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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安心就學計畫 
 

 

 

 

 

 

 

 

 

 

 

 

 

 

 

 

 

 

 

 

 

 

 

 

 

 

 

否 
通過確認 

學生 

填寫通識課程安心就學調查表單 

是 
2020/9/10 2020/9/8-9/11 

學生 Teams 安裝及測試 通識中心提出課程清單給資訊處 

參加通識安心就學頻道 
 

隨班實時授課課程(1) 

1.通識核心必修課程(公民參
與/社會實踐/創意思考) 

2. 英文必修(大一/大三英文) 
3. 英文選修 

(應用外語/應用英語) 
4. 大學國文課程 

隨班實時授課課程(2) 
1.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學士班(PMP)必選修 14

門課程 

2.通識選修課程 18 門 

(詳見安心就學調查表單) 

線上彈性課程 
1.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人文與科技) 

2.通識選修課程(人工
智慧與未來挑戰) 

3.英文必修(大二英文) 

4.體育必選修[註] 

由各中心單位承辦同仁協助加退選 

參加各課程之 Teams 同步直播頻道 

若入境完成檢疫隔離則回原班上課 
 

由各中心單位承辦同仁協助加退選 

參加各課程之 Teams 社群 

若入境完成檢疫隔離仍以線上
授課(體育除外) 

 

配合各課程每週的進度與教師輔導 

完成指定課程作業與成果報告/評量 

併入畢業學分 

無法參與上述課程則
申請獨立研究-自主
課程(限應屆畢業生) 

[註]體育必選修僅限應屆畢業生加選。無法入境者需完成「規律運動專
題報告」，可入境者，則檢疫隔離後由任課教師彈性補課。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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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劇劇場創作與演出】課程說明會報名中 
 

已經連續好幾學期都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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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學生自主專題課程【歌舞劇劇場創作

與演出】，已經邁向第 10 個學期了，在上學期期末演出後幹部團隊積極地檢討

課程，並且邀請願意加入分組幹部的同學們再次挑戰申請課程，並於暑假期間著

手展開新學期課程的規劃，以及最新原創劇本的撰寫與編排。 

課程召集的幹部同學及之前一同參與課程的同學們為本學期【歌舞劇劇場創

作與演出】課程舉辦說明會於 109 年 09 月 16 日(三)中午 12:00 通識沙龍舉辦。

分享一場相關演講及課程宣傳，講述自主開課的心得、感想、成長與成就感，以

及新學期的預期規劃。首次上課將於 9 月 17 日(四)通識沙龍授課。 

 

  
 

邁向第 10 屆自主課程，每學期都帶來

不同的創作，這次同學又將呈現什麼

原創作品呢? 

歡迎參加課程說明會了解詳情。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fBvTPAfX3mEG495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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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上學期微學分課程 9 月 3 日開課! 

109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將於 9 月 3 日開始第一次課程，本學期為

了讓同學們在進入企業實習時能盡快接軌並展現符合企業期待之基本態度，安

排有職涯系列課程，且提供創業相關系列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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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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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有｢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

坊｣、｢多益中高級綜合班｣、｢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系列｣、｢Fusion 

360 國際認證課程｣、｢生活品味系列課程｣、｢創業系列｣、｢教您看懂網頁的 HTML

語法｣、｢職場能力大補帖｣、｢生活美學系列課程｣、｢i-tool 智慧應用系列課程｣、

｢兩性關係｣、｢競爭力微學分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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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課程也將於 9 月 1 日開放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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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ool 智慧應用微學分系列課程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6l2KVM 

※多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o5McwLKYcrDbsGfN9 

 

※09/03~09/21 課程，更多課程陸續增加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9/03(四) 

09:00-18:00 
mi0043 

0.4 學分 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人文科技與研究方法(尹崇儒) 

*需自備筆電，及準備 1500 字自傳課程授課使用。 
資電 107 

09/14(一)   ※開學第一天  

09/15(二) 

18:10-21:00 
mt0173 

共 0.9 學分現代舞蹈(1) (何姿瑩) 

※現代舞蹈系列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09/17(四) 

13:10-16:00 
mt0161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需 9/17、9/24、10/08、

10/15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09/18(五) 

13:10-17:00 

mc0062 0.2 學分 94 讀書法，加快閱讀能力，讀懂書本內容(張志昇) 紀 104 

ma0030 0.2 學分生活美學-植物拓印創意陶盤 (謝欣錦) 創客小教室 

09/19(六) 

09:00-18:00 
mi0041 0.4 學分 CDIO 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生活處處有文化(尹崇儒) 創客小教室 

09/20(日) 

9:00-12:00 
mt0165 

0.3 學分【AUTODESK 競爭力微學分系列】Fusion 360 國際認證輔

導班 

工-319 

(電腦教室)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https://reurl.cc/6l2KVM
https://forms.gle/o5McwLKYcrDbsGf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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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3:00-16:00 *建議需有 Fusion 360 相關軟體操作經驗佳**報名網址另公布 

09/21(一) 

13:10-16:00 
mt0161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需 9/21、9/28、10/05、

