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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 通識選修課程選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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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武漢肺炎 逢甲防疫準備完善 

 

因應全球因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武漢肺炎疫情，為確保全體師生和教職員
工的健康，全國各大專院校皆已將其原訂的開學日往後延至 3 月 2 日。在擔負
大學社會責任和為國家表率，身先士卒的榮譽、責任和使命上，逢甲大學也不落
人後。於中山大學和成功大學後，逢甲大學為全國第三所，亦為全國第一所為了
全體師生和教職員的健康，決定將開學日順延的私立大學。就此，逢甲大學不僅
肺炎疫情爆發的農曆春節期間不眠不休地擬定了針對隔離、師生和教職員工自
我照護、支假和校內防護等各項配套措施，亦於 2 月 3 日教職員年後正式上班
日的第一天，邀請了台中榮民總醫院感染管制中心的黃惠美總督導長蒞校指導
全體教職員工正確的防疫措施，讓大家能於日常生活安心地進行防護。黃總輔導
長指出，台灣目前僅有個案感染，並無社區感染，請大家務必放寬心，每日勤洗
手，比戴口罩更有用，更重要。黃輔導長亦指出，面對這次的肺炎，為避免口罩
短缺情況，健康無虞的師生和教職員工只要在通風良好之處，其實亦不需戴口罩。
於此同時，本校高承恕董事長和李秉乾校長也向大家允諾校方已做好各方面的
肺炎緊急應變和配套措施，勉勵大家無須驚慌，僅需將個人自我防護做好，方能
打贏這場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大戰，做台灣社會的表率。 

 

本校李秉乾校長正向與會的全體教職員工說明本校肺炎防疫之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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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下學期微學分課程 3 月 2 日開課! 

108 學年度下學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延後開學，通識微學分課程也延

後於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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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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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據同學們給予的問卷回饋開設相關課程，鼓勵同學自主跨域

學習。課程有｢履歷分析破解術｣、｢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系列｣、｢HTML-網路排版語言｣、｢生活品味系列課程｣、｢中科機器

人自造基地合作的機器人實作系列｣、｢Python 爬蟲程式實作｣、｢一頁式企劃書

實撰力｣、｢生活美學系列課程｣、｢生活時尚系列課程｣、｢生活環保系列｣、｢物聯

網程式設計｣、｢食農教育系列課程｣、｢i-tool 智慧應用系列課程｣、｢兩性關係｣……

等各式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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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ool 智慧應用微學分系列課程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vnzXD1 

※s.School 【那些海龜教我們的「塑」】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nKEAa 

※機器人實作系列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t2aDMM5EKmosJ6Vp6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reurl.cc/vnzXD1
https://reurl.cc/ZnKEAa
https://forms.gle/t2aDMM5EKmosJ6V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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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03/16 課程，更多課程陸續增加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3/02(一) 

13:10-17:00 

mt0091 0.2 學分創業技能養成-角蛋白美睫(林幸宜) 人 B117A 

mc0090 0.2 學分就決定是你了！（履歷吸睛破解版）(鍾亮君) 紀 104 

03/06(五) 

13:10-17:00 

mt0077 
0.2 學分機器人實作系列-產品設計與塑模實作(郭至恩、中科

機器人自造基地授課團隊)※本課程為校外教學 

中科機器人

自造基地 

mt0131 0.2 學分生活品味~甜點蠟燭(吳宇珞) 創客小教室 

03/06(五) 

14:10-18:00 
mt0121 0.2 學分 HTML-網路排版語言(陳伯維) 

圖 213(圖書

館 2 樓) 

03/07(六) 

08:00-17:00 
mc0095 0.4 學分那些海龜教我們的塑(陳人平) 創客社區 

03/09(一) 

13:10-17:00 

ma0023 0.2 學分生活美學~淨悅花蒟蒻果凍(吳宇珞) 創客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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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五) 

13:10-17:00 

mt0132 
0.2 學分機器人實作系列-工具機 RPP 智慧倉儲開發技術(郭至

恩、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授課團隊)※本課程為校外教學 

中科機器人

自造基地 

mc0089 0.2 學分一頁式企劃書實撰力(莊閔越) 人 203 

ma0028 0.2 學分瓷盤彩繪創作 DIY(謝欣錦) 創客小教室 

03/13(五) 

14:10-18:00 
mt0122 0.2 學分 Python 爬蟲程式實作-讓電腦聽話抓資料(陳伯維) 

圖 213(圖書

館 2 樓) 

03/16(一) 

13:10-17:00 

mt0127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 B-蜂鳴器(陳金風) 資電 B15 

mt0003 0.2 學分生活時尚-彩妝基礎打底與修飾(林幸宜) 人 B117A 

mc0091 0.2 學分我跟老闆一樣大！（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鍾亮君) 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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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教育新里程  《大學國文好好用》下冊刊行 
大學國文課程，既為中文教育之再深化，也是學子踏出社會前的語文應用訓

