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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紀錄逐字稿 (依發言順序排序)
彭委員 德俊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課程諮詢委員會議，針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這些或是學校一些發展
特色的這個部分，我不該有什麼意見，因為我們客家學院在晁院長的帶領下，這個大概都有
擬定一個非常好的方法。我大概就是針對說，我在實務上或是今天這個部分，我提供一點點
比較局部的意見，其實我覺得今天就是比較像座談一樣，我們就聊一聊。
我昨天大概有翻了一下，就是說之前的資料，就包含了像課程的這個部分。好像我有看
到說，各個系所，也都沒有可以跨系選課的這個部分，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沒有錯，我看到
的是這樣。但是剛剛院長還有胡主任剛剛都有提到，其實現在目前跨域來說已經是不能避免
的趨勢了，尤其像文化觀光其實又跟產業扣合在一起的，那產業其實也要搭配行銷。所以其
實我個人覺得說，這些課程是否有些選修課程是可以跨系選課的部分，如果是這樣的話，第
一個除了說可以提升學生對客家的了解，在整個視野上也可以擴展出來。我想說這個部份我
是提出這樣一個意見。

晁瑞明院長
處長，我先打個岔，以處長現在提出這一點，就是看三位主管，因為大概在 2 年前，教
育部一再的希望說我們以院為核心，大家還記得不？以院為核心，其實照理說越小的院越容
易以院為核心對不對，那現在當然我們的情況已經慢慢越能夠明瞭，理解，那現在 2 系的系
主任有沒有可以朝向思考，像譬如說彭處長提到的一些建議，其實就是以院為核心，我們共
同的一個開課，甚至包含 2 系的學生都能夠去做這方面的雨露均霑，甚至以後可以跟其他學
院做些合作，朝着這方面的課程的部分。當然我們現在談的話，我們會搬入到我們正常的會
議，一些正式的會議中去討論。所以朝着這方面，2 為主任有沒有什麼看法。
馮祥勇主任
就是說院內的話，其實只要透過院的協調技術就可以了，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容易做
到。
吳翠松所長
我這邊說一下我們的所，我們要求學生的是，他有 6 個學分是可以自由選修，那其實我
們是鼓勵大家去外所或外校修課這樣子，只要對方願意接受，回來我們就願意承認這個學
分，但這其實是跟剛才的議題有些差距的，因為之前我們就是有談過就是院這邊可以開很多
核心課程，讓各系的學生可以共同選修，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說以院為單位，
然後開一些課，只要是院內各系的學生都可以去修，不一定就是只能修各系的課，因為現在
的傾向就是一個科技的一個整合的部分，那我也是覺得這樣很方便。做一個說明，我們所是
有鼓勵學生，我們在學分上保留一個彈性，那也確實過去學生是會去在資訊所的時候，回去
修設計的課，那是因為現在是 2 個所已經轉型，但是我們還是會跟學生說可以去修學校外
所，甚至是交大或清大或中央的課，我們其實都很鼓勵，只是學生不想去那麼遙遠的地方。
胡愈寧主任
我們現在這種情況，基本上我們系的學生都想去跨行，因為我們都鼓勵跨，但是可能就
比較不會跨課業，他們就會跑去設計系，然後跑去經管系，然後回來他們會很焦慮，他們就
會覺得經營管理的已經教到哪裡，我們怎麼還沒有這種能力，他們就會很，因為我們學生真
的是滿聰明的，他們自己就會跑，他們也會自己跑去設計系，他們想要提升他的設計能力，
就會抱怨這些年我們設計老師還沒到位，類似這樣的。他們自己的主見滿高的，他們比較不
會留在客院，那反而是除了幾個課程裡面，所謂我們是硬的規定，尤其是現在大 3 的，我看