10/12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706 

09/21(一) 

13:10-17:00 

mt0097 0.2 學分手機攝影_實拍實戰構圖技巧(謝欣錦) 資電 B15 

mc0090 0.2 學分就決定是你了！（履歷吸睛破解版）(鍾亮君) 紀 110 

mi0038 0.2 學分讓你點子源源不絕的設計思考術(張祐禎) 人 B117A 

mc0134 0.2 學分國際參與系列主題:「NGO實習面面觀」(丁元亨) 創客小教室 

09/22(二) 

18:10-21:00 
mt0173 

共 0.9 學分現代舞蹈(2) (何姿瑩) 

※現代舞蹈系列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09/24(四) 

13:10-16:00 
mt0161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需 9/17、9/24、10/08、

10/15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B117A 

09/25(五) 

13: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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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7A 

mc0072 0.2 學分玩黏土學敏捷管理(張志昇) 紀 104 

mt0129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A)-跑馬燈(陳金風) 資電 B14 

09/25(五) 

14:10-18:00 
mt0168 0.2 學分教您看懂網頁的 HTML 語法(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09/26(六) 

09:00-16:00 
mt0139 

0.3 學分生活品味-葡萄酒品飲與禮儀(彭瑞芝) 

※修過通識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課程同學請勿報名參加。 
通識沙龍 

09/26(六) 

09:00-18:00 
mi0042 0.4學分CDIO人文科技創新工作坊-人文+科技蹦出新實力(尹崇儒) 創客小教室 

09/28(一) 

13:10-16:00 
mt0161 

0.6 學分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需 9/21、9/28、10/05、

10/12 四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分 
人 706 

09/28(一) 

13:10-17:00 

mc0006 0.2 學分職場能力大補帖~新鮮人職場溝通力(莊閔越) 人 B117A 

mt0136 0.2 學分生活品味及創業技能養成~精品咖啡(1)-手沖咖啡(李育惠) 通識沙龍 

mi0039 0.2 學分新手創業從 0到1-把你的點子變成價值連城的生意(張祐禎) 紀 110 

09/29(二) 

18:10-21:00 
mt0173 

共 0.9 學分現代舞蹈(3) (何姿瑩) 

※現代舞蹈系列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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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華人教育遊戲設計大賽 

逢甲「機餓遊戲」榮獲銀牌 
 

「育教於樂」的遊戲化學習成為促進人們參與各種活動的投入動機，尤其在

教育領域中逐漸發展出不可小覷的能量。2020 年全球華人教育遊戲設計大賽於

8 月 15 日在台北舉辦頒獎典禮，本校應屆畢業生王瀅瑄與李冠杰同學組成「程

堡兒童程式教育」青創團隊，在通識教育中心洪耀正老師指導之下，以「機餓遊

戲」榮獲教育桌遊設計社會組銀牌獎(第二名)。 

全球華人教育遊戲設計大賽是由台灣科技大學與創創文化科技進行產學合

作並共同主辦。希望透過競賽的交流，能夠激勵具有熱忱的教育遊戲設計者創作

出更好的作品，為全球遊戲創新教學做出貢獻。今年在 COVID-19 疫情的影響

下，仍吸引了來自台灣、日本、澳門、香港等各地華人優秀的桌遊作品。 

「機餓遊戲」是一套「不插電程式桌遊」。一般不插電程式桌遊，都需要熟悉

程式邏輯的第三方(通常是老師)來主持遊戲，而「機餓遊戲」特別之處，在於設

計了一個微型機器人，用來檢核小朋友程式編寫的結果，不再需要老師協助。另

外遊戲規則簡單、趣味性高、同時兼有邏輯深度，這些更是獲得評審青睞的原因。 

除了獲獎的肯定外，「機餓遊戲」的雛型也已得到教育部大專院校創業實戰

平台實戰獎金 10 萬元。桌遊的開箱與玩法介紹影片，也將收錄在本校教育部磨

課師課程「APPs 進階實作暨物理實驗專題應用」內。得獎團隊正持續研發桌遊

擴充版本、教育套組，逐步實現成品的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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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堡兒童程式教育」青創團隊，在通識教育中心洪耀正老師(中)指導之

下，以「機餓遊戲」榮獲教育桌遊設計社會組銀牌獎。 

(照片/通識教育中心提供) 

 

 

機餓遊戲因趣味性高、同時兼有邏輯深度獲得評審青睞。 

(照片/通識教育中心提供)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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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程堡-兒童程式夏令營】 
 

王瀅瑄撰文 

 

給孩子一把開啟未來寶藏的鑰匙 

    程堡-兒童程式教育的前身是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學生團隊，主要由

一群熱愛程式的電機系、資工系，與其它系所的同學所組成。經由通識中心洪耀

正老師、陳淑慧老師、產合處蔡勝男主任的協助，以及翟主任的全力支持下，今

年已順利成立青創公司，並準備將 15%的公司股權回饋給逢甲大學。「程堡」其

構想來自於「城堡」二字，象徵著在程式這領域，猶如一座瑰麗堂皇的城堡，裡

頭存放著許多的知識秘寶，而團隊將扮演著領航員的角色，引領著每位進入城堡

中的小朋友自由的去發掘與探索，迎戰現今資訊更迭快速的時代。今年暑假，「程

堡」在逢甲大學、合作單位的幫忙下舉辦了多場兒童程式 X DIY 機器人的營隊

活動，以下是這些營隊課程的介紹與紀錄。 

  