練，兼具人文精神、實作應用兩大功能。因此，自 108 學年度起，「大學國文」
課程開始試行新教材──《大學國文好好用》。 

 本教材一方面希望透過選文，呈現人文反思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則強化
文字、口語的表達能力的鍛鍊，側重實用操作，期能綜攬人文與應用、理論與實
作之目標。 

《大學國文好好用‧下(試行版)》針對「講故事」、「劇本編寫」、「人物採訪寫
作」、「自傳完全攻略」、「論題發想與研究計畫」五大主題分別論述，強調方法與
實作合一，針對學生應用之需求，擬定操作步驟。 

特別要強調在「論題發想與計畫寫作」單元，以「大專生研究計畫」為預設
方向，感謝本校商學院江向才院長、通訊工程學系陳益生主任、中國文學系林韻
柔老師，提供指導學生之計畫書，讓該單元得以兼容人文、理工、商管三領域。 

除此之外，在「自傳完全攻略」 單元，感謝本校毛祥銘同學提供〈國貿系
產學合作專業實習求職自傳〉、蔡同學〈研究所甄試自我介紹逐字稿〉，從學長切
身經驗出發，契合學生的應用需求。 

書末附錄二篇：「簡報製作」和「基礎應用書信」，後者特別收錄王羲之、蘇
軾、米芾、祝允明之名家書帖，在借鑒前賢的書信之際，也能欣賞名家筆墨。並
敦請當代書法大師蕭世瓊老師，製作硬筆書法示範，期能讓學生在欣賞作品之際，
也能激發習字的動力，讓人文精神、實作應用、美學教育三者相互涵融。 

 職是之故，本校大學國文從學生實用為出發點，接著再透過借鏡範例，導
向更深一層的議題思索，由是達到結合應用與人文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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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教學中心自編大學國文共同教材《大學國文好好用‧下》單元架構表 

 

《大學國文好好用‧下》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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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s. School 與世界對話 
s.School 在新年邀請本學期跟我們互動頻繁的學生於大年初一聚餐，體驗

Lunar New Year 的團圓氛圍。學生們來自世界各地，包含了蒙古、印度、南非、
布吉納法索、巴西、法國、巴拉圭，他們在這學期在本校除了舉辦課程，教導學
弟妹利用更省水的系統種植農作物外，也舉辦了 Hult Prize、淨灘行動等等，只
在倡導對環境更好的商業模式，是相當努力且難得的一群學生。這次大家除了聚
餐聊天之外，也都拿了紅包，許多人都是第一次拿到紅包，非常驚喜開心。最後，
大家都用自己的母語說新年快樂，非常有趣。這些學生對世界有熱情，對自己有
期待，相信通過我們的合作努力，可以讓世界因我們而美好，社會創新學院祝大
家新年快樂，健康平安。 

  

 
圖、學生們第一次收到紅包，都相當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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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拓點招生暨志工服務活動 
社會創新學院辦理泰國拓點招生暨志工服務，徵選十位學生偕同兩位帶隊

師資前往泰國清邁進行 8 天的招生及志工服務行動；齊思芮老師為就讀本校博
士班的泰國籍人士，協助聯繫高中及大學並進行招生宣傳，劉騏甄助理及十位學
生協助舉辦台灣及泰國的文化交流活動、高中招生、志工服務行動。 

學生在這次的活動中都相當積極，每晚進行會議並記錄心得與反思，只為了
隔日的活動更順利進行，學生在前往當地高中 Doi Saket Wittayakom School 前準
備相當多素材，期許他們可以更加嚮往到台灣念書，並介紹逢甲周邊讓他們更了
解逢甲大學，在進行志工活動時，由於孩童多半來自失能家庭甚至是孤兒，學生
也會注意自己的行為對於孩童的心理影響，學生認為本次活動行前訓練完善、行
程深入當地，洪珮菱也在心得中撰寫下對於活動的想法：「希望你們因為我們的
出現，下定決心要成為更好的人。」，相信本次活動也啟發本校學生成為更好的
人，整體活動圓滿落幕。 

  
圖、齊思芮老師前往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的商學院、管理學院進行招生宣傳 

  
圖 齊思芮老師與 Borirak school(位於清邁的

高中)校長見面，推薦本校的 PMP 及華語課程 

圖、 本校學生於當地中學(含國中、高中) Doi 

Saket Wittayakom School 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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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泰北毒品氾濫問題嚴重，更導致其下一代面臨教育問題，同學參訪遠離市區的戒毒所

藉此更認識接下來要服務的機構—Youth Charity of Foundation(YCF) 

