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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相「劇」時節 

到歌劇院體驗逢甲大學多元科藝展演 
  

林于芳撰文 

節目資訊：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流浪漂泊的白馬》 

演出地點：小劇場、戶外劇場 

演出時間：12/08 (二) 19:30 

AR互動科技體驗   ｜戶外園區｜10:00-22:00 

《在熟悉處迷路》  ｜戶外劇場｜19:00-19:10 

《流浪漂泊的白馬》｜小劇場與戶外劇場  ｜19:30-21:00 

 

官方網站：https://fcutheater.weebly.com/  

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  

Instagram官方專頁:fcutheater_official 

新聞聯絡人：林于芳小姐(04) 2451-7250 #3341 信箱 yfanglin@mail.fcu.edu.tw 

 

今年11-12月將有超過50檔精采外租節目，在臺中國家歌劇院上演。從微涼秋

天進到適合相聚團圓的冬天之際，歌劇院精選推薦秋冬四檔展演涵蓋音樂、舞

蹈、科技藝術與傳統藝術等多元作品，其中一部為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原

創劇《流浪漂泊的白馬》，特別邀請本校劇團參與《歌劇院十月藝術好朋友》聯

合記者會，由本校劇團藝術總監與計畫主持人鄭月妹教授帶領主要演員余紹琪、

謝珽鈞、尤圓淨、張佑寧、劉得逸、吳昌翰、楊少瑢、謝文毅與熊日群同學一同

參與，並於記者會現場帶來歌唱演出！鄭老師特別介紹，今年創作《流浪漂泊的

白馬》是運用非典型劇場空間的演出，結合科技與藝術為觀眾帶來充滿驚喜的藝

文體驗，演出所有製作皆來自於本校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科技與藝術人才栽培計

畫，在教學團隊中28位老師皆是以表演藝術專業背景為主，串聯跨班級300多位

修課學生共同聯手製作。即使在沒有表演藝術科系的逢甲大學裡，演出中大家所

看到的每一個環節皆由學生親手製作。 

2020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原創劇—《流浪漂泊的白馬》，12月8日將在

臺中國家歌劇院小劇場及戶外劇場以雙向舞台形式首演！結合虛擬空間AR互動

裝置與燈光投影，運用歌劇院小劇場與戶外劇場的相連性，打造故事中虛實共存

的時空交疊感。演出當天在戶外空間和劇場，將由逢甲大學師生團隊與雅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發表各種ＡＲ擴增實境的互動體驗，以科技演前導聆，

讓觀眾體驗AR擴增實境，直接與劇中虛擬角色「白馬」互動，感受全新的藝術

饗宴。正式演出前，在戶外劇場將有「在熟悉處迷路」的現代舞蹈配合光雕的演

出，民眾可以在戶外劇場體驗e場充滿驚喜不一樣的5G科技藝術展演。 

 

https://fcutheater.weeb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
mailto:yfanglin@mail.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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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漂泊的白馬》改編自張桂杰的原著小說。透過科技藝術創作與歌唱舞

蹈表演的整合，主題探討生命輪轉的奧秘，劇中現實與超現實的角色「白馬」，

象徵着一個遊蕩在這個世界的老靈魂，祂懷疑、不安且無法相信自己，就如同我

們那被無數慨念束縛著的心靈，想逃卻逃脫不了! 這個被自我禁錮的靈魂「白

馬」，最終，祂發現了幫助自己解脫痛苦的藥箱就在自己的身上，於是終於在光

中化成千朵蓮花，轉念即得真實的自在逍遙。而這些影像可以在演出前，透過每

個觀眾自己的手機以AR擴增實境的方式在戶外空間中顯現。 

本劇全劇總長90分鐘，中場不休息。其最大特色是影像的呈現結合了國家歌

劇院小劇場與戶外劇場建築之特色，打破既有劇場空間慣性，除了舞台設計以可

塑性、易拆裝之彈性布料建構串聯內外場的舞台空間之外，同時配合了現場導播

技術，將小劇場內即時演出影像傳輸到戶外的劇場牆上，以光雕的方式播放，戶

外劇場的觀眾可以同時觀賞室內的演出，小劇場與戶外劇場連成一氣，觀眾藉此

充分體驗科技與藝術整合的妙用。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藝術總監暨總策劃人鄭月妹教授指出：「科技與

藝術整合實作學習是逢甲大學推動表演藝術的主要目標，目的是為了使5G數位

藝術的創新想像與創造力教學能在校園中強化成長.....發展具新科技藝術適性教

學系統與創意產出，同時可以啟動深化人文藝術教育與對於生命教育議題的關

注。」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以藝術與科技整合教學的舞台教育概念，跨領域

整合該校約20門正式課程、工作坊與微學分，邀請校內外20多位專業教師、藝術

家與產業科技公司合作教學，自2016年起至今，每一學期皆有300多位學生選課

參與此原創劇製作，成效卓越的培養了不少「藝術與科技」人才。 

 

 
歌劇院藝術好朋友秋冬精選推薦四檔展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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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文系余紹琪、建築系尤圓淨、行銷系劉得逸、土管系張佑寧、 

材料系謝珽鈞同學擔任劇中主要角色，在記者會現場來及時演唱。 

 
電子系吳昌翰與風保系楊少瑢同學擔任本劇Rapper，在記者會即時演唱劇

中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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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藝術總監以及計畫主持人鄭月妹老師，介紹逢甲大學深耕科技與藝術

人才栽培的實作教學計畫。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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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微學分新開課程開放報名中 
許雅婷撰文 

109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熱烈報名中，陸陸續續都還會有許多課程

新增，以及相關的專題演講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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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碁峰資訊及

AUTODESK公司提供的「AUTODESK競爭力微學分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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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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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16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0/30(五) 

13:10-15:00 
mt0180 0.1 學分動態錄影技巧(徐培峯) 

圖書館 

1 樓 RTC 

10/30(五) 

13:10-17:00 

mt0138 0.2 學分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3)-咖啡烘焙(李育惠) 通識沙龍 

mi0037 0.2 學分客戶不是上帝（品牌市場定位）(鍾亮君) 人 B117A 

mc0128 0.2 學分咖「非」正義，公平貿易?(薛珍華、吳欣蓓)  人 204 

10/30(五) 

14:10-18:00 
mt0171 0.2 學分聰明用Ｒ軟體，做出老闆覺得專業的圖表(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10/30(五) 

15:10-17:00 
mt0181 0.1 學分影片剪輯製作寶典(徐培峯) 

圖書館 

1 樓 RTC 

11/02(一) 

13:10-16:00 
mt0162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二)(周振權) ※需 10/19、10/26、
11/2、11/16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紀 111 

11/02(一) 

13:10-17:00 

mi0040 

0.2 學分創業系列-商業企畫書撰寫實戰班-3 年 42 場競賽獲獎
的超強企劃術(2)(張祐禎) *10/26 及 11/02 課程為連貫課程需一
起上才能完成，並取得共 0.4 學分 

紀 110 

mt0001 0.2 學分生活時尚-深層清潔與日常保養(林幸宜) 人 B117A 

11/05(四) 

13:10-16:00 
mt0162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二)(周振權) ※需 10/22、10/29、
11/05、11/19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11/06(五) 

13:10-17:00 

mc0131 0.2 學分兩性關係~培養自信、特質與吸引力(鍾亮君) 人 B117A 

mc0072 0.2 學分玩黏土學敏捷管理(張志昇) 紀 104 

11/16(一) 

13:10-16:00 
mt0162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二)(周振權) ※需 10/19、10/26、
11/2、11/16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紀 111 

11/16(一) 

13:10-17:00 

mt0098 0.2 學分海報設計與創意思考-初階(謝欣錦) 資電 B15 

mc0132 0.2 學分兩性關係~情關卡關密室逃脫術(鍾亮君) 人 B117A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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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23微學分課程回顧 

  

  
「創業技能養成-美好的婚禮，都需要一名十項全能的婚禮顧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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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技能養成—角蛋白美睫」課程。 

  

  
「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有周一及周四兩個班。同學上課很認真外，還積極的希望

能夠觀看課程錄影作為課後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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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管理-情緒轉個彎心更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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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陶偶創作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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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ython爬出您想要的資料」課程。 

  

  
「職場能力大補帖~新鮮人職場簡報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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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關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橙汁！（為何總遇不到對的人）」課

程。 

  



逢甲通識通訊(第 78 期)2020/11/01  14 

 

 

  
「創業技能養成—眉型設計與臉型應用」 

  

  
「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2)-拉花雕花與花式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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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激勵與潛能開發」 

  

  
「讓您的Google試算表動起來(以POWER BI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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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好人緣-成功的溝通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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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設計與實作篇」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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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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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11/3 (二) 

10:10-11:30 
吳肇桐 

侷限自己！才能與國際連結 

     ──淺談學生如何參與國際事務 

其實許多時候，敢不敢想與能不能做，都在轉念間。同
樣身為逢甲學生，所以瞭解我們這一群體共同的特徵
與習性，但忘卻身處群體中的自己可以做的改變與發
現自我獨特性。以我觀察之下，我們容易受到同儕的
影響，譬如…欸，今天宵夜不？吃啊！這家義大利麵
看起來好吃耶，明天去吃如何？OK 呀!心情好煩，要
不要一起唱 K？唱起乃！！下週評圖耶，要不要熬一
波？ 熬啊！哪次不熬！...等等。若我們開始曉得自己
的優點與缺點，甚至是獨到之處，便會知道現階段的
自己能做什麼與如何達成遙不可及的目標。這次的分
享即是從我本身的經驗與想法，談談以一個學生角色
至歐亞洲國家參與的國際行動和影響力。 

