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人教育
地方創生實驗場　團隊執行經驗與成果交流
【文/秘書室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

▲李明彥副教授分享社會企業執行經驗

8月27日本校與桃園市青年事務局青年永續行動

團隊至苗栗縣卓蘭鎮辦理地方創生實驗場交流

活動，透過當地遊程及導覽，與15組各領域青

年團隊夥伴分享計畫執行經驗與成果，參訪行

程包含永安喜餅、雙連社區水梨果園產銷班，

最後前往白布帆社區進行果醋DIY。

交流講座邀請本校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李明

彥，同時也是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大梨救小校農創社企新生命-卓蘭雙連梨農產

興業計畫」共同主持人，分享執行社會企業責

任與大學社會責任的經驗。從中原大學出發，

來回車程就要超過3小時，既非苗栗鄉親也不是

水果盤商的李老師，花了５年時間陪伴苗栗偏

鄉成長與發展，而與學生在卓蘭創立「雙連梨

社會企業」，讓果農可以跳過中盤商的定價，

直接面對市場消費者，不但提高果農的收益，

雙連梨社會企業更直接捐助三成的收益，讓當

地一度瀕臨廢校的雙連國小得以保存。

參與本次活動的青年團隊都有各自擅長的領域，交流中，位於桃園市大溪區中庄的香草野園

農場負責人林詹梃表示，透過社會企業及大學的進駐，為農友帶來市場、行銷、品牌等商學

觀念，讓農友不再僅是市場的相對弱勢，而是可以靠著自身的投入來提升產出的價值，正是

他努力的目標。

活動中，本校USR計畫團隊師生也利用難得的機會分享苗栗縣卓蘭鎮、桃園市大園區、彰化

縣埔鹽鄉的地方創生案例，如何透過跨系所、跨校際的師生合作，結合在地民眾的智慧與資

源，共同振興在現代化過程中日漸衰退的文化與農業資產，建立社區永續生存經營的理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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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帆社區體驗葡萄果醋 DIY ▲水梨包裝教學與體驗

客製遊程實務講座—用旅遊分享臺灣的美好
【文/秘書室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

8月30日本校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舉

辦 「 客 製 遊 程 實 務 講 座 」 ， 邀 請 M y 

Taiwan Tour執行長吳昭輝，分享豐富的

行程規劃、客製遊程經驗，帶著我們從

「賣臺」看見臺灣之美！吳執行長打造接

待英語系國家入境旅遊的第一品牌，每年

接待超過1萬名英語系國家遊客，包括瑪

丹娜、萊恩．雷諾斯來臺指定接待。My 

Taiwan Tour整合在地旅遊資源，並藉由
團隊的外語能力與客戶深度溝通、訂製專屬行程，讓臺灣許多優質的在地旅遊資源可以讓國

際旅客看到，同時更貼近旅客的需求，這種客製化深度導覽的體驗，成功打開國際知名度。

本校各USR計畫團隊，協助地方挖掘在地文化底蘊，並形塑地方創生的產業策略，藉由盤點

各地「地、產、人」的特色資源，引導多元人才返鄉服務，使社區、聚落及偏鄉重新形塑不

同以往的風華年代。以「大梨救小校農創社企新生命-卓蘭雙連梨農產興業計畫」為例，團

隊與卓蘭壢西坪觀光協會合作，為卓蘭打造專屬的深度旅遊，不定期舉辦社區親子食農教

育、產地餐會以及農夫市集，將卓蘭地區農作跨出苗栗縣，提升曝光度及知名度。又例如今

年邁入第4年的「菱潭街興創基地」團隊，從過去沒落的老街到人潮漸漸回流的現在，目前

已整理出很完善的地下空間，並利用此空間辦理品牌課程，讓位於觀光熱區的鄰近商家們能

培養品牌意識，一起提升在地特色街區。於2020金馬影展首映的紀錄片《愛別離苦》即以

菱潭街為拍攝場景。

你會想帶國外朋友或國人到臺灣何處旅遊？在平凡的生活裡面找不平凡的風景，這個問題是

每位微旅行規劃者不斷思索的問題。吳執行長最後總結，經營場域就像經營一個品牌，必須

知道自己的亮點是什麼，才能向顧客訴說品牌的故事。

式，以不同的形式與手法，呈現不同地區的風貌及特色，同時以在地議題協助社區找到永續

經營之共識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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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視野
2021雙城國際設計工作坊
【文/設計學院】