  
圖、左二為 YCF 收容的學生，其原生家庭、

社區多人有毒品成癮狀況，也正積極治療中 

圖、2020/1/14 當天，我們深入山區參訪了 3

位 YCF 孩童的原生家庭 

  
圖、在泰國辦理文化交流營隊，圖為本校學

生與當地高中生合影 

圖、參與營隊的年齡層跨度大，從國小生到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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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校學生前往 YCF 進行志工活動，協助

修補年久失修的牆面 

圖、學生在 YCF 進行剪紙教學，將台灣農曆

新年的文化分享給孩童 

  
圖、文化交流晚會上，泰國學生帶來傳統民

俗舞蹈 

圖、文化交流晚會上，本校學生準備台灣流

行歌曲及帶動跳 



逢甲通識通訊(第 61期)2020/2/16  13 

 

 

  

 
圖、本校師生都因本次活動收穫良多，活動完美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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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新南向計畫 

台越雙向交流勵學計畫-文化篇 

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執行教育部新南向計畫-台越雙向交流勵學計畫，於

2020 年 1 月 8 日至 22 日期間由中心董家君和黃綺明助教擔任帶隊老師帶領 18

位逢甲學生到越南北部太原市的太原外國語學院進行英語課程學習、中華文化

手工藝交流及越南文化參訪。期間並於 1 月 14 日前往海防市台商 VIETORY CO., 

LTD 工廠進行一天的見習活動。 

18位逢甲學生於 1月 13及 15日下午前往太原外國語學院中文系中文課程，

以簡報、照片或影片的方式向該系越南學生介紹台灣文化及小吃，越南學生熱情

激動地表示他們有吃過，原來越南當地也有販賣台灣小吃，味道不一定相同但外

觀是差不多的。 

為了讓越南學生親自體驗台灣文化，逢甲學生從台灣帶過去製作窗花的紅紙、

樣本及紅色中國結繩，在課堂上與越南學生一同手工剪紙製作出「囍」、「春」等

字。因為中國結結法較為困難，越南學生不容易上手，所以改做簡易手環結繩，

越南學生一樣歡天喜地把手還戴上拍照並展示給其他朋友或同學觀賞，交流互

動的歡樂心情明顯展現在每個人的臉上。 

 這次文化交流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了解越南與台灣文化的差異，越南

因為曾在歷史上受中國統治千年，直至現在仍與華人一樣過農曆新年、端午節、

中秋節等節日。過年時仍保有給壓歲錢、貼春聯的習俗，但也有不同之處，例如，

要吃邊長約 10 至 15 公分正方形糯米粽子，內包豬肉及綠豆，是過年專屬食品，

看到方形粽子出現就知道快過年了。另外，此次前往越南的日程剛好落在農曆年

前，在街上看到許多販賣直徑約 80 到 120 公分不等的大盆栽，有黃色葡萄柚、

橘色柑橘、桃花、梅花或蘭花等，習俗上是民眾會買回去布置家裡或店裡。越南

民眾多數以機車為交通工具，路上常看到機車騎士小小身形的後面載著高高大

大的盆栽，看得我們直呼不可思議。 

 另外引起注意的是越南機車安全帽的設計，基本上越南天氣全年大部分時間

是炎熱的，越南女性通常都會綁馬尾，為了方便綁馬尾女性戴安全帽，安全帽後

方帽簷留出空間讓馬尾維持原樣原位，以免破壞漂亮髮型，真是個貼心的設計! 

 18 位逢甲學生在越南經歷 14 天的語言課程與交流活動，實際體驗當地風情

民俗、人情溫暖，與越南太原外國語學院的學生互動交流，建立異國情誼。感謝

通識中心及外語教學中心的精心安排，提供逢甲學生拓展國際視野、海外學習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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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台灣小吃介紹 圖二: 中國手環製作 

 

 

圖三: 剪紙活動 圖四: 越南方形粽 

 

 

圖五: 機車後座的柑橘樹 圖六: 越南安全帽的貼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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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琉文經協會歲末歡宴琉球沖繩留學生 

本校張故前校長希哲於 1958 年所協助創設的「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目前
仍由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企管系邱伯達校友以及銀保系劉延村校友等擔任該
協會副理事長或常務理事職位，支援功文文教機構董事長、現任理事長趙文瑜女
士，以及前國策顧問之伊母親蔡雪泥榮譽理事長，持續深耕台琉各項交流事項。
值此農曆歲末新春之際，趙理事長經洽商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後，擇於元月 8 日
在台北舉辦「琉球沖繩來台留學生聯歡會」。案經黃老師即請擔任琉球沖繩在台
留學生會長、頃獲得台大政治學博士的比屋根亮太協助邀請。雖包含本校之日籍
留學生大多已援例於元旦前返日過新年，仍聯繫到就讀國立台師大與那彩海等
八位留學生參加。聯誼餐會由趙理事長親自主持，擔任副理事長的本中心黃老師
協助接待。因係首度舉辦，留學生們甚感新奇歡喜。席間，蔡雪泥榮譽理事長更
親自贈送每位留學生壓歲錢紅包，並頒贈比屋根亮太君獲得台大政治學博士之
勉勵狀(激励状、げきれいじょう)，將現場帶入歡樂最高潮。與會琉球沖繩留學
生及來賓均感謝並讚賞中琉文化經濟協會此次舉辦農曆歲末聯歡會，慰勞遠來
留學生，同時感謝本中心黃老師的協助。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趙文瑜理事長(中)致歡迎詞 