11/3 (二) 

12:10-13:00 

方鈺誠 

李雲婷 

柯家賢 

盧慧瑩 

路薇安 

「嚮光」探索˙嚮往自由 

      ──學習無邊界˙教育不受限  

1.分享準備企劃之過程與面對的困難跟挑戰。 

2.台灣目前教育環境面對的挑戰與困境。 

3.分享「嚮光」這個組織與他們平時的工作內容。 

4.比較各類教育與社服機構的功能差異。 

5.分析弱勢團體們真正需要的教育資源是什麼？ 

11/4 (三) 

13:10-15:00 
吳昌祐 

社群行銷術 

臉書社群行銷術。 

11/5 (四) 

12:10-13:00 

林怡均 

吳季璇 

周佳慧 

安以拓 

一半的路˙一半的我們 

奇特的我們──一個看似穩重實際無理頭，一個看似精
明有時也糊塗，一個看似隨興卻又矛盾，一個看似難
親近實為親切。 

這趟旅程，四人皆是首次當起背包客，這樣的組合，打
破了既有的印象，透過這短暫時光，開創了有別於其
他人的暑假！我們在探討，捐贈物資與金錢，是真的
幫助到弱勢機構了嗎?還是其實這樣的幫助附帶著一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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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副作用是我們平時不曾注意的呢？耕水小子，一個
幫助孩子們完成夢想的機構，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后里，
和我們一起看看這個機構是怎麼幫助孩子們的。小時
候玩耍的海灘，處處充滿著垃圾，直至今日，那些髒亂
的畫面仍舊歷歷在目，現在長大了，我們決定和她一
起回到當初的兒時秘密基地，拯救它海灘！ 

11/6 (五) 

10:10-12:00 
梁秀琴 

綠食綠休閒──轉廢為寶新生活  

1.環境變遷。 

2.綠食。 

3.綠休閒。 

11/6 (五) 

15:10-17:00 
許富凱 

新零售時代的商業模式 

1.什麼是新零售？ 

2.全世界新零售模式介紹。 

3.新零售的趨勢介紹。 

4.台灣適合那種新零售模式？ 

11/11 (三) 

13:10-15:00 
張銘仁 

後疫情時代的投資與理財規劃 

簡介當前複雜的政治、經濟及疫情大環境下，如何妥
善規劃個人投資理財策略。 

11/11 (三) 

15:10-17:00 
黃仕傑 

上山下海過一夜 

上山下海過一夜是三立電視台全新最 IN 的生活風格
戶外旅遊節目。這個節目介紹台灣的美景，美食，生
態，人文，經由主持人的上山下海，讓觀眾體會台灣在
地之美。此次特別邀請節目中生態主持人黃仕傑老師
蒞校演講，透過阿傑老師的鏡頭，讓同學一同領略台
灣在地的美好。 

11/13 (五) 

10:10-12:00 
曹義輝 

職涯轉換與海上休閒產業介紹 

1.職能轉換考量。 

2.職場生態之比較。 

3.個人素質之影響。 

4.經驗傳承的重要性。 

5.海上休閒產業介紹。 

11/13 (五) 

14:10-16:00 
王迎春 

美是未來的競爭力 

   ──一個平凡的美術老師如何與世界接軌？ 

藝術無國界，與世界接軌，讓藝術走向國際，讓台灣有
更大的能見度。自身「幸福鳥行李箱」企劃獲經濟部
SBIR 行動美術館計畫產學合作，推展到美國，德國等。
作品與醫美集團合作「藝術面膜」109 獲得台中市伴手
禮首獎，也進入台中國家歌劇院和日月潭涵碧樓合作
展出外，近期和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和財政部印刷探索
館一起推動「藝術美學落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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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0/8-28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10/8 改變環境從一步一腳「蔭」開始 10/13 「蘭」住台灣的美「嶼」你共享 

  
10/14 點選外送美食的巧妙攻略 10/15 行銷最高境界──把自己賣掉！ 

  
10/15 星座避雷攻略 10/16 福爾摩沙，海好嗎？ 

  
10/16 憶起˙道老 10/20 陽「光」來臨˙與你相「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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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聖文森─航向國際志工的偉大航道 10/22 哥哥姊姊，你們會再回來嗎？ 

  
10/22 愛是一種超能力 10/26 關於義大利你不知道的十件事 

  
10/27 我可以！闖出屬於自己的世界地圖 10/27 還有一位老船長？ 

  
10/28 從天生五行探討您的職業屬相 10/28 逆境中的創業與創新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78 期)2020/11/01  23 

 

 

通識藝文音樂會【愛樂三人行】 
  

柴涵真、陳麗如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於10月15日邀請大提琴家/呂超倫、吉他手/劉士堉、小提琴家/

王康恬，蒞臨本校音樂演出。呂超倫曾為成功的世界運動會閉幕典禮獨奏，亦參

與國片電影「海角七號」、「總鋪師」、「翻滾吧 阿信」大提琴配樂，並與國家國

樂團演出「臥虎藏龍」大提琴協奏曲，目前擔任台北愛樂室內樂坊藝術總監。劉

士堉除了從事演奏外，亦於廣播電台主持「六絃之音」節目，並入圍第49屆廣播

金鐘獎「非流行音樂-最佳節目獎」；曾榮獲義大利賽門.薩瑪索國際吉他大賽及

希臘賀摩波利斯國際吉他大賽銀牌。王康恬則長期置身於美國豐富且多元的音

樂色彩下，並擁有台灣紮實的音樂基礎，演奏風格兼具細膩與鮮明，現為灣聲樂

團小提琴團員。 

本場音樂會共演出十四首經典樂曲，包含《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艾爾

加：愛的禮讚》、《迪楊斯：冒牌探戈》、《莫利克奈：新天堂樂園》、《杜普雷希：

烏蘭巴托》、《海角七號》等等。隨著《愛樂三人行》特別策劃的音樂饗宴，讓現

場觀眾完全沉醉於樂手想傳達的感動之中。短短幾小時的演奏，不僅呈現一場視

覺、聽覺的饗宴，更在音樂進入耳朵、傳入大腦後，激發出深刻且動人的情感。

不僅為本學期的音樂饗宴拉開序幕，更為現場每位觀眾帶來無與倫比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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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授旗 
 

由國立高雄大學承辦之109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延後至10月31日至11月4

日在高雄舉行，今年本校計有田徑、游泳、桌球、網球、羽球、軟網、跆拳道、

柔道、空手道等9支代表隊伍參加，10月26日中午由李秉乾校長及通識中心翟本

瑞中心主任在體育館1樓廣場，為代表本校出賽的選手們加油打氣，並將本校校

旗授給代表隊隊員，期許隊員們能夠為學校取得好成績。 

 

  

 
校長為參加109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的選手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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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Autodesk 三項殊榮肯定：逢甲唯一 
  

秘書處撰文 

碁峰資訊10月17日在台中金典酒店舉辦2020年「Autodesk教育夥伴高峰會」

頒獎典禮，本校再次拿下「歐特克傑出培訓教育獎」、「歐特克教學卓越獎」與「歐

特克學生專家楷模」三項獎項，也是全國唯一獲得三項殊榮的教育機構，證明逢

甲大學從教學單位、專業師資到學生成就，全面榮獲Autodesk肯定。 

為了讓3D美學訓練有機會傳遞到各系所學生，通識教育中心與Autodesk團隊

合作規劃一系列Autodesk Fusion 360課程；並在資訊處的專業技術支援下，統整

Autodesk軟硬體學習資源，讓學生得以無後顧之憂地接受完整訓練後，在「逢甲

盃創意設計競賽」中，盡情展現自我的設計創意。 

參與學習與競賽的學生來自各系所，除了提交出令人讚賞的作品，也通過

Autodesk Fusion 360原廠國際認證。跨越傳統工程門檻，讓更多非工程領域的學

生得以一窺3D設計的迷人魅力，也是本校在跨領域學習的另一項突破。 

未來，本校也將持續透過校內的Autodesk Design Studio展開合作，協同辦理

課程、活動與原廠認證，期能培育更多優秀的3D設計相關人才。 

  

 
通識教育中心呂長禮秘書(右)代表本校領取「歐特克傑出培訓教育獎」，本校跨領域

學習成就深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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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精密系統設計學程林慧真(左起)、張耘瑄、張景哲，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陳

盈佑(右三)榮獲「歐特克學生專家楷模」獎，與Autodesk張凱雲經理(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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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接地氣人才培育論壇 
  

秘書處撰文 

由本校跨領域工程教育規劃推動計畫辦公室舉辦之「2020CDIO新南向接地

氣人才培育論壇」，10月16日在本校第六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行。現場近百位來自

