階段。第一個主要活動是在回娘家的

過程雖然不像「菁英大會師」那樣廣泛動員，但

姊們，請他們將公司或個人工作室的「作品」，

也都不含糊。要歸功於所有聯誼會的幹部在歷經

如文創商品、特色糕點等，分幾個「攤位」來學

一年多來彼此溝通磨合，除建立了高度的默契

校的一樓展出，如此一來能讓整個校區看起來溫

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屆聯誼會的組長裡有

韾聚氣，讓回娘家的學長姊們有地方可以「逛」

二位「智多星」，就是來自103文創班的最佳拍

和聯誼。而第二個階段則請林院長及何執行長主

檔，江庭華學姊與楊志堅學長，在他們二位精心

持，為第11屆聯誼會的幹部們舉行一個小而溫馨

策畫及所有幹部學長姊們的齊心協力下，每次的

的「畢業典禮」，感謝所有為這一屆辛苦付出的

活動都能夠辦得盡善盡美。

學長姊們，除致贈精緻的感謝狀，並送上一束稻

了讓第11屆聯誼會整個年度的服務畫下完

美的句點，所以對「菁英回娘家」的籌備， 前一天下午就全部就緒，那就是邀幾位歷屆學長

「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誠非虛言，為
了辦好這次回娘家活動，聯誼會早在五月份起就
陸續召開會議，幾次討論後，定出活動的雛型。
「回娘家」顧名思義是希望所有已經畢業的歷屆
學長姊們在這一天都能夠攜家帶眷的返回母校，
看看久別的師長們。因此，如何讓更多的人知道
活動資訊且願意回來，成為第一要務。如何讓大
家都有參與感，活動內容能充分表達對師長們教
導恩情感激之意，讓回娘家的人有溫馨的感受，
氣氛和諧與如何傳承等等，在這樣的思考下，達
到「有愛有趣有品味」成為整個活動策畫執行的
主軸。在此前提下，初步將8月4日的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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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象徵是「真的畢業」的意思。而第三階段則是