 
【兒童程式 X DIY 機器人】 

開課時間:7/20~7/22、7/23~7/24、7/27~7/28、7/29~7/31、8/6~8/7、8/12~8/14 

地點：逢甲大學資電館 B15、創客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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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創意程式營】 

藉由程式介面以及基礎程式方塊的介紹，慢慢地引領小朋友走入 scratch 的

神奇世界中，一步一腳印的引導小朋友做出第一個生動的動畫。到了第一天的尾

聲，我們讓小朋友們發揮他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製作出自己的創意動畫，讓小

朋友們從中學習程式方塊的運作模式，以及動畫流程的編排方式。秉持著玩中學

的教育理念，我們設計了一個九宮格小遊戲，利用有趣的邏輯問題促使小朋友們

思考，並且強化小朋友的邏輯思維能力。有了第一天的初體驗，我們在第二天引

進了較為困難的迴圈概念，並將其套用到遊戲的製作上。藉由從小朋友平日裡最

喜愛的遊戲著手，引發小朋友們學習的動機，從而熟悉邏輯的概念並完成更為複

雜的程式設計。 

【創意 APP 設計營】 

自己的 APP 自己做，第一天先跟 APP Inventor 打聲招呼~ 利用按鈕與程式

互動，將介面變得色彩繽紛，小朋友的笑容也更加燦爛！結束了昏昏沉沉的午休，

馬上進入急速狂點比賽提神醒腦！小朋友都用盡全力，提升自己手指點擊按鈕

的速度，為的就是成為冠軍。 

而第二天阿修老師利用 APP Inventor 做出手機的科技小畫家，這樣小朋友們

就能隨時隨地繪出自己的特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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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 智慧機器人】 

著重在軟硬體的結合以及創客精神的發揮，先從 Tinkercad 和小畫家做出屬

於自己的 3D 圖像及雷切圖案，接著學習基礎的電路配置控制馬達的旋轉。最後

進入自走車的組裝，並利用雷切的木板組合與程式和 arduino 的契合完成自走車

的控制。兩天時間稍縱即逝。 

課程中講師與學生們教學相長，我們也在孩子們身上看見創造力與可塑性，

相信藉由這次的營隊活動，增加了學生對程式領域的瞭解。 

【惠來國小 DIY 機器人】 

這次的活動主要是希望顛覆對於硬體科技艱澀難懂的印象，在課程中將科學

原理與生活周遭的用品結合，使小朋友們能在潛移默化中學習到完整的科學知

識。透過實體機器人的機構原理講解與實際組裝，從齒輪與齒輪的結合中看穿機

器人構造的運作方式，不僅能加深學習印象，孩子們也在充滿歡愉笑聲的課堂中

逐步學習成長。感謝惠來國小師長的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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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暑期偏鄉機器人 DIY 營隊】 

除此之外，我們還跟勞工部合作，協助辦理暑期偏鄉機器人 DIY 營隊。看到小

朋友從無到有打造出自己的作品，不禁為他們感到驕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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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城堡」後續的活動與發展感到興趣，歡迎追蹤我們的 Facebook 粉

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hetop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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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開辦 109-1 翱翔萬里英檢班 
 

為了建立本校選送海外交流交換人才庫，國際事務處預計於 109 學年起推動

翱翔萬里計畫，從大一新生入學起即啟動語言、國際應對進退、文化知識習得、

國際專業溝通等能力的培育，外語教學中心在此計畫中扮演的角色即是提升學

生「英語考力」的培訓。 

翱翔萬里計畫針對英語做階段性的培訓提升，從大一新生篩選英語程度較好

的學生，一路培訓學生到二年級時出國交流、三年級時海外交換、甚至四年級時

尋求雙聯學位的取得，以提升本校學生國際移動力、國際專業溝通及國際交流體

驗經驗。 

語言程度的認定向來以檢定證照為依歸，近年來以多益測驗最為廣泛使用，

外語教學中心於 109-1 協助開辦大一新生多益考力培訓課程，為逢甲新生的英文

檢定考試把關。於新生入學前即宣傳翱翔萬里英檢班資訊，感興趣的大一學生須

於九月底前報名並上傳已有的多益成績單或進行校內線上 OOPT 檢測，外語教

學中心將依據此成績擇優分級為 TOEIC500 及 TOEIC650 兩班，每班預計招收

70 人，課程內容包含多益養成及衝刺兩個部分。養成班為時 16 小時、上課四週、

每週兩次、每次 2 小時，以英語語法、多益測驗題型說明為主。之後同一班的學

生進行實際的衝刺練習，先做 2 小時的仿真多益模擬考試，隨後由老師針對此

題本內容進行講解，以提升學生應考能力與技巧。 

翱翔萬里英檢班報名資訊將放置於外語教學中心網站，並傳送給學生會、系學會、

系辦公室，請其協助向新生宣傳，期許有志在大學期間出國交流或交換的學生把

握此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與學校同行邁向具備國際觀的未來。 

 