他們選，大 3 就比較聰明，他們現在都不去選，他們就會先去看別人的怎樣，因為跨域來講
就會消弱一些…就是我們不會交到那麼難，可是他會看到就是說經營管理裡面，他們跨經管
系的滿多的，還有設計系，所以他們自己會跑去找，包括今年的，他們就要和設計系的在一
起，所以這個我們一直有推，讓他們在客院選，可是好像我沒有看到他們有選到客院的，他
們都是跑到經管系旁邊，還有跑去財經系的，因為在我們這邊學財管的沒那麼難，他們會覺
得說為什麼經管系的學生在行銷還有經營管理能力比我們強，學生會這樣焦慮。我現在看客
院選的，都沒有很多人選，他們也是在看，因為前 3 週都可以退，所以他們還會看老師是誰，
而且他們的挑戰性，就是對老師的挑戰性滿強的，他們回去對老師的資歷你可不可以教我這
個，然後呢你有沒有比經管系的強，他會去看就是說他會去比較這個部分，他會想說他要怎
樣才可以在這個方面比經管系的強，他們滿會比較的。所以我覺得相對的這一點，推客語就
很困難，因為我如果把客語…我跟他們將我現在就是把客語擺在大一，3 個選 2 個，本來是
規定你一定要修的，可是到了第 2 年，我們就綁不住，因為他們的聲音實在很大，所以就變

成 3 選 2。若果我把客語放到大 2 的話，他們第二屆就知道說客語是可以 3 個，客語、客家
產經、客家歷史文化，我 3 個選 2 個就好，他們就會抵擋，就會說那我不要選客語，那我通
常就會把這個擺在第一年來設防堵線，可是他們就會覺得說，那我可以選客家歷史文化，跟
客家產經，那我就先不開，我會放到後面，就是說你先選。可是這樣子還是流失很多，其實
我們客語老師滿會教的，他們也覺得收穫很多，可是我開中級客語的時候，是選修，他們就
不來了他們跟你講會來會來，但是最後都不會來，所以也是開課不成。那還有一個就是客家
歷史文化，你就是不能用傳統的那種方式來教，因為我們這次是找客家電視台的導播，請導
播來教，那導播就會叫他們用共鳴寫歷史，那難易度滿高的，學生數位能力比較好，所以很
多都可以透過數位用 GOOGLE 寫意見，整個都弄好給你，就叫你要開課程會議、開檢討會，
他統計數字通通都有了，他全部都會做調查，加上現在他們用那種電子書，他們的能力真的
都比我好，他們 3D 上完之後，他們就會做 3D 各式各樣的模型。所以就比較難，所以一定
要去像我最近就在講客家產業一定要比他更高，而且要更時尚化，這個部分他就會要求，因
為他們用數位的能力太快了，這個部分他很容易表達，很容易擴散，他們也會自己經營 FB，
什麼都會自己弄包括我們的，你看我們所有環境佈置，那個掛布都是他們畫的，他們自己都
會畫，他們說交給我我全部幫你搞定。目前大概是這樣。
晁瑞明院長
所以我們當老師的都要加油也，因為國中生都可以開始設計課綱了，以後國中的課綱是
他們設計自己要學的了。要請教一下剛剛有講到那個有些同學對文創比較強，有些他數位就
是比較弱一點。那主任講說 3 年級開始分組，那是不是 1 年級課程規劃就分組，會不會讓他
們前 2 年就不會那麼累？
胡愈寧主任
我們有一塊是共同的，就是文本例，就是藝術概論、藝術史那些文本，而且大家也非常
多通識，我覺得學校真的要去改，因為我們學校的通識比較特別，就是有必修。
像警大裡面有分交通系，交通系裡面有分交通組、通訊組，就這樣，等於這 2 個進來的
時候就先分組，雖然都是交通底下，但是有分交通跟通訊 2 個部分，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個一年級都被通識佔滿學分，加上有一些基礎像管理學、社會學有些共同的
的課程，都在大 1，所以才會講說到了…因為有些人他們就是 3 種人，一個就是設計的；一
個就是數位的；一個就是兩邊都不是的這種人。我就是覺得這個系很時髦，我就來裡面，他
也唸的還不錯，那他大概上設計的時候經很痛苦，因為他做出來就會被老師罵到臭頭，他就
會覺得很痛苦，那會的人就是一開始就很會弄，那老師不會根據基礎，是一下就進到進階，