產學各界專家學者、來賓，從「新南向人才培育發展」與「南向落地產業發展」

角度以及最後座談會分享方，一起探討真正接地氣的雙向人才培育。 

在「新南向人才培育發展」主題方面，邀請中國工程學會的劉志成代表、本

校李秉乾校長、成大王筱雯國際長和中正大學東協與南亞研究中心鄭津津主任，

分享我國如何培育出企業所需的創新轉型人才，以及培育出的人才如何與新南

向進行鏈結。 

「南向落地產業」部分，則由東協印度人才創業平台STARTBOARD林致孚

執行長、建設學院暨GIS中心周天穎院長、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劉樹添總會長

及旭榮集團總管理處人力資源協理暨台北辦公室歐芳君主任，就實地對接南向

國家問題及產業求導向差異、新南向政策產官學平台推動機制範例、南向台灣人

才需求現貌以及旭榮集團人才發展經驗分享。 

最後分享座談會則由推教處劉霈推廣教育長、成功大學黃悅民教授和菲律賓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林在良總會長及IEET中華工程育學會歐善惠理事長共同

與談。 

「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自105年起推動以來，尤其著重於大專院校開

拓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教育交流，深化雙方互動及聯盟關係。然而2020年遇

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發，全球供應鏈重新洗牌調整，復以中美貿易戰更情

勢益加嚴峻複雜，關鍵經濟體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作為勞力密集、世界工廠的東

南亞國家之發展。基於此，更需要各產、官、學各界齊心整合資源，才能跨越全

球疫情的挑戰，化危機為轉機，齊心達成互利共贏之教育提升、產學合作與區域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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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新南向接地氣人才培育論壇」齊聚近百位產學各界專家學者、來賓，一起探

討真正接地氣的雙向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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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機器學習如何在社會學領域的應用 
  

林佳佑撰文 

 
10月19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一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由翟本

瑞院長分享「機器學習如何在社會學領域的應用」。翟院長說明了非常多人工智

慧發展帶來的便利與變化，是如何透過大數據的歸納、整理，將結果模擬統計出

來。令我驚訝的是翟院長舉出了人工智慧透過4.5億不同的數學模型，以及上千

萬美國人民的搜尋字眼來追蹤比對，進而演算出未來可能的流感傳播時間、地點

等等，我很好奇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是否也能透過大數據來提前防備超前佈署

呢？ 

 

翟院長提到資料分析的運用也成就了新的銷售模式，例如美國零售龍頭業者

Wal-Mart發現，每周五晚上啤酒和尿布銷售量呈高度正相關，將兩者擺放在一起

的銷售量竟皆提高三成！除此之外，數據分析也可以判斷球員的狀態、健康狀

況、比賽環境變化、制定戰術等等，例如2014年巴西世足賽德國隊奪冠的關鍵，

即是利用大數據分析，成功依場地變化、球員狀態等制定出逆轉賽局的臨時戰

略。 

 

但數據分析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因為數據分析技術的進步

也造就了DeepFake的誕生。在課堂上老師撥放了AI模擬歐巴馬製作的假影片，

這也間接顯示出假新聞的嚴重性以及難以辨別性！瑞典的研究指出，全球179個

國家中，受到外國政府不實資訊干預選舉的嚴重性排行中，台灣排名在前三名，

在AI模擬技術越來越先進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判斷影片的真偽？又要如何培養

大眾媒體識讀的能力呢？ 

 

雖然舉出很多例子，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行銷人員，也不是每個人都是老

闆需要管理球隊等等，因此翟院長也舉出在我們生活中的AI技術。如近期掀起風

潮的《我們與惡》中的角色也是有運用AI的技術挑選出來的，又如平時需要判斷

會不會下雨時就會點開的天氣預報，也是運用大數據分析才能做到如此精準的

技術。 

 

當今是物聯網的時代，人工智慧是各種科技匯集的核心，也有統計顯示，在

2025年前，資訊量的增量速度將變成每個月成長一倍，如此驚人的龐大數據必定

改變生活。根據資料顯示，以前我們所熟知的「六度分隔理論」因為Facebook的

出現可能由「六度」變成了「四度」，另外Facebook還指出如果把範圍定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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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內，甚至可以從「四度」變成了「三度」，令人驚訝！ 

 

說了很多AI的優點，但AI也不是無所不能的，因為大多數的機器學習系統並

沒有因果機制，因此無法做到舉一反三，必須要給予大量的問題、資料才有辦法

統計出一個結果。 

 

科技的便利必定也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如高精準的監測系統和隱私權，

要如何在兩者間取得平衡，想必是我們未來需要面對的問題。不論如何，AI必將

成為未來的科技中心，因此很高興逢甲大學能開設AI的課程，讓同學們也能了解

相關知識，增加未來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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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科大「APP 程式實作入門」工作坊 
 

洪耀正撰文 

通識教育中心洪耀正老師偕同陳淑慧老師，10月26日接受長庚科技大學教學

發展與資源中心的邀請，擔任該校高教深耕計畫「APP程式實作入門與學習評量

上的應用」工作坊之講師，推廣逢甲大學通識中心所開發之APP教材。 

隨著手機的普及，APP在各個領域的應用上益發普及，其中也包含醫學、護

理，與學習評量上的應用。然而對於非理工領域的師生而言，APP程式門檻相對

較高，專為此族群所設計的教材相對較少，因此許多師生不得其門而入。針對這

個族群，逢甲大學四年前便在通識教育中心翟主任的規劃下，邀請洪耀正老師開

發了相關教材，並在這兩年完成APP磨課師線上課程的拍攝。磨課師教材不但深

獲教育部的肯定，同時委由全華書局出版的專書也已更新到第二版。因此，長庚

科大教發中心邀請洪老師開設APP入門課程，藉以協助該校教師跨出開發APP的

第一步。 

洪老師在工作坊中介紹了APP在各領域的潛在應用，利用各種生動有趣的案

例(例如PaGameO與宏碁智慧佛珠)，激發參與老師的學習動機。而在實作課程中，

洪老師以探究、引導式的方法協助老師們克服心理上的障礙，完成第一個APP專

案的實作。後續更介紹磨課師課程的註冊方式，讓老師們後續可以線上自主學

習。活潑易懂且具有延伸性的課程設計，讓不少老師直呼大開眼界、受益良多。 

後續的座談會中，與會老師談到APP在護理、醫療照護方面仍存有巨大的發

展空間，後續希望能與逢甲進一步合作。洪老師也允諾會將問題帶到課堂，引領

學生發想並開發相關APP。最後賓主盡歡，工作坊完美落幕。 

 

  

  
專心聽講的長庚科技大學老師 與會老師與洪耀正老師討論如何利用與分

析APP所蒐集到的醫療數據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78 期)2020/11/01  32 

 

 

如何將研究計畫與課程設計結合呢? 

109-1 外語教學中心教師成長工作坊 
  

施雅淑 撰文 

外語教學中心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於10月07日至12月09日，每週三12:10-

13:00共辦理9場次教師成長工作坊一系列活動，主要是讓本校教師分享創新教學

經驗、批判性思考引導等教學設計，例如將教學與研究結合、吸引學生注意力的

教學技巧、外語課程教學變革融入課程的教學經驗、用以提升教學力，其目的也

鼓勵教師們應用及活用課堂活動，來活絡全校課程教學，進而增加同學們的學習

動機。 

過去辦理教師成長工作坊均獲得參與教師們的高評價，有老師回饋參與工作

坊有助於引導學生學習、教學職涯發展、增進教學能力、同時也學習到與學生互

動技巧、溝通與互動，收獲良多是個不可多得的好活動，非常推薦有興趣的老師

們也一同來參與。 

    目前為止教師分享活動已進行了2場，接下來還有7場精彩的工作坊，邀

請到非常優秀的老師們來分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與科技部計畫書撰寫經驗分

享、申請政府計畫案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分享等非常實用的主題，歡迎全校教職員

們一同參與。 

活動報名網址：http://flcevent.fcu.edu.tw 

  

 

 

 

 圖一：教師成長工作坊海報  

http://flcevent.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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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第一場教師成長工作坊開講-外語教學中心闕帝丰主任開場 

  

 
圖三~五：董綺安老師主持分享批判性思考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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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九：參與老師們都很認真紀錄筆記及互動 

 
圖十：感謝分享者精彩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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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比賽 

—領隊會議暨初階培訓 
  

國語文教學中心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10月23日於忠勤樓B08舉辦「第三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

論比賽—領隊會議暨初階培訓」，並讓參加的32隊代表於現場抽籤，揭開了從11

月6日起，為期超過一個月的賽事與活動。 

 

本次比賽報名人數近200位，經過資格核對與參賽隊伍資料確認後，共有32

隊，共計150多位學生參加，隊伍的組成，大多數以新生為主，亦有些隊伍是由

歷屆學長姐作為顧問報名參加，希望能藉這次的比賽再次爭取榮耀。 

 

新生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參加這次的基礎培訓，透過曾愛玲老師簡要與精

闢的講解，令現場的學生較為放心，加上領隊會議的討論時間，讓彼此認識，雖

然在臺上是競爭對手，但是在平時卻是互相學習與打氣的朋友。 

 

領隊會議進行抽籤，抽出11月6日的比賽場地、順序與正、反方，學生們抽籤

後緊張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甚至有隊伍已經開始分析11月6日對戰時的優劣與

情勢，可見這次選手們的高度投入與積極度。 

 

接著進行辯論題目的共識與討論，在場代表與選手對於題目的範圍、定義有

著熱烈的討論，最後取的共識，為11月6日的「第三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

初賽」做好準備。 

 

