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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聯合期末感恩尾牙餐會 
  

呂長禮撰文 

溫馨、和諧的超大家庭 

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中心主任，為感謝師長、同仁一年來辛勞，特別選定於

1月14日中午擴大辦理溫馨、和諧、小而美的期末感恩尾牙餐會，表達對師長、

同仁的感謝，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全體戮力以赴才能共同勇往邁進與持續穩定成

長。 

因翟中心主任身兼人文社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社會創新學院院長等職，

下轄成員近129位出席餐會，成員包括國語文教學中心、外語教學中心、體育教

學中心，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中心本部成員與社會創新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等師長、同仁共同參與。 

席間除了長官熱絡與出席各單位師長、同仁交流氣氛融洽，席間穿插緊張、

刺激的約70項，獎金、獎品摸彩，使溫度瞬間標高嗨到最高點！也感謝提供禮品、

獎品、獎金的翟本瑞院長、蕭世瓊老師、程代勒老師、李建緯所長、黎龍興老師、

洪健豪老師等摸彩獎品，以及各一、二級主管(洪耀正秘書、王惠鈴主任、劉佳

哲主任、徐培晃主任、闕帝丰主任、呂長禮秘書)的禮金等琳瑯滿目好不歡樂。 

翟中心主任也在開場表達對中心、所屬學院(系)各單位所有師長、同仁，無

私、認真的奉獻表達感謝之意，也期許未來一年能更精進，以迎接未來嚴峻少子

化對於校園的衝擊共同努力以迎接挑戰，藉此一隅發表短文以為記述此歡樂之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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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通識教育中心新進教師工作坊 
  

呂長禮撰文 

通識大家庭 

在接近學期的尾聲中迎來了109-2新加入通識教育中心的生力軍（25位兼任

教師），為使新進教師能儘速融入本校通識的大環境與熟悉通識教育中心的文

化，翟本瑞中心主任精心準備詳盡的中心介紹，特別於1月12日及15日各辦理一

場新進教師工作坊。 

從組織架構、課程含括範圍、持續不輟的教學改革、課程的設計、理念與教

學經驗的分享、大環境與教學態度改變的體認（學生本位學習(SBL)的成果導向

式教育(OBE)）、因應COVID-19疫情的Teams軟體等可能的對策與教學數位變革

等介紹來迎接這些生力軍，使其能無縫接軌快速進入戰備狀態迎接新的一學期。 

期間也辦理性別意識與平權等介紹，讓教學處於生敬師、師愛生的圓融和諧

的環境中。並預告收到聘書的處置、NID密碼的啟用、汽車通行證、服務證、金

融開戶的辦理等使其能減少不必要的困擾，使教師能放心、安心於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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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座談 

數位與創意的結合：邊玩邊學的實境遊戲 
  

陳思穎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與中文系合作舉辦「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座談」，以「文

化記憶VS科技應用」為主軸，12月21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第三場，由Popworld

蹦世界黃勝宏創辦人主講「數位與創意的結合：邊玩邊學的實境遊戲」。 

蹦世界是國內少數專精於室內定位與戶外定位服務的團隊，並以此為核心打

造智慧導覽與實境遊戲平台，實現數位多媒體互動體驗。它提供了文字、聲音、

圖片、AR，基於定位服務走到特定景點便會自動出現介紹，就像是個人導遊一

般。蹦世界也開發時下最夯的實境解謎遊戲，結合手機虛擬線索與現場景物，將

館藏或園區知識融入謎題中，在玩樂的同時不忘吸收知識，藉以深化民眾學習的

內在動機；黃創辦人推算台灣的行動裝置玩家約800萬人，因此未來實境解謎市

場的估算總額超過32億新台幣，其優勢就是不需租金成本，在大空間玩得過癮、

小空間玩得盡興！ 

黃創辦人當天特別開放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的「盜金行動體驗版」讓大家現

場試玩一關，線索為戶外壓風機的使用說明書，配合實景圖與線上實體道具，可

以單人解題或團體解題，最後由外語教學中心職員們率先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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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成果發表及海報展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課程，課程由尤惠貞老師授課，內容認識

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之相關議題，進而尋繹出如實對應之道。學期中老師為加強

同學們對於性別議題的了解，安排了數場專題演講，透過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

讓同學們更能進行性別認知，能客觀分析不同性別認知觀點的利弊得失。 

本學期的課程成果發表會先於109年12月28日(一)在風之廊(人言B1)展覽空

間舉辦海報展的開幕，由課程的37位同學分組製作概念海報，每組同學分享製作

的海報的設計理念與期待傳達的訊息，內容認識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SDGs5之相關議題，進而尋繹

出如實對應之道。課程同學對於各種性別議題的看法，現今當下的性別議題、將

其作成海報呈現， 其中共有「疫情下的性別平等」、「性別暴力」、「職場平權」、

「名譽殺人」、「跳脫性別角色的框架，重新看見自己的需要」等主題海報，接著

於110年01月04日及01月11日(一)在通識沙龍舉辦成果發表會。 

  

  
110年01月04日及01月11日(一)在通識沙龍舉辦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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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成果發表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性別與新飲食文化」課程，課程由陳介英老師授課，內容講授認

識吃和性別以及社會乃至環境所存在的各種密切關係，學期中老師帶著同學們

前往產地(農場)去實地體驗與了解有機農業的發展以及目前的管理方式，並邀請

飲食相關的業師演講分享對飲食的理念與堅持，並解實際帶來有機食材與一般

食材，讓同學現場體演比較與分析，同時希望同學在這個學期中可以透過實際操

作（種植或烹煮），來深入瞭解我們現存的飲食問題。 

課程於110年01月08日(五)在人408教室(人言4樓)舉辦成果發表會，同學們分

組報告對於飲食文化的調查，以及透過一個學期的親身實驗與推廣所獲得的結

論，了解食農教育、從產地到餐桌、生產到消費的重要體認，並且分析性別與飲

食的關聯及探討是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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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行為與新產品企劃」成果發表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課程『消費行為與新產品企劃』，課程由湛明暉老師授課，課程以

新產品企畫的專題製作方式引導學生建立與應用消費行為與市場營銷的知識。

本學期老師將會帶著學生以東勢為實踐的場域，希望同學們能為東勢、梨之鄉設

計新的產品，來行銷整個地區。 

本學期的課程成果發表於110年01月05日(二)在通識沙龍(人言10樓)舉辦，同

學分成8組分別為東勢梨之鄉尋找新的切入點，設計新產品，產品的形式很多元，

有當地特色農產(梨子)與動物(石虎)的結合「〝石〞在〝梨〞不開你」創新意象；

有設計規畫當地小旅行，旅行中也安排當地文化體驗及農產體驗；有將傳統客家

文化的產品加入創新元素創造新的文創產品…等。成果發表會邀請了臺中市梨

之鄉休閒觀光發展協會吳清蘭理事長、劉淑芬秘書，及世訊整合行銷傳播有限公

司廖光輝總監，透過當地及業界的經驗，給同學最精確的建議，觀光協會的理事

長及秘書接肯定同學們的創意，並且當場詢問是否可以讓他們帶回去當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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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報導者，教養不棄養』成果發表會 
  

