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照達人頒獎

有機農業與實習期末圍爐

Aphid development: what´s new and different?

    為鼓勵學生於就學期間考取證照，協助學生展

現學習成果，本系於109年12月9日進行證照達人頒

獎。本系多位學生不僅專注在學業上，還利用課外

之餘考取許多證照，二年級的同學甚至考取了堆高

機操作技術士證。對於學生的優異表現，系上與有

榮焉。

    生物科技系於109年12月24日邀請臺大

昆蟲系張俊哲教授蒞臨本系做一學術專題

演講。張教授透過自身的經歷，誘發參與

課程的學生瞭解基礎科學的重要性。在張

老師的學術生涯中充滿了許多超出原訂計

畫的轉折，促使他開展蚜蟲生殖細胞研究

。此專題演講不單是純粹學術研究的分享

，更多的是教導學生看見各種意外中的可

能性，使得本系學生受用無窮。

    本系羅朝村教授授課之有機農業與實

習課程，因為有老師、助教的帶領及學生

的用心栽培，收獲了豐碩的成果。110年1

月11日進行了期末圍爐，除了課程上所栽

種的葉菜，學生還自行添購了許多食材，

煮出滿滿好料，更有多種不同口味的火鍋

可以共享，甚至還有小組突發奇想製作了

煎蔥餅。圍爐讓課程跳脫了框架，也凝聚

了參與學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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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9 生物科技系辦公室 提供

2020-12-24 生物科技系辦公室 提供

2021-01-11 生物科技系辦公室 提供

專題演講

生物科技系



陳玄茂老師蒞臨本系指導素描

恭賀本系李彥希副教授榮獲教學優良教師

    雲林縣口湖鄉知名藝術家陳玄茂，不僅以水墨畫著稱，還擅長利用蚵貝、葫蘆、石

頭等當地素材，長期在雲林沿海推廣藝術文化的他，曾獲首屆桃城美展水墨類首獎、

雲林美展水墨類首獎、青溪文藝金環獎等，獲獎無數，作品典藏在國立美術館、國父

紀念館、高雄市立美術館等各大場館。

    課程中，學生跟著老師一步一

步的畫出不同特色的素描作品，最

後也理解了畫素描時的小技巧，最

後也讓不是相關科系的學生，也可

以輕鬆上手。學生也理解光線與物

體之間的關係，可以運用想像的方

式，去找出物體亮面及暗面，並可

以運用老師所教的技巧，快速的在

紙上作表現。

    李彥希老師主要專業領域休閒環境規劃設計、景觀環境

美學研究以及創意思考設計和AutoCAD電腦繪圖，現職本系

副教授。

    教導學生運用景觀相關知識、環境規劃等，讓從未接觸

過相關領域的學生能夠了解到專業的相關知識，並在日後

不管是畢業專題又或者畢業後職場就業上都可以有所幫助

，平日老師與學生相處融洽，深受學生喜愛。

    本系106級學生發表專題，每位學生盡力的展現自己與指導老師努力

的作品，願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每個組別做的主題都不太一

樣，但獲得的成就感想必是相近的，這次專題大家堅持了一年，應該

也是最難忘的吧!之後便是我們的成果展，每位學長姐將自己的作品

擺出，像是傳承的想要給學弟妹們一個經驗，或許對未來會有幫助，

這次的專題發表以及成果展都非常成功，願所有106級學生畢業都能繼

續努力。

2020-12 休閒遊憩系辦公室 提供

2020-12 休閒遊憩系辦公室 提供

2021-01 休閒遊憩系辦公室 提供

休閒系106級專題發表&成果展

休閒遊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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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校區美人樹境教教學活動
   慶祝本校創校四十週年以及高鐵新校區的使用，通識教育中

