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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世界經濟論壇(WEF)出版的《未來工作趨勢報告》指出，2030 年時的工作有

85%還沒被發明出來，過去職場所依賴的基本能力，卻是最容易被淘汰的。未來

職場最需要的能力如下： 

2022 年職場最需要的能力 

1.分析性思考與創新 6.解決複雜問題 

2.主動學習與學習策略 7.領導力與社會影響力 

3.創造力、原創性、自主決斷 8.情緒智商 

4.技術設計及程式設計 9.推理、解決問題與構思 

5.批判思考與分析 10.系統分析與評估 

逢甲通識教育希望培養同學：溝通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全

球化知能與經驗、終身學習的能力與意願、學習如何學的能力、創造力與創新

能力、企業家視野等。「對特定領域有深度的技能」是您系上培養的專業能力，

也是你畢業時找尋第一份工作所需要具備的能力。但是，畢業十年後，既有知

識不足以面對全新的挑戰，因此，需要在學期間就培養學生未來競爭所需的軟

能力。這份工作就由通識教育承擔。專業加上通識：有效運用工具、運用良好

人際關係在異質性成員中形成團隊、分工合作解決問題。通識教育 28 個學分的

規劃，都是以「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為職志，培養同學未

來的競爭力。 

 
通識教育中心 

人言大樓10F 1006 

分機 2141 

genedu@fcu.edu.tw 

國語文教學中心 

資電館 1F 106室 

分機 5533 

cclc@fcu.edu.tw 

外語教學中心 

資電館1F 112室 

分機 5881 

fcuflc@fcu.edu.tw 

體育教學中心 

體育館 1F 

分機 5901 

pe@fcu.edu.tw 

大一不分系 

資電館1F 109室 

分機 5540 

pmp@fcu.edu.tw 

     

詳細資料請參閱《109 通識新生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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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 
109 年 5 月 13 日通識教育中心院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6 月 30 日 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第一條 依據逢甲大學學則，訂定本要點。本校學生辦理通識課程選課時，應按

本要點辦理。 

第二條 通識教育課程計分兩大類： 

一、 校共同必修課程： 

(一) 通識基礎課程：計有大學國文、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英

文、公民參與、社會實踐、人文與科技及創意思考等八門課程。 

(二) 體育。 

(三)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二、 通識選修課程：計有人文、社會、自然三大領域與統合類專題製作

課程。 

第三條 通識教育各類課程修課學分數： 

一、 校共同必修課程： 

(一) 通識基礎課程： 

1. 大學國文：上下學期各修習 2學分共 4學分。 

2. 大一英文：上下學期各修習 2 學分共 4 學分。 

3. 公民參與：為單學期 1 學分之課程共 1 學分。 

4. 社會實踐：為單學期 1 學分之課程共 1 學分。 

5. 人文與科技：為單學期 1 學分之課程共 1 學分，分為 2 個

模組，數位學程與人工智慧。 

6. 創意思考：為單學期 1 學分之課程共 1 學分。 

7. 大二英文：上下學期各修習 1 學分之微學分課程，共 2 學

分。 

8. 大三英文：為單學期 2 學分之課程共 2學分。 

外文系之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英文課程，另依其特性另

定之。 

(二) 體育：為 2 學分，一年級上下學期各 1 學分，每周上課 2 小時。 

(三)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 2 學分，上下學期各 1 學分，每周

上課 2 小時。 

二、 通識選修課程計有人文、社會、自然三領域與統合類專題製作課程，

人文、社會與自然三領域至少需各選修 2 學分，統合類專題製作課

程得以課程屬性申請抵免人文、社會或自然領域課程，申請通過後

不得異動，合計修畢 12 學分始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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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仍為必修但不計入畢業學分。 

第四條 各學系可將與其專業領域過於接近之課程不計入該學系學生通識選修

課程之畢業學分。 

第五條 外國學生修習之通識課程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 外國學生必須參加中文能力檢測，始得選修大學國文課程，逾期未