所以比較差的人他就很痛苦。可是另外有一種就是說 2 種都不是的那一種，他就整個還好。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大 3 才來分組，要不然就是說提早到大二分。因為他們自己也沒有很明
顯，就有一些常態分配兩邊裡面的人，有那種他本來就得獎很多的，像我們現在推甄裡面有
那種高職的，他本來就很強，他自己就會想我作品很棒，那我就來學數位這個部份。那數位
就分很多種，有些數位本來就很強的，3D 這些他也學很多，那你叫我去考 TQC 檢定會被他
罵，而且是強迫考，所以這也會有數位的段數，有些一進來就叫他比賽，所以我們去年什麼
一鄉一特色的比賽都會贏，就是因為他本來就有的，因為是跨域，我們跨設計跨數位的部分，
一方面也是我們師資 5 個。其實我在設計哪裡真的是壓力很大，因為我們現在都用兼任老師
來代理，一直沒有聘進來的話，那個缺口…其實他們常常跟我講的我都不懂，因為他們設計
也很多，數位是最近有比較好一點，數位其實我也不好，那他們就會跟我講說，這個老師跟

那個老師疊到這樣，他們都很聰明，他們都會去比，先去上課，就會說這個是什麼，應該是
什麼，他跟我們之前教的有重疊到，他都回去分辨這個部分。所以在大 2 分組是可以考慮，
可是又覺得好像又太小了一點。因為學生大學 4 年到大 3 才會進入狀況，大 1 大 2 都還是呆
呆的，所以很多人跟我說合作，很多就說要產學合作，我說不行太小了，要到大 3，像最近
就有很多人來談大家就比較容易這樣子。
晁瑞明院長
我們現在做個釐清，2 系的一個做法。現在就是說文創系，因為文創系的學生，他一旦
到了經管系，到了設計學院什麼的，他們院完全是專業型的，那可是到我們的文化創意與數
位行銷學系來講，我們是合併型的。可是相對經管學生他們不會知道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的
概念，所以當他們看到我們專業型的型態，一定覺得很大很廣闊，他們要學的東西很多。這
一類的問題為什麼文觀系沒有發生過，問題說文觀系的學生，文化觀光產業他也是文化又觀
光有是產業的，那文創就是文化創意、數位、行銷。
那為什麼文觀系沒有發生這些問題，就是學生會跑到外面去說他們那邊教的很好很棒然
後回來這邊，為什麼文觀系這類問題沒有發生。
馮祥勇主任
其實這樣講，現在學生自主性比較高，你要限制他就算是考上文觀系，也要他念文化觀
光也是會有走到別的地方，現在唸醫學的到最後在唱歌的都有，電子系電工系也有唱歌的，
所以學生自主性太強，那我們系安排學生課程，盡量必修的課程少很多。確實剛才彭處長講
的，院內跨系選修的情況是很少，最近這幾年好像我們在院裡面就是希望把院的選修課程能
夠擴大。基本上我們系也一直鼓勵客家語言的這個部分，客家文化這部分要多修一點，因為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你來苗栗也，苗栗就主要是客家，那當然都要多學客家。但是我們是日間
部啦，學生來源大概是全國，我們還是希望說你要先從在地的，因為我們客家的相對的擴大
到原住民，擴展到閩南族群，甚至我們在找新住民，我們都一直在擴展，但是就是先落實客
家，我們鼓勵學生一直要學客家的東西。我知道現在跨院選修的情況不是很理想，那學生都
是到處在外面選，回來也沒有特別表達。
晁瑞明院長
第一，譬如說我是學生，我在我們家庭是個複合式的家庭，可是我跑到人家專業行銷，
覺得人家弄得好好。所以這種觀念我們該怎樣做一些改變。
第二點，我們未來以院為核心的一些東西，我們是不是以 3 所的主管，後面要去做推動。
因為以前推不動，那現在我相信應該是可以推的動，我們應該朝這方面努力看看，以這種情
況來看的話，這種大趨勢是這樣子改變，是沒有錯，可是孩子們會有自己獨到的看法跟眼光，
就跟我女兒他做了什麼都 OK，那因為看法已經不同了，只要他們說的是，就是。那這樣的
話，看看我們的委員，不好意思喔，你看，胡主任，你一個人的議題就發散了。
