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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通識教師的一封信 
因應防疫，開學日延後三星期，3/2 即將開學，在此向大家拜個晚年，敬祝

大家新春吉祥，萬事如意。 

 有些境外同學因為防疫關係，無法回校授課，學校已啟動安心就學方案，務

必讓同學學習權益得到保障。受到影響課程，本中心也另有說明信函，告知所有

細節，如果您授課班級有需要特別協助的同學，還請惠予支持，需要協助之處，

也讓通識中心同仁知道，以利協同合作，為學生提供安心學的服務。 

 本校前年年底獲頒第一屆全國通識教育典範學校獎的殊榮，是大家共同努的

成果。在教學創新上，通識中心相當費心，希望提供學生有感的教育。現在大學

生，都是網路原生代，不耐煩過細的知識傳授，但對社會責任、創新等議題相當

感興趣。正因為如此，我們過去幾年間，逐漸將通識課程從知識傳授，轉換成能

力培養，至少要有四週課程是以創新教學方式授課，讓課程更多元、豐富，也讓

學更有感受。今年開始，課程可以不必用百分比方式評定，可以採用「等第制」，

用多元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給予老師更大的教學及評量權限，正是希望大

家能跳脫過去較為僵化的教學模式，讓課程更活動、生動。 

我們可以把馬牽到草地，但不能強迫牠吃草，如果馬兒不餓、不想吃草，強

迫牠是沒有用的。同樣的，學生上課划手機、神遊太虛，勉強他們學習是無效的。

他們無法在學習中感受到喜悅，往往虛耗青春，我們看了當然惋惜。但是，畢竟

是我們的孩子，身為老師就是不管學生是否認真，我們都誠心誠意希望他們能學

到東西。我們很難立即改變學生，但我們可以讓課程活潑一些、具有創意且讓學

生多參與在課堂活動中。通識課程知識內容固然重要，但如果能夠改變學生態度、

培養學生能力，那真的是功德無量。 

我的兩個孩都剛拿到碩士，過去這些年自己在教書時，常常想著自己的孩子，

我們希望別人如何教導我的孩子，我就應該用同樣態度對待別人的孩子。他們可

能徬徨、無助、荒唐、蹉跎時間，可能遶課、划手機、打盹、聊天，以為這個世

界是圍繞他們而旋轉，直到進入社會才體悟到人生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他們是幸運的一代，出生在一個沒有太多憂慮、電腦、網路、智慧手機、便

利商店都垂手可得的世界；但是，他們又是何等不幸，在畢業後將面臨全球就業

困境，不容易找到心目中理想工作的困境。同情的瞭解他們，比較容易想像應該

如何在課堂上面對他們。我們的教育制度，小學、初中、高中都有問題，到了大

學，學生仍然沒有獨立判斷能力，更沒有培養出自主學習的態度。對，這些都是

事實，但都已經是我們的學生，也是我們唯一要面對的學生，與其抱怨或批評，

不如研究如何改變他們的態度。這當然是艱鉅的工作，但這就是一個老師的天職! 

通識很好教，但教的好不容易。附上 7 年前寫的一篇短文，〈我們都是陳哲

三〉與大家共勉，謝謝大家                                   翟本瑞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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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陳哲三！ 
七月中邀請逢甲大學傑出校友劉偉彥先生對將進入本校就讀的新生演講。 

劉偉彥是建築系 72 級畢業校友，目前是台灣雅門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不但連續七屆獲得中華民國建築金獎，曾獲得國家建築金質獎等多種獎項，更是