備。為了要把隔日的活動辦好，學長姊們在責任

用餐時間，因為當天仍有許多學長姊要上課，因

感的驅使下，大家仍是冒雨前來完成任務，這樣

此用餐地點分別在三、四樓，採用自助式供餐，

無怨無悔發自內心甘願為母校無私的奉獻付出，

第四階段則是整個回娘家的重頭戲，是致贈師長

令人感動不已。

精緻禮物與向師長們「奉茶」，透過這個儀式充
分表達感謝師長們的教誨之恩。

聯誼
活動

皇天不負苦心人，回娘家當天風和日麗，所
有這屆的幹部夥伴們雖然在前一日都還和江姊一

為了準備回娘家時需要做海報與一些校區佈置

起挑燈夜戰，但大家仍是一早神采奕奕地趕到學

看板，因此需事前拍照，藝文組組長江姊登高一

校。隨著活動時間接近，許多久未碰面的師長與

呼，所有第11屆幹部在6月22日穿著屆服，一早

學長姊們，都出現在校園裡，如遠從台北及其

齊聚中科校區，依著江姊事前規劃好的腳本，在

他區域的學長姊及校友總會、學術發展基金會、

專業攝影師的精心拍攝下，成了最佳的「魔豆」，

歷屆聯誼會會長、六健會…，大家都以最歡愉的

每人臉上都充滿了喜悅的笑容，拍了許多非常有

心回娘家，活動循著規劃依序執行，最值得一提

趣的照片，都忘了一早起床趕來赴會的疲憊。

的是回娘家重頭戲的開場式，帥哥學長及美女學

為了提早預告，在回娘家的前一周，負責場佈

姊二位主持人宣佈活動開始，在音樂聲中由林院

組的學長姊們，便先回母校做好佈置，讓學校的

長、何執行長、二位副執行長親自舞獅進場，和

師長及在學的學長姊們了解，也讓大家對活動當

拍照日因出國無法參與的錦江學長和杏女學姊他

天有所期待。而正式回娘家的前一天下午，則是

們穿扮成古代新郎迎娶新娘的橋段軋一腳，還有

動員所有11屆幹部及參展的學長姊們，回校準

這一屆理事長及幹部們在屆服背上分別張貼了扮
演像是丈人、岳母、舅公、嬸婆、姨媽…等各種
角色，在所有參與者的熱烈掌聲中，正式揭開序
幕，接續師長們上台致詞，幾乎每個人都對本屆
的表現和辛苦付出做最大肯定，到由理事長致贈
師長及本屆幹部們精美禮物，和進行隆重的向師
長們「奉茶」，奉茶後在所有本屆服務團隊上台
獻唱「我只在乎你」的歌聲中，人人手中拿著理
事長送的新作「一路旺旺來」的
書依依不捨的互道明年見，整個
第11屆聯誼會的年度服務到此刻
圓滿溫馨的落幕。
▼

精英匯聚回娘家，敬師奉茶謝師恩。

《EMBA》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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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蘭州初賽 大合照。

馬來西亞
全國中學生正體字書法比賽
文／鄭鴻耀、陳聞驄 (22期海青班電子)．攝影／馬來西亞校友會

在

馬來西亞，中文普遍上已經選用簡體字為
主，加上現代科技的發達，讓年輕人使用

電子產品次數增加，對電子產品的依賴性比使用
紙本的幾率更高，以致許多學生逐漸不懂得手寫
正體字。因此馬來西亞逢甲大學校友會與台灣逢
甲大學多年來聯合主辦和推廣正體字書法比賽，
希望能鼓勵馬來西亞各類型中學生認識書法之

▲檳城州初賽高中組得獎者合照。

美，使華語文學習更具創意與魅力。
《逢甲盃》全國中學生正體字書法比賽已邁入
第九年，由馬來西亞全國各州逢甲聯委會承辦，
馬來西亞書藝協會協辦、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指

▲馬六甲州初賽高中組得獎者合照。

▲馬六甲州初賽大合照。
▲

森美蘭州初賽籌委會成員合照，左起逢甲校友會理事林國健、
財政韓康定、逢甲大學電子工程系梁詩婷助理教授、副秘書黎
祖杰, 逢甲盃籌委會主席陳聞驄副會長、查帳劉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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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族同胞伊斯蘭教徒也積極參與＜逢甲盃＞正體字書法比賽。
▼馬六甲州初賽高中組前三名優勝者合照，後排左起：馬六甲聯委
會陳志興、逢甲校友會署理會長洪定國、逢甲盃籌委會主席陳聞
驄副會長、逢甲之夜籌委會主席顏光輝、逢甲校友會陳德來會
長、三位評審老師、KENANGA 代表、逢甲校友會黃循熠副會
長，前排三位高中學生與得獎作品。

聯誼
活動

▲馬六甲州初賽。

此活動充分體現馬來西亞校友會對書法的推
廣，以及對傳承中華文化傳統藝事業的關心和重
視，實乃為對校友會的極大鞭策和鼓舞，希望能
繼續激勵並培養更多書法愛好者，創作出更多的
優秀作品。
除了森美蘭州，陸續進行的初賽分別於西馬的
檳城、馬六甲、吉打與玻璃市、雪蘭莪與吉隆坡、
柔佛、彭亨、霹靂、東海岸的吉蘭丹與登嘉樓、
東馬的沙巴以及砂拉越，共11個州屬。而全國各
州估計超過1800名學生熱烈參與初賽競技，希望
能繼續激勵並培養更多書法愛好者外，也籍此機