  
參賽隊伍、代表報到確認 曾愛玲老師進行初階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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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生專注聽講 參賽隊伍派代表抽籤 

  
辯論題目討論與取得共識 學生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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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計畫審查結果說明會 
 

劉騏甄撰文 

為帶動本校跨出校園，鼓勵師生參與社會解決問題，本院辦理「109年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邀請本校全體老師及學生團隊提出申請，深化本校與社

會之連結，本次共46案申請，41案通過，每案支持8000元至20000元不等。本次

說明會由地方創生中心執行長兼社會創新學院院長翟本瑞老師、在地創生中心

執行秘書鄧廣豐老師，向大家說明本次計劃意義、評審的標準、修改的方向、其

他行政說明，期許各位師生更能了解本次計劃宗旨與目的。 

  
圖一、翟本瑞院長說明計劃宗旨。 圖二、鄧廣豐老師說明審查標準。 

 
圖三、感謝各位師生的熱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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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際生投入 USR HUB 微型社會參與 

深化永續城市與語言的雙向學習 
  

王惠鈴、許芳瑜撰文 

摘自逢甲週報 

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辦理USR HUB微型社會參與計畫， 10月24日(由全校

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MP)生涯規劃課彭瑞芝老師與康州教育機構何宗翰

顧問及臺中美國學校的6位臺灣學生們合作，臺中美國學校學生以中英文導覽方

式，帶領PMP共39位國際生前往臺中市役所，從文化保存互利共生的態度出發，

反省職涯發展過程中自身的社會責任，國際生須將永續城市、友善工法，透過雙

語(國際生母語及華語)模式拍攝短片，深化大學社會責任的核心價值。 

本次PMP國際生和臺中美國學校的高中生透過USR HUB微型社會參與，進

行永續城市與語言學習的雙向浸潤活動。由於疫情的關係，109-1入境臺灣的外

籍人士驟減，但本校PMP因為辦學口碑好，仍維持5國(印尼、日本、泰國、韓國、

越南)共39位國際生就讀，臺中美國學校高中生們為了準備此次雙語導覽，必須

深入了解古蹟保存的永續工法，以及歷史文化的意義，利用深入淺出的中文和英

文，解說給國際生了解，並且帶領他們實際走訪臺中市役所，讓這群準備要出國

深造的臺灣高中生，除了雙語練習外，在生涯規劃上，強化了互利共生、永續城

市的價值。 

對本校PMP國際生來說，本次的活動更讓他們思考了不同文化之間在歷史建

築上的融合，進一步思考和平與正義的真諦，在臺灣求學的四年之間，除了精進

語言的學習外，更可將永續城市、友善族群的觀念，透過自己的母語和中文的成

果影片呈現，讓更多人看到歷史古蹟所浸潤的人文思維，也將臺灣的美分享給家

鄉的人們。 

王惠鈴主任表示，不管是將要出國的臺灣學生還是來臺灣追夢的國際生，在

自身的生涯規劃上，都應該思考文化族群的互利共生，也應該學習永續城市、友

善環境的素養，在實現自我的路途中，將和平與正義制度列為人生規畫的一部

份，這才是大學課程規劃社會責任活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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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際生、康州教育機構及臺中美國學校學生合作，至臺中市役所

移地教學，執行USR HUB微型社會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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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的健康福祉：高齡社會必須思考的議題 
 

尹馨慧撰文 

隨著醫學的發達與進步，生活品質的提高，人類的壽命逐漸增長，然而此現
象使得社會結構年齡逐漸高齡化，並隨之伴隨著少子化危機，使得社會在結構上、
福利制度上皆面臨挑戰，又加上今年疫情的關係使高齡化現象加劇，而我們該如
何提前規劃或是為自然現象-老化作準備呢？ 

本課程請到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羅彥傑教授到校授課，羅老師本身在長者的
健康福祉議題上作過諸多研究，今日課程將帶領同學從自身科系、經驗、興趣去
做發想，引導同學規劃跨世代共存共榮的友善環境或友善設施。 

藉由各科系的同學以及自身經驗，於短時間內共同激盪出創意無限以及可
行性高的友善青銀社區與設施，相信今天的課程讓學生與長者的距離有拉近一
些關係。 

  

  
課程結束大合照。 上課情形。 

  
課程中，同學分享與長者的經驗。 師生共同討論青銀共存共榮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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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4+10 Islamic Culture 不可思議伊斯蘭 
 

林昭均撰文 

進入21世紀以來，「伊斯蘭」成了國際政治生活中較為常用的詞，其在傳播

媒體上出現頻率越來越多。究其原因，一是，伊斯蘭教發源地中東，已成為美國

全球外交戰略的重點，其中的一些核心國家如伊拉克、伊朗、敘利亞被列為美國

打擊、改造的主要對象。 

二是，生活在東亞文化圈和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人們，對伊

斯蘭教及其文明了解不多、知之不深，加上多年來受到美國「主流輿論」的影響，

因而存在認識的偏差。在全球化下深入發展、國際體系處於轉型的形勢下，伊斯

蘭世界作為具有全球影響的戰略力量，其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 

目前伊斯蘭文化在台灣，仍舊屬於小眾，但是透過這個課程將會幫助學生揭

開伊斯蘭文化神秘的面紗，讓同學減少對伊斯蘭文化的誤解。 

 

  
課程宣傳海報 伊斯蘭課程講解 

  
讓同學體驗伊斯蘭教服飾 課程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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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社會局科長介紹家庭福利中心 
 

劉騏甄撰文 

社會局社工科長陳曉茵蒞臨本校，介紹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建置與發展、服務

對象、業務內容等，讓學生了解台中市社會局之關懷途徑與管道，特別是從社群

網頁之經營來了解業務細節。同時呈現社會局業務內容的瓶頸，例如，社會局一

個行政人員就要經營50個以上的社群網站(含各地的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兒童福利服務中心、親子館、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兒童及少年收

出養服務資源中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等)。本次課程後，將邀請對本議題有

興趣的學生與社會局共同經營粉專，讓社會局的相關資源被需要的人知道。 

  

  
圖一、社會局社工科長陳曉茵。 圖二、以粉專貼文呈現社工業務。 

  
圖三、學生認真聆聽。 圖四、學生針對社會局粉專提出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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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嘉柔老師分享 SDGs 1+2 終結貧窮+終結饑荒 
 

薛珍華撰文 

這世界上還有貧窮嗎? 還有饑荒嗎? ---- 有的，是的，在我們看不見的國家，

是我們無法想像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孩子為了家計，會被賣去做童工，一天

工作16個小時；而這世界目前，仍有約8億人處於挨餓(聯合國2019年公佈)；而

在未來更須面對氣候變遷和災難造成的饑荒加劇。此外，在新冠肺炎肆虐之下，

情況更是令人無法置信地嚴峻。 

依據非政府組織「樂施會」（Oxfam）近日的調查，在全球奪走超過百萬條性

命的新冠肺炎病毒，除了本身的影響外，它對世界經濟造成的重創已經使全球陷

入極度貧窮的人數暴增五億之多，換句話說，也就是因新冠病毒而淪為極度貧窮

者的人數，約占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就數字來看，那就是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設定的多種貧窮線為參考依據，在每日最低生活費1.9美元（約新台幣

57.69元）以下的極度貧窮，到情況稍好一點的每日最低生活費5.5美元（約新台

幣167元）以下的區間中，推演出各種情況。而每日最低生活費低於5.5美元門檻

的人口，將增加5億4800萬人，總體數量將逼近40億人。 

讓我們透過SDGs第一項與第二項目標，了解發展中國家，從三個層面(國家、

區域、在地) 來思考如何協助他們改善生活? 或如何透過我們的力量，改善我們

的社會需要我們協助的部分? 貧窮不是宿命，這是可以透過國際社會、你我共同

的力量而獲得翻轉的事實。 

  

 
貧窮、飢餓可以從世界中消失，只要你、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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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營運:農場考察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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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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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學能夠更了解東勢

農產的特色及在地文化，於10月17日(六)安排一場校外教學。 

當天邀請梨之鄉休閒農業區的老師、吳清蘭理事長及廖光輝總監，講述「高

接梨由來以及嫁接過程」、「梨之鄉特色介紹與經營」及「地方特色產業經營實務」

等幾個主題課程，並讓同學實際到園區間導覽參觀了解農場的經營管理，並且體

驗農作(甜柿)採摘DIY實作。經由了解當地活動、文化、產業，引導同學思考如

何再去吸引更多遊客前來？特點是什麼？DM設計如何創新？如何打響知名度

等議題，讓同學們可以開始思考該如何為當地設計規劃市場行銷的方式。 

 

  

  
在這次校外教學中老師還邀請梨之鄉休閒農業區的老師、吳清蘭理事長及廖光輝總

監，講述高接梨由來以及嫁接過程、梨之鄉特色介紹與經營、地方特色產業經營實

務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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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甜柿)採摘DIY體驗實作 

 
在梨之鄉休閒農業區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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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葡萄酒＆米其林看國際餐桌禮儀、 

專業門道與餐飲文化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課程『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授課老師彭瑞芝老師，為了加強同