許雅婷撰文 

『聲音報導者，教養不棄養』是一門由環科二年級的林佳佑同學自主申請的

課程，並且透過課程說明會招募對於課程有興趣的同學一同加入並完成。同學們

注意到現今網路世界發達，媒體的生態也更著改變，有許多新興的媒體傳播形式

陸續出現，Podcast即是其中一種新型的媒體形式，而且是屬於個人即可以自由

運用的。由於對於這個媒體形式十分感興趣，並且希望能夠運用在同學們想要關

注的社會議題、環境議題的推廣上，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同時同學也關懷著流浪犬的相關問題，透過研究發現要解決流犬問題，便需

要解決源頭之一的棄養問題。同學希望能夠透過Podcast來對於發掘的問題能推

廣相關正確的知識。因此『聲音報導者，教養不棄養』課程，規劃透過1.課程學

習製作自己的Podcast；2.學習採訪及溝通技巧；3.深入了解流浪犬的問題。並期

待之後能夠進一步達到讓人們可以對生活周遭有所關懷。 

課程中與流浪犬收容中心狗狗山合作，學習流浪犬的相關知識，並且安排到

草悟道擺攤推廣，流浪犬收容中心也很期待同學帶來新的推廣方式。在學期中為

了加強同學們對於流浪犬健康、絕育及訓練方式等主題的認識更安排了業師講

授專業課程。 

課程於109年12月28日(一)12:00~13:00舉辦成果分享會，同學分享了在過程

中克服對於狗狗的懼怕，積極參與收容中心的服務、親近與了解流浪犬，並且從

0開始學習Podcast節目的製作，從議題確認、資料蒐集、腳本編寫、設備機器的

操作使用，開始錄製系列節目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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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踴躍的小小創客體驗工作坊 
  

許雅婷撰文 

「創客技能於各領域之教學應用實務」課程由一群在創客活動、使用創客的

團隊及同學們發起，同學們發現創客中有許多的工具適合大家在規劃創業、在實

踐創意發想、在實作上都有很大的助益，但卻沒有多少人會使用及維護。因此發

起這門課程，希望依方面能活用創客的資源，另一方面藉由資源能完成同學在教

學教案上的設計。 

課程設計在教導同學使用各創客工具設備，包含雷射切割機與3D列印機。同

時培養二維和三維模型設計與製作能力，並且進一步結合教育，引導同學設計

「可應用在教學上」的教材與教案。同學們在期末分別於12月13日及12月20日安

排了兩場教學活動的成果實作，每班開放教職員同仁的子女報名參加，原先僅安

排一次的工作坊，但因課程一推出馬上就額滿，所以立刻加碼多開一次。兩次課

程的內容依據場地設備有不同的設計，於12月20日的課程，因有雷射雕刻機與3D

列印機的機器，所以除了基礎知識外，孩童們可以直接看到即使用機器，看到機

器運作的狀況及原理更進而引發孩童們的好奇心。本課程的期末成果發表會並

於110年01月08日13:00於通識沙龍舉辦。 

 

電機一乙黃靖婷撰文 

創客技能於各領域之教育應用實務的雷切和3D列印教學活動完美結束。 

活動由參加自主課程的逢甲學生與程堡兒童程式教育團隊主辦、教學，來自

各領域的學生都因好學、喜歡與孩子相處而聚集，不同的學術背景為這次活動增

加豐富度。 

活動分為兩部分¬—雷射切割和3D列印，兩場課程講師都先介紹器材運作原

理、未來發展趨勢，引起孩子學習動機和培養刨根問底的科學精神。為達適性教

育，3D繪圖採用直觀好上手的Tinkercad，在拖曳設計的物件的過程，孩子興奮

地直稱好好玩，並自己探索網頁工作欄的其他功能，可見孩子從課程學到的不只

是製作方法，還有因興趣引發的自主學習能力，可以帶著離開課程、受益終生的

學習態度才是逢甲學生想給與孩子最重要的能力。 

程堡兒童程式教育團隊由一群熱愛教學的助教組成，此次自主課程更是增加

許多新血，一同共襄盛舉兒童教育這場狂歡。逢甲大學秉持企業社會責任（CSR）

和聯合國SDGs目標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透過提供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

育，讓大眾享有終身學習機會，我們相信孩子是未來的主人翁，而資訊科技教育

的向下扎根是通往夢想的唯一道路，孩子透過這場活動，可以以「想像」為創意

的來源，以「實踐」為創新的可能，於日新月異的未來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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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專注地觀察3D列印機的運作方式 自行DIY組裝雷射切割製成的鉛筆盒 

  
家長小朋友一同使用3D建模軟體自製名牌 團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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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與劇場『2021 希臘神話』 
  

許雅婷撰文 

『表演舉劇場』，由頑石劇團團長郎亞玲老師授課。透過現代劇場的「美學」

理念與「創作」原理，了解舞台劇的製作過程，經由閱讀與排練，掌握戲劇語言

的精隨，肢體語言的表達；整合現代藝術的發展理念，提昇學生戲劇鑑賞的能力。 

課程老師教同學們自己創作劇本，在戲中融入各種表演方式，同學們以創「希

臘神話」作為主題，5組同學分別將不同希臘神話拉到現今，融合創作出新的、

甚至帶有點警世意味的故事。於2021年1月7日(四）10:00-12:00於通識沙龍演出。

故事包括梅杜莎、潘朵拉的盒子(過度使用手機造成的問題)、天神宙斯(描述正

直的人與具備關懷弱勢的心)、講述真愛的故事、展現不放棄的精神等，每組同

學更都能巧妙地依據各組組員們的特色及特長，將其融入於戲劇中，唱歌、彈吉

他、B-Box等都能編排進劇中。演出後老師也一一對每組的演出做詳細的分析與

講解，讓演出的同學以及來觀賞的同學都能夠在更深入的學習。 

 

  

  



逢甲通識通訊(第 83 期)2021/1/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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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劇劇場創作與演出『歌舞情緣』 
許雅婷撰文 