彭委員 德俊
再提一個意見，就是說比較跟職涯有關，因為我上網看一下，你們聯大本身網站就有一
個職涯的導航，當然是有一些資料發展課程，不過他好像就是說學生可以自由報名，尤其就
像大 1 剛進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未來要幹嘛，那我覺得其實職涯發展是很重要的課程，要
在一進來最好就知道你未來適合的一個職涯發展，這會涉及到未來，跟就業會有關係。所以
我會建議，有沒有可能就是讓職涯規劃或職涯發展為課程變成一些選修課程，而不是說自由
報名參加，因為這樣通常學生也不見得會參加，那變成選修也許學生會比較意識到我可能回

去重視這個問題。
吳翠松所長
就是有學分的話，比較容易。
晁瑞明院長
那這樣的話，其實這種東西回到我美國唸書的，其實只要發展，以前我們修的課叫職涯
發展，所以那種情況來講，所以 20~30 年前，其實美國就有這種課程。我們的孩子其實有個
問題，這東西其實沒辦法因為早在 10 多年前，第一次的大 1 大 2 不分系，始作俑者就是我，
我那時候推動，在大業大學推動，可是推的失敗了，失敗的絕對不再大學端，是在高中端。
因為你高二的時候，你就把他數理好的要去唸理科，不好的就到社會組去，這樣子我們的高
中端就一刀這樣切了。有沒有 2 邊都不好，有啊，因為 2 邊都不行的就只能往職校發展，我
們從高中端就敗掉了，所以到我們大學端，在美國大學的話，大 1 大 2 我們不會直接聊天說
你的說你的是什麼，大 3 他們才找到他們的，是他們美國人比較幼稚，還是我們比較成熟，
這東西大家可以感覺的出來。我們的教育制度是高中就把你分了，就很無情的分開了。分開
之後呢，就變成我們到了大學之後我們就完完全全在技術上面著重。一個畫家以畫巨像的，
畫的好真栩栩如生的，那你就照相就好，幹嘛去畫，對不對，所以我們台灣教育的始終沒辦
法做到成績。
葉委員 昌玉
院長跟三位主任，剛才我聽胡主任在講的時候，有 2 個問題，我在進了聯合大學之後，
就發生過。一個就是我接到一通電話，我是聯合大學的學生，但是我不是客家學院的學生，
我想要學你們的文觀客語，請你告訴我文觀客語你要教什麼，他首先這樣問我，先考試老師。
我告訴他文觀客語我們的目標方向是什麼，你將來可能得到的能力指標是什麼，好我去試試
看，我說你願意學習我非常的歡迎，你想要學的是什麼東西，他回答我一句話，非常可愛的
一句話，沒有，我覺得客語很好玩，我去試試看。好，沒關係，你發生興趣就是你學習的動
力，我說非常歡迎你，你可以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嗎？我看看這個學生有沒有來報名，真的
來報名，而且真的好好的讀了一學期，還讀的真不錯，他不會講客家話的，還有一位同學也
是，我本來就是他的客語老師，他學期快要結束時的前 3 個禮拜，他丟了一個問題給我，老
師，我請你協助我，我到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我有一個老師的作業我要去完成，我跟哪一
位同學 2 個人一組，我說請問你，那是哪個老師出給你的作業，是俞教授出給我的作業，要
做什麼作業，懷念的台山線，我要做火車的回憶歷史，然後呢，火車的回憶歷史你要我協助
什麼，你叫我做立體的東西，因為有人告訴我你很會做那個立體 3D 的東西，他的敘述當然
我可以了解，我就說好，那請問你，我要去找火車的題材給你嗎？不用，老師我會自己畫，
這就是他自己的數位能力很強，他畫的火車真的好，而且設計出來的爺爺爸爸兒子三代如何
傳承的故事。我協助他把 2 個作品做完，作品拿去了，老師，我說怎樣，我的作業通過了，
可是我的老師一看，他就說你去找葉老師是嗎？我說對，沒錯啊，這個沒有人會做我會做啊，
可以教你，我也沒有跟你收學費，我很高興多幾個人認識我，而且認識我的才華，我就這樣
子接受學生沒有分門檻，沒有分你是誰的學生，我是來者不拒，我一向大家都知道我是來者