學在「葡萄酒品飲與禮儀」的專業，於10月21日(三)特別邀請了世界 50 大酒莊

（World's Best Vineyards - Top 50）南亞區評審主席、國際三大葡萄酒競賽評審、

米其林餐廳顧問侍酒師蕭希辰（David Hsiao）老師，帶來全英及中文以「用葡萄

酒＆米其林看國際餐桌禮儀、專業門道與餐飲文化」為主題的兩場精彩的講演。 

演講內容包含歐洲歷史、飲食與葡萄酒的關係(1.羅馬帝國、2.地理大發現、

3.米其林、4.他到底代表的是什麼？5.看懂、吃懂、喝懂、6.一窺餐廳後台)。國

際餐桌禮儀二三事（1.點酒的藝術－如何成為一位他人眼中的點酒行家、2.點菜

的藝術－如何成為一位人見人愛的點菜高手）。演講老師帶大家學習葡萄酒文

化，以及葡萄酒在生活中、職場中、社交中的相關禮儀以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學習運用葡萄酒的社交語言當作溝通的引言，並且在過程中帶著同學實際模擬

操演，讓同學可以學習到專業的餐桌禮儀以及餐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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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肢體與觀察呈現『表演中的你』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課程『表演與劇場』，授課老師郎亞玲老師，為了加強同學在表演

時的對姿勢、體態的運用，於10月15日(四)邀請表演藝術界編導、演員、戲劇指

導、表演老師賈孝國老師以「表演中的你」為主題的講演。 

演講中，賈老師帶著大家思考：「你在時空的座標上，時時刻刻的表演，正反

映著、醞釀著什麼樣的文化與未來？你是主角嗎？你的生命是一齣自主的戲還

是偶戲？….」等問題，透過問答開啟彼此的覺知，為存在與創作的存在找尋新

的種子。接著，老師帶著同學實際操作，設定了幾個主題來實際示範，1.運用自

我介紹的方式將同學分成三個團體：活動類、動靜皆宜類和靜態類。接著讓三組

別分別互相觀察，引導同學發現彼此之間不同的人格特質。2.人的雕刻：透過一

連串的創作後呈現的大家眼裡的「他」都有所不同，但是被雕刻者卻又有自己所

雕刻的自我。就如同老師所說的：「我們人就是不斷的被雕刻和雕刻別人。」3.

空間的雕刻：例如運用教室的椅子，來雕刻自己所想的空間，接著與空間做結合，

例如「睡覺」這個主題，每位同學都可以呈現出不一樣的想像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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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商圈探索與店家田野調查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課程『產品開發與數位行銷』，本學期老師將會帶著學生為東勢商

圈形塑品牌形象創意海報，並為東勢商圈之店家，推出一系列創意海報。利用數

位行銷讓東勢商圈與當地店家於國際平台曝光，促進店家優惠宣傳與創意視覺

提升，也讓學生透過課程實踐社會責任的教學目標 。為了讓同學能夠更了解東

勢商圈的特色及在地文化，於10月17日(六)安排一場校外教學。 

當天邀請范特喜潘冠呈協理帶隊介紹東勢商圈並參訪客家文化園區，之後讓

同學自行進行田野調查，讓同學實際體驗看看商圈內的商品由原料到商品產出，

包含了食物或工藝品之當地特色體驗，讓同學更加了解商圈及店家的運作。希望

讓同學透過此次活動獲取之經驗，深入了解店家，並能自由發揮創意，分組製作

品牌形象及創意海報。 

 

  

  
課程中邀請范特喜協理暨東勢商圈理監事潘冠呈老師講述東勢商圈的文化特色。 

  
同學分組實際走訪商圈及特色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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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一半的路，一半的我們】：

Growing up 
  

國貿系 林怡均撰文 

青澀又滿腔熱血的我 

這趟旅程對我來說是一個從想像到實踐的過程,從國內體驗計畫到現在的在

台國際體驗計劃，我們籌備了大概有一年的時間，從找組員開始、到討論主題、

尋找合作機構、與機構聯繫、談合作、寫企劃書、修改企劃書，然後真的是一次

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計畫書，第一次到創客書屋給老師看我們的計畫書時，那真的

是惡夢的開始，老師給我們很多修改的建議，幾乎每個部分都需要修改，那時候

的我覺得很崩潰，因為從零開始然後一步一步的調查資料、談合作之後，再加上

全組一起討論的路線規劃、住宿、安全問題探討等我們都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製

作這份計畫案，但我們沒有被肯定，而是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個需要修改，

那段可以刪掉，當下的我真的很難過，我們認真做的東西一直被說不好，我們的

努力好像也沒有被看到，但是沉澱了一天的時間，再重新審視老師說的問題後，

的確，老師說的沒有錯，我們的資料有很多需要，因此大家重新振作起來，把老

師給我們建議內化過後，我們的企劃案進行大整修，最終計劃案交出去，大家在

群組互相鼓勵，說即使我沒有通過申請也沒關係，因為我們盡力的去做了，錯誤

的地方也盡力去修改了，至少我們到最後都沒有放棄並且努力把它做到最好，成

品交出去後，無論結果的成功與失敗，我們都不會後悔參加國際體驗這個計劃。 

很開心的是，沒想到我們最後竟然通過計畫了!我收到通知的第一反應就是

問自己「我在做夢嗎? 好不真實喔！」我們最後修改完的計劃案被老師認可，而

且通過申請了!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議。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國際體驗計畫

改為在台國際體驗計畫，我們當時組內做的決定就是修改計畫並且在暑假繼續

執行，原本以為已經做過一次計畫案，第二次做可能就會順利許多，但是因為國

外改成國內，所以整個計劃全都要重新規劃，而且時間限定在一個半月左右，那

段日子我只能說，我過的非常瘋狂，不斷的被課業、報告、在台國際體驗塞滿全

部的時間，有時候甚至連睡覺都在說夢話，關於機構合作的事情之類的。 

當時體悟了許多，第一，時間管理很重要，怎麼樣分配時間做事才會更有

效率。第二，細心很重要，事情不但要做完，還要做對、做完整，因為重新修

改會花更多時間。第三，溝通協調很重要，不管是對組別內、老師或是機構，

文字表達的前後文不可以省略，語意表達要完整清楚，避免造成資訊落差，第

四，情緒管理很重要，在有限的時間要做很多的事情，有時候可能所有的事情

都會卡在一起，有時候是人溝通的有問題,有時候是分工的問題，一切不是生氣

就有用，遇到事情，一一處理是唯一的解決方法，另外，睡眠充足、飲食均

衡，可以讓自己的情緒更穩定。最後是組員教我的一件事，不管我做任何事

情，都要我甘願做才能夠做得長久。總之，最後我們終於寫完第二本企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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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也跟老師討論過，更改完了，然後在台國際體驗計劃我們又再次的申請成

功了!等到那時後再回頭看我們第一次為修改過的計劃書，我能理解老師當初給

我們的那些建議了，最初的那個版本看得出我們的用心，但整個架構亂七八糟

的，然後也讓我想清楚一件事，很多事，過了之後，其實就沒當下想的那麼嚴

重了，當時老師叫我們整個大整修的時候，我覺得要崩潰了，但現在回頭一

看，其實覺得不是什麼大事，看一看，笑一笑，說一句「青澀又滿腔熱血的

我」現在想一想，那時候的我的確充滿幹勁，也很認真的做事情，但也的確是

沒有看清楚題目就埋頭苦幹的類型，經過這些，我學到一件事，計劃書不是按

照自己的想法寫，切合主題和承辦人所需要的資訊很重要。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告訴自己當初的自己「不要把自己的努力看得那麼重，因為每個人都是這

樣努力過來的，不是只有我自己很努力。」 

 

在台國際體驗，我們第一站到了「耕水小子社會企業」，我們在那邊了解水

耕系統的運作模式，還有一起做木工等，在做木工的時候我學習到，Making a 

straight line is not easy.Yes,it is!我最後的成品不完美，我鋸出來的線歪歪斜斜的，

但這個不完美我不但能夠接受還很喜歡，因為那是我努力的成果。在耕水的幾天

其實我非常驚豔，那裡的孩子很能幹，有些國小的孩子甚至比我們更知道該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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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動作快速俐落，我們的午餐甚至是小朋友為我們所有人準備的，他們不僅會

打理自己，對於日常家事也不在話下，一起做事的這幾天，我看到孩子們獨立自

主的能力很強。我們的計劃主題是SDGs「目標一：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及「目標二：消除飢餓」，我們探討捐贈物資和金錢給予弱勢機構的時候，是真

的在幫助他們，還是其實是傷害。給予，可能造成資源的分配不均，也可能造成

依賴資源，而失去創造的能力。我們採訪耕水小子的園長，他說耕水小子不是給

孩子們魚吃，而是教孩子們怎麼釣魚，讓他們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在台國際體驗第二站，我們是以視訊的方式採黑潮文教基金會，黑潮致力於