『歌舞劇劇場創作與演出』，已經邁向第10屆了。這是一門有著傳承的自主

課程，是一群對於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同學主動發起歌舞劇相關的自主課程，每學

期都有舊的同學留下協助以及新的同學加入，但不變的是每學期同學們都在想

新的挑戰，從改編的劇本及歌曲開始，到全新創作原創劇本及原創歌曲。本學期

的課程除了修課的同學外，還有許多不需要學分的同學也熱情參與，如因疫情無

法回美國的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學生，及僑光科技大學的同學都來參加、共

同創作出這次演出。 

這次將創作演出的劇碼是「歌舞情緣」，這次的劇情將熱愛歌舞劇的同學們

自己寫入了劇本中，演出屬於自己的故事。於2021年1月6號（三）晚間於逢甲大

學人言大樓B1啟垣廳演出。整場演出展現了學生團隊的絕佳默契，現場滿座皆

沉浸於演出中，隨著劇情安排不時聽到觀眾席中傳來歡樂的笑聲，同時也獲觀眾

熱情的掌聲及好評。 

這次的演出還有令人驚喜的彩蛋，因為是第10屆，所以同學們邀請了前面參

與過課程(畢業或還在學)的同學們回還參加演出，在整齣戲結束後加碼了一段精

彩的舞蹈，舞蹈及音樂的設計串連了10屆演出的內容，其中還有畢業的同學也遠

重台北、高雄特地回來排練及表演這段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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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碩一 曾勇翰 撰文 

第十屆學生自組歌舞劇課程“歌舞劇劇場創作與演出-歌舞情緣”於2021年

1月6號（三）晚間於逢甲大學人言大樓B1啟垣廳圓滿演出，整場演出展現了學

生團隊的絕佳默契，現場滿座皆沉浸於演出中，同時也獲得許多師長及觀眾的掌

聲及好評。什麼是學生自組歌舞劇課程？大多數在校同學及師長都鮮少耳聞，但

對於喜歡舞台劇或歌舞劇的同學們來說，這門自組課程的名字卻是如數家珍，遠

至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近至僑光科技大學的同學都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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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學生自組歌舞劇課程？顧名思義本課程是由一群熱愛歌舞劇、喜歡表

演及享受舞台的同學們共同籌備而成，從組織團隊、劇本、舞蹈、道具、妝髮、

燈光、攝影、文宣都是同學們各自展現所長、相互協助完成的。喜歡展現自我的

同學練習劇本演出及歌唱、喜歡舞蹈的同學進行演出舞蹈編排、喜歡製作的同學

則能加入道具組，依據劇情設計道具，於有限資源中發揮最大創意、喜歡攝影的

同學則以動態及靜態的方式記錄一路點滴，也協助了海報及文宣製作。除了上

列，學生也在過程中透過解決各式問題、與人的溝通協調、跨領域的學習、自我

調整及激勵等，提升個人軟實力。 

學生自組歌舞劇課程從： 

103學年度-下學期 – 歌舞青春3-畢業季 

105學年度-上學期 – 歌舞青春1 

105學年度-下學期 – 歌喉讚 

106學年度-上學期 – 這一次你需要Mr.卡利基 

106學年度-下學期 – 歌舞青春3-畢業季 

107學年度-上學期 – 大娛樂家 

107學年度-下學期 – 愛在情人節 

108學年度-上學期 – 嚴時裡的花 

108學年度-下學期 – 孔雀 

109學年度-上學期 – 歌舞情緣  

歷經了十屆的歌舞劇課程於每一屆都克服重重困難，不斷突破及成長，從有

限的資源裡不斷去改革及創新。它是一門課程，團隊更像是一個社團，更像是一

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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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歌舞劇為學生原創劇本，故事以「自組歌舞劇課程」為背景，結合歷屆

歌舞劇課程的元素，寫出這部青春校園喜劇。故事男主角阿星為了追求他仰慕的

同學Audrey，加入了校內的歌舞劇課程，在準備公演的過程中阿星卻碰見了真正

讓他心動的女生—Cindy，學期中他都周旋在這奇妙的三角關係裡，同時讓他難

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當他好不容易明白自己心之所向，並為此努

力之際，卻在公演前一天被說破當初加入課程的原因，被導演及其他同學趕出了

團隊，最後想要禰補自己過失的阿星還是勇敢的回到演出舞台，最後贏得滿堂

彩，也獲得了美人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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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通識藝術課程期末成果展-百花齊放!! 
  

吳書萁撰文 

我們準備好啦！ 

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戶迎新春，庚子匆匆金鼠去，犇向辛丑納吉祥 

時間飛快，一年將要結束，轉瞬間，這學期也將畫下句點，回顧游翰堂這一

學期可以說是藝文匯聚，百花齊放，在蕭世瓊老師的帶領下，學生們遊藝於書法

的寬廣世界，以及程代勒老師以及鄭月妹老師的丹青妙筆，彩繪出大千世界的五

彩萬象，還有洪建豪老師的刀刀細膩，從容於金石之中，篆刻出繽紛多樣的文字

之美，本次游翰堂特別推出百花齊放學生成果展，恰逢春節將至，將要給大家一

個喜氣洋洋的新氣象！ 

以下是本次展覽的簡介 

書法、國畫、水墨及篆刻向為中華傳統藝術文化之核心。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為推廣及引領學生欣賞與了解書、畫、印之美，特別由蕭世瓊、程代勒、鄭月妹

及洪健豪老師分別開設書法的臨摹與應用、書法藝術創作、王羲之手札賞析與臨

摹、國畫藝術創作、水墨造型設計及篆刻與生活等六門課程。總修課人數達240

人。透過授課老師開放且引導式之教學，學生多能領略傳統藝術之精髓並藉由

筆、墨、刀石抒發心情。 

本次期末成果展分別以不同形式呈現：書法以春聯應景、手札抒懷；國畫表

現生活意趣；水墨以花系列在絹布及扇面展示；而篆刻則以斗方印屏呈現分朱佈

白之趣。展覽形式可謂豐富多元，精彩可期。開幕展訂於110年1月7日(四)下午

3：00，於本校圖書館1F游翰堂漢字文化中心舉行，歡迎全校師生蒞臨參觀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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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藝術類期末成果發表-百花齊放 
  

