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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大學伴‧偏鄉善」  

榮獲《遠見》第二屆 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首獎 
2021.04.08 逢甲週報 

《遠見》雜誌自2020年起，向全國各大學公開徵選「USR傑出方案」，開辦

USR大學社會責任獎。2021年辦理第二屆，不僅增加組別，還擴大徵件，歷經書

審、面審後，4月8日正式公布獲獎名單， 

本校「最懂計程車司機的教授」-侯勝宗老師，以「大學伴‧偏鄉善」榮獲福

祉共生組首獎。 

侯老師與李秉乾校長及社會創新學院翟本瑞院長一同北上參加頒獎典禮；李

校長同時獲邀參加校長座談，分享推動USR的成果與甘苦經驗。 

 
逢甲大學「大學伴‧偏鄉善」榮獲福祉共生組首獎， 

由李秉乾校長(中)與侯勝宗老師(右)接受高希均董事長頒獎。 

 
李校長(右 2)獲邀參加校長座談，與其他 3 校校長一同分享推動 USR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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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屆USR大學社會責任獎，分成「產業共創」「生態共好」「在地共融」「福祉

共生」和「國際共享」5個組別，共收到142件參賽方案。為完整檢視USR成果，

《遠見》邀產官學研共9位專家擔任評審，深度訪談大學實踐方案的做法與精神，

最終頒出16個獎項，獲獎率僅11.2%。4件獲得首獎的USR方案（國際共享組首獎

從缺），都掌握了善用學術專業解決問題、納入產業思惟、培養獨立能力及創造

新商業模式四大重要關鍵。 

侯老師獲得首獎的「大學伴‧偏鄉善」方案，結合計程車與復康巴士為偏鄉

長者接駁與送餐，首創臺灣偏鄉部落醫療接送共享服務模式。兩年在全臺各地完

成26.5萬趟交通接送，光梨山接送總公里數就高達11.5萬公里，改善偏鄉居民的

就醫交通困難。侯老師成功經驗還移植到新北市，協助建置「新北市長照交通接

送服務平臺」，同樣透過資訊科技的幫助，不僅大幅提升車輛的服務效能，也成

功開創了可持續性的商業模式；甚至影響中央政策，鬆綁偏鄉醫療服務白牌車的

法令限制。 

《遠見》雜誌表示，USR大學社會責任獎的選拔，是為了鼓勵各大學回歸「人

才培育」的初心，把USR從過去刻板印象的「學生下鄉志工服務」轉化為「大學

輔導地方提升」，進一步接軌國際，複製臺灣成功經驗到世界各地，連結到17項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李秉乾校長、翟本瑞院長及侯勝宗老師，與楊瑪利社長合影。 

如同李校長一再強調的，逢甲大學不是為了做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而投入社會

參與事務，大學社會責任已經是逢甲大學課程改革內涵。除了「大學伴‧偏鄉善」

外，逢甲師生還有「臺中市文化城中城地方創生計畫」、「綠色諧能-循環永續之

國際共好計畫」和「部落創生的參與者共保系統計畫」等多個USR計畫在進行，

希望透過課程、專案或社區真實的困境，經由創意思考、團隊合作、導入技術，

設計出解決方案，有效改變過去困境，產生真正的Impacts，踏實地體現逢甲大學

的社會責任！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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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19-4/28 節目單 
  

陳思穎撰文 

歡迎至人言十樓通識教育中心或通識沙龍索取節目單，亦可追蹤臉書「逢甲

大學通識沙龍粉絲專頁」，將可不定期收到最新場次消息。(地點：人言大樓十樓)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4/19 (一) 

13:10-17:00 
陳書海 

細節累積的溫度感受自己的生活 

我相信在影像中，美是『理性與感性』層疊交互作用後

的靈魂，因此重視拍攝前的雙向溝通與了解 ; 拍攝

時，我們亦將多年的拍攝經驗融合生活中的創意，透

過攝影師動作指導、髮型建議、現場氛圍創造，一一帶

入每一張影像中，捕捉瞬間，進而創造每一張影像的

獨特性與故事張力。 

4/19 (一) 

16:10-18:00 

人言 203 教室 

安娜麗莎 

A trip to Italy through its food. 

Let’s discover the most famous dishes in Italy and how to 

cook them. All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s at the table 

and the mistakes not to make when eating in Italy. Get to 

know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s and how to 

pronounce them in Italian.  

4/22 (四) 

14:10-17:00 
康志強 

人工智慧與製造應用現場 

1.人工智慧導論。 

2.製造業應用現場。 

4/26 (一) 

10:10-12:00 
海苔熊 

他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網路戀愛心理學 

在多次受傷之後，我們數度懷疑自己是否失去了愛人

的能力，殊不知我們真正失去的，是重新認識與接納

自己的勇氣。 

4/27 (二) 

13:10-15:00 
徐睿楷 

流行「山地」歌的美麗與哀愁 

介紹原住民流行音樂發展史，將從1960年代至今出版

的黑膠唱片、錄音帶、CD等著手，透過分享各時代重

要的歌手與歌曲，介紹原住民流行音樂發展歷程。 

4/27 (二) 

15:10-17:00 
黃德劭 

先進車輛技術與區域網路的應用 

1.車用區域聯網技術發展先進車輛技術的發展。 

2.車輛系統開發設計。 

3.車用區域網路技術介紹。 

4/28 (三) 

13:10-15:00 
李義正 

深度職場力──跨商務、工程與設計的專案管理 

分享在網際網路和行動通訊加值服務的實務案例管

理、與協作開發經驗。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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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3/25-4/9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3/25 佛教對臨終器官捐贈的看法  3/26 中共海軍軍力發展現況 

  
3/29 素人創業──失敗的故事 4/1 基督徒魯蛇的人生逆襲 

  
4/7 跨領域醫療器材創新設計  4/9 認識關係中的自己 

  
4/9 認識關係中的自己 4/9 only yes means yes！破解性騷擾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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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微學分 5-6 月新開課程開放報名中 
  