參加檢測者，需自費參加檢測，經檢測後中文能力檢測達標準者（其

標準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公布），得修習大學國文分級課程或一般大

學國文課程。 

二、 人文與科技、創意思考及公民參與、社會實踐課程將以外國學生為

對象，分上、下學期輪流開設全英語專班。 

三、英文課程依據大一英文修課要點、大二英文修課要點、大三英文修

課要點辦理。 

四、為兼顧外國學生修習通識課程及提升中文能力，得針對外國學生開

設華語文相 關通識課程。 

五、本校辦理之雙聯學制，基於尊重雙方學校及文化差異，校共同必修

及通識選修 課程得依雙方合作協議另訂之。 

六、針對全英語學位學程之學生，仍必須修習以中文授課之大學國文課

程。 

第六條 通識課程超修學分是否計入畢業所需學分計算，依各學系之修課規定辦

理。 

第七條 通識選修課程每班修習人數依逢甲大學學生選課施行準則第十三條辦

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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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講堂】上下五百年-滾滾塵世，一片清明 

本課程主要解析上下五百年的自然、生物、文學、歷史與社會學的變遷，從

哥倫布與乾隆帝的東西交會，五百年來的亞洲與中國面貌，綜觀五百年滾滾塵

世的趨勢與前瞻；更細部的探討生命科學五百年最大事件與未來五百年的遙想？

從微生物與人類百萬年來的恩怨情仇揭開生物學的面紗，以文學基礎「雅」與

「俗」的交替，延伸至儒家文化的「弘毅」精神。課程多元有趣，更希望透過

不同的視野反思人類文明的價值，了解今日世界的樣貌，回到過去抽絲剝繭找

出未來五百年的盛與衰。 

 
授課老師︰高承恕、何寄澎、林載爵、魏國彥、莊榮輝、齊肖琪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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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微學分課程 

九月份課程即將開放報名(課程陸續上線開放，請大家要隨時關注喔!!) 

8 月 11 日(二)中午 12:00 開始會陸續開放報名喔!!! 

注意!!!!衝堂請勿報名~衝堂請勿報名~衝堂請勿報名!!! 

 
09/17(四) 13:10-16:00 

【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 (周四班)】 (周振權) 人 B1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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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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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8(五) 13:10-17:00 

【94 讀書法，加快閱讀能力，讀懂書本內容】(張志昇) 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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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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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6:00 

【碁峰資訊競爭力微學分系列】Fusion 360 國際認證輔導班 0.3 學分 

工學院電腦教室 (報名網址另行公開) 

 
09/21(一) 13:10-16:00 

【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 (周一班)】即將額滿 (周振權) 人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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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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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1(一) 13:10-17:00 

【就決定是你了！（履歷吸睛破解版）】(鍾亮君) 紀 110 

【讓你點子源源不絕的設計思考術】(張祐禎)※(暫未開放報名) 人 B117A 

 
09/24(四) 13:10-16:00 

【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振權) 人 B1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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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5(五) 13:10-17:00 

【溝通技巧~人見人愛，車見車載的說話課】(鍾亮君) 人 B117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gle%2Fo5McwLKYcrDbsGfN9%3Ffbclid%3DIwAR01LdlGHYSm-nUUdag1IA677q35R29UM-f13O1jqepabNj5SitOXP5QaCQ&h=AT1jOdFKyToKiMsqhUDek8gJttDtnLEmqKnlm87p2_hCY5C_zD7PMe9WtBdveOpWhhpaMugY7U9zr4sE0mTvlcpQnBxUFdckWKMngYudZft8vjFQil_0A32uFIMoAkCy1ygH&__tn__=-UK-R&c%5b0%5d=AT3bXRyWtX8xIpMxWPe_m5cTzLi2hlE3IL2IoQ3u4UE_uRoufiCh_lV7YHAOOLWAf8dicc4ZO2g4al2E3VS4vMjD89qIG0EuRKzLLJCLN9s10dORo7S6_3LSNFs-UJTVOkTsfhi377NmWpyTyzQ9mR0gq3FaIuJTAGmzyD06BIS9DxRq_b4jUQFYV0tJBLgJ78kOdplutkT7Leg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gle%2Fo5McwLKYcrDbsGfN9%3Ffbclid%3DIwAR2D9oeQkIS1-UcFSUqkMtNlajaS06HQ_e43poLQ4IK2CD8Z1Ex18g8QJec&h=AT1jOdFKyToKiMsqhUDek8gJttDtnLEmqKnlm87p2_hCY5C_zD7PMe9WtBdveOpWhhpaMugY7U9zr4sE0mTvlcpQnBxUFdckWKMngYudZft8vjFQil_0A32uFIMoAkCy1ygH&__tn__=-UK-R&c%5b0%5d=AT3bXRyWtX8xIpMxWPe_m5cTzLi2hlE3IL2IoQ3u4UE_uRoufiCh_lV7YHAOOLWAf8dicc4ZO2g4al2E3VS4vMjD89qIG0EuRKzLLJCLN9s10dORo7S6_3LSNFs-UJTVOkTsfhi377NmWpyTyzQ9mR0gq3FaIuJTAGmzyD06BIS9DxRq_b4jUQFYV0tJBLgJ78kOdplutkT7Le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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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黏土學敏捷管理】(張志昇) 紀 104 