吳書萁撰文 

「逢甲有個藝術系！」在109-2學期開始，結合了各種課程資源，幫同學把分

散的課程結合出一套新的「藝術設計」輔修，輔修課程包括書法、篆刻、美術、

音樂、舞台、戲劇等內容，通識中心對於藝術薰陶的推廣更是不遺餘力，相關能

力像是形象視覺設計、表演藝術設計、舞台藝術設計、書法藝術設計、國畫藝術

設計、篆刻藝術設計…等，在通識中心底下通通都有開設相關課程，就是為了培

養同學一種能欣賞「美」的內涵，培養學生具備藝術賞析及評鑑的美學素質，以

及相關設計演出的才能。 

游翰堂開幕短短半年，已經舉辦三場大型主題展，展出作品琳瑯滿目，吸引

無數學生以及校外人士觀覽，來自各界大師的作品更大大提升了同學們的眼界。

而今，繼上年度的「瓊葩初放」，日前，游翰堂再次迎來同學們的第二個成果作

品展：「百花齊放」！除了書法、篆刻等常設課程外，本年度還新設了「國畫藝

術創作」以及「水墨造型設計」兩門課程，精彩的作品讓來賓紛紛驚嘆，同學的

創意、藝術竟然可以透過短短三個月的訓練培養到如此之高的水平，而高董事長

更是給予成果展「美夢成真、滿心歡喜」的高度評價，可見師長們對同學們寄予

的厚望！ 

李校長與翟院長更承諾董事長未來會大力提供資源，除了在游翰堂進行的

「靜態課程」外，目前正積極籌備「動態課程」（如古琴、吟唱、舞台表演等等）

以及物色適合的上課場所；本學年度另外一個亮點就是來自校外慕名而來旁聽

的學員，亦與逢甲學生同樣出色，亦在代表致詞時表示生羨萬分——可見游翰堂

正逐步達成當初建立的目標——提供舒適場所，傳承中華文化藝術之美，提振人

文風氣，成為高教楷模。 

書法、國畫、水墨及篆刻向為中華傳統藝術文化之核心。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為推廣及引領學生欣賞與了解書、畫、印之美，特由蕭世瓊、程代勒、鄭月妹及

洪健豪老師分別開設書法的臨摹與應用、書法藝術創作、王羲之手札賞析與臨

摹；國畫藝術創作；水墨造型設計及篆刻與生活等六門課程。總修課人數達240

人。透過授課老師開放且引導式之教學，學生多能領略傳統藝術之精髓並藉由

筆、墨、刀石抒發心情。 

本次成果展展期橫跨整個春節寒假，從1/7（四）到2/28（日），本次成果展

分別以不同形式呈現：書法以春聯應景、手札抒懷；國畫表現生活意趣；水墨以

花系列在絹布及扇面展示；而篆刻則以斗方印屏呈現分朱佈白之趣。展覽形式可

謂豐富多元，精彩可期，還有游翰堂常設展的各項展品，歡迎各位攜同親朋好友

來到逢甲大學圖書館館內的游翰堂欣賞同儕作品，有賴各方支持，藝術類課程一

定會越來越豐富，讓我們繼續深耕、共同享受漢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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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董事長致詞 翟院長致詞 

  
李校長致詞 台中教育大學來賓-高偉謙教授致詞 

  
漢字文化中心蕭主任致詞 同學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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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們對作品讚不絕口 大合照 

  
鄭月妹老師 學生水墨成果作品 程代勒老師 學生國畫成果作品 

  
洪健豪老師 學生篆刻成果作品 蕭世瓊老師 學生書法成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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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活動報導 

【竹韻風情】台灣竹樂團音樂會 
  

張先齊、陳麗如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於12月29日邀請到台灣竹樂團(Taiwan Bamboo Orchestra,TBO)

蒞臨本校演出，是全台唯一以竹為樂器主體的專業演奏樂團，又稱為「綠色環保

樂團」，並且除了使用傳統的管樂器笛、笙、簫外，更在吳四印教授指導竹工藝

師下，成功研發設計出了高音竹琴、叮咚琴、方盒琴、拍筒琴等多項新式竹樂器，

深獲觀眾喜愛。 

本場音樂會為本校師生帶來十四首歌曲，將我們耳熟能詳的歌曲以竹樂演

奏，包含《西班牙鬥牛士舞曲》、《龍貓三部曲》、《小蘋果》，別有一番風味，除

此之外，用不同方式演繹台灣民謠《高山組曲》《台灣民謠組曲》，更是讓觀眾聽

得如癡如醉，整場音樂會沉浸在竹樂美妙清脆的聲音裡。 

音樂會接近尾聲，樂團特地為本校師生安排「竹鑼互動」的橋段，音樂家邀

請學生來到舞台進行互動，分別敲擊五樣不同音高的竹樂器，一同演奏經典樂曲

《小蜜蜂》。這場特別的音樂饗宴，讓每一位觀眾享受在竹樂器的悠揚樂聲之中，

也為本學期的音樂會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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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考」的美麗與哀愁 
陳玉苹撰文 

創意思考（creative thinking）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設計出來思考模式，主要在

打破慣性的思考方法（如邏輯式線性思考），以腦力激盪創造水平式的聯想，重

新定義問題進而解放想像力產生創意。換言之，是一個將既有元素打破、重組從

而產生新想法的思考工具。也因此，教師所需要準備的教材跟一般課程不同。教

師需要準備一個既有的個案或問題，然後請同學拆解既有的現象或問題、重新定

義後，透過小組合作以創意思考法來練習創意的激盪。 

當我接下「創意思考」的課時因時間緊迫，是透過與前輩請教才掌握了上這

門課的教學目標與基本技巧。初上這門課的教師，可能會面臨以下的問題：1. 創

意思考的課程目標與操作方式，跟一般學理性的科目不同。在解說創意思考的方

法後，最重要的是練習題目的設計。若無較為深刻的理念作為引導，創意思考的

方法很容易流於類似團康課的操作。因此教師可以結合本身專長之議題來設計

題目，討論時較能聚焦，教師也比較能夠掌握討論的進行。2. 班級經營的問題。

由於每一個班級組合都是混合三至四個系所，因此如何讓大一學生能夠與陌生

的同學進行討論並激發創意，需要透過適當的班級經營來創造團體動力，而班級

經營則是需要經驗的累積。 

我透過對於「創意思考」的理解，再加上本身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方法作

為搭配，最後選擇以台灣「地方創生」的案例作為引導學生思考的主軸。在說明

這些創生團隊如何理解現象、盤點資源、再構思出解決地方問題的方案後，讓學

生使用創意思考法來進行該週題目的討論與創意發想。期末報告則是一個較為

複雜的題目，讓同學自行選擇五種創意思考法來練習盤點資源、重新定義問題、

發想新的解方、最後整合組員的想法完成最後的期末成果。 

在操作的過程中，教師需要簡化分析與思考的流程，讓同學比較容易掌握核

心概念。若同學可以掌握核心概念，在以創意思考法進行練習時，比較能夠循著

案例中揭示的概念進行發想。我曾嘗試許多不同的練習題目，包括「宿舍換工制

度」、「公益小旅行的設計」等，其中有一個題目同學操作的比較好：「請同學設

計五分鐘的公益廣告，推廣一個好的理念（環保、性別友善等）」。因為同學可以

透過改編、模仿既有的廣告再加入新的價值，比起開放式的思考來說較為簡單，

因此完成度較高。有一位同學的設計令人印象深刻。她設計的公益廣告之目的在

推廣性別平等的概念，其故事軸線為：『一個硬幣掉下來往前滾，滾過一些顛覆

性別印象的工作現場，最後硬幣停在兩個小朋友面前（一男一女）。小男生把硬

幣撿起來看了一下，問小女生說：「你知道現在總統是誰嗎？」小女生說：「現在

女生也可以做總統喔！」背景畫面是蔡英文總統（大致的故事軸線）』。換言之，

若提供越具體可參照的資訊與概念或者案例，同學可以對接上思考的軸線，其想

像與創意的空間就越大。或者同學自己本身對某事物有較為豐富的經驗，也可以

有比較好的發揮。例如一個曾經擔任調酒師的同學，把「設計青銀同樂的夜店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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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題目發揮的很好。他從自身工作經驗出發，選用了課上介紹的老人照護的理