外語教學中心網頁：http://www.fcuflc.fcu.edu.tw/ 

外語教學中心 FB：請搜尋「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FCU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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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參與自主課程 運用專長幫助國小生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許多 PMP 的國際生沒有回家，也藉此機會能夠更深

入體驗台灣。2020 年 8 月 3 日至 2020 年 8 月 7 日，來自泰國的楊春婷和印尼的

楊姍姍參加了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自主課程，國際生們與國貿系及中文系的同學

合作，一同前往眉溪部落南投仁愛鄉的南豐國小服務。 

楊春婷和楊姍姍運用自己的專長，教南豐國小的學生。楊春婷同學對於繪畫

及手作非常擅長，所以負責教美勞；而楊姍姍因為有英語的專長，且在 PMP 學

習一年的中文，所以可以順暢與用簡單的中文及英文教國小生英語。春婷分享到：

很開心有機會來參加這個活動，運用我們的專長幫助別人，而且學到更多的東西，

例如：怎麼教小朋友他們才聽得懂、如何用中文分享自己想法，也體會到當一位

老師真的不容易，經過這次的體驗，也是挑戰自己的能力。而姍姍也分享：We 

go with one purpose it's to d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umber 4. I learn how 

to teach kids. Because teach kids with different mother language it's so hard. But they 

still can welcome to me! Also I can make good relationship and memories with my 

friends. First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but this 9 days we can more close. Also I think 

it's a great memory and I want to join again if have more project like this. 

  

  
圖說：國際學生至南豐國小服務，教國小生美勞與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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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韋正魚菜共生實驗場域協議書簽署 
 

社會創新學院欲支持本校布吉納法索博士生—韋正為自己家鄉提出的:半乾

旱地區作物栽培之永續性水資源管理-太陽能灌溉系統之應用計畫走訪晨光自然

農場，因而認識農場股東之一林倍生先生；對於魚菜共生及滴管技術有高度興趣

的林先生，本身亦為各式車床零件機具製造商，早已有將於魚菜共生技術模組化

的想法，這與韋正本身欲進行的計畫實驗不謀而合!在這個資源分配不均的世界，

企業與大學都負有解決社會問題、世界問題的責任，這也就是 CSR 與 USR 的精

神。若兩者能結合，效益之大也許能改變一個社區、甚至一個國家，這也是我們

的理想。感謝企業家林先生願意無償提供場域給韋正實驗的他的農業計畫! 今天

在台灣實作、來日要在布吉納法索豐收！ 

  

圖片 1 協議書簽署實況 圖片 2 協議書簽署實況 

  

圖片 3 協議書簽署實況 圖片 4 翟院長致贈公益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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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 2020 SDGs 台中趣-綠川漫漫 
 

為讓同學更了解 SDGs 各項指標，社會創新學院在 8 月 5 日 13:00~15:00，

帶領同學們前往綠川學習 SDGs6 這個指標。 

綠川位處台中火車站前，是台中市重要區域排水，流經人口密集精華地區，

沿岸已高度都市化，但因長期受沿岸居民經濟活動排放汙水的影響，河川的水質

已經嚴重惡化，因此在確保防洪排水的正常機能下，積極地對水路空間多元化改

善與利用，提高都市在地文化與生活價值。 

當天看到了台中市政府環保局統計的水質狀況，講師親自帶我們示範了一次

如何做水質檢測，檢驗水中的含氧量、PH 值、濁度等，讓我們了解到這些數字

是如何被檢測出來的，希望透過這樣的河川導覽與解說，能讓同學更加了解

SDG6 乾淨的飲水與衛生，也期望綠川成功的整治經驗，可以讓大家體認到河川

的重要性。 

  

圖片 1 宣傳海報 圖片 2 活動實況 

  

圖片 3 活動實況 圖片 4 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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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 2020 SDGs 台中趣-樹和苑學習 
 

為讓同學更了解 SDGs 各項指標，社會創新學院在 8 月 12 日 9:00~12:00，

帶領同學們前往樹合苑學習 SDGs11、12、15 這個指標。 

樹合苑是一個綠建築的設計，它的前身是一處釣蝦場，團隊秉持樸門的設計

理念，大量使用二手材料賦予廢棄木材新生命，搭配大量的綠色植栽引導冷熱空

氣對流，因此不須使用空調就可以保持室內溫度舒適且通風，此外還有三座生態

廁所，透過乾溼分離的原理讓排泄物與稻穀、木材、微生物進行發酵，並做為肥

料使用，達成友善環境與維護生態的精神。 

另外，邀請有機小農來教消費者製作豆花與豆腐，透過親手做來讓消費者認

識食物的本質，學習生物價值觀的重要性，經過了解有機農業是如何善待土地，

使用無毒自然的方式栽種出安全的農作物後，透過購買有機產品的機會，來善待

土地，落實 SDG12 與 15 的精神。 

 