導，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及馬來西亞著

會推廣逢甲大學。

名台灣連鎖烘焙店雅特麵包 RT Pastry House 鼎力

初賽將分成初中組及高中組。 高中組特優獎

贊助，並獲得馬來西亞知名企業肯納格投資者有

與優秀獎學生將代表該州出席於12月15日（星

限公司 Kenanga Inverstors Berhad 為合作夥伴，

期六），於西馬南部古城馬六甲培風中學舉辦之

為此項活動增添光彩。

全國總決賽。同時也將從所有參加總決賽學生當

日前於5月19日在馬來西亞森美蘭州芙蓉中華
中學舉辦《逢甲盃》全國開幕禮，開幕當天嘉賓

中，遴選15名學生受邀前往臺灣參與5天4夜的
遊學週記活動，費用將由逢甲大學全額補助。

包括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黃克

最後，馬來西亞逢甲大學校友會成立35週年紀

忠組長、逢甲大學招生事務處戴盛柏執行長及電

念暨2018年逢甲之夜慶典，訂於12月15日（星

子工程系梁詩婷助理教授、芙蓉中華中學蔡親煬

期六）晚上6時於馬六甲培風中學盛大舉行。馬

校長，森美蘭留台同學會蕭福才會長，森美蘭教

來西亞校友會陳德來會長呼籲世界

育廳華文科余珊珊助理廳長，馬來西亞逢甲大學

各地校友踴躍出席，一起共襄盛舉。

校友會陳德來會長、楊振興顧問、籌委會主席陳

更多詳細訊息， 請瀏覽馬來西亞校

聞驄副會長。

友會官方網站 www.fcu.com.my。

《馬來西亞》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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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友會

北區系友會成立大會
文／陳延煌(建築64)．攝影／蕭長安(建築碩99)

籌

組多時的「母校逢甲建築北區系友會」，於民國107年6月24日假台北市中山
北路海霸王餐廳舉辦，新任曹源龍會長 ( 建築64)、萬波笛副會長及曾瓊瑤總

幹事、陸昱玲副總幹事、彭康祐財務幹事蒞臨典禮現場。
是日，座上嘉賓包括董事謝振裕、台北市校友會張政文會長、逢甲人月刊賴文堂
總編輯及北區各系友會機械、通訊、企管、合經、運管、會計、財金風保系、電機、
自控系等會長親臨祝賀，給予北區建築系友會莫大的鼓勵。活動中，張政文會長表
示對於北區建築系友會與台北市校友會日後的活動連結充滿期待。
母校建築專業學院黎淑婷院長偕校友總會施鵬賢總會長、高敬賢系主任、母校建
築協會前後任會長劉偉彥、王銘鴻、黃文彬等人在當天早上參觀本屆逢甲建築系畢
業展 ( 中山北路上遠東方舟流行館舉行建築設計畢業展覽 ) 後，隨即來到餐會會場與
會並致詞恭賀北區建築系友會正式成立。黎院長致詞簡介中提到，母校建築系未來
計畫，其中包括台灣第一個建築專業學院的成立，以及近年推動的小書屋計畫。
建築系友會 其來有自
大會中曾總幹事報告系友會發展的沿革脈絡，逢甲建築系歷史悠久，自民國56年
第一屆畢業至今已超過50年，培育4000名畢業生貢獻社會國家。建築系友會最早於
民國60年成立，民國82年初成立「逢甲建築人聯誼會」由戚雅各建築師擔任首任會
長，旨在結合所有與建築行業相關的逢甲校友聯誼交流，後續由多位學長一路帶領
經營長達20年，惜於101年因故中斷。
另外，民國85年在台中成立「逢甲建築系中區系友會」，後於民國99年更名為「逢
甲大學建築學系系友會」，並向政府申請立案「中華民國逢甲建築協會」，現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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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
活動