不拒，這樣我就打開了我跟學生的在一起的區塊。那有時候我在教學的時候，我們的主任，
對不起喔馮主任，那是前任主任，他有時候會來關心我一下，我在教學的狀況還好嗎，他說
你們的老師哪裡去了，對不起，因為我個子太矮了我常常會消失在學生當中，他找不到，老
師在這裡，老師在這裡，為什麼，下課 10 分鐘沒關係，他願意圍在我身邊。我就是這樣，

我除了會做文創商品設計還有雕刻之外，我最厲害的是我講了一輩子的客家話，所以我剛才
是胡主任給我的感想，我就把他演化一下。
晁瑞明院長
那個學生有沒有被當掉。那他是做內灣的嗎？
葉委員 昌玉
沒有，他做的非常好，而且我上課的時候他也會跑到我後面，老師我抱你一下好不好，
我說不行，老師的骨頭已經斷掉，你不能隨便抱我。
我不清楚，是做立體的火車，因為我既然來聯合大學，我也教了有一段時間，所以我想
把我教客語的感想跟大家報告。主任，院長，你們要覺得我教的可以，我就會留下來，所以
我這邊就有寫說我以文化觀光產業這個學系的主系課程選修的話，因為我有看你給我的資
料，那客語有文觀客語 1.2，初級客語還有中級客語高級客語，剛才我們胡主任也講，為什
麼初級客語有人讀，中級客語跟高級客語報名的人都不成班，我很高興，我上學期中級客語
終於成班，18 個學生，而且那 18 個學生他們就是跟其他同學一樣，可是他進入到中級客語
是，他們竟然上課時都沒滑手機，因為我的個子小小的，所以站在他旁邊，他不好意思滑手
機，我們就會一起溝通，中級客語他很認真的學，我希望他們今年去報名考試，我有答應他
們，你們只要報考 9 月的初級考試或者 11 月中高級的考試，你願意把你們報名的情況告訴
我，我願意請求學校撥一個教室給我，我免費幫你們加強，我有這個熱情，我不知道學生這
個溫度有沒有達到，我教學了 10 年，因為我從前是銀行員，我不是老師，所以我不知道應
該怎樣教學生才能接受，我只是用我的熱忱跟學生的態度結合，同學就說好，真的有不方便，
你們到老師的教室，老師有一個教室，我的教室從前開了客語宣傳班，我們教室的成績一向
很棒，那文觀客語的這班級，其實沒有差別，所以我就寫，由於目前參與客語教學我有實際
的想法，客語是一種語言，絕對不是客家人所專用的語言，任何人都可以學習的語言，他跟
英文德文發文等，都是一種溝通的工具。我每年暑假都一定參加所有的客語宣傳班，那我感
覺我去學習專業老師的知識吸收，我在其他的客語學習的這種心態，就是我教育中沒有的東
西，語言是沒有差別的，之所以有初級，中級高級只是學習中一個深入的課程而已，基礎全
部一樣的。我記得我們學校老師都說，大姐大姐你來教我講客語好不好，你來叫我注音好不
好，我一向都說 OK 來呀，可是我一直等，門也開窗也開，都沒有蚊子飛進來，我就覺得我
學習我願意付出，而且基礎都是一樣的，沒有想像中的困難，你不敢報名中級客語，你難道
報名了不是都一樣成績很好通過嗎？只差說時間多得學多一點，時間少的學少一點，學習無
畏懼是我的想法，第 3 我的想法是，多一種語言其實是多一種工具，客委會對客語非常重視，
行政院會通過了客語為國家語言，並列於其他語言，所以在我們客家人口集中的地區，一定
要努力推行客語，而且在推展的範圍推出一個口號一律放在深耕，而且叫做沉靜式教學，不
是幼兒園才能沉靜，任何一個學程都可以，只要我們把語言帶入生活，我就把客語帶到你身
邊，我有沒有把語言帶入校園，有，這就是成績。我的想法是這樣，在幼教及國小必須把客
語列為必修，不是選修了，每個禮拜一定會有一堂客語課，這個是我自己知道的。苗栗地區
的機構，都很努力的推動客語苗栗市公所，他們鼓勵員工參加認證考試，今年已經是第四年，
我是苗栗市公所的客語指導老師，已經叫我去上客語，時間排好了。我們苗栗縣政府，在局
長的統治之下他們科長也口頭發了指令給我，先輔導他們的員工今年參加認證考試，接著到
中級考試開放民眾報名，請我帶著一些宣傳師共同參與，我就帶了好幾個共同參與，他用的