 

圖片 1 宣傳海報 圖片 2 活動實況 

 

 

圖片 3 活動實況 圖片 4 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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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攜手 USR 與日月明珠改造日月潭旅遊基地! 
今年五月間，李秉乾校長應台中扶輪社之邀，和企業家一起分享逢甲大學辦

學理念和經營特色，尤其提及引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等國際頂尖大學推動的

CDIO 創新教學理念，提升學生設計思考、跨領域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本校

亦不乏成功的案例，邀請產業界共同投入資源，以跨領域設計學院為平台，整合

業界資源與校內師資，讓學生透過解決真實問題，將專業知識應用於實務，與產

業攜手共同育才。這場演講深深打動廖董事長的心，正好他也在思索如何讓其企

業日月潭基地的觀光旅遊經營模式有所創新和改變，於是特別希望逢甲大學能

透過不同角度給予企業建議；李校長也非常樂於提供學校已經成熟的課程模組

協助企業。雙方在多次討論和實勘基地後，正式簽訂合作協議，即將展開為期近

三年的專題課程計畫。 

李校長致詞時表示，這是本校 s.School 和 d.School 第一次聯手共同執行產業

與社會議題，大學必須實際與產業合作才能真正實踐 4R(Real Company、Real 

Project、Real Design、Real Product)的理念。此次結合眾多師長參與日月潭專案，

希望藉由與產業的合作，激盪出更多的故事，同時讓在學學生一起參與規劃，發

揮服務的觀念與熱忱，親身體驗與實現社會責任。 

  
李校長與廖董簽訂 MoU。 企業與逢甲的合作將啟動。 

  
廖董等人參觀以茶代酒慶合作。 翟院長說名圖書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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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正的故事 - 汪浩於《倡議》專欄 
昨天社會創新學院與韋正向往常一樣進行一些討論，但小小的重點是他的

故事在媒體上曝光了! 他很高興，卻也微微地的抱怨:「下次要放照片要先說，我
有比較好看的照片啊!」這是他溫暖可愛的一面，但是內心深處，他的家鄉、人
們的生活還是他最後的關懷，也是這篇文章的主旨。 

他說:「我要創新非洲農業模式！」韋正從布吉納法索的傳統智慧中找到了
真正的 Reservoir（地下水層）：逢甲大學協助他媒合太陽能技術，驅動微水利系
統，應用在模擬的滴灌農場，確保農作物生產週期、品質與數量，「短期來看，
可以複製到爺爺家附近 100 個村落。長期而言，發展成 65 公頃的大型生態農場，
解決布吉納法索的糧食、營養與貧窮問題。」「我高中時就調查了，沙漠草原處
處有地下水，只要回到 MOSSI 休輪耕的傳統，適度汲取，讓短暫的雨季回充，
設計簡易太陽能抽水設備，讓開辦成本低到農民都能負擔，技術簡單到老人小孩
可以學習。」他說。接下來給滴灌，鄰里間的「摩西美德」會促成盈餘交換與經
驗學習，農村就可以開始養活自己，提高效率，支援周邊城市，重建城鄉關係。 

  

  
本校協助媒合太陽能技術，驅動水利系統 布吉納法索農藥汙染，連飲用水都不夠。 

  
從傳統智慧中找到了真正的地下水層。 韋正熱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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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統計系友會幹部重要工作規劃會議 
本校北區統計系友會鄭宗陽會長於 8 月 7 日台北校友會日文班課程後，邀集

呂新發、王瑞源、鄧鈞鴻、陳逸先等本屆系友會幹部校友，在台北校友會召開「重

要工作規劃會議」。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恰為本校統計系 64 年畢業校友，授課

後也順受邀與會。鄭會長表示，本系友會成立已近四年，承蒙大家協助，除固定

舉辦年會及相關活動外，也配合母校統計系進行祝賀 50 周年統計系慶以及邀請

母系師長專程出席台北校友會成立 50 周年的一系列活動。展望未來，年底的會

長改選與隨後春節團拜、系友踏青等節目，亦將陸續進行；請大家協助推舉服務

熱誠之統計系友出任會長與理監事等幹部，以期順利傳承。當即獲服務金融保險

業界的鄧鈞鴻等系友認同，並表當繼續服務系友會之意願。席間，本中心黃老師

表感謝之意外，並邀請巧蒞臨台北校友會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也是創立北區企管

系友會長之翁登財學長，就創設與營運企管系友會之經驗分享，藉資統計系友會

運作之參考。大家相談，彼此互動良好，氣氛甚佳，咸感台北校友會真是溫暖。 

 
(左起)鄭宗陽、呂新發、王瑞源、鄧鈞鴻、陳逸先、黃煇慶 

 
(左起)鄭宗陽、呂新發、王瑞源、翁登財、陳逸先、黃煇慶、鄧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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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麗校友在頭份豪宅的「おもてなし」 
 

本校 EMBA 93 高階校友吳秀麗，才學兼優，專業會計稅務外，棋琴書畫也

無所不精。曾多次受邀於苗栗、台中的藝文中心舉辦油畫展。公餘更於上(2019)