許雅婷撰文 

109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熱烈報名中，5及6月份的新開課程也開放

報名中，以及相關的專題演講及工作坊等活動歡迎大家報名。課程安排有職涯系

列課程、創業相關系列課程、影片製作、美學系列課程、兩性關係系列課程、物

聯網程式設計系列課程、溝通表達相關課程、SDGs相關系列、各種領域的技能

課程，以及為了同學們即將面臨的各種面試所開設的面試與職涯系列課程。 

且由碁峰資訊及AUTODESK公司提供的「AUTODESK競爭力微學分系列」

課程將於4月17日登場。課程並依據同學們給予的問卷回饋開設相關課程……等

各式課程，鼓勵同學自主跨域學習，讓同學不再受限於傳統的學分配置，也不再

侷限於學習的主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興趣任意搭配、跨領域學習。 

最新課程包括由富邦提供的「富邦理財系列」課程，以及與范特喜合作的「范

特喜文創系列」課程(駐地工作站與在地關係、產品包裝設計)等即將開放報名。 

 

報名網址【NID登入】>【課程準備】>【活動報名】>【通識微學分課程】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課程報名操作方式(請參考)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04/12~04/30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4/12(一) 

13:10-17:00 

mc0121 0.2 學分來一場～訂製的小旅行(洪珮綺) 紀 110 

mt0218 0.2 學分陶土與玻璃的奇妙相遇(謝欣錦) 創客小教室 

04/16(五)  

ma0013 0.2 學分生活美學-指尖上的粉彩(吳宇珞) 紀 110 

mt0222 0.2 學分完整使用 Office 全功能-以自我履歷撰寫為範例(張志昇) 行二 105 

mt0188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3D 列印機使用及維護(王瀅瑄) 創客實作區 

mt0231 
0.2 學分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陳玉婷) 

※相同課程僅能計算 1 次學分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04/19(一) 

13:10-17:00 

mt0008 0.2 學分生活時尚~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紀 110 

mt0204 0.2 學分用 Python 學物聯網~智慧家電手機 APP 遙控(陳金風) 資電 B14 

mc0091 0.2 學分我跟老闆一樣大！（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鍾亮君) 紀 104 

04/21(三)   ※統籌科目考試日  

04/23(五) mt0235 0.2 學分創業技能-韓式香氛沐浴球基礎實作(林幸宜) 紀 110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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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3:10-17:00 

mt0232 

0.2 學分茶文化~只待清香倍悠遠(進階)(陳玉婷) 

※需上過初級班才可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kDBoRrybX3778JBGA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mt0234 0.2 學分桌遊與教學設計~玩出數學力(王佩芬) 通識沙龍 

04/23(五) 

14:10-18:00 
mt0122 

0.2 學分 Python 爬蟲程式實作-讓電腦聽話抓資料(陳伯維)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z2oRQ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04/26(一) 

13:10-17:00 

mt0020 0.2 學分生活時尚~髮型系列-基礎電棒與髮型應用(林幸宜) 紀 110 

mt0226 0.2 學分底片、數位單眼拍攝入門(曾靖富) 紀 104 

mt0187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雷射切割基礎班(王瀅瑄) 創客小教室 

mt0217 0.2 學分 iMovie 影片剪輯課(徐培峯) 

RTC(行政 1

館 2 樓電腦

教室 

04/29(四) 

13:10-17:00 
mc0162 0.2 學分葷素差在哪?<奶牛陰謀>(丁玉) ※全英授課 人 402 

04/30(五) 

13:00-15:00 
mc0175 

0.1 學分全方位溝通技巧與團隊建立(簡琨宸)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ygKn7l  教育訓練>109-2 學生成就課程 
學思 103 

04/30(五) 

13:10-17:00 

mt0008 0.2 學分生活時尚~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紀 110 

mc0130 0.2 學分溝通技巧~人見人愛，車見車載的說話課(鍾亮君) 人 B116A 

mc0163 0.2 學分可負擔的乾淨能源+氣候行動(洪嘉柔) 人 402 

mt0231 
0.2 學分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陳玉婷) 

※相同課程僅能計算 1 次學分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04/30(五) 

14:10-18:00 
mt0123 

0.2 學分 POWER-BI 從靜態圖表到動態客製化圖表(陳伯維)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z2oRQ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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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3/26~4/9 課程回顧 

  

  
「HTML-網路排版語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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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大富翁：小資男女用本金兩百萬勇闖虛擬股市」課程。 

  

  
「生活美學~畫與話-禪繞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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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必備技能-雷射切割基礎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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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課程。 

  

  
「創業技能~調酒技術Bartending Skills」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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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眼相機拍攝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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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戲中學習敏捷專案管理招式」課程。 

  

  
「Maker必備技能-3D列印機使用及維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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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呼吸-搶救地球的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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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時尚-H&M代工@柬埔寨」課程。 

  
「生活福祉與潔淨水資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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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歷史與挑戰」課程。 

  

  
「社會住宅知多少：討論社會住宅及共居等議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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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伊斯蘭：以印尼、布吉納法索為例」課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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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活動報導 

【美好年代】NSO 木管五重奏 
  

張婕筠、陳麗如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於03月29日邀請到國家交響樂團音樂家，長笛安德石、低音管

簡凱玉、雙簧管王怡靜、法國號黃任賢、單簧管朱玫玲等五位音樂家蒞臨本校演

出！木管五重奏是由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以及法國號，五種別具個性

的管樂器組成的經典室內樂組合。 

本場音樂會為本校師生帶來七首歌曲，包含《The Magic flute Overture》、

《Pulcinella Suite》、《Carmen Suite》，由五種樂器交織而成，和諧的音樂性與多

變的音色，充分展現木管樂器在不同時期的動人之處。本場音樂旅途從法國巴洛

克時期的作曲家拉摩的鍵盤音樂啟程，到奧地利的莫札特歌劇《魔笛》序曲、羅

西尼《塞維亞理髮師》歌劇序曲、俄國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的《普欽內拉》組曲、

法國比才的《卡門》，帶領各位與會師生進入美好的音樂時光隧道。 

音樂會接近尾聲，音樂家為大家帶來安可曲《宮崎駿電影音樂選粹》，熟悉

且輕快的旋律讓人想起小時候的美好回憶，更體會到木管樂器的不同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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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桌、羽、網球代表隊 