念，設計出長者友善的夜店行程。 

而在班級經營上，多數班級在進行小組討論時會出現一些類似的狀況：1. 同

學不熟悉討論課的進行方式或過於害羞，只有在老師介入時才願意說話。2. 每

個同學發表意見，難以整合形成最後的方案。3. 因為時間的壓力，往往流於由

一位比較有領導性格的同學作整個方案的構思，無法落實小組討論。 

授課以來，若小組成員彼此契合，透過成功的小組討論將彼此意見互相疊加，

往往激發出許多有趣的創意，也帶給我很多樂趣。教師也可以根據目前時事的變

化與議題來設計題目，引導學生思考跟自己切身相關的議題。透過盤點問題、找

到資源、進行創意連結後，發想新的解決方案。例如最近校園內出現許多學生情

緒困擾之案例，因此我請同學「正確認識自己的情緒，分析社會結構性的因素，

設計改善的方法」。有一組同學規劃與心理師共同設計App，讓同學在懷疑自己

有情緒狀態時，可以先以此App中的資訊自我判讀與調適；若無法解決時，亦可

透過App跟學校諮商中心聯繫請求協助。這是一個很貼近學生需求的好設計。不

過除了這些正面的經驗之外，在教學現場仍有許多需要克服的現實，包括場地差

異（新型教室/傳統教室）、創意思考課程的定位與專業課程的關係等等，可能都

會影響同學的學習意願以及參與程度。在這種高互動式的課程中，若學生的參與

度意願低，對教師就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美國的大學課堂中，教師授課後，會安排助教與修課同學進行每週一小時

零學分的小組討論，協助同學理解與吸收教師授課的知識。台灣的高等教育中較

少有這種單獨討論課的安排，但創意思考法實際上就是組織小組成員進行討論

的方式。因此，創意思考法除了可以用在需要進行方案設計的課程之外，也可以

應用在專業課程的小組討論中。若能將創意思考的方法重新定位，並與其他課程

作出連結，或許可讓這門課所學得到更大的發揮，也更能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 

  

新型教室桌椅可以移動，在進行討論的過

程中，學生可以隨時移開桌椅，對於增進

討論時彼此的互動有較佳的效果。 

期末報告，學生盤點自身的情緒來源，並

設計方式來紓解自己的學習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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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教學中心 大學國文 109-1 期末教學研習會 
  

國語文教學中心 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110年1月9日舉辦「109-1期末教學觀摩會」，邀請本校大學

國文教師群參加會議，共同商議109-2之課程授課要點、共同作業以及評分標準。 

此次會議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主持。延續108-2課程與當時決議，

109-2學期將執行〈事情不單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講故事〉、〈你可以再靠

近一點──人物採訪寫作〉、〈我就是你們在找的人——自傳完全攻略〉、〈專業溝

通與表達攻心術——簡報製作〉四單元，以及「硬筆字練習」。以期能將《大學

國文好好用下編》之教材全部執行一輪，藉此瞭解教材在教學端、學生端以及課

程作業於執行面的各項建議。 

議程第二階段，邀請逢甲校友、資深媒體工作者、現任中華電視台新聞部國

際中心記者—梁碩文老師，以「新聞採訪面面觀」為題，講解採訪時應有的態度

與技巧。透過梁老師的介紹，讓國語文教學中心全體教師瞭解與掌握在採訪前的

準備以及訪問時應注意的事項，以及將來在國文課程進度設計上，可增加與延伸

的教學資源與技巧，於課程之深廣度上，提供學生更多的學習資源。 

  

  
徐培晃主任主持109-2課程討論 中場茶敘 

  
梁碩文老師專題演講 徐培晃主任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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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外語教學中心翱翔萬里多益英檢班 
  

黃綺明撰文 

外語教學中心原於每學期已固定開設英語常見檢定測驗，如多益、托福、雅

思的培訓課程，於校園考之前以衝刺班方式，由老師解說並加強訓練學生的考試

技巧，以增加學生答題練習機會。為了擴大本校出國研修學生人才庫，於109學

年度起配合本校國際事務處「翱翔萬里計畫」，規劃英、日語檢定密集培訓課程，

期培育出符合翱翔萬里與國際交換的預備人才並加以重點培訓，以利選送國際

人才與提高出國學生人數，規劃如下圖所示。 

 

針對「翱翔萬里計畫」階段性目標，設計並每學期開設外語檢定課程，讓學

生了解測驗題型及準備方式、常見考題分析及應答技巧，於校園考前安排模擬考

試及試題講解，藉此學生能快速提升外語檢定成績，以符合出國研修標準。 

109-1翱翔萬里多益英語班有232人報名，以Easy Test或學生已有的多益成績

為分班準則，為培育大一大二學生多益檢定能力，排除大三大四學生，汰掉高分

及低分學生後，分為多益500、650兩班。多益500班錄取76人、多益650班錄取66

人。 

多益500斑於10月每週二、週三18:00-20:00上課，共16小時，稱之為「養成」。

於11月14日上午進行維時2小時的模擬測驗，下午由老師針對模擬考題進行維時

3小時的講解說明，適時位學生解惑，稱之為「衝刺」。填覆109-1翱翔萬里多益

500班的學生有45人，64%的學生非常同意養成衝刺班的提供對於他們的學習有

幫助、29%同意有幫助。至於在參加正式檢定考試之前，66.7%學生覺得參加多

益養成衝刺班比較有幫助，其次是自己的認真努力。上完翱翔萬里多益500班以

後，學生覺得有所進步的方面依序為解題技巧、字彙、文法、聽力、多益題型、

閱讀及資源的運用。 

多益650斑於10月每週二18:00-20:30上課，共16小時。衝刺部分與多益500班

相同於11月14日進行模擬測驗及講解說明」。填覆109-1翱翔萬里多益650班的學

生有57人，33.3%的學生非常同意養成衝刺班的提供對於他們的學習有幫助、

43.9%同意有幫助。至於在參加正式檢定考試之前，什麼方式對自己比較有幫助，

如同多益500班，66.7%學生覺得參加多益養成衝刺班比較有幫助，其次是自己的

認真努力。可能課程著重點的不同，上完翱翔萬里多益650班以後，學生覺得學

習有增進的方面依序為字彙、解題技巧、文法、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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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9-1翱翔萬里多益班宣傳海報  