1

2

3
▲1.施鵬賢總會長
2.曹源龍會長
3.黎淑婷院長

4

4.高敬賢系主任

事長為趙英傑，逢甲建築協會近年來結合建築學院共同在偏遠地區推動「逢甲小書
屋」建設行動頗具意義。最近一年完成清水國小「逢甲小書屋」計畫，即由施鵬賢
總會長大力支持所促成的，去年亦在泰北設立海外第一間「逢甲小書屋」之建置。
本次系友會涵蓋約50年差距的學長學弟妹們，從第一屆的楊曼麟學長遠從美國回
台；以及前幾屆學長陳明男、尤正賢、王基順、薛琴、金海天學長；以及第六屆杜
樹生、羅治良學長及同班同學也從中南部北上赴會，令人動容。再加上，第八屆的
胡瀛光、高嘉榮、陳延煌及其他65-100級畢業系友，共計百餘位參與盛會。
本次大會籌備了三個月，期間召開多次會議，由杜樹生學長統籌規劃出畢業生十
年級距小組，確認各組召集聯絡人號召成員而促成此次大會。期許未來在此基礎上
能繼續擴大彼此間的交流學習與互動聯誼，增加建築系友的專業廣度，並串聯不同
領域的跨界合作機會。
大會圓滿落幕 感謝有您
新任曹源龍會長表示，感謝此次大會北區各系友會熱情參與及校友總會長施鵬
賢、謝振裕董事、黎淑婷院長、台中市校友會黃文彬會長、張政文會長、趙英傑理
事長、王銘鴻榮譽理事長 ( 中華民國逢甲建築協會 ) 歷屆學長的大力支持，以及各校
友系友會諸位領導的號召，讓本次系友會成立大會圓滿落幕。
在此，也特別感謝籌備小組的群策群力，希望未來建築人的傳承活動能
持續綿延不斷，每個人都能以身為逢甲建築人為榮。本會將舉辦多面向
聯誼活動，邀請各業界學長姊們一同交流與分享，並加強配合校友會
各項活動，屆時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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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其棟(應用數學系老師)‧圖／應用數學系提供

學習新主張：

小數界大學問
－－ 翻轉生活數學
優質的磨課師課程

近

年來由於資通訊科技的發展使得教學
型態產生巨大變化，而網路無遠弗

屆的影響力更模糊了校園界線，讓無所不
在的學習變成可能，在這波教學改革的浪
潮最引人注目的就屬磨課師了，磨課師就
是指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MOOC或MOOCs)，
為藉由網路開設可供大量學習者參與的開放式課
程，不論教材解說或測驗評量皆於線上完
成，是近期發展的重要趨勢。

學校近年也因應時代潮流，致力開發優質的磨
課師課程，106學年度則獲得教育部磨課師新星
課程計畫補助，開設「小數界大學問－翻轉生活
數學」，為數學知識的傳播提供全新管道。
歷經升學考試，一般大眾多認為數學知識即為
教科書上的內容，為了翻轉這個想法並提升全民
數學素養，「小數界大學問」的課程目標為介紹
數學科普知識，以生活經驗為導向，透過通俗自
然的方式帶領大家探索數學的王國。課程共計六
週的授課主題，以每週四個單元的教學影片傳遞
數學知識，內容包括不同領域的數學分支，有拓
樸學、圖論、密碼學、人工智慧、賽局論和統計
學等議題，教材設計結合生活經驗、歷史發展與
基礎理論三大面向，依序推進並相互呼應，先藉
由生活中能夠觀察到的現象與情境模擬激發學習
者好奇心，再連結歷史典故、發展脈絡與重要人
物，持續提升學習者興趣，然後以平易近人的口
吻介紹對應的數學概念和知識，使學習者在沒有
負擔、自然而然的前提之下具備基本知能，以強
化學習者的數理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並培養主
動學習的習慣。
以第三週和第四週密碼學與人工智慧的主題為

▲於磨課師推動成果發表會進行課程宣傳與介紹。

例，課程先介紹密碼發展的歷史典故，透過第一
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事件印證資訊安全的
重要性，然後藉由實際操作示範，帶領大家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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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數界大學問」的教材設計涵蓋生活化、趣味性與數學知識。

▼課程豐富多元的呈現方式。

加密與解密的基本流程，接下來則導入數學概念，

擇題、填空題、配對題和下拉式清單等多樣化的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說密碼設定和破解的運作原