晉級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會內賽 
  

吳得政撰文 

110年年全大運桌球、羽球及網球分區錦標賽。業於3月17日比賽完畢，本校

代表隊成績如后：桌球：男子團體第五名晉級會內賽，男單羅東祐第五名晉級，

男雙吳承叡、林稟祐第四名晉級，女雙陳玠璇、方譽璇第二名晉級，混雙張友柏、

林瑀涵第三名晉級。羽球：男子團體第四名晉級，女子團體第三名晉級，男單林

合祐第八名晉級。網球：女生團體第三名晉級。 

晉級會內賽之選手將於5月7日至18日代表本校參加在國立成功大學舉辦之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屆時將與田徑、游泳、軟網、橄欖球代表隊在運動

場上爭取榮譽。 

  

  
男子網球隊比賽後合影。 男子網球隊比賽後合影。 

 

 

羽球隊比賽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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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計畫審查通過名單 
林旻頡撰文 

社會創新學院於近日舉行「109學年度下學期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審查

會議，至截止日共有28個申請案提出，由翟本瑞院長、洪耀正老師、陳淑慧老師、

薛珍華老師組成審查委員會，並有23個申請案通過審核。各申請人所寫的計畫皆

非常優秀，感謝所有投稿的師生，請通過審查者準時參與4/9(五)之說明會，以配

合後續之事宜，未通過審查者也別灰心，希望您能夠持續參與本單位舉辦的活

動，以下為審查通過者之名單。 

  

編號 姓名 符合之SDGs指標 課程/活動名稱 

1 林○皇 5、12 行銷研究與田野調查 

2 賴○厚 8、11、15 愛在東勢-地方特色文化踏查 

3 林○吟 4、10 自主課程-遠端教學方法研究與實務 

4 李○陽 3、4、11 臺中市青少年防災體驗營 

5 蕭○杏 4、11 筆意縱橫─逗陣來揮毫 

6 蔡○青 3、4、10 鬥陣來逢甲學手機 

7 呂○雄 4、17 「介紹台灣」全英文課程校外教學成果展演活動 

8 蔡○峻 3、4 不用久病也會醫，不用苦口也是良藥 

9 吳○佩 1、11、12 斷捨離二手市集 

10 葉○亨 12  班級活動/青農有機柑橘啤酒品牌建立及行銷合作計

畫 

11 王○亦 4、10、12 TEDxFCU策展實作 

12 邱○育 4、10 都市邊陲地區遠距線上程式教學 

13 黃○琪 4、6、15 找回筏子溪的美麗 

14 尹○慧 3、11 青銀共居與跨世代社區發展之社會住宅實踐 

15 蔡○鍵 3、8、11 社區設計 

16 曾○禾 4、11、12 培育3D設計夢想號學生大使 

17 賴○儀 10、16 原住民音樂文化專題—原住民音樂變遷與當代展演 

18 陳○元 4、11、12 應用BIM設計永續房子 

19 謝○峰 11、12、13 智慧綠台灣 

20 陳○軒 11  庫酷農業—打造永續友善農業平台 

21 陳○雅 1、8 山城-你所不知道的那些勢 

22 李○婷 1、4 國際文化交流暨偏鄉服務 

23 徐○傑 4、11 清流部落繪本募資實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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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 

增設智在家鄉特別獎 - 獎項說明 
  

林依瑩撰文 

大開劇團分享會 

大會報告，鼓勵同學不要錯過得優渥禮卷又有榮耀自己的機會，趕快報名

唷!!!!近期聯發科來電表示，將繼續支持校內辦理【2021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

競賽】，鼓勵同學為自己爭取更多獎項!!! 

 

特別增加五名智在家鄉特別獎，得獎組別額外獲的禮卷。(備註：獲獎同學需

要在本次競賽後續持續參加智在家鄉繼續爭取校外更大的獎金) 

 

智在家鄉特別獎著重於理念，是以台灣鄉鎮為關注的對象，希望以科技的力

量及創新的經驗與在地生活更為貼近。從“為家鄉做一件事”開始，每個人都能

找到一個改善生活的動機，如果有人開始關心，即使是一個小鄉鎮的問題，就有

改善的可能性。 

 

尤其的智在家鄉更不困難~參賽時也不需要具體做出程式，僅需上傳計劃書

(今年還排版不拘耶!!!!!)，而且入圍的隊伍就有20組名額，除了可獲得5萬入圍獎

金、最高5萬研發補助、導師輔導機制！另外還有!!!!!人氣獎票選前5名獎金8,000

元、指定「地方支持單位」捐贈金8,000元，決賽現場簡報展示作品，並評選出首

獎1組獎金100萬、優等獎3組獎金各20萬、特別獎3組獎金各5萬。 

 

去年我們更有逢甲的優秀的學長姊~一路競爭到最後，滬好團隊榮獲第三屆

「智在家鄉」潛力獎!!!!!並4月29日中午12點逢甲通識中心競賽團隊，更邀請得

獎的學長姐，於逢甲大學人言10樓通識沙龍做秘技經驗分享&並邀請資推會主辦

單位親臨現場宣傳並面對面回覆同學Q&A!!!同學千萬別錯過哩!!!!  

滬好團隊【相關報導-逢甲周報】 

http://www.registration.fcu.edu.tw/wSite/ct?xItem=288630&ctNode=45259&mp=20

4501 

【相關報導連結】「智在家鄉」相關報導1 / 「智在家鄉」相關報導2 

【2021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官網： 

http://www.genedu.fcu.edu.tw/index.php/tw/component/sppagebuilder/113-2021 

 

【智在家鄉競賽詳情】可以看官網：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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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菜鳥老師從資訊到教育 
  

蔡國鼎、陳思穎撰文 

 3月29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三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由蔡國

鼎助理教授分享「菜鳥老師從資訊到教育」。蔡老師自109學年度開始於逢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服務，此前曾於業界擔任資訊工程師的角色，因此初到逢甲就以自