  
圖二：109-1翱翔萬里多益500班上課照片 圖三：109-1翱翔萬里多益650班上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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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外語教學中心志工隊-《攤商合作成果》 
  

施惠家老師指導‧魏沂宣同學撰文 

學生與逢甲夜市的店家合作-共創友善商圈 

「109-1攤商合作」主要是由志工隊宣傳組的同學和其他對此活動有興趣的

志工隊同學所組成。此活動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加強學生與店家的互動、深化服

務內容以及延伸志工隊在夜市的服務項目，因此在學校主辦的USR計畫的支持

下，志工隊著手進行第一步的菜單翻譯與店家介紹的工作，希望在打造對觀光客

更友善的逢甲商圈之餘，也可以幫助夜市店家拓展新的客群。 

攤商合作前後期過程-志工隊與USR翻譯團隊的合作  

 本案最初先由志工隊前任隊長陳姿樺同學幫參加的隊員們進行培訓，大家

練習如何向夜市的攤商解說合作方案和與攤商接觸時應注意的禮貌；接著，再把

參加這個方案的同學們分成兩組人馬，兩組人馬分別前往夜市向先前設為目標

店家的老闆們詢問合作意願。過程中的狀況有被拒絕，也有差點談成不過最後店

家考慮收攤，直到最後總共有三個熱情店家願意跟我們合作。同學們先和店家約

時間介紹外語志工隊，並給店家看我們菜單設計的範本，接著負責設計菜單的同

學認真的反覆確認菜單的格式、翻譯的內容及樣式，我們也跟USR翻譯團隊合

作，請他們幫忙把菜單翻譯成英文、日文、印尼文、韓文。就在12月初靠著大家

的努力完成了攤商合作這個方案。 

FB粉絲團: FCU FLCV 逢甲大學外語中心志工隊 

 

  
圖一：參與攤商合作的同學們 圖二：USR翻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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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頒發感謝狀，感謝店家幫忙- 

激旨燒鳥  

圖四：頒發感謝狀，感謝店家幫忙- 

海邊小屋  

  
圖五：頒發感謝狀，感謝店家幫忙- 

蔡大明 

圖六：小組內認真討論  

  
圖五：菜單翻譯成果(日文)-激旨燒鳥   圖六：菜單翻譯成果(印尼文)-蔡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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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 109-2 課程宣傳 
尹馨慧撰文 

新學期將至，社會創新學院已將109-2課程安排好，歡迎各位先將時間留給我

們社會創新學院，一起了解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CDIO教學模式以及社會

創新。此次為宣傳微學分課程，日後將宣傳SDGs中英文工作坊，敬請期待！ 

109-2 社會創新學院微學分課程 

課程 學分 講師 時間 地點 

SDG 6&13 森呼吸：搶救地球的肺  0.2 林雅文 03/12(五)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9&12 路上觀察研究－社會創新議題發掘與

機會探索 (一) 

0.2 白志中 

謝麗雪 

03/17(三) 13:00-17:00 應諾創客小教室 

SDG 3&6 健康和生活福祉+潔淨水源和衛生設施  0.2 洪嘉柔 03/19(五) 13:00-17:00 應諾創客小教室 

SDG 12 快時尚- H&M 代工@柬埔寨 (全英授課) 0.2 林雅文 03/19(五)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9&12 路上觀察研究－社會創新議題發掘與

機會探索 (二) 

0.2 白志中 

謝麗雪 

03/24(三) 13:00-17:00 應諾創客小教室 

SDG 4&8 非洲的歷史與挑戰 0.2 韋正 03/25(四) 13:00-17:00 人言 402 

社會住宅知多少 0.2 住發局 03/29(一) 13:00-17:00  

SDG 4&10 不可思議伊斯蘭 以印尼、布吉納法索

為例(全英授課) 

0.2 韋正 04/01(四)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13 氣候故事工作坊 0.2 余宸緯 04/09(五)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2&15 葷素差在哪?<奶牛陰謀>  0.2 丁玉 04/29(四)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7&13 可負擔的乾淨能源+氣候行動 0.2 洪嘉柔 04/30(五)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4&10 玩轉教育促進平等學習  0.2 林翠英 05/07(五)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2&12“餓”滅之橋:食物銀行 0.2 林翠英 05/14(五)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2 剩食利用的 100 種樣貌-台中食物銀行 0.2 黃舒那 05/14(五) 13:00-17:00 應諾創客小教室 

SDG 1&16 咖「非」正義，公平貿易?  0.2 薛珍華 05/21(五)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10&11 東南亞移工在台灣:〈快跑 36 小時〉

(全英授課) 

0.2 丁玉 05/27(四)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10 減少不平等-社區裡的角落小夥伴-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 

0.2 陳曉茵 05/28(五) 13:00-17:00 人言 402 

SDG 14&15 關心海洋生物 + 關心陸地生物 0.2 洪嘉柔 06/04(五) 13:00-17:00 人言 402 

*橘色：CDIO課程；綠色：全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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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 Theater-你我都不能缺席的 SDGs！ 
 

尹馨慧撰文 

 

SSS Theater迎來這學期的最後一堂課：你我都不能缺席的SDGs！運用一學

期的午休時間，讓同學了解何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本次課程先再次開宗明義

SDGs，帶著舊生快速複習，也讓新生明白SDGs的重要性。藉著SDGs轉盤增加課

堂的趣味性，使學生不被老師指定的題目所設限，更能藉此多接觸不常碰觸的領

域。讓同學小組討論後，再與大家分享己見與看法，老師再總結所有同學的想法

並予以補充，相信大家對SDGs都有初步了解甚至是更深層的認知。 

下學期仍有SDGs中英文工作坊，同學們中午若不知道去處，相信社會創新

學院是個好歸宿！ 

  

  
上課情形。 課程進行。 

  
學生討論分享。 學生小組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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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參-聲音報導者，教養不棄養 
  

林佳佑、劉騏甄撰文 

認識台灣浪犬-狗狗山收容所 

為什麼台灣的《動物保護法》已經施行十多年，流浪動物的問題始終存在且

耗費許多社會資源管理？環工系林佳佑同學邀請中興大學的獸醫系老師、攜旺

café老闆蘇庭鋒向同學們介紹台灣目前浪犬的問題：包含棄養、繁殖，政府處理

的方式、收容所的困境等等。 

推廣教育—愛護動物 

學生林佳佑帶領同學前往霧峰狗狗山收容所，選擇狗狗山收容是因為該收容

所相當重視教育推廣，已經有長期跟其他學校合作的經驗。這次去狗狗山透過愛

媽的協助，讓同學們更清楚浪犬的處境，並且開始願意推廣流浪動物的問題! 