類型，交互運用使測驗種類更加豐富，題目則聚

理，更進一步闡述現代密碼學的創新觀念和未來

焦於生活中的應用，例如判斷可一筆畫的圖形、

方向。不僅如此，課程亦介紹重要的密碼學家兼

骰子設計的原理，以及井字棋(圈圈叉叉)的有效

人工智慧學家圖靈的生平事蹟，讓大家藉此認識

取勝策略等提問，可拉近數學和現實的距離，另

科學家探究真理的堅毅性格，並展示圖靈為世人

外討論區的設置提供學習者線上互動的機會，藉

帶來的重大貢獻。除此之外，也搭配AlphaGo挑

由心得分享獲得進一步的交流啟發，最後的專題

戰圍棋高手的新聞時事，說明人工智慧為世界帶

報告則是採取同儕互評，大家觀摩彼此的作品認

來的巨大改變，將科技與生活緊密地連結，最後

識不同觀點，同時累積客觀評價他人的寶貴經驗。

更加入藝術人文的元素，藉由《魔鬼終結者》和

「小數界大學問」已經於106學年度兩度於中

《駭客任務》等電影作品的介紹，反思人工智慧

華開放教育平台(https://www.openedu.tw/)開課，

可能為人類帶來的影響與衝擊。以上範例說明本

線上註冊並完成課程的學習者涵蓋國高中生和大

課程是透過生活經驗的連結、歷史典故與時事的

學生、數學教師、師資培育生，以及對數學知識

介紹、數學概念的解說，以及知識應用與問題解

有興趣的一般大眾，皆得到一致好評樹立了優良

決等要素組合而成，兼具科技與人文，融合理性

口碑，更獲得學校推薦參加106年12月1-2日舉

與感性，是提升數學素養的優良教材。

辦的「磨課師推動成果發表暨開放教育論壇」進

本課程除了利用教學影片傳播數學知識，也規

行課程宣傳與介紹。本課程將持續改善定期開課，

劃不同型式的線上測驗供學習者檢視學習成效，

翻轉大眾對數學的刻版印象，以帶來煥然一新的

各單元皆設計合適的題目回顧教材內容，包括選

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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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結合國際體驗計畫

創造學生無限潛能(下)
文．圖／陳淑慧（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

「課程」基礎養成同學的基本能力

通

識課程與教育部國際體驗計畫的整合特色在於強調「課程」基礎養成同學的基本能力，課程有
兩門、並且兼顧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之學習模式，除了拓展國際視野，體驗不同國家文化外，

尚可實踐自我思辨、資訊搜尋與規劃、強化美學教育感知與態度、媒體製作與公民實踐能力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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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我們嘗試【打破傳統

同時瞭解語言學習的重要性。還有就是具清寒資

成績、語言與對象的限制】，傳統出國進行交換

格的學生，除了免費機票的補助，我們也補助生

或體驗的同學往往是比須通過英文檢定的測驗，

活費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的前往世界各地，我們嘗

甚至有成績排名與規範，本課程參與的對象偏向

試告訴學生這是你改變人生的一個機會，翻轉階

(1)大一、大二學生，無成績與語言檢定限制；(2)

級的一種可能，當出國之後所提升的知識與視野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同學為優先，以未曾出國者優

將使得他們更有信心面對未來。最重要的是只要

先；(3)具清寒資格者優先；(4)勇於挑戰自我/肯

學生「夠勇敢，有想法」，這趟旅行將會成為他

吃苦願意學習的同學。我們鎖定大一大二學生則

一輩子難忘的記憶，我們努力地將【以前不可能

是因為剛進到逢甲對於未來的學習正在摸索，語

出國體驗的同學變成有可能】。而不管是否出國，

言與成績門檻降低將會鼓勵更多同學參與，當他

只要參與此課程的同學，相信我們皆已經埋下「拓

們出國完成體驗勢必提升溝通與問題解決能力，

展國際視野」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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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采風｜通識教育中心｜