唯一連續三屆獲得台灣住宅建築獎的建築大師。他以節能的設計理念，設計出會

「呼吸」的「東莞台商會館大廈」，創下多項世界第一，不僅是東莞的新地標，

截至目前為止，也是全球最大、最高的綠色環保摩天大樓。 

演獎前，還有點時間，邀他到通識中心會議室聊聊，他與我年齡相仿，同一

年進大學，聊起來特別親切。他在架子上看到陳哲三老師的資料，特別趨前審視，

並指出，陳老師是他當年大一中國通史的老師，對他影響很大，深受啟發。 

他表示，進大學前，他在鄉下長大，到台中讀大學，開了眼界，大一大二並

沒有很認真讀書，但參加許多活動，遇到許多一起成長的好同學，成為他這輩子

最美好的回憶。但他永遠記得，陳哲三老師在課堂上所說的一番話。陳老師說中

國最重要的五大都城長安、洛陽、開封、北京、南京，宏偉的建築，是人類建築

史上的偉大成就，但卻都不是漢人規劃完成的。總規劃師是華化的觧卑人、阿拉

伯人、越南人，卻都不是漢人。 

這番話讓他印象深刻，也憧憬有一天，要代表台灣在世界各地蓋具有地標性

的建築。因此，台灣之外，他在東苑、上海、東北地區都有事業，延續著當年種

下的種子。東莞台商會館大廈樓高 289 公尺高，為中國第五高的摩天大樓，在世

界上摩天大樓也排不到太前面。但是，一般摩天樓採玻璃帷幕，只能用空調解決

空氣循環的問題，但東莞台商會館大廈利用每個樓層的環形通道，將自然風引進

室內，循環到每個樓層，並將廢氣排到室外，形成一棟「會呼吸的建築」，不但

節省 3/4 空調使用率，更能回收雨水和生活廢水，成為唯一一棟可以生活居住在

裡面的摩天大樓。此一貢獻，得到全球最具影響力的 LEED 認證，是全球目前為

止最大、最高，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綠建築。這當然是劃時代的成就。 

演講中，劉偉彥重覆述說逢甲大學在社團、活動、同學及師長，幫助他走出

屬於自己的天地，他更感謝陳老師對他的啟發。這些影響，在畢業當年看不出來，

但是，三十年後意義非凡。我心想，通識教育的價值正就在此，它不是專業訓練，

也不會在畢業時馬上看出效果。但是，畢業後，人生發光發熱之際，通識教育的

涵養，就顯出其價值。這正是就是我們希望逢甲通識中心能 

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 

想想，那一天，遇到以前的學生，告訴你，三十年前的一席話，影響他的人生，

啟發他的價值，成就他的事業，這或許就是一位老師，這輩子最大的驕傲了吧！ 

感謝每位教授通識課程的老師，您們的認真、敬業，會在學生心中種下未來

成長茁壯的胚芽。 

因為，我們都是陳哲三！ 

原刊: 翟本瑞(2013)，〈我們都是陳哲三〉，《通識在線》第 44期，頁 6，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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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就學安心計畫-給學生 
各位親愛的同學：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在全球蔓延，除了影響一般民眾外，對於同學的就

學時程也造成很大的影響，目前有部分同學因無法如期返校則需在其所屬國家

進行線上學習，通識教育中心也秉持教育部執行原則，將給予學分從寬認定，提

供學生多元彈性修課與學分抵免等管道，我們將全力協助無法及時返台之境外

生，讓大家得以如期完成學業，也請同學們不必恐慌與擔心，若有任何需求與困

難，務必告知通識教育中心相關承辦人，以利通識課程順利抵免學分！ 

    逢甲大學一直以來為了鼓勵同學進行自主學習，早已經完成豐富的數位教

材與線上多元學習管道，通識中心課程包括有：通識核心必修、英文、國文、體

育與通識選修課程，除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已完成所有的盤點與學分

確認外，我們在必修課程部分採取線上課程輔導，配合學生的時間自行閱覽教

材與影片，並提供教師線上輔導；在通識選修課程部分也有以 O365 之 Teams 平

台配合課程時間，同步直播教師課堂教學實況，另一方面也有線上課程輔導，當

上述情況都無法解決也將提供獨立研究課程，讓同學提出專題申請並進行專案

製作，相關的課程如防疫安心就學調查表單，並提供業務承辦單位聯絡方式，請

同學依照自我的需求進行選課，我們將全力協助，讓遠方的您也可以有效的學

習! 

最後 也請大家多多注意身體健康，保持樂觀開朗的心!我們一起加油~~ 
 

表 1 通識教育中心承辦人聯絡表 

課程 承辦人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通識必修 李律奇 886-4-24517250 轉 2144 lcli@fcu.edu.tw 

通識選修 
吳書萁 886-4-24517250 轉 2145 scwu@fcu.edu.tw 

許雅婷 886-4-24517250 轉 2138 yathsu@fcu.edu.tw 

國文課程 陳立安 886-4-24517250 轉 5534 
lachen@fcu.edu.tw 
(WeChat:fcu-t02016) 

英文課程 蘇紋儀 886-4-24517250 轉 5883 
wysu@mail.fcu.edu.tw  
WeChat:fcuflcwenyisu;Line ID: wysu5451 

體育課程 曾紀真 886-4-24517250 轉 5927 cjtseng@fcu.edu.tw 

PMP 許芳瑜 886-4-24517250 轉 5542 
fyhsu@fcu.edu.tw  
(Wechat: fcufangyu; Line ID: fish0830) 