我們設計的推廣方式是透過透過一系列podcast帶大家探討台灣流浪犬的環

境問題。2020為podcast元年，越來越多人開始收聽podcast，不同於影片的刻意營

造，podcast更能多方面、自然地去闡述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對原本沒有在關心此

議題的民眾，也能更輕易地吸收與認識，讓更多人有機會注意到浪犬議題。 

課程中除了讓同學實際學會製作自己的podcast外，也讓同學們了解現在台灣

的浪犬狀況，另外會請專業訓練師教導我們飼主該注意的事項與基礎的訓練方

式，唯有了解正確的飼養知識，才能避免棄養問題一再發生，透過podcast的宣

傳，也希望能給大家更多的飼養觀念，讓台灣棄養的普遍情況能得到改善!。 

  
圖一、老師教導同學如何正確接觸狗狗。 圖二、跟同學說明狗場的結構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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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同學們跟狗狗接觸 圖五、原本蠻害怕狗狗的同學，在經過適

應後也勇敢走進來 

  
圖六、興奮跑來打招呼的鼻毛 圖七、本次課程也邀請中興獸醫師許凱婷

老師來為我們講解狗狗的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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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in every day life- English workshops 
  

吳欣蓓撰文 

社會創新學院於每周三中午舉辦的SDGs English workshop自12/9開始，進入

到最後的階段，由來自蒙古的巴茵雅同學，帶著同學利用中午一小時的時間，帶

領同學一起用英文認識SDGs，分別介紹了SDGs 1(消除貧窮).3(良好健康與社會

福利).4(良質教育).5(性別平等);巴茵雅因為出生國家的關係，在這幾個議題上都

有近身的案例可以分享，透過分組討論及台灣資源的搜尋，也引發同學進一步的

反思。喜歡上課氣氛活潑的她，也設計了不少遊戲競賽可以跟現場同學互動! 同

學們也都感到新鮮有趣! 

 

  

  
同學較敢開口訓練口語英文能力 上課實況一 

  
上課實況二 上課實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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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間亦師亦友難得知己互相砥礪 
黃煇慶撰文 

本校EMBA 93高階張國鈜、郭明鴻兩校友，在學中曾隨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

於2005年5月任職外交部期間，應邀帶領該經管院師生赴日研修後，一直保持聯

絡。而黃老師於2012年9月提早自公職退休受聘返回本校任教後，往來互動更為

頻繁。張、郭兩校友也皆本勤勉之心續考進本校工工、金融博士學程深造。平素

更對認識日本、學習日語抱持高度興趣，已多次夫婦號召當年EMBA同窗班友及

師長組團，請託本中心黃老師規劃帶隊前往日本東京首都圈、大阪關西近畿以及

琉球沖繩等地研習並尋幽訪勝。平時若有該班同窗校友聚會，也常邀約本中心黃

老師赴宴。來校時則順道造訪黃老師研究室茶敘，雙方可謂亦師亦友，情誼溫馨

而熱烈。今年由於疫情關係，無法續組團赴日研修旅遊，年底在日本沖繩舉行的

「東亞國際經濟論壇」也因延期而不能如期前往報告。然彼此間亦均如往昔，偶

藉餐敘或請益，平淡地開懷暢談，互相鼓舞砥勵，真是可貴。 

  

 
圖1-(左起)張國鈜工工博生、黃煇慶老師夫婦、郭明鴻商博生夫婦 

 
圖2-(左起)郭明鴻金融博生夫婦、黃煇慶老師夫婦(攝於黃老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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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平溪十分半日遊放天燈祈願校運昌隆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利用元旦假期，參加新北平溪十分、九份觀光名勝半日

遊活動，順道造訪黃老師授課時引用「2020年10月號互動日本語」所提及「瀑布

環繞的礦石之鄉─平溪(滝に囲まれた炭鉱の郷―平溪)」，一探平溪古來煤礦文

化、瀑布、天燈等深受觀光客喜愛前往之緣由。平溪線鐵路建於日治時期的1920

年代，而平溪境內更擁有眾多瀑布，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十分瀑布」，被喻為是

台灣的尼加拉瓜瀑布。此次親身所見，果然景色壯觀。鄰近的「十分老街」則依

傍鐵路而成，黃老師夫婦特在此選購天燈，並寫上「逢甲校運昌隆」以及黃老師

在台北所擔任「台北校友會、樹林松年大學、光明里的日文班，加油」等字樣，

將之飛上空中，因係首次點放天燈，心中難掩興奮。隨後轉往電影「悲情城市」

拍攝地九份，只見觀光人潮洶湧，於疫情中別有一番商業生機。 

 
圖1-黃煇慶老師夫婦攝於平溪十分觀瀑吊橋 

 
圖2-黃煇慶老師夫婦攝於平溪十分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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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於平溪十分老街放天燈之一 圖4-於平溪十分老街放天燈之二 

 
圖5-黃煇慶老師夫婦攝於九份阿妹茶樓前 

  
圖6-攝於新北市最老戲院九份昇平戲院前 圖7-平溪十分老街放天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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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召開理監事會議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於12月22日舉辦本年度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本中心副教授黃煇

慶因擔任該會常務理事，故也應邀出席。大會援例由周純堂理事長主持，為配合

防疫，進入會場仍須量體溫、維持社交距離等措施。而大會也以線上閱讀取代傳

統紙本議程。致與會校友均改以手機掃描閱讀會議資料，顯見台北校友會所建立

之網路社交平台已見效果。周理事長致詞後，接續由楊朝安副理事長、賴文堂總

編輯等校友會幹部進行會務報告。透經校友會多項活動成果，帶動校友們年來的

精采回憶。最後在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致詞以及江松圳學長籌畫訂於明年1月15日

實施桃園國際機場一日遊的提議中，進入晚餐敘，氣氛祥和熱烈。 

 
圖1-周純堂理事長主持理監事會議 

 
圖2-楊朝安副理事長會務報告 

 
圖3-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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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致詞 

 
圖5-江松圳學長報告籌畫桃園國際機場一日遊議案 

 
圖6-黃老師等部分與會日文班校友合影 

 
圖7-晚餐敘熱烈情形(席開八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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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來去黃老師研究室喝日本茶聽東瀛及琉球事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於奉派駐日代表處期間，受本校故前張校長保隆感