▲

105年度參與家扶專案(吉爾吉斯、史瓦濟蘭、敘利亞、約旦。

105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學生
參與情形（範例）

▲105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學生參與情形。

105年度參與家扶專案
（吉爾吉斯、史瓦濟蘭、敘利亞-約旦專案）實況

同學在課前瞭解到東南亞文化的概況，

參與家扶專案的同學今年8月透過外交部協助和家扶

看到東南亞在河川或是海洋的顏色呈現惡

中心到約旦的兩大難民營服務，還有各自到吉爾吉斯與

臭、混濁的土黃色，而這些黃水在台灣只

史瓦濟蘭進行拍攝影片工作，如：吉爾吉斯拍攝單車環

是出現的時間點大多發生在大雨過後、土

湖的部分，跟著BEMS足球隊的小朋友們去環繞伊薩庫

石崩塌所導致的，不像在東南亞那麼隨處

湖，過程中有五台車隨行，三台補給車，一台救護車，

可見，認為人們所利用的水資源乾淨與

一台警車，家扶中心為了安全，跟當地警察合作，請警

否，與當地居民的健康息息相關，因此，

察協助開道，避免對向車輛因為行駛過讓小朋友安全受

他們決定到東南亞的柬埔寨實際走一趟，

到威脅。而去史瓦濟蘭同學的任務則是協助家扶中心拍

希望能夠透過簡單的濾水方式來改善當地

攝宣傳片，學習瞭解家扶在史瓦濟蘭的工作內容與機構

人們所使用的水資源，所以透過教學方式

運作，看到當地的資源不足，讓學生有太多眼眶泛淚的

告訴當地學童，過程精采萬分。另外也有

機會，也體悟到學習到如何幫助他人!每趟的旅行學生總

同學到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柬埔寨

是有不同的體悟，他們學習付出也學習成長，我們都知

進行中文與英文教學，讓當地小朋友瞭解

道只要勇敢一點，他們就有無限的可能，這也是我們想

更多的台灣文化。

從課程中告訴同學的，只要你夠勇敢，這世界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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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知識饗宴

生活新知
發生車禍，雙方為肇責爭執不休，受害人該怎麼辦？
文／邱瑞利 （銀保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
76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總經理）

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權益，您知道嗎？

汽車強制保險案例探討（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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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106年3月9日下午6時，王小姐（擔任工廠作業員）
下班後騎乘重機車沿高雄市大順二路由南往北車道直行，
行至建工路口，因下雨臨時停車穿雨衣，遭後面緊跟煞
車不及之大貨車撞擊，該大貨車車輪又輾壓倒地之王小
姐右腿足部，致王小姐「右肩胛骨骨折、右腿足部遭壓
碎而足部關節（跗蹠骨）以上截肢」，造成右足殘缺。
王小姐騎乘機車之事故，雙方對肇責認定及賠償金額
無法達成共識，王小姐雖向大貨車駕駛提起訴訟請求賠
償，惟訴訟須等多久才能獲得賠償，且右足殘疾，已無
法繼續勝任原工廠作業員之工作，被迫辭職並須面臨未
來訴訟之不確定結果，不僅經濟來源無以為繼，受殘疾
之衝擊，內心哀痛無以言喻，幸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下
稱強制險）之傷害醫療給付及殘廢給付，幫助王小姐解
決燃眉之急，度過經濟之急需。

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下稱強保法）對保
障受害人之特別規定
（一）採限額無過失責任制度
依強保法第7條之規定，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
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請求
權人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財團法人汽車

保險汽車（如失竊車所發生之事故）。
4. 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定
本保險契約之汽車（如拼裝車及行駛道路之動
力機械如堆高機）。