身專長參與了數門人工智慧及程式學習相關的課程。 

 首次參與高等教育的教學工作，不僅僅是工作場域的轉換，也與先前擔任

過的角色有著完全不同的發揮空間，單就教學而言，即便所教授的內容是基於過

往的學習及經驗累積，仍充滿了許多的挑戰與學習，因此在這次論壇中挑選了三

門課作為分享主軸，談談自身在這三堂課的觀察與突破。 

〈人文與科技：人工智慧〉是眾多大一新生的核心必修通識課程，重點在於

讓同學嘗試線上學習，因此課程內容是以非同步影片教授。繁重的錄影、剪輯以

及後續課程的安排與報告批改，成為無可避免的日常工作，這讓蔡老師特別珍惜

所參與的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藉著這教師社群，不僅可以吸收老師們的教學

經驗，瞭解可以如何改進，亦從中收穫老師們的友誼，成為自己繼續在教學道路

上的支持之一。 

〈AI人工智慧零基礎入門〉是與洪耀正老師、陳淑慧老師共授的課程，為的

是建立同學於人工智慧的基礎概念。課程進行是以參與競賽作為同學學習的動

力之一，於期末時激盪出了許多同學自主發想的人工智慧應用專案。蔡老師亦從

各位老師們學習了許多上課技巧與班級經營模式，尤其對程式教學的做法有了

更多嘗試。 

〈程式啟蒙教學實務〉是蔡老師在赴任逢甲大學前第一個知道要上的課，先

前是學生自主課程，109學年度首次轉為正規課程，目的是讓同學有系統地學習

程式啟蒙教育的概念、做法與教案教材設計。這堂課有別於其他資訊相關課程，

不是為了讓同學們學會資訊概念，而是讓同學們懂得教資訊概念，不僅同學們需

要在同學過程中換位思考，講者亦在教學的過程中多次反思教學的意義與同學

的感受。 

 最終，蔡老師引用成大資工蘇文裕教授曾分享過的演講內容，提及「程式

學習的重點不在於學程式，而是在學習看見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創造問

題的循環」，以此與在場師生共勉。 

 問答時間時，工工系陳兆衡老師好奇蔡老師之前批改九百多份學生作業花

了多久時間？蔡老師笑答大概一個禮拜，而且是不眠不休的一個禮拜！因為蔡

老師並非只是制式的打分數，而是針對每位同學的作業給出具體建議與方向，足

以可見蔡老師在教學上的用心與使命感，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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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 109-2 薪傳教師相見歡 

「用心」與「關心」新進教師 
  

蘇紋儀撰文 

外語教學中心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迎來3位新進教師，分別為英語教師實丹尼

老師(Daniel Szpotanski)、日語教師跡部千繪美老師(Atobe Chiemi)和張又華老師。

面對學校新環境、中心各式各樣的課程，以及對個人升等評鑑的規劃，中心理解

老師們的熟悉需要時間，特別在開學上課幾週後，安排薪傳教師和新進老師對

談，提供最實際經驗的協助，幫助老師們快速接軌新事物。 

英文教師的部分，由甫獲本校教學傑出教師的闕帝丰主任擔任Daniel老師的

Mentor，闕主任以自身經驗關心老師在教學上可能會遇到的不同學科備課、不同

學生程度教學需求等問題，分享以創新教學讓學生喜歡學英文並且開口說英文。

日文教師部份，則由成功升等副教授的林盈萱老師擔當兩位新進日文老師的導

師，林老師特別用心準備了自己如何升等的秘訣與評鑑項目資料，讓兩位老師及

早進入狀況；另外，鑒於推動日文課程和宣傳日本文化，老師們也是共同熱心參

與討論，希望之後有機會更促使學生赴日交流。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外語中心其實已開始主動與新進教師交流，包含兼

任教師亦是如此，希望透過和教師們熟絡，理解教師的需求，以及找出教學上能

夠更使力之處，當教師們感同身受，更能激發愈多教學想法和互動火花，實地運

用在各種課堂上，而真正最受惠的，是逢甲每個認真上課的同學。 

  
圖一：闕帝丰主任(右)與實丹尼老師(左) 

分享教學心得 

圖二：張又華老師(右)與跡部千繪美老師

(左)仔細了解中心日文課程概況 

  
圖三：林盈萱老師(右)熱心與兩位新進教

師解說教師評鑑注意事項 

圖二：闕主任(左二)與109-1新進兼任教師 

晤談了解教師教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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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國文教師座談會—林木春老師 

〈自傳履歷的撰寫及面試注意事項〉 
  

中文系一吳孟祥同學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110年4月7日上午10時在資電館B09室「109-2舉辦國文教

師座談會」，邀請林木春老師以〈自傳履歷的撰寫及面試注意事項〉為題，講解

履歷表撰寫的注意事項以及面試的實際案例與應用。 

 

首先林木春老師以「兩分鐘自我介紹」為例，說明自我介紹時所需注意的要

點，並以自身為例進行案例補充與實際應用方式。接著，講解「口試與筆試的差

異」，他提到：「口試最重要的是觀察面試者如何面對逆境」，面試考官在意的是

受試者的「AQ(逆境指數)能力」。另外，林老師還提到口試的「五大祕訣」，例如：

增加自信，降低緊張程度、了解該公司近況與競爭力、主動詢問師長或同學相關

的面試經驗、練習企圖心的表達與學習以平常心面對挫折……等。以及關於「有

效的溝通要素」的「7-38-55法則」。最後，林木春老師以「吃得了苦，苦一陣子。

吃不了苦，苦一輩子」、「誠實是最好的策略」的人生體會作為座談會的總結。 

 

透過本次座談會，使得參與的國文教師們對於自傳的撰寫與面試技巧的注意

事項上，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且讓學生未來面對求職時，能有更多的幫助。 

 

  
林木春老師講解 

〈自傳履歷的撰寫及面試注意事項〉 

林木春老師講解 

〈自傳履歷的撰寫及面試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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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教師熱烈討論「7-38-55法則」 林木春老師與現場教師互動討論 

「7-38-55法則」 

  
林木春老師講解 

〈自傳履歷的撰寫及面試注意事項〉 

座談會「問題與討論」時間 

  
座談會「問題與討論」時間—教師提問 主任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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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工作坊 國際生屬性與成果表現 
  

許芳瑜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國際生怎麼教 ?」教師成長工作坊，

2021/3/19(五)第一場由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王惠鈴主任主講， 

PMP自106學年度起至今已累積了12國156位學生，王主任就學生的學習屬性與

在各系的成果表現進行分享。自109學年度起，本校規定國際生畢業前須取得華

語TOCFL LEVEL 4的程度，而PMP在110學年度起，也提高了新生入學的門檻。

在華語學習上，華語是另一套的拼音系統，所以國際生的聽、說能力進步比較快，

而讀、寫認字能力進步比較慢，雖然會說但不一定會看得懂，不過日本學生因本

來就使用漢字，故讀、寫對他們來說會比較容易，而聽、說能力就會比較難。 

 