【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A)-跑馬燈】(陳金風) 資電 B14 

 
09/26(六)  

09:00-12:00、13:00-16:00【生活品味-葡萄酒品飲與禮儀】(彭瑞芝) 通識沙龍 

※修過通識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課程同學請勿報名參加。 

09:0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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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益中高級綜合班(一)(周一班)】(周振權) 人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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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8(一) 13:10-17:00 

【職場能力大補帖~新鮮人職場溝通力】(莊閔越) 人 B1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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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網址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MyFCU>課程準備>課程活動報名>通識微學分課程 

課程報名操作方式(請參考)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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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基礎影音製作】開放報名中 
詢問度超高的 109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選修【基礎影音製作】課程(屬於通識

選修，統合類，2 學分課程)，授課老師為專業紀錄片導演李建成副教授，課程
中老師會透過自製數位教材、影像教學教案影片，教導非電影傳播科系領域學
生，了解基本影像製作能力。學習鏡頭語言來製作各種內容的影像。採理論與
實務並重的方式學習，課程中引導同學們透過分工分組，最後完成製作一部影
像作品。對影片製作、拍攝有興趣的同學千萬別錯過和專業紀錄片導演一起學
拍片。 

本學期課程為讓有興趣深入學習影像製作的同學們可以充分學習及跨領域
組隊發揮，所以另採作品審查的報名方式，了解同學們不同的特長以及預計加
強學習的方向。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SJU41by2HsMQsYuC8 

報名期間：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109 年 08 月 31 日(一)中午 12:00 

課程名額：40 名 

你想要拍片煩惱沒有人教嗎？你想要拍片擔心沒有夥伴嗎？ 

通識中心基礎影音製作課程，給你圓夢的機會。 

採線上報名，並參加課程說明與面試。(擇優最多錄取 40 位) 

 

課程說明與面試時間:109 年 9 月 16 日(三)早上 10-12 點 

面試地點：人 706(人言 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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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實構的潛力與未來』成果發表會 

創新設計系大四的駱俊宇同學為展現微學分修習的成果，於 109 年 08 月 04

日(二)11:00 在通識沙龍舉辦主題為『程式啟蒙教學實務』的公開成果發表會。

駱同學運用選修的課程結合系上專業，加上自己的研究發想，收集國內外相關

資料，報告內容包含 1.數位時代的新興材料。2.新型加工與製造方式。3.環保材

料的利用。4.生物形態建築的創造。最後也提及了他自己在這個領域中未來研究

的方向，期待透過〝Technology  ×  Robot  ×  Biomimetics  ×  AI〞這四個

面向，加上自己也深感興趣的環保素材，希望能夠在未來的建築設計中運用科

技結合自然環保，提升友善環境及永續的建築設計。發表會中有五位來自不同

領域的老師來參加也提供駱同學許多建議，包含實用結合美學設計、建築物理、

仿生相關、環保素材及運用等，期待同學在未來研究中可以注意參考，並能將

科技結合環保的理想設計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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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際生暑期加強華語 考取華語證書 
 