三、申請保險給付或補償應注意事項
（一）如加害汽車（含機車）未投保強制險

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下稱特別補償基金）申

請求權人向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補償時，必須扣

請補償。

除請求權人已獲致損害賠償義務人（對造加害

（二）保險給付依法令規定之項目及金額

人）之賠償金額。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規定之給付金額：
1. 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明訂得申請給付之醫療相
關項目及限額，每人最高以20萬元為限。
2. 殘廢給付：殘廢程度分為15等級200項，金額
從5萬元至200萬元不等。
3. 死亡給付：每人死亡給付為200萬元，受害人

（二）不得申請之事由
1. 汽、機車駕駛人傷亡而未涉及他車之交通事故
(例如：自撞電桿、自摔事故)。
2. 受害人因故意或犯罪行為而傷亡者。
3. 財物損失。
（三）避免俗稱黃牛（代辦人）介入申請

死亡前之相關醫療費用，可一併申請，合計最

強制險的理賠或補償金之申請，其項目及申請

高220萬元。

金額都有法令明確規定，並不需要另付費用請

（三）受害人或其遺屬直接向產險公司請求保險
給付
為加速理賠，強保法規定，因汽車交通事故導
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請
求權人得依規定直接向產險公司請求保險給付。
（四）設置特別補償基金填補強制險之缺口

他人代辦，且保險黃牛若以不實的文件申請，
請求權人也可能受連累而需負擔刑責。

四、結論
87年強保法實施以來，截至民國106年底止，
強制險之傷害醫療給付累計4,134,081人次，殘

強制險所給付之對象為投保汽車肇事之受害人

廢給付累計195,653人次，死亡保險給付累計已

或其遺屬，並未涵蓋未投保汽車及肇事逃逸汽

達84,911人次；特別補償基金之補償件數累計

車所致受害人傷亡等。故設置特別補償基金，

49,574件。保險給付為新臺幣2,358億餘元，特

補償對象及範圍如下：

別補償基金補償支出為新台幣95億餘元，合計已

1. 事故汽車無法查究。

逾新臺幣2,453億餘元，對車禍受害者及其家屬

2. 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生活提供及時之保障，對於社會之安定發揮重大

3. 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之被

貢獻。
本文稿費捐助逢甲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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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妍 油畫個展
展期

展地

Wed

09.19

Sun

10.07

開幕式

09.21Fri 上午 10：00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美術館 A 展覽室（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 號 TEL：03-551-0201）

米克諾斯的春天 油彩 30F 2018

詩情與鄉情
體現生命．實踐美學
年輕時剛學油畫覺得很有趣。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及歲月的累積，令我領略到美術有更廣大的世界
與更豐富的人生，學問是浩瀚無垠的。在作畫之餘，我喜歡閱讀畫家的傳記、美術史及相關書籍。
1990 年代我也參訪了世界各地嚮往已久的歐美各大美術館，對古今大師的傑作做個巡禮、研究和
寫生，因此完成了許多歐洲人物、風景畫寫生的作品。