海洋生物的保育，以及海洋生態的維護，在籌備採訪的時候，其實我們非常的佩

服，因為透過官網了解黑潮，他們對於內部成員的介紹，然後每一個計畫的起源，

執行過程，每個角色的工作以及感受都寫的非常詳盡，而且網頁設計很精美，對

於時事議題他們有表達，自己組織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對於在製作採訪大綱的

我們，就變得更有難度，更有挑戰性了。視訊採訪完後，我們就回到了屏東，去

到當初我們開啟計劃的海灘淨灘(組員小時候玩耍然後看到都是垃圾的海灘)，也

就是我們的另一個主題SDGs「目標十四：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三

個人一起，淨灘。我們在淨灘的時候，發現其實那邊也有原本的清潔隊員也在那

邊淨灘，有一個伯伯在快結束的時候對我說了一句「謝謝你啊!」當下其實我有

種五味雜陳的感覺，因為人們製造垃圾，人們再去海邊淨灘然，而反過來一直以

來努力維護海洋的人，對我說了聲「謝謝你啊!」，我心想說不定我撿的垃圾當中，

有我自己製造的垃圾，所以我覺得，我承擔不起那個謝謝，也覺得我可以做得更

好，像是在平常的時候就少用這些可能成為垃圾的一次性物品，從根本上解決掉

垃圾的問題，而不是製造垃圾之後，再去吧垃圾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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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次旅程我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又覺得很感動，當計劃上所寫的每一個

任務的完成的時候，都讓我感謝我自己堅持下來了，沒有放棄這個計畫，整個過

程當中，我所犯的每一個錯誤，做的每個成功都會慢慢沉澱下來，成為我的經驗，

我的能力，帶我走更長遠的路。我很感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成為一個更好的我，

也很感謝過程中每個跟我一起努力、幫助過我的人，也很感謝過程中點出我的缺

點的人，讓我能夠正視自己，學習到很多我不知道或是從未發現的東西，最後我

真的很開心，我堅持下來了!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78 期)2020/11/01  56 

 

 

 

國際體驗，在台執行【一半的路，一半的我們】：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也是世上最珍貴的寶物 
國貿系 周佳慧撰文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參加耕水小子的志工活動，正好趁著這次在台國內體驗學

校給了我們機會去開創有別於其他同學的暑假，這三天裡，我們有兩天的時間都

在陪伴小朋友們，我們和他們做了很多「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有下田耕種、

鋸木頭、煮飯、唱歌、打掃……等，其中，第二天的鋸木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

當天早上我們在拆除耕水系統，原以為下午也會是為他們做些勞力活，沒想到卻

是一堂教導我們的一堂課，在那有一位帶領我們的姊姊，她讓我們自己去鋸木

頭，剛開始讓我們練習鋸直線，雖然木頭上有直線記號，可是卻難以掌控方向，

我們都沒辦法完整的鋸直線，後續我們試著要親手做鑰匙圈，鋸完形狀後還需要

用砂石紙去膜粗糙的表面防止木屑刺傷手指，從這開始，可以很容易發現每個人

對完成的定義皆有所不同，有的人喜歡光滑，有的人喜歡保有原樣的不平滑，每

個人都有喜歡的樣子，並不是人人皆相同，領導姊姊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

的個體，也都是世上最珍貴的寶物，我們不應該為了變成大家喜歡的樣子而失去

自我，就算別人不認同我們，我們也該堅守自己的理念，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

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這讓我感觸很深，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是為了別人而努

力，太過在意外在因素的我，常常讓自己感到很疲憊，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

底是甚麼，經由這次的志工活動，帶給我其他營隊沒有給我過的感受，我還是在

學習著如何做自己，總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放寬心胸勇敢地做自己。 

除此之外，在耕水小子中，還有一件讓我感到鼻酸的一件事，當我們一同在

吃午餐的時候，有個小朋友他吃完了一碗飯，要接續盛第二碗的時候，被師母警

告不要吃那麼多，第二碗吃完就不能吃了，我那時候內心覺得師母為甚麼那麼小

氣(?)事後我才鼓起勇氣問師母，這時師母才告訴我們，那個小朋友的家長平常

都不會管他，有時候在家裡都會沒有飯吃，所以他只要到了教會，就會吃非常多，

因為他並不確定他會不會有下一餐，就算他吃的很飽，他也會硬塞，直到他吃不

下為止，於是師母總會注意他吃的量，以免他到最後消化不良，聽完師母這要樣

的說明後，我內心感到非常的難過，原來在新聞及教課書裡才會出現的情境，我

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了，從那之後，每次吃東西，我都會盡量把食物吃完，就

算遇到不喜歡的食物，我也會先問身邊有沒有人要吃，如果真的沒有人要吃，我

也會嘗試自己吃完，因為我不想浪費食物，我們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直到最後

失去了平常的幸福，才開始後悔當初怎麼沒有怎樣怎樣的，我真的覺得參加完這

三天的耕水小子志工，不論是我的心態或是我的想法，都改變了不少，寒暑假都

會回家鄉帶國中、國小營隊的我，更從耕水小子裡學到很多可以灌輸小孩的思

維，我想，我在未來也會將在這所學的教導給我家鄉的小孩們，願他們都可以在

未來裡為這個社會付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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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一半的路，一半的我們】： 

勇於認識別人，而不是被動等待機會去成長 
國貿系 吳季璇撰文 

當我們在討論要採訪甚麼機構時，意外看到耕水小子的文宣，起初我以為與

一般的扶弱組織一樣，給予弱勢者金錢幫助也認為他們辦的營隊是當志工陪孩

子們活動，但在深入了解以及實際參與後才發現它是非常特別的，對於孩子們來

說耕水他們第二個家，而在那待上短短的幾天的我卻也感受到那是一個充滿溫

暖的家。 

踏進眉山教會那刻開始，所有人都是相等的，不管年齡、男女也不管你的身

分背景，來到這裡每個人都是小當家，煮菜、打掃、耕作樣樣難不倒，讓我最佩

服的更是我們每天的午餐及晚餐都是出自於比我年紀還小的弟弟妹妹們之手，

相信許多人在家是完全沒在做家事的，但來這裡的每天，每個人在用餐完後都非

常認真的執行著排班表上的任務，打掃一樓、分類垃圾以及洗著所有人的碗，當

我們完成各自的工作時也不忘幫助其他人完成他們的工作，這是我在耕水時看

到最神奇的事。然而在耕水的幾天我們聽到了許多孩子們以及耕水的故事，讓我

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們的領隊-小布所分享的故事，她提到在這裡的孩子們每個人

都像絲瓜種子一般，都是有才能及用處的不管是年輕還是未來老了，而當我們在

做木工時，她也說過，即使是出自於同一片木材，做出來的成品也會是獨一無二

的，因為每個人都保有著自己喜歡的模樣，就像我們每個人吃著同樣的米，卻擁

有不同的人生及不同的性格，沒有誰對誰錯也沒有誰好誰壞，每個人都是最特別

最珍貴的存在。 

雖然待在耕水的時間不長卻看到大家對於孩子們真的擁有好多耐心，也很願

意陪他們玩，更觸及我心的是，活動結束的那天志工們陸陸續續的回家，我看到

有個小妹妹偷偷躲在角落掉眼淚非常捨不的志工回家，也在我們要回家時，有個

妹妹對我們說8月再來，希望你們可以再來找我們玩，聽到這句話時，我是非常

感動的，或許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只是一個幾天的志工活動，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

特別的回憶，我們是彼此生命中的過客，我以為我們的離去沒有人會在意，沒想

到卻默默的在別人的心裡掀起了一波漣漪，有機會的話，我希望自己能多回去幾

次，也期望自己成為更有耐心的人。 

能夠參加國際體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真的是從0開始自己規劃，雖然

過程中曾一度想放棄，但結束活動後最想感謝的人還有一個，就是堅持下來的自

己，每當交出計畫書卻又發現要重新修改時，真的感到很絕望也很想哭，過程中

我們也自己起過內鬨，幸好一切都還是順利的執行結束，如果計畫真的能在國外

執行肯定會很不同也能更開拓眼界，雖然今年是國內體驗卻也看到台灣的溫暖，

原來有這麼多人正在為台灣付出努力，想讓台灣更好。而在這趟旅程中，也讓我

學習到如何跟別人交流，我是個性較直接的人有時說話會無意間傷到人，在國際

體驗中因為要採訪以及組員間的討論，讓我學習如何婉轉說話與溝通，當然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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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何交朋友，不管是耕水還是組員間，我們都是第一次合作，與耕水志工的交

流讓我更勇於認識別人，而不是被動等待機會去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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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一半的路，一半的我們】 
土木工程三甲 安以拓撰文 

First,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for creating the opportunity for me to join this 

summer activity.  

My group members were Angel, Gugu, and Cindy. Unfortunately, since I had other 

obligations, I could not stay with the group for the entirety of the trip. Nonetheless, the 

time I spend has been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in this letter. 

When I first heard of the activity, I was searching for summer programs to join, 

since I will not be returning to my home country. Leading me to meet my team 

members. When we had our first meeting, I got excited with the plan they ha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trip we arrived at Hou Li a little early in the afternoon. 

Immediately after departing the train we came across the bike rental store where we 

rented tandem electric bike to explore the Hou Li bike trails. This bike trail is very 

popular in the Hoi Li, and it seems that everyone who visits would ride the trails. The 

trail was 18km of beautiful nature and amazing architecture, like the bridge and the 

2km tunnel. Of course, along the way we took countless pictures. By the time we 

returned the electric bicycles, it was 6pm time to go to the organization. 

We were picked up by Erge who was very nice and friendly. During the ride to 

where we would be staying her asked me a ton of question about myself and the country 

I came from. He was very excited because we were one of the first group of volunteers 

to visit their organization in six months. When we arrived to where we would stay for 

the next two days, we were introduced in by the interns named Xiao Bu and Chien 

Chang. 