PMP第四屆目前有24位學生主動應考華語測驗，有9位學生落在初級，有15

位學生已經有中級程度，且有2位學生已取得畢業標準。王主任提到：目前各系

的國際學生程度大多落在中級的程度。而中級的學生是遇到熟悉的事物可以清

楚表達，了解其重點，所以老師上課語速慢一點，搭配同學的幫忙，就會理解上

課的內容。而國際生遇到較信任的人與熟悉的環境，也會比較容易理解內容。在

選擇學系的部分，因為日本和韓國較沒有行銷專門的科系，所以許多日本和韓國

學生都想來台灣學行銷系，而印尼是東協最大的經濟體，學生來台灣多希望能學

習國貿、財金等相關專業知識，回國後協助家人的事業。 

 

王主任也針對109學年度入學之印尼及日本學生的Holland職涯測驗進行分

析，印尼學生多屬企業、事務、社會型，喜歡接觸人群，有群聚的民族性，也喜

歡社交活動，而日本學生多屬企業、研究、藝術型，喜歡與物接觸、做研究及藝

術類的思考，較可獨立作業，而兩者的相同點就是企業型，因為學生來到台灣學

習都有共同的目的。本次工作坊也引用2019年周惠那老師在國際生怎麼教工作

坊分享的調查：各國學生最在乎的事，而調查結果泰國學生在乎的是幫助別人與

結交新朋友；日本學生在乎的是取得高分、提早交作業；而印尼學生在乎的是讓

父母為我驕傲及玩耍。在學生分流到各學系的學習成果，統計自106學年度起入

學之國際生至各系表現狀況，每屆皆有約20-30%學生至各系表現優秀，榮獲本

校獎學金。 

 

最後，王主任提到PMP的教學是希望國際生可以建立在歸屬感之下學習，這

樣學習態度與紀律自然就會好，也會慢慢自己找到學習的方法。只要給學生多點

關心，有耐心解釋，告訴學生慢慢來，國際生就會安心，也可以燃起學習熱情，

讓學生在起步時不要那麼吃力，這也是國際生堅持在台灣學習四年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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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2021/3/19 國際生學習屬性與成果表現 教師工作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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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怎麼教?工作坊-聽聽國際生怎麼說 
  

許芳瑜撰文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國際生怎麼教 ?」教師成長工作坊，

2021/3/26(五)第二場由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王惠鈴主任帶領大二

以上共4國7位的國際學生，包含來自行銷系的朴大率(韓國)、財金系的張慧雅(印

尼)、資工系的陳肇海(印尼)、化工系的黃玉珠(印尼)、工工系的陳麗嘉(印尼)、

中文系的楊春婷(泰國)及外文系的鈴木拓磨(日本)，分享自己在各系的學習經驗。

當天除了各學系的教師參與外，更有25位的PMP大一生來參加，吸取學長姊在各

系的學習經驗，為大二做準備。 

 

來自泰國的楊春婷同學提到，其實國際生到了各系，都會給自己很大的學習

壓力，但楊同學特別提到，要感謝中文系的余美玲老師，因為老師告訴她慢慢來，

關心她的學習狀況，學生頓時感受到很大的力量，讓她能繼續堅持學習下去。 

 

而來自印尼的陳嘉麗同學則感謝所有的教師，願意接受國際生到各系學習，

讓她能追求夢想，學習專業知識。陳同學也特別提到，有些老師會把上課的教材

與補充資料放在ilearn2.0上，這對國際生學習幫助非常大，因為她可以在上課前

事先預習老師要教的，所以上課中就會知道內容，遇到中文的問題再馬上查字

典，課後又可以複習，對她來說這樣可以增加學習的自信心，也更理解課程內容，

雖然需要花2-3倍的時間，但能讓她跟得上課程，學習也會有成就感。 

 

來自韓國的朴大率同學分享，他喜歡行銷系老師會直接幫同學分好組，所以

不同國籍學生會跟台灣學生一組，可以認識台灣朋友，也可以更快融入班上，雖

然在與台灣同學討論報告時，會有語言溝通的問題，但因為會先分配好工作，所

以團隊合作沒有問題，皆可以順利完成專題製作。 

 

而印尼的張慧雅同學提到，課程有TA可以諮詢，但因為TA沒有跟課，所以

詢問上課的問題，TA不一定會回答，所以有時考試成績不大理想，但老師的課

程評量方式很適合國際生，因為上台報告的評分比重，比考試成績還高，雖然在

時間壓力和語言的問題，無法在考試上發揮，但只要認真做報告和學習，就可以

通過這些課程。 

 

來自印尼的陳肇海同學說：資工系的課程有提供雙語的教材，老師考試時也

會給英文題目，但因為上課是用中文，且每一堂課的專有名詞都不同，而這些詞

彙並不是生活中會用到的，所以不知該從何學起，就算有英文參考資料，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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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再次解釋才能真正了解意義。陳同學也提到自己的問題，因為是分流到大

二，所以沒有朋友。而參與工作坊的老師也鼓勵國際生：「一定要適時把問題反

應給老師，這樣老師才會知道你的困難，因為如果沒說，事情就得不到解決。」

這也鼓勵著所有的國際生，有任何問題都要勇敢與老師反應以及懂得尋求協助。 

 

而印尼的黃玉珠同學分享了課程衝堂的問題，因為大一在PMP學的是基礎的

專業、華語和通識課程，雖然大一下有讓學生到各系上課，但大二到化工系還是

需要補修許多的專業課程，也時常遇到衝堂問題，但在印尼的數理基礎概念，其

實跟台灣高中學得差不多，所以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學的課程還算跟得上。也因為

有些課有進度的壓力，所以老師教的速度很快，會沒有時間思考，只能一直抄筆

記，但她特別喜歡一個老師的課程，因為課程是需要邏輯思考和理解的，老師會

把速度放慢，讓學生思考，讓她能在上課中就理解老師的內容。 

 