時間是晚上，大家都下班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我們客家學院也一起全力推廣，這是我

最深的感觸。我在聯合大學教的這幾年，院長可以給我做證明，有一個學生，完全不是客家
人完全不懂客家話，他告訴我老師我願意參加認證考試，但是我拿到書本已經放暑假怎麼
辦，我說沒關係老師看到 LINE 給你，你每天晚上 8-10 點你有問題就 LINE 給我，我盡量配
合你，結果終於考上，而且滿分，台中市頒獎，特地打電話，你是這位同學的老師嗎，我們
邀請你一起受獎好嗎，我也是沾了這位小朋友的光，我就站在他的旁邊，跟他照相，我不是
很重要，而是我相信說語言這東西，只要是你想要。但是我的學生們，我來聯大教客語以後，
我發現我最少用到學校的資源是什麼，是沒有去上廁所，我下課休息，學生就跟我一直講。
就這樣子我覺得很好，因為我把他們當作我的孫子，我年紀比較大。胡主任你是沒看過我教
學，你隨時可以去看我教學。
馮祥勇主任
我在屏東任教的時候擔任主任，就把語言的課程列在上面，雖然是選修課，我就多列了
一句，至少要選其他語言，至少 4-6 個學分，所以我後來培育的學生，其實那是是技職院校，
他英文能力很差，可是我這樣要求之後我的學生現在好多人都到國外，每個時段都有，可是
他們敢，甚至有幾位就當空姐，所以我要跟葉老師這樣說明，這是我當主任，其實我有一個
很重要的重點，就是語言。語言不是要學到那麼精專，當然學生願意也可以，第一個我一定
把語言列入選單，不只是外語，我們也要把客語列入，這個需要學生能多去學一種語言，事
實上他的心情能更開闊，會學習更多的文化，因為透過語言去了解文化，不管是英語，法語，
日語或是德語或是客語，甚至我還想說東南亞的語系，我們是不是要挑一個，因為現在在講
新住民，越南，印尼，泰國是不是能夠取到一個，可是問題是要找到這樣的，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在跟葉老師說明一下，那未來客語這部分，因為觀光這部份不管導覽解說或者觀光服
務業，你要跟人家說明產品，都是要講，講話的話，如果我遇到東南亞的來，我至少可以講
1.2 句，遇到韓國日本也是可以講 1.2 句，那國內是不是能專精到自己的母語，或者我們聯
大這邊的客語，我真的希望可以。
葉委員 昌玉
主任我在報告一點，就是有些人說我們學這個客語，能達到什麼樣的指標，成效，除了
我們學校所定的能力指標外，我覺得當你坐在電視劇的前面，你看那些播報員，他侃侃而談
用他的專業語言，你是不是很羨慕，但是語言，他之所以可以朗朗而出的專業語言，就是他
常常在使用常常使用就可以變得專業這是我的想法，我來教那麼多的時間，我有感覺，講義
都是我親手編寫的，我不會用什麼導論去當參考書，我就是用客委會專用的那些詞彙，還有
他們所編寫的那一本客家字典，和一般他們所發的一些客家的東西，因為我要讓他們除了會
聽會講還要能夠表達出來，出去要做導覽人員，就要把這個典故敘述講故事要有本領，就是
語言要通暢。所以我有感動，我就已經做好了，我寫了 2 本客語書，一本是文觀客語，一本
是學客語可以很簡單，我這 2 本書寫好，我就放在桌子上，我很高興的跟我家國寶說，我寫
這 2 本書，可以實用，你要不要校稿一下，我家的國寶就看了，就給錢給我出版，我好高興，
我捧著著 2 本書，林老師看到了，說你這 2 本書給我，我來處理，他就以國立聯合大學出版，
申請客委會來補助，已經送案到客委會，能不能通過我不知道，假如這 2 本書順利出版，大
家就有課本可以上了，假如沒有核准補助，那這樣子我覺得對聯合大學這麼愛護我，院長謝
謝你。
晁瑞明院長
其實剛才發現，一下凝聚在客語的課程，我們說的這個之外，我們還有 3 個系所，我們

看看曾科長針對我們的文觀系文創系或是客傳所的專業課程部分或者一些制度的看法。
曾委員 文豪
院長老師還有 2 位委員大家好，今天我當委員還是有些壓力，剛剛各位都有談到經營管
理，剛好這邊我有一個可能比較不成熟的看法，就是提供給各位，現在有關經濟還有我自己