 

參加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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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沖繩留學生會長比屋根亮太博士領導乾杯 

 

黃煇慶老師(左三)與比屋根亮太博士(左二)等留學生合影 

 

蔡雪泥名譽理事長(左一)贈送琉球沖繩留學生壓歲錢紅包 

 
蔡名譽理事長贈比屋根博士勉勵狀 

 
沖繩台北事務所仲本所長(左立者)致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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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文經捐贈中市大漁櫻木植樹活動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從 2017 年起，連續三年贈送台中市政府大漁櫻樹苗，本
次中市建設局擇於元月 8 日在新社區舉辦捐贈植樹活動。台日文經協會由呂昌
平秘書長代表出席，台中市政府由令狐榮達副市長率建設局陳大田局長、新社區
林淑惠區長等相關市府人員參加。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擔任台日文經協會理
事等職務，故受邀與會。而令狐副市長也同為本中心黃老師前在外交部服務期間
同事，老友見面，分外親切。令狐副市長在致詞中也特別提及黃老師，同時表示，
新社適合種植櫻花，相信大漁櫻長成時，將可吸引人潮，帶動觀光發展。另在新
社附近兼營恩地露營區的本校 EMBA 93 高階洪添助校友，聞本中心黃老師參與
本項活動，特會同張國竑同窗校友前往觀禮。會後，並接待台日文經協會一行假
「胡明月山房」午餐敘，相談甚歡。 

 

捐贈櫻苗儀式(右二黃煇慶老師、右四呂秘書長、右五令狐榮達副市長) 

  
黃煇慶老師種植櫻花樹苗 黃老師(左) 與令狐副市長(右)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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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種植櫻苗後合影(左三黃老師、左四呂秘書長、左五令狐副市長) 

 

(左起)黃老師、新社區長林淑惠、盧博仁理事、洪添助校友 

 

攝於恩地露營區(左三營區主人洪添助校友、左五黃老師、左六呂昌平秘書長) 

 

於新社「胡明月山房」午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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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村剛史記者在台日文經評論台灣大選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理事及舉辦 2019 大專院校論文比賽審查員的「台
日文化經濟協會」，於 1 月 14 日召開第 24 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洽議新年
度之預算案及工作計畫。席間，黃老師報告上週(1/8)陪同呂昌平秘書長等，順利
完成贈送台中市政府大漁櫻苗植樹活動。會後，安排邀請日本產經新聞社前駐台
支局長吉村岡史記者，就「台湾総統選の結果と今後の日台関係展望」專題報告，
並評論今後日台發展動向。吉村記者於日本產經新聞服務期間，與曾任職外交部
並派駐日本多年的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熟稔，老友在台見面，格外親切。雙方互動
良好，吉村剛史記者也答允將來俟機來訪本校。 

 

與會聽講者合影(前座左二吉村剛史記者、攝於台日文化經濟協會) 

 

吉村剛史講師演講情形(攝於台日文化經濟協會) 

  
吉村剛史講師(左)黃老師(右) 吉村剛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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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霸日台親善協會伊藝會長家族來訪 

頃於上(2019)年 10 月 9 日，率 50 人團來台參加祝賀雙十國慶活動之日本沖
繩縣那霸市前副市長、現任那霸日台親善協會伊藝美智子會長，特別蒞臨本校參
訪。本校邱副校長偕同曾派駐琉球辦事處服務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以及招生
處王柏婷老師等師長與選修黃老師日文課程之同學接待、座談。由於訪賓在參訪、
懇談期間甚覺愉快，對本校遂產好感，伊藝會長特利用日本年假期間之 12 月 30
日，攜眷祖孫三代共六人家族專程來訪本校，並與黃老師夫婦敘舊。伊藝會長並
事先電告，伊長孫已高中畢業，此次擬順行了解本校在國際留學生及華語教學方
面之資訊，以作為未來來台留學之參考。黃老師爰再洽請本校招生處王柏婷老師
準備本校相關教學資料，共同出迎。同時邀約當天選修黃老師日文(二)課程的駱
子揚、侯鍀淅、陳柏霖、林宣融四位同學協助接待導覽並進行座談。雙方熱烈討
論大學修課及簡介本校首創全台大一國際生不分系課程新學制(PMP)時，王葳教
務長適時蒞臨現場，表示歡迎伊藝會長攜家族來訪並贈送台中名產太陽餅伴手
禮。王教務長提及近年來本校與琉球沖繩地區學術文化交流順暢，當地來台留學
就讀本校學生如數也日漸增加，且與國立琉球大學締盟，甚盼同為教育界出身之
伊藝會長，基於雙方深厚友誼，協助增益台琉互動來往。 

