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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2022「冬日輕營隊」 第 1 天 課程簡介 

課程日期：2022 年 2 月 19 日(六) 

 

 

01. 畜產系 – 冰淇淋的理化原理與實作  

想知道如何製做香濃綿密的冰淇淋嗎？畜產系

教你使用東海優質鮮乳製做出好吃的冰淇淋，從

冰淇淋的組成份了解其理化特質及原理，藉由親

手操成製做出美味冰淇淋，超有成就感！ 

 

02. 食科系 – 季節限定-食品加工的奧妙  

以當季優質食材為基底，進行原材料的加工處

理，以實作方式體驗食品加工製成，達到說寫作

一致的效果。 

 

03. 食科系 – 養樂多喝過，米樂多聽過嗎？  

養樂多是我們小時候的回憶，甜甜的口感，微酸

的滋味，滿足味蕾的渴望；除了養樂多，現在多

一個新選擇，日常食用的米也可以做出像養樂多

一樣充滿甜蜜滋味的乳酸飲料哦。 

 

04. 財金系 – 投資遊戲  

「魷魚遊戲」一片反應出現實社會的無奈，但也

體現出理財觀的重要性。「財務素養」的提升已

成為每個學子必修的重要課題。本課程內容: 

1. 讓同學認識金融市場中股票、ETF、共同基

金、債券，期貨、選擇權等投資工具。 

2. 透過「股票交易模擬投資平台」實作，讓

課程參與者體驗真實證券市場的漲跌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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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國貿系 – 經貿素養：從貨幣、匯率，到

國際企業 
信用卡是不是貨幣？比特幣是貨幣嗎？什麼是
量化寬鬆(QE)？如何運用簡單的供需原理去判
斷貨幣數量如何影響通膨、利率、匯率？匯率的
變動對國際企業有何影響？不與外國有任何往
來的企業就不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嗎？參與本課
程能讓你有自信地回答以上問題，並藉此提升國
際經貿專業的基本素養。 
 
課程目標： 
1. 了解什麼是貨幣。 
2. 知道什麼是物價水準、利率、匯率。 
3. 理解貨幣的數量如何影響物價水準、利率、

匯率。 
4. 能判斷匯率的變動如何影響企業的收入及成

本。 
 

課程流程 (內容細節)： 
第一節課： 
1. 清楚貨幣的三大功能並能據以判斷「某物是

否為貨幣」。 
2. 了解貨幣如何二分為通貨淨額及存款貨幣。 
3. 能分辨中央銀行及商業銀行在貨幣市場中扮

演的不同角色。 
4. 知道什麼是物價水準、利率、匯率。 
 
第二節課： 
1. 能從供需原理判斷貨幣的數量如何影響物價

水準、利率、匯率。 
2. 理解為何匯率是影響國際企業的重要變數。 
3. 能從產業競爭的觀點判斷匯率的升、貶值會

如何影響企業的收入及成本。 

 

 

06. 企管系 – 五力全開 : 企業管理學什麼 

高中課程中，僅在公民課中會觸及商管相關議

題，學生們相對不了解商管科系的學習內容為

何，範圍這樣寬廣，又如何與未來職涯接軌？本

課程將提供簡易架構讓高中生了解如何連結自

己的興趣與科系，介紹商管領域的內容與校系，

以及東海企管系的特色課程及職涯接軌設計，並

旁及自主學習計畫的規劃。 

 

07. 歷史系 – 歷史與紀錄片製作 

如何將史實材料進行有創意的處理過程？本課

程將講解歷史紀錄片製作的方法與步驟。從主題

的擬定與題材的發想，到資料的蒐集與方法；從

構想與腳本撰寫到口述訪問、拍攝/整理拍攝/取

得之素材，逐一瞭解前製作業與後製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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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物理系 – 粒子物理的世界 

介紹物理學家、探索和發現微觀世界、物質的組

成和交互作用的歷史發展與理論成果。 

 

09. 音樂系 – 新時代的古典音樂 

本課程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由經常與國家級音樂場館擔任導聆、講

座的蔡永凱老師，為大家介紹國內外傑出的演出

團體，如何將一些經典的古典曲目，透過有創意

的方式再次詮釋，引發現代聽眾的共鳴。 

第二部分則由作曲家許德彰老師以當今跨域古

典音樂製作為例，介紹現今音樂會製作的趨勢和

當中的科技元素。 

 

10. 物理系 – 那一道神奇的光 : 雷射 

由於良好的光學特性，雷射被普遍的應用在各類

的高科技產品中。另外，雷射也是很多科學研究

不可或缺的工具。究竟雷射光源跟其他光源有什

麼不一樣?又是什麼樣的物理機制造就了雷射的

特殊性質?雷射又有哪些你意想不到的應用呢?