心鼓勵學生用行動與書寫活化在地歷史，以文學建構虎尾科大

人文記憶庫；以及為促進校本部與新校區聯結，提升學生對校

園學習環境的認同感，於12月30日由國文組鄭色幸老師與張逸

品老師帶領技電子一甲與航電一甲同學，以境教活動為潛在課

程實踐場域，書寫關於虎科的校園記憶。

    本活動從深秋的美人樹花季開始，讓學生個別發掘新校區之

美，從書寫自我到連結校園的相關地景人文，以攝影結合書寫

創作，轉換學習環境、營造情境化的空間，搭配多元的教學方

法與策略，讓境教為教學帶來加分作用，而非淺層的知識傳遞

，更重要的是學生能透過體驗與實作達到深度的學習，運用創

意觀點與思維，以嶄新的視野，表現獨特與豐富的校園生活。

通識教育中心

賀!畢業校友呂思瑤同學受邀
”English Career” 專業雜誌專訪

教育部政務次長 劉孟奇
率領團隊考察莿桐國小英語教學為2030雙語國家鋪路

    本系畢業校友呂思瑤同學目前

現職東隆五金人力資源部副專員，

日前由黃珮雯老師邀請到課堂上做

協同教學分享模擬團體英文面試、

課堂英文面試實戰及美商跨文化工

作及職場經驗方享，學生透過模擬

團體英文面試以及講員評比、經驗

分享(講述法)並給予實際建議，使

同學做中，並接受立即指正，快速

吸收學習實際操作。

    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楊玉惠司長、李彥儀司長以及畢祖安參事，在本校覺文郁校長

所帶領的團隊及上銀集團總裁卓永財與董事長卓文恒團隊的陪同下，前往位於雲林莿桐鄉的

莿桐國民小學，實地了解由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與本校應用外語系攜手合作的-莿桐國小長

期英語教學計劃案，希望以莿桐國小推動外籍教師英語教學的成效，作為2030年打造雙語國

家的借鏡。

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從2011年開始，每年捐助10萬元為莿桐國小添購新書，2014年開始推動

英語外師教學，每年投入約2百萬元，累計贊助金額超過1,400萬元，2020年適逢莿桐國小百

年生日，卓文恒董事長親自蒞臨並表達

上銀科技仍然會持續與大家一起努力打

造莿桐國小成為雲林地區的標竿小學，

提升學生的素養與世界接軌，向下一個

百年邁進。

應用外語系

呂思瑤同學受邀”English Career”專業雜誌
精彩專訪內容請詳見QR Code內容。

2021-01 應用外語系辦公室 提供

2020-12 通識教育中心鄭色幸老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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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温毓詩老師執行109年教育部推動之

『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所策劃「情愛關係

培力」課程與系列活動，於10月13日舉辦一場精彩豐

富的探索體驗學習活動，邀請到臺北探索教育中心劉

豐源、張彩梅兩位資深講師，辦理「飛向心潭，翱翔

未來—人際與情愛關係活動—人際溝通篇」 工作坊。

工作坊透過兩位講師共同帶領、引導，以競賽、互動

、影片觀摩等活動，引導學生啟發好奇，進而融入過

程、挑戰競賽、達到

團隊合作與溝通，享

受自我體驗並激發創

造力（技巧、想像力

、執行能力）與成就

感，實踐創意與學習

成效的體驗活動。

虎科通識中心主辦跨校教師成長社群，研習臺語漢文，成果豐碩

飛向心潭，翱翔未來—以探索體驗活動提高學習力
「推動人際關係溝通工作坊」救國團業師強化溝通、凝聚情感

    虎科大通識中心教師李玉璽、陳怡君、莊怡文等人，申請教育部TTRC 臺灣教學資源平台

計畫獲得通過，該計畫乃是希望促成跨校專題教學社群、共同教育（國文、英文、運算思維

與程式設計、大學入門、通識）教學等社群，藉由校際資源共享，定期舉辦精進交流及專業

知能工作坊，營造教師互助共學教學氛圍。

虎科大通識中心本次以『漢學期未泯 — 臺語漢文融入大學課程創新教案設計』申請獲得通

過，主辦跨校教師成長社群，計有虎科大、嘉義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實踐大學等多所大專