最後一位，日本的鈴木拓磨同學提到：「我們是大二分流到系上，其他人在

大一就已經有自己的群組，所以很難融入，也不知道怎麼破冰。」但他特別感謝

一位外文系的語言學老師，因為上課時老師問全班：有沒有對外國文化有興趣，

而馬上就有台灣學生舉手了，他認為這樣的破冰對他來說非常有幫助。他也特別

提到日本學生的個性是比較害羞地，所以會不敢開口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在大

學有許多需要發言與表達想法的機會，故建議PMP能夠在大一時特別訓練日本

學生口說的能力。除此之外，鈴木同學分享了與台灣同學交流的經驗，因為台灣

同學講話很快，而且很多音連在一起或是中文發音不標準，與他學習到的不同，

而導致聽不懂，聽到這台下的老師們都會心一笑，王惠鈴主任深有同感的補充：

就像「這樣子」台灣學生念快了就變成了「醬子」。不過他表示透過與台灣學生

語言交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王惠鈴主任說到：其實國際生們都非常認真與努力要在各專業學系學

習，只是需要一段時間適應，但只要系上有一位老師關心學生，告訴學生慢慢來，

對國際生來說就會覺得很安心，會對自己有信心，也會有繼續堅持的動力，而且

只要班上有一位國際生，就能帶動全班的國際化程度，產生良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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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學生分享-韓國朴大率(行銷系) 圖說：學生分享-日本鈴木拓磨(外文系) 

  
圖說：學生分享-印尼張慧雅(財金系) 圖說：學生分享-印尼陳麗嘉(工工系) 

  
圖說：學生分享-印尼陳肇海(資工系) 圖說：學生分享-泰國楊春婷(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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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學生分享-印尼黃玉珠(化工系) 圖說：參與師長提問 

  
圖說：大一國際生專心聽講與寫學習單 圖說：王惠鈴主任分享 

  
圖說：教師與學生參與工作坊照片 圖說：教師與分享學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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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技能~調酒技術 Bartending Skills 
  

許雅婷撰文 

通識微學分課程透過同學們的回饋單了解大家想要上的課程，同學們對於調

酒技術感到興趣卻又無資源學習，所以開設了『創業技能~調酒技術Bartending 

Skills』課程。這門課程因為同學們想學、所以也是讓同學們學習申請規劃與舉

辦，邀請台灣省調酒協會理事長、勞動部乙級飲料調製技術士監評委員的李勝裕

老師來授課。老師於課程中講解調酒的文化、發展的過程、調酒的技術，並帶著

同學實際動手實作。課程中包含了：1.雞尾酒的由來及行業術語、2.基本調酒的

組成和調製方式、3.世界50大調酒及個人適配度、4.葡萄酒歷史、5.分析最近受

年輕人喜愛的酒、6.各國酒的種類及特色、7.調酒所需的器具、8.調酒示範及以

及帶領學生實作。內容豐富且深入淺出，讓同學能透過課程更了解調酒文化並更

能獲得這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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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鳳鳴社區校外教學 
  

許雅婷、運管一甲畢哲維撰文 

「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在地實踐」課程目標設計希望能透過課程帶領同學們為

一個農村社區創新改造，本課程於110年3月27日到南投縣南投市的鳳鳴社區校

外教學，當日共計造訪兩個地點，一為鳳鳴社區發展協會；二為當地的假日廣場

（農夫市集）。 

抵達社區時，先至社區發展協會聽取簡報，透過協會理事長的詳細介紹，讓

同學們了解鳳鳴社區，除了在地的農業、產業外，還有當地的人口老化問題等，

了解完後，現場所有人分成三大組──生活、產業、生態，由當地長輩擔任各組

的組長，透過長輩們的引導下，由每組思考該如何結合在地的資源讓社區發展更

好，並作為該課程期末時每組之報告主題。 

在討論結束後，驅車前往在地的農夫市集，而原本預計前往微熱山丘的行程

則因假日人潮過多取消，在地農夫市集的規模雖不大，但在這短短停留的20分鐘

裡，同學分別品嘗了在地種植的鳳梨，當地生產製作的果醋、農產品等，除了讓

同學能有實體的收穫外，也能藉由看看市集所販售的農產品，讓各組同學能有對

於各自的主題有更深刻的發想。 

  
抵達鳳鳴社區發展協會後聽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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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各組主題 

  
分組討論各組主題 前往當地的農夫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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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非洲的歷史與挑戰 
  

尹馨慧、巫嘉莉撰文 

 

大家說到非洲會想到什麼呢？是「與自然共生的傳統生活方式」或「充滿野

性與生機的大草原」？事實上，非洲經歷了歐洲長時間的殖民，其中許多國家的

官方語言是法文，在飲食文化上有許多的異國色彩，但作為被殖民地，非洲受到

不少不平等待遇。 

因此，本課程特邀請來自布吉納法索的韋正來授課，藉由非洲本地人的視角

與同學訴說非洲在被殖民與殖民後的差異以及現況甚至是困境，使同學打破舊

有印象，並讓同學了解與反思如何打破這些舊有束縛，以及明白現有生活的優渥 

  

  
韋正展示非洲傳統服飾 同學試穿非洲傳統服飾 

  
小組討論發表 課程結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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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善終：生與死的選擇 
  

尹馨慧撰文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第三項：健康與福祉（SDG 3）是要確保人人有平

等的醫療健康保健，同時在該目標內，也提及希望能減少人們的各類死亡率，舉

凡意外死亡、醫療死亡…等。而今日所探討的議題「尊嚴善終」；即所謂的安樂

死，在各界皆有不少爭議，那在SDGs課程中提出該議題，是否有所違背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精神呢？ 

因此，今日讓同學們了解SDG 3健康與福祉、什麼是安樂死，最後讓同學分

組討論，這備受爭議的議題是屬於SDG 3健康與福祉嗎？而同學普遍認為這是屬

於SDG 3，因為SDG 3是要確保每個人都有健康且平等的保健福祉，當生命的最

終已屬於不健康了，那是不是能選擇尊嚴善終呢！那同學們也提出有趣且遠見

的觀點：台灣要有完善的制度，才能落實安樂死的制度。 

透過一些時事議題讓同學們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接軌，使得SDGs不再只

是目標，而是存在於你我生活中。 

  
上課狀況 課程進行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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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共居與跨世代議題 
  

尹馨慧、蕭曼鵑撰文 

全球許多國家皆面臨高齡化或是正在高齡等窘境，而在台灣，普遍都是聽到

長照2.0或是各類醫療機構措施，那什麼是青銀共居呢？又面臨高齡化社會將有

什麼問題產生呢？ 

3月27日社會創新學院特別邀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的羅彥傑教授到校進行專

題演講，羅教授在台北已經有實際操作青銀共居的案例（陽明老人公寓），在演

講過程中，不僅分享該案例，再與新北市府辦理的青銀共居（玖樓公共公寓）比

較差異，從中可看出主導單位的思維差異與引導方向的不同會影響青銀共居的

走向。此次演講也讓學生思考自身與青銀共居之間的關聯與面臨的問題，相信大

家經過此次的演講皆是收穫滿滿。 

  