 

雙方愉快座談(攝於通識沙龍) 

 

 
(左起)王教務長、伊藝會長、王柏婷老師 雙方合影(攝於人言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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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葳教務長(左五)蒞臨座談會指導 

 
黃煇慶老師(左二)主持座談會 

 

伊藝會長(左三立者) 晚餐敘致謝詞(攝於星享道一樓) 

 

晚餐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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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特區沖繩研討會暨合作媒合會 

日本沖繩縣政府為加強與台灣企業的交流，並建立雙方合作的新平台，特由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於元月 15 日來台假台北會議中心舉辦
「2020 年經濟特區沖繩研討會暨合作媒合會 in 台灣」活動，進行招商及雙邊企
業合作媒合簽約儀式。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服務，與琉球
沖繩當地僑、產、官、學等各界熟悉，乃經沖繩縣政府台北事務所聯繫而受邀出
席。研討會首於沖繩縣政府商工勞働部嘉數登部長開幕致詞後，由該商工勞働部
華裔木村政昌參事就「台灣的最佳商業夥伴-沖繩」專題演講。木村參事與本中
心黃老師舊識，多次在沖繩協助接待包含本校之台灣參訪團體。木村參事提及我
國企業前往沖繩投資設廠，可取得「Made in Japan」品牌提升附加價值愛，也分
享如何利用「沖繩」平台來實現台日合作，同時介紹沖繩的投資環境和經濟特區
制度，提供對於台日合作有興趣，欲拓展海外市場之企業廠商，可活用沖繩擁有
之獨特優勢及環境，成為海外第二據點甚有參考價值。而本校上(2019/12)月頃有
EMBA 校友在黃老師引薦之下，經該沖繩縣台北事務所協助安排前往沖繩，與現
地食品加工業者洽商合作事宜，據聞進展順利。 

 

沖繩縣商工勞働部木村政昌參事專題演講 

 

(左起)沖銀上地龍太部長代理、戚國福顧問、木村政昌參事、黃煇慶老師 

沖繩 IT 創新戰略中心(ISCO)與台灣三大產業網簽屬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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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沖繩縣商工勞働部在台北市舉辦本項「經濟特區沖繩研討會」實施企業
招商研討會之外，尚有進行日本「沖繩 IT 創新戰略中心(沖縄 IT イノベーション
戦略センター，Innovation and Strategy Center Okinawa，ISCO)」與台灣林口新創
區、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創業家私人董事會分別簽屬合作備忘錄的節目。該「沖
繩 IT 創新戰略中心」甫於 2018 年開始運作，主要「活用先端之 IT 技術，以沖繩
縣之資訊通訊相關產業作為起步，對於提振整體產業之成長戰略提出建議。」以
及「透過事業活動實踐成長戰略，並作為沖繩推行革新之據點，進而解決縣內產
業界課題及實現嶄新之創造。作為匯集國內外之人、事物、金流、資訊之據點，
以成為創造嶄新之事業及社會體系之 IT 革新島為目標」。營運雖僅年餘，已結合
活用當地 IT人才、培育 IT人才以提振沖繩縣資訊通訊相關產業為首的整體產業，
為提升當地整體產業生產性及國際競爭力做出貢獻，獲得國際佳評。因此，乃藉
用舉辦及招募國際展覽會活動，來促進雙方的交流網絡。在目前網紅時代，經由
彙整台琉雙方相關產業的需求，以 IT 方式評估解決課題，並建構商務模式之平
台，非常符合台琉近鄰合作的方式。 

 

沖繩縣商工勞働部嘉數登部長致詞 

  
黃老師與沖繩商工勞働部嘉數登部長 黃老師與沖繩商工勞働部谷合誠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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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合作備忘錄 

研討會後，ISCO(沖縄 IT イノベーション戦略センター)盛田光尚理事長分別
與台灣林口新創區鍾皓羽組長、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林郭文艷理事長(大同公司
董事長)以及創業家私人董事會徐竹先執行長現場進行簽屬合作備忘錄。為求公
信，大會邀請擔任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副理事長的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及沖繩縣商
工勞働部嘉數登部長，擔當雙方見證人(立会人)。儀式簡單隆重，吸引眾多觀眾
及媒體。 

 

(左起)黃煇慶老師、林口新創園李鎮宇副營運長、盛田光尚理事長、嘉數登部長 

 

(左起)黃煇慶老師、車聯網協會林郭文艷理事長、盛田光尚理事長、嘉數登部長 

 

(左起)黃煇慶老師、創業家私董會徐竹先執行長、盛田光尚理事長、嘉數登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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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張方大慈善基金會第一期日文班結業 