7月30日由本校和馬來西亞思特雅大學（UCSI 

University）共同舉辦「2021雙城國際設計工作

坊」，參與的學生來自臺灣、馬來西亞、中國、

印尼與馬爾地夫等地，為期3週的設計工作坊，

除線上課程外，也踏查不同基地。

開幕式當天，透過本校USR計畫主持人陳其澎與

UCSI大學建築與環境設計學院專任助理教授兼

學院主任張集強的分享，讓學生瞭解埤塘之於生

態、河川之於都市發展的關聯和重要性，並在保

護原有水文環境的前提下，讓城市發展互利共

生，以此揭開工作坊序幕。

設計工作坊以臺灣與馬來西亞兩地為場域，進行

永續城市計畫的設計，針對桃園南崁都市計畫區

與馬來西亞冷岳河流域提出未來規劃，學生透過

各種記錄方式，採用拼貼、速寫、繪畫等技法，

以感性的方式詮釋理念，使設計規劃不限於冰冷

的圖面。8月9日於Miro線上白板進行分享，跨

越海峽的距離，表達個人對於場域的感知。

▲專案發表會

▲2021 雙城設計工作坊線上開幕

▲Miro 平台線上創作分享 ▲地景閱讀與感知詮釋

8月21日舉辦專案發表，邀請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王旭斌、樸門永續設計學會理事長林雅

容、反迫遷連線執行委員田奇峰、馬來西亞州議員許來賢、雪蘭莪旅遊局旅遊發展經理蔡依

霖分享當地的問題與解決經驗，並提供建議、給予勉勵。

陳其澎教授表示，長長的路我們慢慢地走，工作坊的結束是在地居民的開始，所有規劃不只

限定在工作坊期間，中原大學設計學院USR計畫團隊後續將與綠捷農地守護聯盟一起，進行更

周全的都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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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成立「國際雲端學院」　強化國際資源鏈結
【文/國際雲端學院】

本校於104年配合教學卓越計畫之執行，規劃以「學院格局」建立雲端學院數位教育模式，在

數位教學環境與平台建置方面，協助教師開設虛實整合雙軌並行之遠距課程，促使近５年遠

距課程顯著提升，並局部進行跨校遠距合作；而在磨課師課程發展方面，逐年開發包含藝

術、資訊、健康、商學、科普、職場等相關主題課程，榮獲教育部評選為「2020全國開放教

育優良課程」優等、「磨課師（MOOCs）標竿課程」等，展現本校數位教學之能量。

為因應數位化浪潮下更多元且超越實體疆界之互動需求，同時配合行政院提出「2030雙語國

家政策發展藍圖」，提升全體國民英語力及國際競爭力，本校於110年1月發想「國際數位學

院」之概念，整合校內數位教學及活動業務、推展國際與校際學術資源共享，於8月1日正式

成立「國際雲端學院」，下設「國際數位教學組」以及「國際數位活動組」二組，主要任務

為拓展國際姊妹校數位課程合作、建立雲端平台以推展線上學習、創建國際數位營隊與講

座、培訓數位教學知能等，藉此形塑本校數位學習環境與氛圍，鏈結外校數位課程合作共

享，同時促進學生充分運用外部教學資源以培養自主數位學習能力，深化本校數位學習發

展、拓展師生國際學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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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用合一
室內設計學系暑期實習　打造專業素養與能力
【文/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學系主任陳歷渝為提升學生的「專業素養與能力」，於暑期精心規劃實習課程，特

別邀請凱里斯圖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設計總監翁林寶（室內設計學系系友），帶領學

生前往工地、石材工廠、家具店及建商等場域進行觀摩及實作，並進行測繪放圖、3D繪製，

將理論與實務結合，提升學生專業素養與能力。

學生至工地參觀施工過程並親自體驗鋪設保護工程，從中學習到鋪設的技巧和細節；除了觀

摩師傅們裝潢各式空間純熟的技藝與工法，也走訪訂製家具店，不僅瞭解材質的特性、運

用、辨識與選擇，更學會尊重家具背後的設計巧思及默默努力的工匠。最後由翁總監及凱里

斯圖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設計師張凱傢，陪伴學生完成此次設計提案。

經過紮實的培訓，學生紛紛表示今年暑假格外充實，能夠在不同的領域上，開闊眼界、汲取

經驗，獲益良多。期許未來在室內設計的軌道上，持續精進自身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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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現場丈量 ▲觀摩師傅裝潢