108 學年度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為提升國際生的華語能力，於學期

間開設分級制的華語加強班，系統性地強調聽、說、讀、寫、對話練習、基本

詞彙與文法等，讓學生儘速達到修習中文專業學系的課程目標。108 學年度全校

共 282 人次國際生報名參與課程，以增加自我學習動機與自信，並鼓勵國際生

們考取「華語文能力 TOCFL 測驗」，學生們也主動想了解自我程度與證明自己

這一年學習的成果，各自列出了目標，希望可以達到至少 LEVEL3 或 LEVEL4

的程度。故本班於 2020/7/27(一)至 2020/8/27(四)每週一至每週四上午 10 點至 12

點開設「暑期華語 TOCFL 培訓課程」，透過密集培訓協助國際生順利取得華語

證照。 

課程由目前就讀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華語教學研究的宋偉誠碩士

生擔任教師，該生為本校外國語文學系之畢業生，曾擔任本班 TA，希望能結合

目前所學來實際應用並幫助來自各國的學弟妹們，本課程共有 3 國 15 位學生報

名參與。而課程規劃每週將練習華語文能力測驗的模擬試題之外，亦根據學生

的需求安排內容，例如：新聞、文章閱讀及會話練習等等。測驗部分，將逐題

檢討讓學生確實了解題目考點之外，還補充相關華語語法。而閱讀測驗將會分

配學生閱讀不同段落，讓同學間相互分享心得。另外，每天從華語八千詞中挑

選十個單字，讓學生背誦，隔天以聽寫的方式來測驗學生。 

雖然剛開始國際生們在練習模擬試題時都充滿疑惑，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但國際生們皆非常認真學習，努力地反覆練習，遇到不懂的字時馬上提問，並

認真做筆記，期許所有學生都能順利考取華語證書，證明自己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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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國際生暑期華語 TOCFL 培訓課程學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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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外語教學中心 MELP 計畫 

英文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外語教學中心於 7 月 1 日辦理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英文自主學習計畫(My 

English Learning Plan, MELP)成果發表會，11 位來自不同英文課程，主動參加

MELP 計畫的學生們都準時出席並全程以英文發表本學期學習成果。每位學生必

須上臺進行 15 分鐘簡報，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指導老師群陳彥京老師、廖芳

瑜老師、鄭安倫老師、唐西恩老師，以及林明洵老師針對學生成果提出評論及

建議，最後開會討論並給出學期分數。 

MELP 學生經過一學期的英文自主學習，從最開始的規劃學習契約、找尋

學習資源、與指導老師安排會談、到最後學習成果發表，全都由學生「自編、

自導、自演」，客製自己的學習。學生在期末成果時特別提及「更懂得時間管理」、

「要很自律」、「更認識自己 Know myself better」等評價，展現對自己學習更具

責任心。 

109 學年度將持續進行 MELP 計畫，歡迎並致力協助「三高」的學生，發

展出更具特色、彈性的英文學習模式。 

  

圖一: 發表會現場教師點評 圖二: 發表會現場學生上台簡報 

 

  

圖三: 學生實際表現成果 1 圖四: 學生實際表現成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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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築夢」、築夢踏實! 
社會創新學院與朱正永、林峰正共同申請的 2020「學海築夢」及「新南向

學海築夢」計畫，二次面試都大功告成了，一共錄取了 20 位同學，即將在一年
內到義大利、日本、泰國、印尼實習一個月!兩次面試下來，最深刻的體會就是
同學們自信不足、語言能力不夠、國際視野缺乏。可喜的是，有些學生雖明知
自己的條件可能不夠，還是願意嘗試，甚至在面試之前找老師練習英文面試，
並且反覆練習，並在口試時充分表現企圖心、想進步的心，也允諾必定會更努
力學習。舉例來說，有位同學因為人在高雄、掙扎著是否要來面試，到最後還
是放棄了；相對地，有個學生因為這次面試取消了原來去離島的旅行—兩者的企
圖心顯而易見，當然後者也獲得了老師的青睞，拿到了門票、要去日本實習。 

無論如何，未來的一學期將有全方位的多訓練課程、活動，期待大家在出
國時脫胎換骨! 就社會創新學院來說，對於錄取「學海築夢」的學生，規定應受
訓練如下，合計 26 個小時: 包含 2 次英文微學分、3 次英文工作坊、3 次中文
工作坊、3次中文微學分。此外，朱教授與林教授也會分別規定專業課程，主要
為綠能、科技、人工智慧、大數據…等，讓學生在出國時達到最好的狀態。 