年獲得本校商學博士學位，增添伊之精彩豐碩經歷。為感謝好友長期來鼓勵支持，

秀麗校友偕夫婿林萬吉先生乃邀約建德、添助、侑晉、世榮、乾男、蒼賢等多位

同窗好友攜眷以及鄭豐聰、吳美芳教授夫婦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等師長，於 8

月 9 日前往秀麗博士校友的頭份豪宅聚會。經秀麗夫婦精心設計布置，室內簡

潔明亮，窗前千餘坪國家運動場一望無遺，燈光櫥櫃則均來自捷克、印尼，而饗

宴之咖啡茶具更是旅遊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歐美購回，真是享受人生。中

午則在近鄰豪華飯店餐敘，20 人座大餐桌佳餚連接上桌，歡笑不斷。餐後再回

秀麗豪宅，男女分開笑談，歡樂無限。大家均感謝秀麗校友夫婦的熱情接待。真

宛如當年日本在國際以「おもてなし(待客之道)」爭得主辦 2020 東京奧運之溫

馨表現一般，讓大家覺得，秀麗校友夫婦，太棒了。 

 
大家在吳秀麗校友的頭份豪宅合影 

  
印尼進口的木製掛衣架 吳秀麗、林萬吉伉儷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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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吳秀麗校友夫婦、鄭豐聰教授夫婦 黃煇慶老師夫婦(中)與吳秀麗校友夫婦 

  
吳秀麗校友夫婦(中)與林建德校友夫婦 吳秀麗校友夫婦(中)與許世榮校友夫婦 

  
吳秀麗校友夫婦(中)與洪添助校友夫婦 吳秀麗校友夫婦(左三四) 

與李侑晉校友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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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麗校友夫婦(中)與陳蒼賢校友夫婦 吳秀麗校友夫婦(中)與呂乾男校友夫婦 

 

 
豐盛午餐敘(20 人大桌) 

 
午餐後的男士們聚會 

 
午餐後的女士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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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麗校友指導點心製作 吳秀麗校友夫婦忙碌接待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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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單車環島壯舉 終於やっと実現した 
選修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在國貿系所開設「商用日文」課程的國貿系日籍留

學生仲宗根同學及航太系陳柏霖同學，經號召邀集本校企管系、光電系、航太系

共五位同學組成單車環島騎士隊。於 7 月 25 日從台中出發。繞經本島嘉義、台

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宜蘭、台北、新竹，終於 8 月 5 日返回本校，完

成環島規劃路程。期間於 8 月 3 日路經台北時，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特邀集台北

校友會日文班的校友舉辦歡迎餐會，藉示慰勞與鼓勵。而稍早 7 月 27 日抵台南

時，因陳柏霖同學家經營餐飲，陳同學父母親特準備多樣可口餐點糕餅招待一行。

可能糕餅美食好吃而饞嘴享用太多，仲宗根同學於 8 月 10 日與黃老師夫婦餐敘

時，抱怨雖努力騎單車運動，卻沒達到預期節食目標，然終能完成夢想的單車環

島壯舉，可以說:やっと実現した。 

 
仲宗根同學與黃煇慶老師夫婦晚餐敘 (2020/08/10 本校旁餐廳) 

 
2020/07/28 攝於台南奇美博物館 

  
(左起)河田同學、陳媽媽、 

仲宗根同學 

2020/07/27 攝於台南陳柏霖家餐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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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騎士環島英姿 (2020/08/01 攝於花蓮七星潭) 

 
2020/08/05 回到台中共騎單車環島 805 公里 

 
五輛環島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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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沖繩縣人會基隆和平島懷古行 
成立於 1991 年的「在台灣日本沖繩縣人會」於 8 月 9 日舉辦「基隆和平島

琉球人遺跡思古行」活動，由現任會長黑島真洋與與幹事長伊禮武志共同率領。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曾奉派駐琉球服務多年，迄已多次應邀參加該會定期活
動，本次也同受邀請參加健行敘舊。黃老師夫婦早在台北車站會合候車時，即遇
前曾任職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的音樂家馬場克樹、沖繩縣政府台北
事務所長仲本正尚、台大政治系講師比屋根亮太博士等多位日籍老友。疫情期間，
大家甚少聚會，久別重逢，見面話多。也有本校留學生青木同學北上參加，甚是
高興。一行 32 人搭專用遊覽車，不久即進抵基隆和平島。座談席間，本中心黃
老師因擔任我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副理事長職務，乃代表趙文瑜理事長贈送該
會新台幣 5 千元禮金，由黑島會長代表領收，獲與會大眾熱烈掌聲。而鑽研基隆
文史的林大洋先生表示，戰前移住基隆和平島的琉球沖繩居民甚多，大都以捕魚
及經商為業，所以遺跡不少。惟光復後受 228 事件牽連，有多位遭難，後在島上
設置「琉球漁民慰靈碑」供人憑弔，每年也定期舉行祭拜活動。並提及連結基隆
港與和平島之大橋，建於 1934 年，係台灣最早之跨海大橋。黑島會長一行不畏
豔陽高照，在專業導遊之引導下走完全程，參訪之處發思古之幽情，增進不少台
與琉間之認識，大家均稱讚收穫滿滿。 