創新創業實習　提升職場競爭力
【文/產學營運處創新創業發展中心】

本校創新創業發展中心於每年暑假舉辦「創業實習媒合會」，同時結合企業管理學系創新

創業實習課程，凡暑期企業實習之學生，皆可申請該課程，以落實創新創業教育深耕為目

的，透過創業實習強化學生實務經驗，鏈結未來工作所需的專業能力。110年度「創業實

習媒合會」於5月12日進行職場圓夢甄選，共54家廠商及近百位學生參與，開放逾30個實

習職缺，分為行政業務、行銷企劃、製作工程、設計編輯與資訊工程等5大類別。

暑假期間進行學生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透過問卷瞭解實習環境、職務、內容等；而在廠

商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學生感到滿意的廠商高達82%，感到非常滿意的廠商佔

18%，逾90%的廠商同意實習生畢業後優先錄用。由此可見，廠商對於本校學生表現、態

度及成效極為肯定。

創新創業發展中心輔導學生與企業接軌，從暑期新創媒合會至創新創業實習課程，整合相

關資源協助學生發展專業職能，連結學科理論與職場實戰力，縮減學用落差，使學生快速

接軌實務、產業及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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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膜競賽過程

▲創業實習媒合會 ▲學生與實習廠商進行面試

本校創新創業發展中心於每年暑假舉辦「創業實習媒合會」，同時結合企業管理學系創新

創業實習課程，凡暑期企業實習之學生，皆可申請該課程，以落實創新創業教育深耕為目

的，透過創業實習強化學生實務經驗，鏈結未來工作所需的專業能力。110年度「創業實

習媒合會」於5月12日進行職場圓夢甄選，共54家廠商及近百位學生參與，開放逾30個實

習職缺，分為行政業務、行銷企劃、製作工程、設計編輯與資訊工程等5大類別。

暑假期間進行學生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透過問卷瞭解實習環境、職務、內容等；而在廠

商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學生感到滿意的廠商高達82%，感到非常滿意的廠商佔

18%，逾90%的廠商同意實習生畢業後優先錄用。由此可見，廠商對於本校學生表現、態

度及成效極為肯定。

第六屆全國學生製膜人才培育暨製膜競賽
【文/薄膜技術研究發展中心】

「第六屆全國學生製膜人才培育暨製膜競賽」

原訂於5月29日舉行，活動前夕國內新冠肺炎

疫情突然嚴峻，考量參與人員之安全，並遵循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準則延期至8月5日辦理，