After breakfast the next day, the interns introduced us to the kids and gave us 

activities for the days. The first activity we did was play a team game where we pass a 

basket of ball to each other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dropping. The next activity was 

to clean part of the hydroponics farm. Xiao Bu explained to us that the hydroponics 

farm is currently being used anymore because of their contract for the land will expire 

and not be renewed. They are looking to relocate, which I think is sad because it is an 

innovative way to grow food and, I also have hydroponic farm in St. Lucia. The 

afternoon activity was woodworking. Xiao Bu taught us basic wood working skills, 

then had us all make a hydrovege key chain. Later that night Xiao Bu told us her story 

of why she works in hydrovege and what Hydrovege means to her. Her story was really 

inspiring to me and also her life motto ‘’Be what you like, Do what you like”. 

On Sunday, our last day at Hyrdrovege, we toured the famous saxophone factory. 

We learned about the histor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axophone in Taiwan. The 

story is very inspiring, and it showed me that with creativity and determination, you 

can make a big impact of people lives. After the Saxophone tour we walked over to the 

old sugar factory in Hou Li. Xiao Bu and Chien Chang gave us a detailed tour of the 

massive factory and the machinery. When we returned to hydrovege it was time to pack 

our things and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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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xperience volunteering at hydrovege with my new friend is something I 

would not forge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playing with the young kids and exploring 

their lifestyle. Learning about what it is like to teach young kids important life skills 

that some people do not get to learn till they are much older is inspiring. I hope that 

Hydrovege and all the members succeed and obtain their humble future goals. 

 

  

  

  
透過國際學生將所做之事傳播到國外去 聖露西亞 

https://twitter.com/a_ahnel/status/1310568912904364038?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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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憶起，道老】： 

福利機構，串起台灣的銀髮社會 
合經一 吳佳倫撰文 

在7/6~7/12這七天的在台國際計畫案中，我們最主要要探討SDGs的第三項：

「健康與福祉」因此我們參訪了弘道老人基金會，採訪後讓我們更了解弘道在照

顧服務這方面的專業、政府及弘道為了高齡化社會時代來臨所做的準備，也帶我

們參觀了「不老樂團」的上課情形，我覺得弘道做這些建構方案真的很棒，例如：

不老樂團、不老騎士、不老水手等等…讓他們不會覺得因為年紀而受限，反而更

讓老年人在退休後的安養生活中能夠變得更有目標、更加多彩多姿。而在台北的

「食憶」餐廳更讓我印象深刻，食憶都是由一群60歲以上退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

奶為大家下廚，邊上菜、廚師們邊介紹著自己以及家鄉的故事，我們吃到的不只

是美味的家鄉菜、更是廚師們一層層對家鄉的想念，在食憶感受到的，就像是回

到家中，家人熱烈迎接我們、為我們準備美味佳餚的感覺一樣，讓人心頭感到一

陣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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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憶起，道老】： 

再造銀髮價值 
合經一 童翔威撰文 

老齡化社會已經是這個世界的趨勢，其實最嚴重的問題並不是老年人口過多

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我認為部分退休後的長者，長期就是悶在家中，「活耀老化」

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 

「食憶」是本次計畫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在食憶你可以感受到滿滿的人

情味，這裡的產品不是餐點，而是回憶，整間餐廳就像是長輩們的夢想，結合年

輕人的創意與長輩們的好手藝，這就是「食憶」的賣點，長輩們想要將他們記憶

中的好滋味傳給下一代人，每一道菜單充滿想念的味道，一頓飯的時間，你可能

吃到江浙菜、北京菜、客家菜、甚至是地道的台灣菜，每個人每道菜都充滿著故

事，我們所咀嚼的一切都是代代相傳。 

看著這些長輩們，我內心真的蠻佩服的，在他們身上絲毫察覺不出歲月的痕

跡，她們有人活潑、有人安靜，她們想做的是將她們的家鄉菜分享給大家，他們

的年紀雖然大了，但是她們有的是夢想，有的是時間，利用著她們的方式傳承她

們所經歷的一切。 

「食憶」這個團隊真的相當厲害，結合「銀髮價值再造」、「共享經濟」和「體

驗式餐飲」三種概念，創造出另類的回憶，也讓我們在一頓飯的時間裡，吃遍大

江南北，世代共生、世代共榮。 

 

我想，「食憶」是我會再次造訪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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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憶起，道老】： 

高齡化社會，長輩齊作伙 
合經一 高毅軒撰文 

這次計畫中，我們參訪了弘道老人基金會和品嚐了位於台北松山區的長輩餐

廳，食憶，印象最深的是在品嚐前，看著桌上的菜單，主廚背景介紹，看著、聽

著他們說著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從小到大的故事，看著一群志同道合50.60歲的

長輩們在這間餐廳，分享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燒的一手好菜給一群來自世界各

地的陌生人吃，不只是他們燒的一手佳餚，他們的故事也值得我們細細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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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憶起，道老】：幫老人找到

自己愛做的事，才是為生活增添色彩的最好方法 
合經一 詹梓琳撰文 

在這次在台國際計畫中，首先我們拜訪了「弘道老人基金會」，在一個半小

時內，我們了解整個組織的運行，其中像是新型冠狀病毒對於組織的影響範圍還

有因應方式，像是多增加網路線上課程，甚至還重新擬定一份遠距課表，讓老年

人口就算在家也能夠學習新知，從早開始的課程更是能夠維持生活正常作息，而

我們也發現，弘道基金會對於SDGs永續發展計畫第三項的「促進各年齡層的健

康生活與福祉」的貢獻、投入的層面極為廣泛。 

再來是拜訪位於台北的餐廳「食憶」，裡面的每個大廚都是已經開始養老生

活的高手，雖然在工作方面退休了，但在對廚藝的熱忱卻沒有退休，用心的料理

每一道菜，同時也用心的調味生活，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菜餚，一道道都充滿了

「家」的感覺，讓遠從異鄉的遊子能感受到溫暖，也分享了許多不同的小故事，

讓退休的生活不再無趣。我們也了解到，原來，幫助老人找到自己愛做的事、興

趣的事，才是為生活增添色彩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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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在台執行【憶起，道老】：希望日本也

增加這樣的活動，老人也會享受自己的生活 
合經一 板倉凪沙撰文 

這次旅行的體驗中每一的行程都都排得很好，所以我們可以去了很多景點。

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採訪。我們聽了他們的活動內

容，看到了老人們的活動。那時候我覺得如果只有一個人住，而且老人沒有工作，

生活過得很無聊，因此有這樣的活動看起來讓他們又開心又充滿。比如說唱歌、

彈樂器和做東西等等。日本是已經變了高齡化，不少老人住在一個人，生活過得

蠻無聊，而且如果拜託別人照顧老人很貴，所以更需要這樣的志工。但我從來沒

有聽過這樣的活動，看到之後我覺得真的很棒，希望日本也增加這樣的活動，老

人也會享受自己的生活，還會成長自己的能力，我學到這些感情和幫助老人的志

工。 

  

  
透過國際學生將所做之事傳播到國外去 日本： 

https://twitter.com/a_ahnel/status/1310568912904364038?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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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在台國際體驗執行大型分享會 

【福爾摩沙，海好嗎？】 
林依瑩撰文 

 

主講者：翁偉銘、彭怡惠、羅鈺翔、陳弘川、張軍耀 

 

通識中心翟本瑞主任、洪耀正秘書、陳淑慧老師都特地到場支持同學們，此

次的大型分享會大成功!!!在暑假「SEA U AGAIN」專案團隊透過環島的方式記

錄台灣海洋，相信主動行動的世界就會改變，分享特別訪問Discovery所主辦淨

灘活動時的親善大使，特別對逢甲學生講幾句話「雖然這次淨灘活動破了金氏世

界紀錄!不過我們還不能鬆懈，而且逢甲大學生一定是更有執行力的!希望大家一

起來做到減塑環保愛地球」相信我們一定可以的!這組同學真的很棒!不但執行了

任務，後續的生活中更積極擔當特派員去看見台灣澎湖離島海洋問題及在花蓮

採訪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在未來的日子裡，12月間也會邀請DISCOVERY特別

到校辦講座，請鎖定我們的FB活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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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部分日籍留學生來訪本中心師長請益 
 

黃煇慶撰文 

本校國貿系仲宗根爽、淺野由梨那及行銷系高木夏帆等日籍留學生，因昨教

師節當天未能向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祝賀，特聯絡刻就讀本校行銷系林志皇老師

門下及PMP日籍留學生，於翌(9/29)日同來訪本中心黃老師親自請益問安。黃煇

慶老師也聯繫本校招生處王柏婷老師及秘書處林暉女士偕女兒陳品先小姐蒞臨

陪敘，熱鬧氣氛。陳品先小姐生於比利時，長於台灣，曾遊學法國後留學英國，

後隨黃老師在本校所開設夜間日語研習班修讀，並多次協助黃老師接待日本訪

賓，也受邀出席。茶敘席間，因聞品先小姐熟悉英法語劇本，致與同也喜歡戲劇

的仲宗根同學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本中心黃老師首表歡迎數位初次留台的日籍

同學，渠本身因曾奉派駐日本各地約二十載，故熟知日本各地民風習俗，請各日

籍留學生在校期間若有任何需要或疑難，可隨時前來諮詢。適時曾經本中心黃老

師引薦留學日本東京的本校行銷系陳冠宇同學來訪，也應邀一起座談。本次來訪

本中心黃老師者，雖以就讀本校行銷系居多，然大家均就台日交流暢敘，而喜攝

影的航太系陳柏霖同學也適時捕捉有趣鏡頭，增添溫馨熱烈。 

 
圖1-在黃老師研究室合影之一 

 
圖2-黃煇慶老師(著領帶者)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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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在黃老師研究室合影之二 