新北市「張方大慈善事業基金會」係由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擔任董事、渠胞
兄張立德擔任董事長，成立於 1976 年的慈善事業機構。經於上(2019)年 10 月 31
日邀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歌唱學日語班」講師，以每周三小時歷時約三
個月授課後，於本(2020)年元月 16 日舉行第一期結業式。儀式首由張董事長頒
發感謝狀給本中心黃老師，並表示「歌唱學日語班」係該慈善基金會取得新北市
政府許可，開設文理進修班，以資回饋當地樹林區民後的第一班，感謝黃老師義
務教學以及擔任學校志工學員們的勤勉學習。接著於頒贈全勤獎及獎金後，陳鳳
黎班長代表 26 名學員致感謝詞，並贈送黃老師新穎手工製作附有全體學員簽名
的「紀念冊」。當向黃老師唸起冊中所書「感謝您從優美的歌聲裡，牽引我們遨
遊奇妙的東洋文化之旅，豐富了我們生命。有您真好…」紀念感言時，將現場充
滿溫馨氣氛，令人感動。大家更覺依依不捨，相約下期再見繼續追隨黃老師學習。 

 

張方大慈善事業基金會歌唱日語班第一期結業式師生合影 

  
張立德董事長(左)頒贈感謝狀 陳鳳黎班長(左)贈呈全班致謝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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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董事長(左五)及黃老師(右五)共同頒發全勤獎及獎金(之一) 

 

張董事長(左四)及黃老師(右四)共同頒發全勤獎及獎金(之二) 

 

陳鳳黎班長(中)代表致謝詞 

 

全體學員再向黃煇慶老師(右一)鞠躬致敬，彰顯尊師重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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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嗣雍齋國學研究社年會及歲末聯歡 

2000 年 6 月由悟興法師（俗家名陳蒼和，本校傑出校友及退休教授）所創
設的「台中市嗣雍齋國學研究社」，今年將迎接 20 周年。現任理事長、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於本(2020)年 1 月 4 日借用本中心「通識沙龍」舉辦「社員大會」，
同時進行歲末聯誼。本校王葳教務長、簡士超副院長以及鄭保村、吳美芳、蔡
桂郎教授等師長、教職員工與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張國竑校友夫婦等約七十人
與會。因剛過元旦且時值農曆歲末，與會大眾彼此互道祝賀恭喜，現場也配合
進行贈送結緣品及即席春聯揮毫，處處洋溢著新春節慶喜氣，與會來賓又慷慨
贊助經費，增添場面溫馨喜氣。 

大會首先黃煇慶老師就年來「台中市嗣雍齋國學研究社」所辦理活動概況進
行會務報告，再由王光華老師、陳善瑜老師就所負責擔任會計、監察等工作事項
進行說明，並獲大會認可後，請悟興法師開示。法師針對佛法與人生關係，提揭:
忘掉過去一身輕，把握當下履薄冰，專注念佛心清淨，不見彌陀永不停。法師平
素弘揚佛法外，亦極關懷社會，照顧弱勢，今以身教言教之人間佛教方式說法，
甚覺莊嚴安寧，令人感動而起共鳴。隨後請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陳連禎博士就
《史記》裡的幾段小故事談危機管理，內容雖簡單易懂但蘊含國學精深哲理，又
貼近生活，頗受聽眾喜愛，滿堂喝采。 

 

會務報告(左起)創社悟興法師、黃煇慶老師、會計王光華老師、監事陳善瑜老師 

 

全體合照(張文慧攝於通識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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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鄭保村教授、王葳教務長、黃煇慶老師、簡士超副院長 

 

悟興法師(陳蒼和教授)開示 

  
陳阿緞老師 賴梅珠老師 

 

陳連禎前警專校長(右)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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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校友吳秀麗喜獲本校商學博士學位 

本校 EMBA 93 高階校友吳秀麗女士，才學兼優，福慧雙修，除專業的會計
稅務外，棋琴書畫無所不精，堪稱文采出眾之才女。繼於前(2018)年底假「苗北
藝文中心」舉辦個人「吳秀麗油畫展」，顯現出伊課餘學畫堅毅歷程以及精彩豐
碩的人生之後，頃於上(2019)年獲得本校商學博士學位。為感謝諸多好友長期來
之鼓勵與精神支持，吳秀麗校友夫婦乃邀約張國鈜、郭明鴻、林建德、洪添助、
李侑晉、翁登財等十餘位同窗好友以及鄭豐聰、吳美芳教授夫婦與本中心副教授
黃煇慶等昔日教師，特選於上(2019)年 12 月 11 日在台中市映墨日式料理餐廳舉
行祝賀及感謝晚餐會。 