基礎理論授課與競賽規則說明係採用部分人員

於會議室實際聽講，另一部分人員以網路視訊

創新創業發展中心輔導學生與企業接軌，從暑期新創媒合會至創新創業實習課程，整合相

關資源協助學生發展專業職能，連結學科理論與職場實戰力，縮減學用落差，使學生快速

接軌實務、產業及社會需求。

方式同步進行。本次競賽有來自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元智

大學與中原大學等5校之博、碩士生以及大學生共計61位參加競賽。

競賽開幕式由本校薄膜技術研究發展中心榮

譽主任李魁然致詞。上午薄膜專業課程邀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教授胡蒨

傑、教授洪維松，以及國立宜蘭大學化學工

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教授黃書賢擔任講師，課

程內容包含薄膜技術簡介、薄膜基礎概論介

紹、製膜成膜理論以及製膜技術實務等。下

午製膜／過濾效能實務競賽，學生依據自行

調配之配方進行實務刮膜，並將所刮製之薄

膜進行50 ppm Brilliant Blue R染料溶液之奈

米過濾分離測試。

本次競賽藉由教師專業課程講授以及學員實務製膜，並進行所製薄膜之分離效能測試，參

賽學生充分瞭解薄膜基礎理論與製膜技術，受益良多；也期望透過本競賽可以吸引學生進

入薄膜科技產業，賡續發展薄膜科技、開發製膜關鍵技術，培育薄膜科技新兵。



7

高教深耕電子報 第21期

▲國立宜蘭大學黃書賢教授授課：薄膜改質實務—
滲透蒸發

2021薄膜分離技術體驗營
【文/薄膜技術研究發展中心】

薄膜科技的研發與推廣需要持續培植新生代

之人才進入薄膜領域，為了培育具備自主性

研發能力之薄膜新兵，本校薄膜技術研究發

展中心特於8月16日至20日辦理「2021薄膜

分離技術體驗營」，分別由中原大學薄膜技

術研發中心榮譽主任李魁然、教授蔡惠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授胡蒨傑、教授洪維

松，以及國立宜蘭大學教授黃書賢等3校的5

位老師擔任講員，並由2位博士後研究員、

1位博士生和7位碩士生擔任實務體驗課程之

助教，3校共24位碩士新生與專題生學員參

與本次體驗營。體驗營內容包含薄膜基礎概

論介紹、成膜機制說明、氣體分離、滲透蒸

發與奈米過濾之單元操作，以及薄膜鑑定與

改質技術之實務操作等。參與的學員不僅學

習薄膜基礎理論、製膜技術，同時也體驗薄

膜製備實務、分離操作實務及效能評估與鑑

定等，對於未來的學習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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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研價創
斜槓創業，從零到一
【文/產學營運處產業加速器暨育成中心】

7月9日產業加速器暨育成中心辦理創業講座「斜槓創業，從零到一」，邀請連續創業家、星

進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張祐禎分享創業過程。張創辦人從大學時期就開始創業，包括時間銀

行、代客遛狗、震動按摩槍、AI英文口說訓練講師等，開啟不平凡的斜槓人生，將興趣延伸為

專業，除了有多元收入外，也為自己帶來更多挑戰及發展可能性！

張創辦人表示創業過程其實就像搶銀行一樣，一

定會先有「縝密的計畫」，明確的規劃期程、分

工以及執行內容與備案；再來是「全面的隊

友」，就像許多搶匪隊伍中各個是奇才，創業團

隊中也需要研發人員、業務、營運、財務、行銷

等人才一同合作；最後就是「把錢交出來」，創

業家努力尋找資金，不管是面對客戶、投資人、

補助單位，都希望對方將錢掏出來。同時也分享

「天空、雨、傘」思考法則，從客觀事實的現

狀，慢慢分析問題、導出結論，並提出具體行

動，鍛鍊創業家掌握思考及提升問題解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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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創辦人希望學生在所有事情開始之前，必須要先找出自己的定位及興趣、盤點自身能力及專

業，再來階段性的調整、分配工作時間及職涯規劃。每個人所追求的、嚮往的未來都不一樣，

斜槓人生該如何創造沒有標準答案，只要相信自己！想要創業也不要害怕，不管是學校、政府

都提供很多的創業資源，請多善用！記得「你不一定要很厲害才開始，但你要開始才能變得很

厲害」。



跟著廣告導演盧建彰　掌握與生俱來的創意
【文/產學營運處產業加速器暨育成中心】

產業加速器暨育成中心於8月5日至６日舉辦「掌握我們本來就有的創意」線上講座，邀請曾

榮獲時報廣告金像獎影片類交通項金獎、曾任奧美及智威湯遜廣告創意總監，現為喀創意負

責人盧建彰，分享如何運用有層次邏輯的思維，把生活的經歷化為好的想法、素材，提升學

員在社群經營、品牌構築、公司提案、學校報告的提案能力以及社群影響力。

此次課程分兩階段，在入門篇盧導演教導學

員從人性、生活「採集」創意概念，透過

「觀察」生活，在習以為常的環境中發覺小

驚喜，當看見需求、看見細微，再將所見事

物做「連結」，創意就無所不在了。盧導演

自身也大量閱讀小說，藉由書中人事物的細

膩刻劃，可以看見人性。最後盧導演分享腦

力激盪法原則及創意行銷基本結構，讓學員

深刻思考創意的本質，並站在創業家的觀點

及消費者立場，尋找品牌的核心價值，提醒

學員行銷並不只是一直展現想讓消費者瞭解

的事情，而要真正從消費者立場出發。

進階篇盧導演教導學員如何讓客戶變成好客

戶、好故事從哪裡來、如何讓創意10年後回

顧仍不過時、面對企業問題及困難該如何解

決等，盧導演透過自己的作品及案例，分享

如何藉由文案的美學及邏輯，讓客戶願意聆

聽我們說話，幫助學員重新構思欲訴說的品

牌故事。

▲講員：喀創意負責人盧建彰

▲課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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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交流
視覺敘事與直觀學習
【文/通識教育中心周文鵬助理教授】 