徵信錄

會員年費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台北市

姓名

國貿 59 陳惠央

會員年費
金額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1,000

桃園市

姓名

會計 104 藍羿茹

逢甲校友文教基金會捐款
金額
1,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名

台北市 財稅 62 陳鳳文

金額
20,000

台北市

國貿 61 施火灶

1,000

新竹市

會計 66 林德乾

1,000

台北市 財稅 71 林津津

20,000

台北市

銀保 63 陳志昌

1,000

新竹市

會計 75 盧昭芳

1,000

台北市 經管 96 劉約崙

10,000

台北市

水利 59 周民憲

1,000

新竹市

會計 78 蕭宗烜

1,000

台北市校友會會務捐款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名

金額

水利 71 劉國慶

1,000

新竹市

會計 78 張美慧

1,000

外文 104 牛晉怡

1,000

新竹市

會計 85 柴穗漣

1,000

台北市

交管 66 黃修全

1,000

新竹市

會計 103 胡荏禮

1,000

台北市 水利 89 何勝惟

10,000

107

台北市

企管 57 周榮憲

1,000

新竹市

會計 106 陳姿羽

1,000

台北市 合經 63 陳憲明

10,000

台北市

會計 66 蔡教傳

1,000

新竹市

會計 106 劉嘉穎

1,000

台北市 保險 62 曾玉瓊

10,000

7-8

台北市

會計 71 曾永銘

1,000

新竹市

會計 107 林語諳

1,000

台北市 國貿 58 謝振裕

30,000

台北市

會計 73 王錦川

1,000

新竹市

會計

1,000

台北市 國貿 79 吳俊賢

10,000

會員年費及會務捐款
年 月校友會

台北市
台北市

溫漢鵬

台北市 水利 55 楊頤光

10,000

台北市

會計 76 方麗櫻

1,000

新竹市

銀保 68 李正華

1,000

台北市 企管 59 郭麗群

10,000

台北市

會計 79 張習傑

1,000

新竹市

國貿 63 梁紹鈞

1,000

台北市 財稅 65 黃世明

10,000

台北市

會計 83 曾伊齡

1,000

苗栗市

紡織 102 謝政田

1,000

台北市

會計 84 謝英育

1,000

台中市

運管 75 白志隆

1,000

台北市

會計 86 林玉燕

1,000

台中市 財法所 103 劉鈞豪

1,000

北區EMBA會務捐款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名

金額

台北市 保險 60 鍾智文

10,000

台北市

會計 86 謝佩蓁

1,000

台中市

財稅 82 林佳穎

1,000

台北市 國貿 58 謝振裕

20,000

台北市

會計 86 陳苹曲

1,000

台中市

國貿 65 蘇清貴

1,000

台北市 統計 64 黃煇慶

10,000

台北市

會計 87 王億源

1,000

彰化市

紡織 57 吳清田

1,000

台南市校友會團購逢甲人 55,800

台北市

會計

王朝貴

1,000

台北市

經濟 89 廖世亮

1,000

宜蘭縣

會計 83 黃美娟

1,000

戶名：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郵政劃撥帳號：15298571
銀行：華南銀行－信維分行 149100097592

活動看板

日期 /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07/9/15

財稅系北區系友會
系友大會暨會長交接典禮

華漾飯店 ( 采漾廳 )- 中崙店

王汶督 總幹事 0932-075016 或

( 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209 號 )

台北市校友會潘小姐  02-27083427

六

10:30

107/9/29
六

8:30

107/10/20
六

11:00

107/11/3~4
六 日

8:00~17:30

107/11/3~4
六 日

10:00~17:00

聯絡人

合經系北區系友會
活力健康農場 + 三峽老街
憶童年.古早味美點 .DIY 親子歡樂遊活動
企管系所北區系友會
會員大會暨會長交接

玉喜飯店

馮振國
line ID 0958-361099

(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289 號 4 樓 )

陳文濱
0963-078395

南海路一號

台北市校友會02-27083427

潘小姐
慶祝逢甲大學校慶全國同步捐血
以逢甲熱血 溫暖社會角落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 號靠近建國花市
( 仰德大樓 3 樓 )

     

( 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 5 號出口 )

財團法人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校友子女教育獎學金頒發辦法
頒發對象：凡台北都會區校友會會員子女或直系二等
親，就讀於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品
學兼優（本學年度智育、操行均列甲等
以上）或有特殊優良表現並獲得有關單
位頒發獎項者，擇優錄取。但每位會員
每名子女就以上各學程分別以受獎一次
為限。
申請時間：1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截止

頒發名額：國小 20 名，國中 20 名，高中、職 20 名
為原則，共計 60 名。頒給獎學金國小每
名新台幣 3,000 元，國中每名新台幣 4,000
元，高中、職每名新台幣 5,000 元，並頒
發獎狀。
得獎名單預定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公布，並通知得獎
人領獎。（詳情請洽「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
會」潘小姐電話 :02-27083427  傳真 : 02-27548571。
e-mail: fengchia@ms22.hinet.net 網址 : www.fcua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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