這些問題在本課程中將會為你一一介紹。 

 

11. 化學系 – 讓開!都給我電電!  

你是否曾經對藝術懷抱夢想，卻又因為某些原因

向現實妥協？ 

又或是你想知道台積電強大背後的秘訣？ 

本課程介紹電蝕刻的原理與應用，使你身在化學

心在藝術，重新拾起對夢想的追求，踏上斜槓之

路的第一步。 

 

12. 物理系 – 探索奈米世界的科學工具  

介紹數種用於奈米材料分析的貴重儀器，包含電

子顯微鏡、高解析 X 光繞射儀、掃描探針顯微

鏡，從原理到應用，讓你知道科學家如何觀察奈

米材料。將有儀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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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2022「冬日輕營隊」 第 2 天 課程簡介 

課程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日) 

 

 

13. 資管系 – 發掘你的大數據解析能力  

To see is to believe! 有圖有真相! 哇!! 大數據

熱潮橫掃全球，對你來說還只是個陌生的名詞

嗎？從數字與視覺化圖表中解讀出重要訊息，從

數字中分析出未來趨勢。帶你實際操作、深入認

識巨量資料，發掘你的解析能力。運用 R 語言為

工具體驗如何運用你的資料來做數據分析等方

式。活動行程： 

• 何謂大數據資料分析 

• 實作一：讓你使用圖表來理解資料分析 

• 實作二：手把手大數據資料分析 

 

14. 資管系 – 翻轉人類未來的 AI 科技：機

器學習初體驗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人

類製造出來的機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它從早期

是以更聰明的機器手臂取代工廠裡的勞工，到機

器學習過濾垃圾郵件，分析我們的行為並且投放

相關的廣告，近來年由於深度學習技術的突破，

無人車即將取代司機，甚至靠腦力的白領工作都

岌岌可危，所以趕緊來體會到底什麼是機器學

習？什麼又是深度學習呢？活動行程： 

• 何謂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介紹 

• 實作一：美國亞馬遜公司 AWS 雲端新科技
與 AI 體驗 

• 實作二：手把手機器學習體驗 

 

 

15. 資管系 –  AWS amazon go AI 無人

商店來臨囉! 讓我們一起認識美國亞馬

遜公司 AWS 雲端與 AI 新科技  

Amazon 美國亞馬遜公司(全美最大電子商務網

站)日前推出的無人超商 amazon go! 已經掀

起零售業話題。 而 AWS 雲端新的服務大力擁

抱 AI，涵蓋機器學習、即時影片分析、自然語

言處理、翻譯及 AI 攝影機。此次營隊讓你能了

解箇中有趣的 AI 與 雲計算 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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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電機系 – 高中生也聽得懂 AI (1)-AI 的

起手式 

本課程是針對高中生，講授人工智慧的發展歷

史、基本概念以及實際應用，使學生理解人工智

能的基本原理，特別是數據、演算法與應用之間

的相互關係。本課程考量高中學生已經具有足夠

的數理基礎，所以著重介紹三種機器學習類型，

包含：監督式學習、非監督式學習與強化學習。

因此，除了簡介人工智慧及提供背景知識之外，

主要課程內容是機器學習領域中最具代表性的

監督式學習及非監督式學習介紹。 

 

17. 資工系 –  AIoT 應用 

透過理論知識的講解與實作體驗，透過 Python

程式設計並使用遷移式學習與物件辨識模組，結

合一些實際的專案，讓學生們感受到 AI 在現今

生活中的廣泛應用與強大功能，使同學們對 AI

的應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掌握。 

 

18. 資工系 – 理工領域-書審面試大解密 

理工領域-如何準備書審資料、歸納學習成果、

善用電腦輔助工具做書審。面試穿搭、問答與技

巧等。 

 

20. 法律系 – 網路使用如何避免踩到法律

地雷 

你知道網路使用如何避免踩到法律地雷嗎？本

課程將向同學介紹，網路使用常見的刑法、著作

權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問題，並將以實際案例進

行解說，使法律的規定不再枯燥，非常容易理

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