  
演講進行 演講進行 

  
Q&A時間 Q&A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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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知多少：討論社會住宅及共居等議題 
  

尹馨慧、蕭曼鵑撰文 

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社會住宅與青銀共居」，原因是什麼呢？原來是因為

政府希望透過扶助弱勢，以補貼、租賃、弱勢住戶組成社會住宅的黃金三要素，

進而達到聯合國永續目標（SDGs）。本次微學分邀請臺中市住宅發展工程處的陳

靖怡到校講授社會住宅等相關議題。課程中，老師先概述社會住宅與共居的定

義，讓學生有初步的認識再引導同學思考這樣的做法會有什麼好處？再引導同

學做討論，以人民與政府視角來探討社會住宅的重要性、可行性與存在問題，同

學在來回的討論過程中，共同探討如何使社會制度更完善。 

 

  

  
上課狀況 講解介紹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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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伊斯蘭：以印尼、布吉納法索為例 
  

尹馨慧、巫嘉莉撰文 

印尼和布吉納法索都屬回教國家，有著特殊的飲食、婚姻、性別文化。而我

們常常都會在新聞看到他們，但對他們的了解卻是僅僅流於表面，甚至還有許多

的誤解及偏見。我們都有著對伊斯蘭教的粗淺印象：他們會包頭巾、穿長袍。但

是當我們在路上看到這樣穿著的人，仍有不少人會用奇異的眼光上下打量一翻。 

為了讓同學更清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伊斯蘭教相關的議題，

我們開設了此課程，並特別邀請本校博士生韋正老師授課。韋正老師讓同學先觀

看影片，初步了解伊斯蘭教的情況與穆斯林國家環境，再分組討論，如何讓穆斯

林在台灣能受到平等對待與友善包容，並讓同學如同置身於當地，幫助大家深入

認識他們，並且學習如何與他們和平相處。他們有著自己的文化，只是與我們的

不一樣，不要讓我們的視野受到空間限制，平等地對待別人！ 

  

  
課後大合照 小組成果發表 

  
小組發表 課程進行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89 期)2021/4/16  43 

 

 

貝里斯線上華語課程 
  

薛珍華撰文 

「貝里斯？在哪裡啊？」這幾乎是所有人聽到這個國家的第一個反應。老實

說，若非因為s.School（社會創新學院）要與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展開線上華語教

學計劃，我們恐怕也沒有機會認識這個國家。那麼，貝里斯是怎麼樣的一個國

家？貝里斯位於中美洲，在墨西哥下方。這個小國因為曾被英國殖民，所以不同

於其他大多數以西班牙語的中南美洲國家，貝里斯的母語是英文。此外，這個小

國是台灣屈指可數的邦交國之一呢！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貝里斯大多數人不僅

知道台灣、認識台灣，更因為台灣於疫情期間送了許多防疫物資（口罩、醫療用

品）而非常感謝台灣。但是，在這個主要以觀光業為經濟活動的國家，教育資源

相對缺乏。例如，這個國家並沒有大學，所以，要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必須到鄰

國。此外，學習第二外語的機會非常有限。這開啟了我們的線上華語教學之路。 

  

 

  
貝里斯學生教學網頁。 貝里斯華語學生招生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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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線上華語課程 
  

薛珍華撰文 

因為疫情，s.School 原本規劃的海外活動不得不停擺。然而，也正是因為疫

情，開啓了我們線上華語教學的計劃。從東南亞開始，現在要拓展到北亞，甚至

美洲了。最早的嘗試從泰國的非營利組織YCF開始，每週由六位志工與泰北的小

朋友，每週在線上學華語。約40位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毫無掛慮地開口學習，效

果很好。從2021年2月開始是柬埔寨的非營利組織德普，目標是培訓華語種子老

師。藉由80部教學影片，專業（華語教學學程）助教的管理課程與學員、隔週視

訊，以確保教學品質。這個模式將在4月份開始執行對蒙古學生的線上教學。蒙

古不同於泰國、柬埔寨因旅遊業而有學華語的需求。但越來越多蒙古年輕人來台

灣讀書，但在當地學專業華語的機會不多。我們看到這個需要，欣喜合作。特別

感謝來自蒙古的學生Indira，牽了這個緣分。期待與蒙古的年輕人在線上因學習

華語有美好的相遇。 

  

 

  
蒙古學生教學網頁。 蒙古學生招生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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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TED Circles 活動 
  

邱暄撰文 

活動介紹 

TED Circles是一個由小群體組成、開放性的交流活動。每個TED Circles都會

圍繞著一個TED talk主題，參與者會在活動中一同觀看TED talk，並藉著主持人

的問題引導，讓觀眾一起討論世界上發人深思的問題。 

TED Circles活動秉持著「Ideas worth spending」的核心價值，讓參與者透過

小群體的交流討論分享彼此的觀點，提升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並提升校園凝聚力。 

這次TEDxFCU舉辦了本校第一屆的TED Circles活動，以『舉報』作為主題，

讓逢甲大學的學生們一同藉著觀看TED talks影片、主持人的引導和四個案例思

考「舉報是壞事嗎？」、「舉報的人就是抓耙仔、小題大作、多管閒事的人嗎？」

以及「如果你發現了違法行為，且你本身處於人情與正義兩難的狀況，你究竟會

不會舉報？」三個問題。 

 

活動內容 

由於本次活動是開放給TEDxFCU組織外學生一同參與的活動，為了降低同

學身處陌生環境的緊張感，最開始我們進行了一場名為「寶石回歸」的活動（類

似於大風吹遊戲），等整個場域的人們情緒高漲之時才開始進入主題影片觀賞與

四個案例討論。 

案例討論部分是讓每組持有不同主題進行的小組討論，四個主題分別為「疫

情」、「槍殺」、「霸凌」及「杜蕾斯廣告」的實際案例，讓同學透過案例閱讀，投

票選擇如果自己是當事者是否會舉報，最後再由發表活動來向其他組別說明自

己拿到拿到的案例與正反方觀點。 

最後的發表活動是整場活動氣氛最高漲的瞬間！同學們用了各式各樣的方

式上台發表自己的觀點，有些組別的同學更是用出了正反兩派各派兩人展開激

烈辯論的方式讓台下觀眾在理解正反方意見的同時被辯論中一搭一唱的正反方

組合逗得樂不可支。每個組合出其不意、創意十足的報告方式，完美的展現出了

逢甲人特有的活力、熱情與創意。 

  
入場參與活動的同學臉上洋溢著快樂笑容 同學們認真聽從主持人的指示對舉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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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行思考 