本身的災害管理大概也是針對氣候的變遷，就是說有關於我們在學校課程發展特色，我就提
供以下一個參考。在產業管理的部分，大概要認識客製化的一個時代的來臨，還有就是怎麼
去面對他，另外還有大數據的建議，這個目前是時代的潮流。談到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一個，
現在就是談到防災的部分，現在有談到休閒防災，是我們在課程裡面針對些產業防災，文化
的防災，有休閒的防災，就是可以考慮進去。在文化防災的部分可以考慮到古蹟、產業設施
在地化的地址建築物的安全，去做保存的考量。在軟體的部分，就是在火災還有天然災的避
式，怎麼去處理。在產業的部分，還有休閒區的安全資訊部分，如何去建立一個資訊，怎麼
去避開災害，應變的一個方案讓我們產業的知識。第 3 就是說，如何去應變處置，災害的防
止，產業應變的一個部分，未來國家會增加一個防災的考試，在這個部分是可以給未來畢業
學生的一個選項。這是我以上的建議。
晁瑞明院長
這個建議真的很好，其實休閒防災，產業防災，就我個人而言，只要是觀光旅遊的每個
地方都是災害，有山有水的通常都是如此。所以這方面看看馮主任可以朝着方面發展。
馮祥勇主任
過去我對防災沒有接觸，但是我們對環境教育這部分有稍微接觸，事實上可以把防災跟
環境教育結合。
胡愈寧主任
針對剛剛處長講的職涯課程，現在就是學校都有，所以我們大 1 的學生都有做測驗，那
比較大的就是說大 4 的時候，因為他就是有 4 年，學生大概就可以了解跟職場的部分，我也
是大 1 就有叫學生去做這個部分。那比較大的問題，雖然你告訴他，學校有職涯的課程，學
校有 3 個職涯老師，我覺得要職涯師要更熟，譬如他對我們還可以，對電子電機那種掌握度，
為什麼就說他們辦活動都沒人去，最常找我，甚至就是勞動部來的時候，他都會叫我幫忙，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對理工電機那邊沒有辦法。所以學校其實辦的很大，但是每次去得人不
多，測驗的話他們還是滿主動，大 1 的時候塞進去做這些部分，就是後續的續航力。學校也
有說把職涯師，就是改成雙導師，一個導師還多了職涯師，他的構想，就是說深耕計畫裡面
就有加入這個。可是我覺得，職涯師還是很重要，他必須去了解電子電機化工這些專業知識，
要不然他們對於那塊就沒有去了解，他跟我們還可以就是他常常會把一些的課程測驗到我這
邊來，他一直找我們當典範，因為測驗跟職場差距越小的話，是更有職場的部分。其實學校
的職涯師滿強的，電資院給他那麼一個大的空間，整個模擬情境都到這邊。
晁瑞明院長
謝謝，胡主任剛剛講到職涯師，其實 3 位職涯師怎麼認證的，這東西我們可以思考，甚
至想到說，那職涯師對理工電機不太通，那沒辦法，因為各行各業太廣泛。我們應該以院為
單位的職涯師，譬如理工學院，他們有理工學院的職涯師，我們學生以後做怎樣的發展，理
工電子管理人文社會還有客家學院或者設計方面…職涯師必須要了解這些東西。
胡愈寧主任
可能跟你講的一樣，一個人認養一個院。

馮祥勇主任
其實青年處推動時，大概在 10 年前，我們有一些老師，就成立一個職涯發展協會，所
以我大概知道一些部分，那時我剛好當研發長，所以對職涯也很推，所以後來才會有那些計
畫去延伸。剛剛其實我要回應彭處長講的，就以觀光來講，學生畢業以後其實出路很多，我
剛剛一直在思考說，職涯發展，能不能在我們這一部分也變成一個選修課，過去學校在職涯
規劃那部分，在一年幾有個測驗，3 年級又再一次測驗，通常是 1.3。3 年級的時候就是因為
準備要畢業，就要做比較細膩的職業測驗，一年幾大多都是興趣，我是覺得在我們系，確實
可以把職涯課程放入，讓學生重新分析，有些同學就是不適合到航空業，你身高太矮，若果
你還是要當航空業可以，只能走地勤。像我現在我自己帶班，3 年級要升 4 年級，有 1~2 個
學生我就一直唸他，因為他們個性內向溫柔婉約，都不跟人講話，我跟他打招呼，還不回我，