院校教師，跨校、跨領域，進行教師成長社群研習。

2021年1月21日寒假期間，於虎科大通識中心一樓演講廳，進行台語漢文的教師研習成長活

動，邀請台語漢文資深專家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副理事長及擔任全台詩總校的黃哲永先生、

擅長臺語教案設計以及臺語漢詩文人調吟唱的嘉義縣東石鄉下楫國小林錦花校長蒞臨演講。

本次研習，乃是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 通過後，該法第 9 條明訂「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

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

因此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本土語言列入國高中階

段的部定課程，然而，本土語言除了日常生活用語之外

，在大學專業領域的臺語漢文學習，也必須要能與十二

年國教內容銜接起來，因此舉辦此一跨校教師成長社群

，以為因應。當日研習除虎科大通識中心的老師參與以

外，也有虎科大材料系蔡朝伊老師、雲科大柯榮三老師

、實踐大學林宏達老師、大同技術學院方婷婷老師、張

嘉倫老師、江明錦老師、林碧琴老師等多位老師，以及

嘉義朴子的台語漢文詩社-樸雅吟社的成員們與會，共

同進行學習，並與講者對話交流，成果豐碩。

通識教育中心

2021-01 通識教育中心李玉璽老師 提供

2021-01 通識教育中心温毓詩老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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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教學策略與活動設計應用：通識中心教師社群活動
    為因應網路媒介的無遠弗屆，以及學生的學習模式多元，教師須隨時代與學生狀況

精進教學策略與技巧。本學期（109-1），通識中心國文組、博雅組以及應外系等多

位教師，在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的協助下，共同組成了「跨域教學策略與活動設計應用

」教師社群。除了社群內教師們互動學習之外，還邀請業界講師經驗分享，促動新

的教學策略方法，進一步強化學生的學習興趣。本社群由王文仁老師擔任召集人，

並有王清煌老師、程諾蘭老師、陳鳳雀老師、張逸品老師、詹彩芸老師、趙育隆老師等共

同參與，在9-11月間，先後舉辦兩場次的社群內分享會議，以及兩場次的公開性活動。在社群內的

活動裡，教師們針對相關教學經驗，以及所面臨的教學困境，進行相關議題的分享與討論。透過不

同領域教師們的分享，大家更能夠深入瞭解不同學科間，教學與表現型態的差異。

    在兩個公開場次的社群活動中，先後邀請到藝術與文學兩個領域的業師，進行教學分享與實務

操作的帶領。在「快樂的秘訣－讓心光閃耀」的藝術療癒活動中，新活藝術有限公司的楊筑鈞專員

演示藝術療癒如何應用在跨領域、跨學門的教學中，並讓教師們透過體驗，創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

的作品。在文學場次的活動安排上，第二天文創的嚴忠政執行長則是在「寫作型桌遊的教學應用」

的活動裡，透過寫作型桌遊概念與實務操作的帶領，讓教師們熟悉如何將桌遊引領入教

學活動中，並予以創意的活化。兩個場次都吸引十多位教師、同學一起參與，現場

反應相當熱烈。 

    透過系列的活動可以發現，教師在具體的教學實務上，經常面臨大小

不同的課程與課外問題需要解決，而平時教師之間又缺乏有效的分享與交

流機制，透過教師社群活動的安排，從教學觀摩、工作坊到設群聚會的安

排，有利於教學問題的提出以及討論分享；同時，也能藉由聚會中經驗與

腦力的激盪，找尋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傳承虎尾科大與虎尾人文精神的「虎尾溪文學獎」決審會暨頒獎典禮於2020年11月13日下午於