  

  
本校獲補助之「學海築夢」計畫。 學生以英語接受面試。 

  
三位老師分別提問。 第一批入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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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 2020 SDGs 台中趣-魚菜共生 

為了讓同學能更加了解 SDGs 的各項指標，社會創新學院在這個暑假安排了
8 場機構參訪活動，第二場的活動在 7 月 22 日 13:30~16:30 帶領同學前往 TCN

創客基地學習 SDGs12 與 SDGs15 這兩個指標。 

SDGs12，預估在未來二十年，全球將有更多的人加入中產階級，而這些社
會經濟和人口變化將有利於個人繁榮，但將增加本已有限的自然資源的需求，
因此社會需要找到公正和公平的方式來滿足地球生態極限內的個人需求和願望。
SDGs15，保護陸地上的多種生命形式需要有目標性的努力，以保護，恢復和促
進陸地及其他生態系統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 

本次學生學習的內容為魚菜共生瓶，利用生活中易取得之素材，將水生動
物的排泄物和雜質分解過濾，提供養分給飼養箱上的蔬菜，同時蔬菜的根系把
飼養箱內的水淨化供給水生動物使用，製作水產養殖與水耕栽培的互利共生生
態系統，讓學生了解無須過度的耗費地球資源，也能種植出平時我們在食用的
蔬菜，確保保育生態領地與永續消費和生產。 

  

  
圖片 1 宣傳海報 圖片 2 活動實況 

  
圖片 3 活動實況 圖片 4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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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 2020 SDGs 台中趣-寶之林環境教育 

為了讓同學能更加了解 SDGs 的各項指標，社會創新學院在這個暑假安排了
8 場機構參訪活動，第三場的活動在 7 月 30 日 9:00~12:00，帶領同學們前往寶
之林環境教育園區學習 SDGs12 與 SDGs15 這兩個指標。 

「寶之林」是全國第一個多功能環保教育園區，園區內具有六大功能，一、
家具再生、健診及販售中心；二、資源回收藝術創作展；三、資源回收 DIY 教
室；四、環保業務推廣及環境教育參訪觀摩；五、環保公園休閒遊憩；六、二
手物品展售及家電診所等，本次參訪「創意展覽館」看到許多展示創意木工與
創意傢俱的空間，運用廢棄傢俱木料賦予許多物品新的生命、「真藏館」，收
藏並展售舊式傳統傢俱，傢俱材質大多有為檜木、柚木、檀香木等，經過講師
的介紹了解這些木材背後的故事。 

讓同學體驗親手製作筷子，來告訴大家一雙筷子得來不易，並且希望大家
能將製作的筷子好好保存與使用，減少使用免洗筷降低垃圾量，將永續消費與
生產模式及保護陸域生態的精神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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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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 Theater 109-1 招生宣傳 

社會創新學院將於 109-1 學期將推出 SSS Theater 工作坊，為鼓勵學生認識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積極參與相關課程與活動，舉辦以 SDGs 為主
軸並用影片引導同學了解SDGs與探討解決之道。藉此激發學生潛能、學習動機、
鬥志等實力。進而加深了解社會創新學院之性質、厚實學生對社會問題之覺察。 

SSS Theater 相關報名資訊日後將公告於社會創新學院粉絲專頁 

（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 s.School）。相關資訊如下： 

 日期：109-1 學期每週四 

 時間：中午 12：10-13：00 

 模式：藉由影片討論 SDGs 相關議題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1xyqKX 

 
 

SSS Theater 宣傳海報。 社會創新學院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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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人過新年:「宰牲節」! 
今年的 7/30 到 8/3 是穆斯林朋友一年一度的「宰牲節」（Eid al-Adha）。