 
黃煇慶老師代表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致贈新台幣 5 千元加菜金 

  
(左起)馬場克樹先生、黃煇慶老師 (左起)黃老師、文史家林大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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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之一(攝於阿根納原住民風味餐廳) 

 
合影之二(攝於基隆和平島公園) 

 
合影之三(攝於基隆和平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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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和平島橋乃台灣第一座跨海大橋 與比屋根博士(右)攝於基隆天后宮 

 
黃老師夫婦與多位沖繩青年留學生中餐敘 

 
合影之四(攝於基隆和平島公園琉球漁民慰靈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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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之五(攝於基隆和平島老街-琉球人所開第一家百貨店古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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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走一趟墾丁 方知逢甲夜市物美價廉 
學校進入暑假之後，日本新冠肺炎疫情突轉嚴重，本校部分選修本中心副教

授黃煇慶在國貿系所指導商用日文課程的日籍留學生，大都暫不便返日探親而
選擇留在台灣度假。有號召同學單車環島，也有前往其他縣市知名觀光景點，藉
國內旅遊增進認識台灣。其中國貿系仲宗根同學就邀集本校共五位同學進行單
車環島，共以 12 天時間完成壯舉，計騎了腳踏車 805 公里。事後很自信地向本
中心黃老師說，「やっと実現した（終於完成願望了）」。而同為國貿系的日籍高
木同學聞知本中心黃老師 8 月 11 日來校，也當日來訪黃老師研究室。於黃老師
夫婦垂詢伊近況時，高木同學答以頃方與同學前往墾丁國家公園旅遊，非常驚訝
當地的炎熱天氣與繁華墾丁夜市。兩天一夜的行程，走遍墾丁國家公園，甚是有
感南國風情與晚間熱鬧街道，夜市繁華景象似不亞於本校旁的逢甲夜市。望眼人
潮洶湧，小販叫賣聲不絕於耳，並有當地特產之攤販，商業興隆氣氛感覺不出防
疫，真是度假勝地；惟指墾丁夜市之物價高出想像，方知逢甲夜市物美價廉。好
可愛。 

 
(左起)黃煇慶老師、高木夏帆同學(2020/08/11 攝於黃老師研究室) 

 
(左起)高木夏帆同學、黃老師夫人(2020/08/11 攝於黃老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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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華僑會長 103 嵩壽母葬儀莊嚴隆重 
旅日琉球華僑總會長張本光輝之母「張葉錦女士」，日前不幸以 103 歲高齡

嵩壽在台往生，喪家訂於 8 月 7 日假台北市二殯舉辦追思會。疫情期間，張本會
長仍堅持返國按規定隔離後，會和其他兄弟親族辦理葬儀。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
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服務多年，與當地政、經、僑、學各
界建立深厚友誼，爰主動前往出席公祭。黃老師因兼我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副理事長，因而受正服父喪的趙文瑜理事長要請，代表該協會偕同留日知己的徐
銀樹理事、陳華黛秘書、趙美雲前秘書等會員前往弔祭。奠禮會場布置得相當莊
嚴隆重，老太夫人子孫滿堂，且聞均在各界努力打拼展現實力，真是福祿壽俱得，
人生圓滿。黃老師夫婦祭奠後，特向張本會長僑領短暫致意，感謝對琉球僑界奉
獻，並請節哀順變，盼他日再敘。 

 
(左起)琉球華僑會張本光輝會長、黃煇慶老師 

 
葬儀靈前子孫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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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中琉文經協會陳華黛秘書、 

黃老師 

(左起) 中琉文經協會徐銀樹理事、 

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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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專車參加校友總會聯席會議 
社團法人逢甲大學校友總會於 8 月 15 日召開第八屆會員大會暨第三次理監

事、顧問聯席會議。本校台北校友會在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周純堂現任會長率領
下，三十餘名校友身著台北校友會 50 周年紀念襯衫，當日一早搭乘專車自台北
出發與會。大會於本校人言大樓啟垣廳進行，主席施鵬賢總會長特表感謝來自各
地的校友出席，尤其台北校友會更是專車參加，陣容也最龐大。而台北校友會前
會長、也是擔任校友總會名譽會長的謝振裕校友，席間提出「支持並參與母校推
行大學社會責任運動(USR)」議案，由於深具現階段構築超越企業，而增強大學
社會責任之時代意義，深獲與會校友認同。隨後，本校李校長秉乾也在餐會時，
贊許此提案，能夠藉此行動加強培養更多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對每年增加五千
多名校友的本校，將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餐會中，各地校友久別重逢，
在防治疫情中，展現最高熱情交流，溫馨氣氛充滿校友總會的接待餐會，大家咸
認完滿。 

 
全體與會校友合影(EMBA 張國鈜校友攝於會場啟垣廳) 

 
大會主席施鵬賢總會長致詞 

 
謝振裕名譽總會長發起支持並參與母校推行大學社會責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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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率一行抵達東門春雨塘校園 