虎尾科技大學圓滿落幕。本屆徵文主題為「閱讀雲林」，虎科大家長覺文郁校長與秘書室胡智熊主

秘皆撥冗出席開幕式。本次徵獎鼓勵學生以雲林生活、雲林體驗、雲林觀察作為書寫主題。過往虎

尾溪文學獎入圍者與得獎者，多能成功結合浪漫小鎮與科技校園的多元重層面貌，展現文學抒情與

鄉土空間之美。本屆更進一步期許學生，將校園生活與雲林各地景貌結合書寫，並嘗試將視角自虎

尾拓展至雲林其他鄉鎮地方。

        本屆徵文分為「圖文組」與「散文組」，兩組之下又各分為「學生組」與「社會人士組」

，讓文學獎活動不侷限於虎尾科大校園內，而是與在地鄉土及整個社會有著更深刻地互動、連結與

觀察。尤其今年的圖文組學生組部分，稿量激增，往年本組約200多份稿件，今年激增至775份稿件

，而最終入圍僅12件，最後得獎之前六名作品皆為一時之選，實為本屆虎尾溪文學獎之一大亮點。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圖文組學生組首獎作品為多媒體設計系一年級的同學，主題為「雲林

故事館」，其作品成功結合其多媒體專業、文學創作與在地風景，成為評審眼中的閃亮之星。而散

文組學生組首獎，為資工系五專部年僅十六歲的同學，其創作潛能頗令人期待。

        今年的決審會評審委員有向陽、李長青、楊双子、方梓、廖振富、馬翊航，六位專家學者

都為目前臺灣文學創作、研究

與文化藝術領域之翹楚，諸位

之蒞臨亦為本屆虎尾溪文學獎

增色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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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2021-01 通識教育中心莊怡文老師 提供

2020-12 通識教育中心王文仁老師 提供

第十四屆虎尾溪文學獎



    109學年度UVL排球聯賽開打囉!本校排球校隊由林文瑜教練帶領下，在公開二級A組

預賽歷經5場激烈比賽以第二名成績獲得晉級。

本校排球代表隊分區排名賽5場激烈比賽下以第二名的成績晉級UVL複賽！恭喜排球隊!

緊接著要比的賽程是UVL的複賽共十六隊，希望虎科女排再創佳績爭取榮耀。

    109學年度UBA籃球聯賽開始嘍！本校籃球隊在

盧譽誠教練的帶領下，在公開二級的預賽中歷經

了九場激烈比賽，以七勝兩敗的成績獲得了第3名

，晉級全國複賽。接著要比的是分區複賽，期盼

虎科籃球隊，能再創佳績，為校爭光！

    2021虎科盃全國桌球錦標賽於110年2月20日如

火如荼的舉行，本校一般組桌球隊在湯鳴遠老師

的帶領下，摘下大專組團體第三名 (楊士平、紀

耀宗、柯子濬、林祥豪、賴敬程、楊育陞、林振

宇、陳柏宇、李文勝、周世祐)、大專組個人單打

第五名 (林祥豪-碩電機一甲/賴敬程-四動機二甲

)、與大專組個人雙打第五名 (陳柏宇-四動機二

乙/李文勝-四工管一甲)。

    本次賽事由本校體育室主辦，在陳裕芬主任的

帶領，桌球隊協助賽事工作，不僅需統籌賽事規

劃，更需設想防疫的措施以利賽事進行。如此辛

勞只為提供北、中、南的各路勁旅有相互切磋球

技的平台，本校桌球隊也於寒假期間刻苦訓練，

練習時揮汗如雨且拚盡全力，最終於本次賽事獲

得豐碩的成果，球員們也信心倍增，期許110年度

全國大專運動會，虎科大桌球隊能為校增光獲取

佳績。

恭賀！！虎科大籃球代表隊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分區預賽第三名！

虎科大桌球代表隊
參加2021虎科盃全國桌球錦標賽大專組捷報

恭賀!!虎科大排球代表隊UVL大專排球聯賽
公開女生組第二級分組預賽第二名!

2021-01 體育室辦公室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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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虎科女排加油!!

# 請關注 IG: nfu_vb

# 為虎科女排加油!!

# 請關注 IG: nfu_vb

#請關注 IG: Formosa_basketball #請關注 IG: Formosa_basketball 

#請關注FB: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桌球隊 #請關注FB: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桌球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