由於這個節日是依照伊斯蘭舊曆，所以每年新曆的日子都不一樣。這在華人傳
統稱為「忠孝節」。宰牲節有千年以上的傳統，就如同伊斯蘭的新年假期，因
為重視的是全家團聚，其重要性與精神又很類似我們的中秋節。不同的是，台
灣人在中秋節是剝柚子、嚐月餅、大啖烤肉，伊斯蘭教徒在宰牲節這一天，會
在上午進行非常神聖的宰牲儀式。宰牲儀式可以在自家、或是附近的清真寺舉
辦。在此預備犧牲的「牲口」絕大多數為羊，也有少數的牛。在進行祝禱儀式
後，穆斯林朋友會將牲口依符合可蘭經教義的方式，將牲口放血宰殺，之後一
般自己食用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跟朋友分享，最後的三分之一則是分送給窮
人。這個節日充分展現伊斯蘭文化中虔誠、分享、團結與互助的一面。台中的
清真寺在這天也辦了盛大的活動，本校許多穆斯林學生(來自印尼、馬來西亞、
土耳其、布吉納法索、奈及利亞…)也在這天共襄盛舉。鑒於大家對於穆斯林文
化了解有限，甚至有許多誤解，社會創新學院在下學期會請外籍生韋正開課，
讓大家更認識伊斯蘭。 

  

台中清真寺一樓的男性祈禱室。 忠孝節的裝飾。 

 
 

外籍生Rachid將開的微學分課程。 清真寺的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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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留學生茶敘說「沖縄の女性は強い」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日前臨時於 7 月 21 日的暑假期間到校，順在所擔任國

貿系「商用日文」選修課程的 Line 群組上告知同學，歡迎來訪。意外驚喜，當
日有小泉、高橋、高木三位日籍留學生前來向黃老師請益。當因新冠肺炎防疫
期間，不便返回日本探親度假，仍留台灣生活之緣故。茶敘之際，巧悉三位分
別來自日本東京、福岡及沖繩三個人文歷史不同地區。黃老師提及渠前奉派駐
日 20 年，曾在東京、大阪、福岡及琉球地區服務，均有多次接待高層或急難救
助之親身經歷，也與日本中央省廳及都道府縣地方機關接洽之體驗。乃勉勵他
們學成畢業返日後，可恃中文專長，酌報考各級公務人員或外交官考試，以服
公職為志業，造福國家社會，藉以增進台日間之親善交流。 

席間，黃老師就日本人口統計言及，沖繩地區女性的平均壽命以 86.88 歲，
高居日本第一，可見琉球沖繩的女性生活方式、居家習慣及衛生環境應是較為
理想。而且該地區自 14 世紀起深受中華文化影響，迄 19 世紀末才被日本明治
政府強制「廢藩置縣」。但台琉間則由於地緣及人文因素，長年來均交流頻繁，
互動良好，雙方已建立深厚國際友誼關係。如沖繩那霸市孔子廟所屬的久米崇
聖會，已多次組團來訪本校，其中高木同學也曾於上年底協助接待活動。而針
對女性，台灣古來即因漢族男性單身移民後與現地原住民女性通婚影響，故迄
仍保留母系社會之傳統。並表示，渠奉派駐琉球辦事處(現更名駐那霸辦事處)

期間，曾應邀以「台湾の女性は強い」為題投稿，琉球新報嗣於 2004 年 2 月 16

日在晚刊的南風專欄登載。提及如依台灣習俗，婚後女性往生，葬儀時需娘家
親族主持封釘儀式；兒女婚禮，舅舅則被奉為主桌上賓。又如學校家長會，日
本稱之「父兄會(ふけいかい)」，台灣則為「母姊會」等不勝枚舉。(台湾人の習
慣で、既婚女性が亡くなったら、棺桶（かんおけ）のくぎは母親の親族が打
たない（封棺－棺桶に蓋（ふた）をする）場合、埋葬できない風習がある。
また、結婚式のメーンテーブルのホストは新郎の父母ではなくて、一般的に
は母親の兄弟である。やっぱり台湾は母系社会の慣習が残っている。日本で
はＰＴＡは父兄会、台湾は母姉会である。) 