 
圖4-(左起)黃老師、林暉秘書、陳品先小姐、林志皇老師、王柏婷老師 

  
圖5-日籍留學生自我介紹之一 圖6-日籍留學生自我介紹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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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行銷系陳冠宇同學(左一)報告留學日本經驗與心得 

 
圖8-航太系陳柏霖同學(左二)特喜攝影 

 
圖9-日籍留學生自我介紹之三 

  
圖10--日籍留學生自我介紹之四 圖11-林宣融對陳柏霖同儕說不要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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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九二知性之旅雨天決行別有樂趣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周純堂會長等一行40人，於9月27日進行「九

二知性之旅」。「九二」即「南港九天宮及陽明山二子坪」之意。據謝名譽總會長

說明，本活動為渠發起，最高法院劉延村前庭長及本中心老師也是中華儒道研究

協會王祖淼理事長等共同籌畫，從第一次實施「九十深情遊(九天宮、十分瀑布)」

迄今已是第七屆。本中心黃煇慶老師自上年參加，深覺前往儒道研究協會修緣居

書院之九天宮恭祀祭拜，確能安定道心正能量，致本次也夫婦報名隨團出遊。校

友會一行抵達九天宮山門時，受到本中心王祖淼老師率EMBA林佑瑄校友等人熱

烈歡迎。一行誠心參拜之後，在林佑瑄校友所主持歡迎會上，本中心王祖淼老師

以及何文堯、張正義、廖一人等校友先後致詞歡迎或分享信仰心得，大家均表收

穫滿滿。隨後一行轉往陽明山竹仔湖享用謝名譽總會長所賜豪華午餐，再接續由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健行至二子坪之活動。是日雖細雨綿綿，惟不減校友們步

道興致，大家在彼此談笑聲中，抵達二子坪公園。真不愧是國家公園，在風雨朦

朧中，更顯山中美景，大家均感謝台北校友會的安排。 

 
圖1-本中心王祖淼老師(前排左三)接待台北校友會謝振裕名譽總會長一行 

 
圖2-本校EMBA林佑瑄校友擔任接待說明會美女主持人 

 
圖3-本中心王祖淼老師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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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說明本次知性之旅 

 
圖5-民視主播何文堯校友致詞 

 
圖6-張正義校友致詞 

 
圖7-廖一人校友分享信仰保健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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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於陽明山二子坪合影之一 

 
圖9-於陽明山二子坪合影之二 

  
圖10-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攝於二子坪 圖11-不畏風雨，陽明山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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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陳韋佐校友美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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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琉文經協會趙理事長籌畫台琉大學生交流 
 

黃煇慶撰文 

本校張故前校長希哲於1958年籌劃創設的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已超過一甲子

歷史，本校校友仍有多位擔任該協會重要幹部。現任趙文瑜理事長係我國孔孟文

化事業董事長，伊母親蔡雪泥前國策顧問亦曾擔任過該協會理事長，於本中心副

教授黃煇慶前奉派駐琉球代表期間，大力協助推展台琉各項交流，黃老師乃力薦

當時蔡理事長出任當地沖繩縣政府終身國際觀光大使。兼該協會副理事長的本

中心黃老師為10月18日召開大會，及與在台灣沖繩縣人會舉辦台北古蹟參訪巡

禮活動，夫婦於9月30日赴向趙理事長請益。黃老師提及當日將偕五位來自琉球

沖繩的本校留學生北上與會，趙理事長表示感謝，並面邀黃老師大會時進行新冠

肺炎防疫期間台琉交流之專案報告，黃老師允予支援，彼此相談甚歡。 

 
圖1-(左起)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中琉文經協會趙文瑜理事長(攝於孔孟文化公司) 

 
圖2-(左起)趙理事長、黃老師(背景照片為2004年沖繩縣知事頒給蔡理事長觀光大使) 

  
圖3-(左起)趙理事長、黃老師夫婦 圖4-(左起)趙理事長、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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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家族慈善基金會第二期日文班結業 
 

黃煇慶撰文 

位於新北市由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家族所創設的「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於7

月16日，續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該會第二期日文班講師。經三個月教學，

於10月15日舉辦結業式。本期班為配合防疫措施，雖採少人數制，惟同儕間友情

更形深厚，經常有同學將自家種植絲瓜或地瓜或筊白筍等農產品贈送黃老師，增

進師生不少情誼。本期更由同學自行集金六千元，請陳鳳黎班長代表贈送以示慰

勞，黃老師欣然接受後再捐出，旋在當地譽為美談。結業式由該基金會董事、本

校張立義傑出校友及渠侄張維庭總監主持，發給結業證書及全勤獎。同學們皆表

興奮，並盼能繼續開班研讀。隨後再舉辦茶敘，學員互動甚是熱烈。 

 
圖1-頒發結業證書(左起)張立義傑出校友、黃老師、陳鳳黎班長、張維庭總監 

 
圖2-結業式合影(攝於新北市張方大慈善基金會) 

  
圖3-黃老師(右)贈送班上日本麗聲柱時計 圖4-陳班長(右)代表贈送黃老師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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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黃老師與陳鳳黎班長(左)合唱日本演歌 

 
圖6-張立義傑出校友(右三)陪同日文班師生茶敘 

 
圖7-黃老師夫婦(左四五)與日文班部分同學合影 

  
圖8-三位女學員合唱演歌 圖9-同學致贈黃老師筊白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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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義、翁登財傑出校友對日家庭教養的禮讚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文教基金會張立義前董事長及翁登財現任董事長，均為本校傑出

校友，也係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在台北校友會日文班授課同窗學長。黃老師2005

年帶領本校EMBA日本研習團移地教學，即悉張、翁兩學長事業均與日本關係密

切，致長年來互動頻繁，彼此熟稔。10月8日於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337期編

輯會議」後，再邀約該月刊副總編輯吳芳君校友茶敘，並續就企業社會責任（CSR）

與大學社會責任 （USR）的關聯性交換意見。席間，張傑出校友以渠前所經營

企業與日方本公司三井住友保險的長年合作經驗，稱讚日本婦女迄今仍重視家

庭素養，教育子女自幼知禮儀、懂孝行，此是目前台灣亟需加強之處。翁董事長

及吳副總編輯同表贊同，黃老師也表示在所擔任課程，呼籲學習日本從小被雙親

長輩訓練注重「身」加「美」，即「躾、しつけ」家庭教養之意，被要求處處合

乎禮節，時時保持謙讓，對長輩知孝行，在團隊重和諧等行為。 

  

 
圖1-(左起)黃煇慶老師、張立義傑出校友、吳芳君副總編輯、翁登財傑出校友 

  
圖2-黃老師教導學習日本教養講義之一 圖3-黃老師教導學習日本教養講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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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石門水庫南苑生態公園健行活動 
  

黃煇慶撰文 

台中校友會主辦，台北校友會等協贊的「石門水庫南苑生態公園健行暨公益

活動」，於10月17日舉行。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也隨台北校友會，是日一早

在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及周純堂會長帶領下，近兩百名校友分乘四輛大巴士，浩浩

蕩蕩前往石門水庫參與盛會。儀式伊始，由台北校友會薩克斯風團隊伴奏齊唱校

歌，配合空拍機拍攝全體一千餘人校友形成的畫面，表現出各地校友們的齊心團

結景象，令人感動。接著於美麗女校友帶動暖身操及李校長與校友會施總會長的

口令下，開始健行。沿途石門水庫美景，盡收眼下。台北校友會文教基金會翁登

財董事長及游永全兩傑出校友更途中招待咖啡暖身，於微風雨中增添溫馨。健行

後席開一百餘桌午餐敘，並進行抽獎助興，真是熱烈歡樂。 

 
圖1-台北校友會薩克斯風隊伴奏校歌大合唱(逢甲人月刊陳韋佐副總編輯攝影) 

 
圖2-參加校友大合影(逢甲人月刊陳韋佐副總編輯攝影) 

  
圖3-桃園市李副市長校友致詞 圖4-本校李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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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出發健行前校友帶動暖身操 

 
圖6-本校李校長與校友總會施總會長齊聲發令開始健行 

 
圖7-台北校友會黃煇慶老師(左二)等校友途中休息攝影 

  
圖8-(左起)翁登財董事長、黃煇慶老師 圖9-(左起)吳美芳老師、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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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餐敘間台北校友會黃老師等與李校長合影 

 
圖11-餐敘間台北校友會黃老師等與北區國貿系友會廖瑞珠會長夫婦合影 

 
圖12-餐敘間台北校友會黃老師等與張政文前會長、新科傑出校友(左五)合影 

 
圖13-餐敘間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左二)頒發抽獎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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