吳秀麗校友博士致感謝詞提及，當初報考博班之發心乃起源於 2015年夏季，
隨黃煇慶老師帶領該班校友攜眷一行，前往日本關西京阪神地區旅遊參訪途中，
受鄭豐聰老師等師長的鼓舞催促，於焉有研讀博班之行動。在近四年的苦讀生活
裡，除家族外，蒙 EMBA 時期以來的師長及同窗好友之精神鼓勵支持，方能就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以課稅歧見與租稅經濟議題為核心(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Centered on the Issues of Tax Differences and Tax Economics)」為主
題撰寫並發表研究論文，方如願取得母校逢甲大學商學博士學位。吳校友博士緩
緩說起研讀歷程來，有條有理，句句扣人心弦，再度展現才女風範，在場聞之令
人感動，齊聲祝賀與祝福。 

該 EMBA 93 高階班可真是人才濟濟，藏龍臥虎，學員於各行各業展露長才，
在海內外產官學各界表現亮麗，迄已被選拔出多位傑出校友，可謂是創造本校
EMBA 的先鋒楷模。更可貴畢業後十餘年來，經常舉辦演講、餐會、海外參訪等
聚會活動，聯絡感情。且多次組團請本中心黃老師帶領赴日首都東京、關西近畿、
琉球沖繩等地參訪。而吳校友能於旅日途中激發深造向學，終獲商學博士，殊值
祝賀。 

 

(前排左起)吳秀麗博士夫婦、鄭豐聰教授夫婦、郭明鴻博生夫婦(張國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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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座左起)鄭豐聰教授夫婦、吳秀麗博士夫婦、黃煇慶老師夫婦、洪添助校友 

 

擔任會計師會理事長的蕭珍琪同學(左三)會後及時趕來祝賀 

 

同窗傑出校友翁登財(右立者)代表致賀詞 

  
黃煇慶老師夫婦(攝於台中映墨餐廳外) 祝賀飲用日本金箔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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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琉文經協會巧遇監察院孫副院長夫婦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副理事長的「中琉文化經濟協會」，係本校張故前

校長希哲於 1958 年所協助創設；現任理事長趙文瑜女士乃台灣功文文教機構董
事長，榮譽理事長蔡雪泥女士則為趙理事長母親，長久以來齊力推展台琉交流。
黃煇慶老師夫婦於元月八日應邀出席該協會所舉辦歲暮聯誼餐會時，又巧遇日
本沖繩縣台北事務所翁長良樹所長代理、江怡欣副所長以及我國監察院孫大川
副院長夫婦等友人。老友們見面分外興奮，紛紛就深耕台琉關係交換意見，相談
甚歡。 

  
中琉文經協會趙文瑜理事長(左)與黃老師 蔡雪泥榮譽理事長(中坐者) 

 

黃煇慶老師(右)與監察院孫大川副院長夫婦 

 

(左起)翁長良樹所長代理、黃老師、江怡欣副所長、真榮平亮所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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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出席台大日本研究中心忘年會 

台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於元月 21 日舉辦「忘年會(忘年会、ぼうねんかい)，
特邀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出席。「忘年會」在日本年底時頗為流行，即歲末聯歡
會，藉以慰勞並忘卻過去一年辛勞之意。忘與望不但華語發音相同，日語也讀為
「ぼう」，故在日華人間常不稱「忘年會」，而改為「望年會」。本中心黃老師
前派駐日資深外交官，與當時擔任台大日本語文學系主任之徐興慶教授熟稔，又
互同為南投鄉親及取得日本博士學位，致於六年前台大創立日本研究中心時，即
互動頻繁，曾邀本中心黃老師前往該中心授課或專題演講。迨徐教授轉任中國文
化大學校長，在文大創設「日本研究中心」之際，也聘本中心黃老師出任「諮詢
委員」，協助籌劃相關台日學術文化交流事項。現任台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林立
萍教授，亦與黃老師來往密切，經常支援本校台北校友會接待日本訪賓參觀台大
或陪同餐敘。指導本校目前尚無日文學系的日語文教學，助益甚大。 

同席另有一位台大教授田世民博士，青年才幹，也恰與黃老師同為南投縣出
身，談話特別投機。席間，徐興慶校長同意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所提，日語文系學
生在校期間應培養第二專長，並以兼修同為文科屬性的商學課程為佳，以厚植畢
業後投入職場實力的建議。黃老師並舉其自身經驗，本校統計學系畢業即統計人
員普考後，再歷經金融人員特考、經濟行政人員高考、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僑務
行政人員簡任升等等高級公務員考試。該等類科國家公務考試均無不與英、日語
文及經濟學等科目有關聯。是以鼓勵並輔導日語文系同學選修法、商相關課程，
以備將來公務考試或選擇私人企業徵選之需要。更期待報考外交、經濟、僑務、
教育等各部會駐日人員的相關駐外人員考試，能直接致力台日各項交流事務，貢
獻社會。 

 