 
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率一行於啟垣廳會場前合影 

 
台北校友會潘秀英秘書等人參訪黃煇慶老師研究室 

  
黃煇慶老師夫婦(甚麼手牌?) 黃老師與文教基金會翁董事長(左二)等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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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董事長餐會致詞 

  
(左起)李秉乾校長、黃煇慶老師 (左起)黃煇慶老師、楊龍士資深副校長 

 
施總會長(左三)邀李校長(左四)、楊資深副校長(左二)等師長領導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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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創乾副校長(左)與黃煇慶老師(右) 王葳教務長(右)與黃煇慶老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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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人月刊專訪統計系友的中衛材料中心 
本校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偕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及張國鈜、吳芳君副

總編輯、陳書芸執行編輯，於 8 月 12 日南下台中，會合引薦本次專訪的台中中

興扶輪社攝影主委楊文昇校友後，轉訪目前國內執生產口罩牛耳之中國衛生材

料中心(CSD)總經理張豐聯校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也擔任該逢甲人月刊副

總編輯，且受訪者張豐聯總經理也恰為黃老師低兩屆畢業之統計系友，乃受邀陪

同前往。中衛公司位於彰化市，沿途青松綠野，龍眼夾道垂手可得，真是世外桃

源之地，在此生產口罩可謂集天時、地利、人和之優勢。受疫情影響，張總經理

校友也戴著口罩迎接周會長一行。訪談間，張總經理提及蔡總統頃於七月底蒞臨

視察該中心，勉勵生產，振奮民心。並說明，該公司起家於 1947 年，渠雖係第

二代經營，惟 70 餘年來，均秉持並沿襲「誠」與「勤」之家訓，將醫療產業視

為是「良心事業」。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若國內有重大疫情及災難時，即主動

將醫療耗材優先提供醫務單位使用。如本年 1 月 31 日我國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需要徵收首批口罩 371 萬片，其中該公司提供 271 萬片。強調這傳承的家訓，

是 CSD 經營企業的核心價值，以生產高品質醫療耗材，朝百年企業邁進。席間

並與黃老師以統計系前後期畢業校友情感，在與日本技術、產銷合作等方面洽商，

彼此相談甚歡，真是完美的一場專訪。 

 
中衛張豐聯校友(左四)與逢甲人月刊編輯團隊合影(EMBA 許惠娟校友攝影) 

 
逢甲人月刊編輯團隊與中衛總經理張豐聯校友(左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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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張豐聯校友、黃煇慶老師 (左起) 張豐聯校友、黃煇慶老師 

 
(左起) 中衛總經理張豐聯校友、黃煇慶老師 

  
蔡總統蒞臨視察並賜親簽 CSD 口罩產品樣品 

 
(左起) 中衛總經理張豐聯校友贈送口罩、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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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疫情後試辦首場卡拉 OK 
本校台北校友會於 8 月 15 日組團專程返母校參加校友總會所召開的「會員

大會暨理監事、顧問聯席會議」後，回程車上，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鑒於目

前防疫限制稍緩，決定於中元節前之 18 日(農曆 6 月 29 日)，援例租用中華電信

總部交誼廳，睽別半年多再辦卡拉 OK 活動，並邀同行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

婦參加。該地點位於台北市仁愛路博愛特區，交通便利，環境優雅，場地又寬廣

舒適。賴總編特安排於當日下午一點鐘起，連唱四小時。台北校友會參加歌唱班、

日文研習班等之校友，半年來因囿於疫情，均遵守政府防疫規定，自主管理故甚

少舉辦相關集團活動。暑假以後因疫情趨緩，乃試恢復小型歡樂活動，以舒緩緊

張心情。王基順學長也攜帶文山鐵觀音，現場進行茶道示範，大家都說感謝、好

喝。該交誼廳近經過整修，卡拉 OK 之名雖源自日語「カラオケ」，可能受制於

版權，一大本卡拉 OK 歌曲，日語歌曲僅列出約三十首。所幸本中心黃老師在台

北校友會日文研習班所教練唱演歌，大都有國台語的翻唱，所以就在日文演歌之

外，點唱熟悉大家的國台語歌。如:北国の春=榕樹下、みちづれ＝冬戀、うつろ

＝男兒的心聲等，校友們在謝振裕名譽總會長伉儷帶領下，兼用國台日語，開懷

演唱，歡笑滿場，咸感台北校友會真是交心啊。 

 
(左起) 張蕙珍、翁素美、葉美祝、黃煇慶、謝振裕夫婦、王基順、賴文堂 

 
謝振裕名譽總會長伉儷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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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著選曲準備下一首歌 兩位夫人好像在商量國家大事 

 
王基順學長唱出北國之春的台語版 

 
賴文堂總編國台語雙聲帶演唱 

  
賴文堂總編輯準備隨歌起舞了 黃煇慶老師的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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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唱作俱佳 

 
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人的演歌唱功一流 

 
翁素美校友的演歌好溫柔 

 
張蕙珍、葉美祝兩位美學姐合唱女人花 

 
張蕙珍學姐的演歌獨唱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