另，明顯之例，丈夫稱自己的妻子，日本叫家內(かない)、中國為愛人、而
台灣則普遍稱「太太」。 「太（ふとい）」該字日語係體胖之意，但台灣話的「太
太」則似係對八輩子祖先的稱謂。所以台灣社會稱讚娶了好妻子，是修八輩子
福氣；否則，就是倒了八輩子霉的說法。所以，台灣女性很堅強。(妻のことを
日本ではかない、中国では愛人と言い、台湾では太太（タイタイ）という呼
び方が普通である。決して奥さんの体が太い意味ではなくて、大尊敬の気持
ちの表れと思う。台湾人はお父さんを阿爸、阿爸のお父さんを阿公、阿公の
お父さんを阿祖、阿祖のお父さんを阿太と呼ぶ。そして、太太は「太」が二
つあるから、阿太より四代上の祖先、八代祖先を示している。この由来は親
族の長老が小さいころに教えてくれた。中国語で、良い嫁さんと結婚したら、
「祖先の七光」と褒められる。その反対に、悪妻をもらってしまったら、「祖
先の因果の報い」と嘆く。つまり、儒教によく薫陶された台湾で妻（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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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大事なもの、だから台湾の女性は強い。)該三位日籍女留學生聞後甚感新奇，
當場開懷大笑，並紛紛表示，怪不得距台灣最近的日本沖繩女性，被稱許最能
勤儉持家，平均壽命也居日本之冠，所以可說:「沖縄の女性は強い」。師生間圍
繞文化茶敘歡笑，真是珍貴教學相長時光。 

 
(左起)黃煇慶老師、小泉同學、高橋同學、高木同學(右一) 

 
(左)小泉同學(左)、高橋同學(中)、高木同學(右) 

 
日籍留學生於黃老師研究室照片之一 

 
日籍留學生於黃老師研究室照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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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颱風雨中單車環島抵北校友相見歡 
本校國貿系日籍留學生仲宗根(Nakasone)同學所提議而號召組成的單車環

島旅遊騎士隊，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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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而於 8 月 3 日抵台北。預定隔日再續往新竹後，即可返回台
中出發地本校，完成環島壯舉。惟在宜蘭巧遇今年編號四號之哈格比颱風，於
當(8/3)日掃過北台灣外海。一行為求安全，臨時決定連人帶車改搭台鐵來北。
因隊中仲宗根、陳柏霖(航太系)兩位同學係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在國貿系商用日
文課程所教導學生，乃事先聯繫約定在台北見面。黃老師即邀約在台北校友會
日文班的校友，共同歡迎。當日歡迎餐會地點仍選在捷運東門站旁，台北市柯
市長寓所樓下的伊士曼寧庭園咖啡館，取交通便利及寧靜之處。該日文班有擔
任本校台北校友會周純堂理事長、文教基金會翁登財董事長、北區金融聯誼會
前會長張立義、北區機電系友會涂元卿會長等十餘名校友們參加。而受邀出席
歡迎晚餐會除仲宗根、陳柏霖同學外，另有單車環島騎士隊的比利時籍冬馬同
學(Thomas、企管系)、日籍河田同學(Kawada、資訊系)，以及同是選修商用日文
課程學生、家住台北的航太系林宣融同學，也應邀臨席陪同晚餐敘。 

歡迎晚餐會由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主持，除表歡迎仲宗根同學一行路經來訪
台北外，並請於往後單車環島旅途中注意天氣、保持安全。隨後並請台北校友
會周純堂理事長、文教基金會翁登財董事長、前金融聯誼會長張立義等學長致
詞後，由台北校友會日文班長鄭宗陽學長領導乾杯(かんぱい)後進入餐敘。因隊
中冬馬同學恰曾於高中時前往日本短期留學，所以本次晚餐會決定以日語為共
通語言，藉收該日文班兩年來研修之成績。結果成效甚佳，席間同學們自我介
紹時，均統一以日語發言，而兩位日籍的仲宗根、河田同學則須以中、日語雙
聲帶致詞。一時餐敘中交雜中日語，好不熱鬧。同學們均感謝本中心黃老師的
安排，與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學長們的熱情接待，得以資深校友與後輩學子相聚，
真可謂「時を越えて」進行超越時空交流。餐會結束後，仲宗根同學一行轉往
附近永康夜市短暫參訪後，帶著台北學長姐校友們的祝福，即回投宿飯店休息，
以備明天繼續環島的行程。 

 
晚餐敘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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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晚餐會餐敘情況 