召，提前退休返回母校任教。學經歷外又有奉派駐日各地二十載經驗，北中兩地

常見邀訪請益者，是以本中心大樓的黃老師研究室經常高朋滿座。黃老師均以歡

迎態度接待來訪師長、親友或同學等，致多有日籍留學生以「台灣爸爸(台湾の

お父さん)」稱呼黃老師者。其中來自日本沖繩的仲宗根爽同學，甫於上(12)月8

日、12日分別在台中歌劇院、本校啟垣廳演出本中心所創設音樂舞台生命劇《流

浪漂泊的白馬》，且擔任劇中老婆婆重要角色。演後即來訪黃老師，並對因參加

演出排演，而不得已缺課請假二週事致歉。黃老師則表鼓舞勉勵並祝賀伊演出成

功圓滿，正與多位日籍留學生談話席間，適本校大一不分系(PMP)許芳瑜老師來

訪。提及日籍留學生因囿於疫情，寒假期間無法返國，而有邀約他們於1月16日

餐敘並補辦成人式典禮之議。獲在場同學贊同，表支援進行探詢邀約。 

 
圖1-(後排左起)高木同學(沖繩)、PMP許芳瑜老師、黃煇慶老師、吳佳恆同學、阿部

同學(北海道)、陳柏霖同學；(前排)仲宗根同學(沖繩) 

 
圖2-在黃老師研究室喝茶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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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聖誕節移地教學 
  

黃煇慶撰文 

由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家族在樹林所開創「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於本年十

月獲新北市政府正式核定設置「松年大學」，並續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所

設日文班課程講師。因該班學員大都已隨同本中心黃老師研習日本語文三個學

期，彼此互動甚好。為表歲末謝師，乃於12月24日課後午餐敘，並移地教學進行

日本演歌卡拉OK（カラオケ）。而擔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的張立德先生(張立義

傑出校友胞兄)也受邀蒞臨，且贈送學員們餐點禮盒，大家均表感謝。另連任三

期班長的陳鳳黎女士，亦提供自家種植經醃漬小黃瓜給大家享用，味道甚佳，頗

獲稱讚。時逢年底，教室與戶外街道均擺飾聖誕花紅，處處充滿喜氣。學員們也

各展歌喉，將所學日本演歌一一獻唱，不時引起轟動，氣氛甚是熱鬧歡樂。 

 
圖1-黃煇慶老師在新北市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授課情形之一 

 
圖2-新北市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移地教學和唱日語演歌「大阪時雨」 

  
圖3-張立德董事長(中)贈送甜點禮盒 圖4-黃老師授課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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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左起)紅連煌總務長、張立德董事長、黃煇慶老師夫婦、陳鳳黎班長 

  
圖6-同學們卡拉OK載歌載舞熱鬧情況 

 
圖7-陳鳳黎班長(右)與同班部分女同學合影 

  
圖8-張立德董事長高唱國台英語歌曲 圖9-黃老師與陳班長合唱「長崎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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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來北公差財法所校友晚餐敘巧遇自控所校友 
  

黃煇慶撰文 

任職「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台中辦事處法務專員的本校商學院財法所蕭丞傑

校友，於12月23日趁北上公差台北總處之餘，邀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見面敘

舊。蕭校友前在校就讀大學課程及研究所期間，曾選修黃老師多項日本語相關科

目，又參加黃老師所帶領本校赴日研修參訪團異地教學課程，復請黃老師指導碩

士畢業論文，致已建立深厚師生情誼，彼此間經常互通相關情資信息。該日台北

整天陰雨，黃老師慮及交通因素，不便請蕭校友遠赴黃老師每周三固定擔任義工

的南港中研院近史所，乃改於東門捷運站附近，恰巧也是台北市柯市長寓所樓下

的庭園咖啡廳晚餐敘。師生雙方久未見面，相逢歡樂當不在話下，而欣聞蕭校友

最近新婚，恭賀聲更是悅耳。蕭校友提及渠任職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組織龐

大，經常可接觸到國際性之仲裁事件，是工作服務且學習法務的好環境。大家歡

愉暢談之時，餐廳女老闆突引薦適來店餐飲客人，竟是本校自控所江明達校友，

提及渠公司亦與日本大商社經常業務來往，真意外驚喜。 

 
圖1-(左)黃煇慶老師夫婦、(右)蕭丞傑校友 

 
圖2-(左起)蕭丞傑校友、黃煇慶老師、江明達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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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政大日本研究碩士學程演講意外師生會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12月31日應政治大學前教務長于乃明教授邀請，在該校

日本研究學程碩士班，再就台日間經貿與外交關係專題演講。此次係黃老師繼本

年6月應邀前往政大專題演講後，第二度受邀授課，除從我國長期對日貿易逆差

談及台日間經濟產業結構相依存現象之外，並就東協（ASEAN）10國與中國大

陸、日本、南韓、澳洲及紐西蘭5國共15個國家，甫於上年11月間所簽署「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東アジア地域包括的経済連携）對台灣未來國際競

爭的影響，提出個人見解。同時舉出日本曾於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前的1940年所

提出的「太東亞共榮圈(大東亜共栄圏)」，以及2013年日本倡導的「東亞共同體

構想 (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等歷史事蹟，做一比較，說明凸顯台灣經濟地位

乃居於亞洲中心地帶的重要性。呼籲同學們，應於日本研究外，提高國際格局，

至少放眼亞洲，探討台日經貿關係在亞洲布局的重要性。黃老師並以渠奉派駐日

二十年經驗，勗勉同學們，將來投考政府駐外人員公職考試，藉能親身投入台日

外交工作。由於觸及甚多精彩人生經驗，珍貴歷程數來令大家嚮往。席間巧遇本

校國貿系今年畢業刻在政大攻讀碩士課程之郭品鋒校友，也在聽講學員中。郭校

友也藉機表示感謝黃老師於渠報考政大碩士班學程時，協助提出日文推薦書。昔

日師生能在政大再度見面，溫馨滿場，感謝于教授安排。 

 
圖1-黃煇慶老師應邀在政大日本研究學程碩士班演講情形之一 

 
圖2-黃煇慶老師應邀在政大日本研究學程碩士班演講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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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本校國貿系校友郭品鋒(後右二) 圖4-黃老師夫婦訪于乃明教授(中)研究室 

 
圖5-黃煇慶老師應邀在政大日本研究學程碩士班演講情形之三 

 
圖6-于乃明教授(右二)以披薩午餐宴請本中心黃老師 

 
圖7-黃老師與于教授領導乾杯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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