「視覺化教學」是近年頗受關注的話題，一般多以其為「多媒體」概念的分支，以「刺激感

官」、「誘發興趣」、「吸引注意力」等功能，認識圖像、影像等「視覺內容」在教學現場

的作用。事實上，由於圖像、影像都以「成像」為基礎，而「成像」本身又是一段轉譯抽

象、形諸具體的過程，因此從敘事機制的角度來看，「視覺內容」除了包括圖片、影片等可

閱覽物、可賞析物之外，也可以是圖示、圖解、動態流程等帶有呈現性質的解說材料，以及

針對視覺接受所建構的知覺體驗。

一如世人面對表情貼圖中的黃色笑臉時，無需額外說明便能即取即用，「視覺敘事」的核心

目的，在於調用接受端既有的認知經驗，令原本只能意會的事物得以確傳確收。例如常見的

心智圖、樹狀關係圖，便是透過諸多圓圈、方塊帶出觀感化的體量意識，才進一步形成明確

的資訊單位，在使用者眼中構成堪為脈絡、堪以記憶的「體系」，甚至催化識讀過程中的預

判反應，召喚讀者預先完成邏輯化、理序化的思考準備。

以古典詩詞中的「詠物」概念為例，配合上圖，即使尚未理解技法的目的及原理，卻能夠因

為同心圓結構與大小環圈之間的串接樣貌，在極短時間內捕捉到──「詠物」這個陌生主題

至少分成兩組系統，並且在彼此具有從屬關係的情況下，各自擁有四組子項細節。而藉由

「歷歷在目」的優勢，這樣的預判基礎也極可能促使接受端持續發想「同色或不同色的小圓

是否對應？」、「虛、實線條之間有何差異？」、「兩組系統相互嵌套代表什麼意涵？」……

等懸念，令疑問成為猶如自主思考的直觀反應，與層次化、詮釋化等變用效果有所咬合，帶

動更鮮明的認／識體感。

在資訊傳達的視野中，「教學」除了作為「授予知識」的行為，亦是一段橋接條理、平衡認

知的過程。期間施者設法引導受者調動已知、轉化思路，使其利用既有經驗容受未知事物，

得出名為「理解」的結果。也因此，雖然「教育」一詞無疑與「培才潤性、修識養德」互為

▲詠物概念示意圖 1~2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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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裡，但在內涵背後，「育」字本身「使成長」、「使萌發」的意義，卻同時可以讀成「支

持學生獲取知覺節點，期許終能自行辨察體系、跨域融通」。換言之，如果「啟蒙」與「素

養」一體兩面，意謂「協助某人對事物有感、能思、廣見」，而非單指知識資料的載入，那

麼作為搭配講授、討論、實作等教學活動的經／驗塑造手段，就策略維度而言，視覺轉化甚

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全像攝影（Holography）等敘事形式的點位化、階項化效

應，其實仍蘊藏著豐沛的可開發能量，值得教者、學人續作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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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快訊
AWS雲端服務在AI的應用

活動日期：110年10月26日
活動地點：張靜愚紀念圖書館101室（SNG教室）
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聯絡方式：黃翊恩 03-2652046

農村服務啟動學生系統化思考之關鍵教學法

活動日期：110年10月28日
活動地點：張靜愚紀念圖書館103室（普仁小集）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中心
聯絡方式：范昱如 03-2652153

發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發 行 人：李英明
總 編 輯：洪穎怡
執行編輯：楊舒涵
編      輯：游釔鈞、張欣怡
美術編輯：謝孟儒
電      話：(03)265-2531~3

UCAN&iCAP是什麼？大學課程如何運用

活動日期：110年11月12日
活動地點：張靜愚紀念圖書館103室（普仁小集）
主辦單位：職涯發展處產業人才培育中心
聯絡方式：廖晨如 03-2651562

不要只用你的眼睛看──重返《斯卡羅》的故事現場

活動日期：110年11月24日
活動地點：真知教學大樓812室
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聯絡方式：曾宇禎 03-2656877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