自己導師，跟他認識 3 年。所以每次只要有聚會，我就說像這種情況的同學，他個性很不適
合唸觀光，未來他走到觀光產業，只能做後續的研究。
晁瑞明院長
無論是從彭處長的研發或是幾位的看法，其實我有個想法，我們可能在下學期，我們新
學期開始的話，我們可能要去執行院週會，我們從來沒有執行過，我覺得我們可以利用院週
會去討論職涯的課程，我們可以把他納進來當成一個系列的演講，帶著我們全院的學生，去
引發這方面的的渴望，我們甚至可以討論進到院的課程。因為我們臺灣客家文化館，他們主
任跟副主任都要排入院週會，去做這方面的宣布，因為他們發現我們學生到他們那裡，表現
非常好，所以他們希望說跟進一步去討論。
馮祥勇主任
我們文觀這邊是一定會增加，106 已經確定了。院週會是跟職涯有相關嗎？
晁瑞明院長
院週會可以有不同的議題。
胡愈寧主任
這個要做起來其實很簡單，學校職涯資源超多，他們每次都很希望進入，所以用院跟他
講，他會非常高興，而且他可以…勞動部都會派人員下來。其實新竹已經跟我聯絡很久，他
們一直很積極。他們也會遊覽車載我們去新竹，這本來就很重要。
晁瑞明院長
我們再來思考看看。們今天彭處長這樣一語就勾起我們非常多的想法，還有包含我們曾
科長講到一些災害的旅遊休閒的方面，所以我們可以朝着這一個方面環境的一個思考結合，
還有我們葉老師，針對我們客語的一些想法。那這樣的話還有沒有一些針對我們課程的想
法，或者我們主管們有沒有看法。
彭委員 德俊
我再提一個部分，就是一個觀察，我們也希望在我們苗栗唸書的一些學生，或是外地的
學生，像剛剛院長有說，我們也希望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其實是能夠留下來，不見得一定要
是在地的，是外地人都 OK，但是你要讓他留下來其實你要讓他跟在地情感產生連結，他才
會願意留下。我有一些想法，就是課程可以跟當地社區做一些合作，例如也許我們就在社區，
在校外上課，類似這種方式，那去種下他情感連結的種子，將來他畢業之後就比較有機會留
下，甚至可以開一些服務學的課程，讓他對這個地方產生情感。
晁瑞明院長
彭處長講的，確實我是親眼看到的大湖有幾個案例，他不是這邊的學生。

胡愈寧主任
彭處長講的就是教育部現在推動的 USR，就是說一定要跨域，一定要有課程結合，那現
在目前我們是做客家美食，因為那比較近，你去其他地方要坐車子的話，都要保險都要車子。
那學校好像有，但是不知道會不會過，那到時候就是設計學院跟我們去，現在就是要認養一
個社區的社會責任。或直接結合田野調查的課程，還有就是研究方法，他們場地就是客家美
食街，設計系還有經管系。
晁瑞明院長
其實我們未來，因我我們客家學院在地紮根那麼長了，其實我們可以分門別類，去變成
各種行業，甚至把我們學生有興趣的，直接結合。
相對的，大陸現在目前的做法，他們也是很可怕，整個福建對台灣的學生，像現在大業
大學，幾乎他們的學生到福建東莞去做實習，他們畢業以後，居留高達百分之七十五。他們
創業當然是有，可是問題說，因為學生如果沒有必要他也不想離鄉背井，你知道嗎，客家人
要去遷徙的時候，如果我在那邊吃的飽睡的好，我幹嘛要遷來這裡，一定的道理，所以我們
要朝着方面努力了。那今天彭處長講的職涯發展，無論是系上的一個課程我們可以討論一
下，還有未來客語啊，還有包含防災的部分，也都可以朝着方面思考。我們今天有勞青處的，
有是文觀局的，然後我們有客語薪傳師又有文創手作工藝，以及自己本身就是校友，任職在
災害防治專長領域，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想法跟思考，那今天也謝謝 3 位的貴賓委員，都有一
直幫我們書寫。我們今天主管也提供很多回應跟想法，感謝我們的外賓委員，謝謝。今天是
一個圓滿，而且是在暑假期間，謝謝大家。

決議：請各系所參酌諮詢委員意見，進行課程規劃與討論。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