黃煇慶老師(左二)、林立萍主任(左四)、徐興慶校長(右四)、田世民教授(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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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64 旅美校友台北同窗相見歡 

本校統計學系 64 年畢業校友人才輩出，在海內外各界均有輝煌成就者。其
中旅美校友周中石經營國貿有成，經常公務來往美、加、中、台等地。返國時則
偶邀好友們一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與前審計部二處長帥華明、退輔會前統計
處長蕭興富等恰為同窗四載老友，復前在台北任職，而曾聚會敘舊。此次周校友
特藉渠女 2019 年 11 月 30 日于歸，在台北假 W 大飯店舉辦婚禮，邀約同學出
席。結果有前銀行經理李聰威、張錦龍以及帥華明及本中心黃老師參加盛會。老
友們見面把酒言歡祝賀，在婚宴熱烈氣氛中，相談愉快。 

 

統計64同窗校友合照(左起)帥華明、李聰威、張錦龍、黃煇慶、周中石夫婦 

 

同窗校友偕眷合照(攝於台北市W大飯店) 

 

旅美校友周中石 (左一)夫婦與女兒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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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高科大水產專家郭建民教授暢遊古都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元月 20日應邀南下拜訪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授郭建民
博士，並暢遊古都、參拜全台首學孔子廟及延平郡王祠。郭教授為台灣知名水產
食品專家，揚名國際。原係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學系教授。除擔任我
國公務員相關類科典試委員外，也多次應我外交部囑託遠赴中南美洲邦交國家
進行水產技術指導。因曾接待與高雄海科大姊妹校之日本國立長崎大學校長一
行訪台，而與時任外交部負責台日學術文化交流業務之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熟識。
之後雙方互動頻繁，往來密切。2018 年 2 月，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與國立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已成全國規
模最大之科技大學，郭教授教學則更加繁忙。渠夫人黃慶華女士亦為食品專家，
曾任教台南水產高職，夫婦聯袂推展在南部健康食品教育，頗獲佳評。尤其郭教
授在大學內開發完成之「績優骨保健食品」，已完成開發認證，成效備受肯定，
開始在校內販售，廣為校友家長喜好。此次本中心黃老師利用假期往訪郭教授夫
婦，雙方相談甚歡，也應邀齊赴關山觀賞落日景象，增添旅程樂趣。 

  
黃老師(中)與郭教授夫婦攝於台南孔廟 黃老師與郭教授夫婦攝於延平郡王祠 

 

黃老師觀賞「關山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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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人月刊桃園編輯會迎新春演歌卡拉樂 

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雜誌社本(2020)年元月份編輯會議，特移師桃園假校
友會周副會長純堂所經營之「哥法諾西餐廳」辦理。張政文會長及賴文堂總編輯
會務報告後，進行該月刊雜誌的網路編輯進度說明，由於立意鮮明又符合潮流，
廣得與會委員們的贊同。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擔任該月刊副總編輯，乃於當日
上午自傑出校友張立義在新北樹林慈善基金會日語班授課後，與北區國貿系友
會前會長郭志定校友一起赴會。會後餐敘間，黃煇慶老師應邀帶領與會的台北校
友會日語班部分校友，現場點唱日語演歌，熱鬧會場，甚獲佳評。 

  
黃煇慶老師獻唱日語演歌 台北日語班校友現場點唱演歌之一 

  
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演唱 傑出校友崔昇祥EMBA會長夫婦演唱 

  
台北日語班校友現場點唱演歌之二 國貿系友會廖瑞珠會長夫婦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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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達旅行社尾牙與華航前駐日校友相見歡 

多次協助本校 EMBA、商學院、金融學院以及校友等籌組異地教學、海外研
修團辦理赴日各地研習的台北陽達旅行社之楊重義董事長，因與前奉派駐日資
深外交官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舊識，復又曾擔任台灣觀光協會對日觀光教育
協進會主委以及台大日本研究中心諮詢委員之職務，兩人合作推動台日觀光旅
遊配合相當良好，頗受嘉評。黃老師夫婦於元月 9 日應楊董事長邀請，再度出席
該旅行社集團的歲末聯誼會。除有該集團在日各地支店經理專程來台參加，與黃
老師見面敘舊寒暄外，巧與同桌本校 66 年畢業交通管理學系畢業劉雅川校友初
次見面。再經曾派駐東京支店長之華航楊辰前副總經理引介，劉雅川校友在任職
華航期間，有派駐名古屋及大阪支店長經歷，故與黃老師有眾多共同的日本友人，
相見甚歡。惟更令人驚奇的是，兩人除係本校校友外，更互為當年畢業後空軍防
空砲兵 101 營的前後期戰友，真是因緣巧遇，雙方話更投機，氣氛相當溫馨歡
樂。 

 

黃煇慶老師(左)陽達旅行社楊重義董事長(右) 

 

黃煇慶老師(左)66交管系劉雅川校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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