    
熱烈的發表活動展現出同學們兩小時踴躍參與的成果 

  
認真的活動籌備人員展現熱情與活力，為活動帶來歡笑與收穫 

  
認真引導活動主題探討與現場氣氛的主持

人是本次活動的主要推手 
完美的結束！學員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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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膽去演 
  

林映慈撰文 

大開劇團分享會 

今天老師邀請到台中在地劇團大開劇團來到課堂上和同學們分享一些關 

於演員的事情和大開劇團所做的事情，以及大開劇團團員們所學習的課程，

讓我們事先了解一些接下來課程中會接觸到的事物。 

在分享中，大開劇團團員也演繹了一小段團員畢業製作《開花結果劇展》中 

的《妳變了於是我》，演員們秒進入情緒的精湛演技，過程中展現給觀眾的

強大戲劇感染力，皆將全場同學們的情緒帶入情境當中，讓同學們看得既驚訝又

驚喜連連。 

從大開劇團的 分享當中，我們理解到一齣戲劇的完成，團員們所付出的往

往是觀眾們所理解的幾十倍甚至幾萬倍以上，一齣看似只有短短幾 小時的戲

劇，團員們必須為了 這齣戲劇學習劇本編寫、導演、肢體展現、芭蕾舞、街舞……

樣樣都必須去接觸、去學習，即便該齣戲劇中並未將所學全用上，但身為演員，

必須有這些基本功，且身為大開的團員，還必須在這些所學中選擇一項來作為自

己的畢業標準。 

過程中Jolin老師曾提及，大開劇團能一直堅持至今，最大的希望便是能夠讓

中部對於戲劇抱有熱忱的人能夠有個發展的地方，能夠培養出中部的戲劇人才，

聽到這點讓我不禁對大開劇團有了更深的敬佩，一直都知道戲劇這塊發展極度

不易，甚至是在中部，一個毫無戲劇專科學校的發展更是不易，要在這麼 艱難

的發展情況下堅持著自己喜 愛的事物，是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以及具備著

相當程度的熱愛，才有辦法在一次次的困境中堅持下來。 

  

  
圖1、同學們專注於蔡依玲（Jolin）老師的

分享當中。 

圖2、大開劇團團員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和

專長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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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文班開講最夯日本動畫《鬼滅之刃》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應邀擔任本校台北校友會日文班講師將屆三年，在謝振

裕名譽總會長、周純堂會長以及張立義、崔昇祥、翁登財傑出校友，陳韋佐逢甲

人月刊副總編輯等學長姐之支持勉勵下，二十餘位學員校友向均保持高度學習

興趣。迄已練唱150餘首耳熟能詳日本演歌，並開始研讀全日文版「日本歷史」

課程。本年新春後即於2月26日上課，經與該班同窗校友商洽後，課間如常練唱

新演歌、解說日文教材等外，再加講日本年來最夯且席捲亞洲的動畫故事，累積

銷售8,000萬冊《鬼滅の刃》的關聯書籍《鬼滅の日本史》。黃老師試以中日文對

照方式，帶領大家一起探尋《鬼滅之刃》背後的歷史根源與隱藏祕密，再配以日

本史所登場的妖異傳說，開啟研習書中精采故事，已引起驚奇讚譽反應。 

  
圖1-黃煇慶老師教學之一(妖怪體操) 圖2-黃煇慶老師教學之二(介紹專書) 

 
圖3-黃煇慶老師教學之三(上課情況) 

 
圖4-黃煇慶老師教學之四(上課情況) 

  
圖5-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之一 圖6-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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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學新聞社進路新聞再度報導本校台日交流 
  

黃煇慶撰文 

日本大學新聞社所屬「進路新聞」為加強服務台日青年文化交流，2018年3月

起每年發行「進路新聞台灣篇」春季特別版。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於任職駐日代

表處期間，即與該社往來甚佳。後於帶領本校海外研修團赴日考察時，也安排前往

參訪，均受到熱烈接待。本年繼上(2020)年後之第四號刊，再度登載本校積極推展

台日國際交流記事。此次本中心黃老師係以「台中文化城：逢甲大學積極推動台

日文化交流活動」為題，撰文報導略以，台中歷有文化城市美稱，而依據《遠見》

每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評價調查」，位於台中逢甲大學本年打破北區私校獨霸，

首度拿下私校冠軍等教學佳績。校旁之逢甲夜市，更是國際觀光勝地，顯現商機

無限；在此歷史地利人和的優質環境下，留學本校逢甲大學正是首選。 

 
(https://license-studyinjpn.s3-ap-northeast-

1.amazonaws.com/2021/media/shinroshinbun_tw_vol4/html5.html#page=9(圖1-摘錄進路

新聞第四號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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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旅日僑領大林千乃女士餐敘策劃台日文化交流 
  

黃煇慶撰文 

曾多次帶領日本茶道、花道、和服藝術等文化團體來台並專程蒞校示範演出

的旅日僑領、琉球台灣商工會前幹事長大林千乃女士，於離台返僑居地日本前

夕，特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在台北茶敘。黃老師夫婦如常邀請大林僑領於

北市柯市長寓所樓下的伊士曼寧咖啡館簡餐，並約中琉文經協會前秘書趙美雲

及旅行社林佶叡日語導遊等敘舊。大林僑領提及，此次因疫情關係，返台居留時

間較長，感受到台灣防疫績效及國民鄉親的溫情；期望本中心黃老師能持續推展

台日間文化教育的雙向交流，更盼疫情過後大家儘速在日本見面云。 

 

 
圖1-(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右起)趙美雲女士、大林千乃僑領 

 
圖2-(前左起)大林僑領、趙前秘書；(後左起)黃老師夫婦、假日旅行社林佶叡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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