 
台北校友會日文班長鄭宗陽學長(後立)領導乾杯 

 
歡迎晚餐會歡樂情況 

 
黃煇慶老師(右立)致歡迎詞 

 
日籍仲宗根同學致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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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老友疫情中餐敘即席展現寶刀未老 
曾率團蒞校參訪的國立空大、私立龍華科大前校長黃深勳教授夫婦，於防

疫氣氛仍濃厚的 8 月 4 日，邀約前留日同學會主席吳俊達夫婦以及本中心副教
授黃煇慶夫婦，假台北松山車站旁的海鮮料理店晚餐敘。留日同學會前主席吳
俊達於日本深造或學成返國，於服務司法院及任教空中大學期間，均與本中心
黃老師保持聯繫；渠夫人南雪貞律師於擔任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時，夫婦多次
率團訪問日本姐妹會之琉球辯護士會，更與前奉派駐琉球辦事處服務的本中心
黃煇慶老師夫婦熟稔。至黃前校長深勳教授，更源於 1983 年初因公奉派與黃煇
慶老師當時外交人員考試及格，而同期接受青邨「第三期駐外人員講習班」訓
練，故長年來彼此常以「同學」相稱，往來甚佳，真可謂留日知己。餐敘間，
大家提及近月來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嚴重，台日間人員往來交流幾乎歸零。
每日從新聞報導及由個人或 Line 群組所傳遞日本疫情仍未有效控制的訊息，令
人為日本友人擔憂。尤聞最近台灣的琉球沖繩地區，確診人數不斷攀升，當(8/4)

日達 83 人確診新紀錄，乃向本中心黃老師垂詢渠長男黃聖淵君在沖繩當地生活
近況，復顯友誼親情。而席間黃前校長深勳教授更展現智慧型手機新繪圖技能，
將現場所拍攝的餐敘合照，部分美工並加註，使原照片益顯光采亮麗，增添紀
念價值，殊值敬佩，真是「寶刀未老」。好讚，好讚。 

 
(左起)黃深勳校長夫婦、吳俊達前主席夫婦、黃煇慶老師夫婦 

 
黃深勳前校長照片美工技術之一 

 
黃深勳前校長照片美工技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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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校友愛女出閣 婚禮上贈送傳家大禮 

本校 EMBA 93 高階林建德校友傳佳音，愛女林冠儀小姐於 7 月 25 日于歸，
同儕好友及師長們聞後甚為高興，當日於台中林皇宮花園再聚歡樂。林小姐對
象乃我國陸軍阿帕契戰鬥直升機飛官余政諺君，一對新人步上舞台時，在燈光
下，真是結合所有形容新娘清秀美麗以及新郎英俊秀氣詞句的畫面，羨煞所有
在場親友。本校工工系鄭豐聰、吳美芳教授夫婦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
以及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張國竑夫婦、吳秀麗商學博士夫婦、黃世榮校友等十
餘位當年師長及同窗校友應邀出席；甚至洪添助校友也把五歲的小孫女帶來現
場，說要預先見習婚禮，以備將來出閣之參考。由於一對新人郎才女貌，林建
德校友夫婦備受在場親友以及本校師長校友們的讚揚。可是意外地，林校友於
婚禮致詞席間，表示縱使為人父母心有萬般不捨，但看到青年才俊的飛官女婿，
也高興愛女的選擇；隨後將準備好增進創造家庭和睦相處、子孫興旺的傳家秘
寶，已請知名書法家親賜墨寶。於大家均感好奇之際，林校友即拿起一紅紙匾
額送給新人，只見上橫寫著「太太怕我」；不，應該是「我怕太太」，大家直呼
驚喜，真是寶貝。 

 
林建德校友嫁女當天準備三條手帕擦眼淚 

 
我國飛官余政諺終抱得美人歸 

 
林建德校友婚禮上送女兒女婿終身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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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德校友夫婦與EMBA 93高階師長校友眷屬們合影誌慶 

 
(左起)鄭豐聰教授(右一)與校友們乾杯致賀 

 
(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林建德校友夫婦 

 
黃老師(左二)與校友們乾杯致賀 

 
(左起)蔡石玉校友、張國竑副總編夫婦 

 
新娘新郎準備香檳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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