 
通識教育中心 翟本瑞中心主任暨全體同仁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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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安心就學說明 
 

一、 協助對象：協助對象為因疫情影響暫時無法返校之逢甲大學在籍學生。 

二、 協助方法：請同學勾選下一頁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防疫安心就學調查表單，回傳給助

教，通識中心就會幫您加退選處理。 

三、 辦理課程及彈性模式 

1. 通識核心必修：核心必修四門課，「公民參與」與「社會實踐」課程以分組討論與報告

為主，將委請授課教師指定題目，由學生完成書面報告，學生可透過網路通訊軟體與

教師討論。「創意思考」學生則透過電子書學習五項創意思考方法，完成學習單並回

傳。「人文與科技」主要就是透過線上授課與測驗的網路學習模式完成。除「人文與科

技」外，其他三門課，會將學生集中於某個班，方便授課教師指導。 

2. 大學英文課程：以線上彈性課程集中教學，不同課程均有專責教師與助教協助學習進

度，線上課程內容包含教材講義、多媒體資源、學習單，以及教師實體課程錄影。必修

課程為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英文每週至各級數召集人之班級錄影，並上傳授課

影片、PPT、學習單等課程學習教材，並請學生如實完成後上傳至課程群組。選修課程

為包含應用外語、應用英語選修，每週側拍實體課程並上傳影片及作業至課程群中。 

3. 大學國文課程：集中各系因疫情影響暫時無法返校學生成立專班，以 SPOC 數位課程為

主，搭配線上實時互動教學，規劃學生自學進度，由國語文教學中心主任擬定作業及

評分方式，若於學期中可入境則採用專班授課並個案處理課程及評分。 

4. 體育課程：大一至大三及建築系大四學生建議先退選，學生於於返校後再行修課，預

計今年畢業的學生，修課可採彈性模式修課。身體狀況許可並可實施規律運動之學生，

以增進體適能為目的，規劃與實施規律運動，完成規律運動專題報告。因身體狀況無

法實施較激烈或一般運動之適應體育學生，應依其可實施之動作，以較緩和之方法規

劃規律運動，完成規律運動專題報告。如完全無法進行運動提出證明者作業三可免繳。 

5. 通識選修課程：通識選修請改選以下 10 門或另規劃 3 班之課程，為學生符合人文、社

會與自然之必修領域要求，各領域課程進行數位學習，人文領域為「生命的學問-從不

同領域窺探天人物我的平衡人生」、社會領域為「人工智慧與未來挑戰」自然領域為

「科學行銷概論」，同學透過網路通訊軟體，並有專責教師輔導協助，當學生完成課

程影片閱覽及指定任務，包括：完成學習單回傳或網路測驗等方式，即可取得學分。 

6.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108 學年度 PMP 共 6 國 43 位國際生，經 2/5(三)盤點

結果，目前 43 位學生皆能於 3/2(一)前回台就讀，已全面盤點審查，著重於協助與輔導

學生選課。並告知學生家長台灣及學校最新與正確的防疫政策，使學生與家長放心。 

7. 其他：凡上述難以配合之安心就學之彈性修業模式，則採用獨立研究課程進行，由學

生主動申請開設課程，具體說明所欲解決問題、課程欲達成之目標、課程時間與解決

問題之方法與策略，送至專題製作系級委員會審議。最後進行公開期末成果發表，學

生須全程留下學習或討論紀錄，形式可包括：照片、電子書、攝影、展覽、表演活動、

模型製作、研討會與研究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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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防疫安心就學調查表單 
姓名  學號  
院系  年級  

項目 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 性質 
勾選 

是 
需協助退
選代碼 

1.通識核心 必修 

彈性自主 公民參與 線上   

彈性自主 社會實踐 線上   
彈性自主 創意思考 線上   
彈性自主 人文與科技 線上   

2.英文課程 

必修 

彈性自主 大一英文 線上   

彈性自主 大二英文 線上   
彈性自主 大三英文 線上   

選修 
彈性自主 應用外語選修 線上   

彈性自主 應用英語選修 線上   

3.國文 必修 (五)6-7 
大學國文(二) [3887] 
資訊素養:電子書編寫[3888] 

線上 
實時   

4.體育 
必修 彈性自主 體育(二) 彈性   

選修 彈性自主 選修體育 彈性   

5.通識選修 
2 學分 

人文 (四)03-04 
中國國文化遺產及其藝術 
(李建緯)2874 

實時   

自然 (四)08-09 材料與生活(呂晃志)2938 實時   
社會、統合 (二)03-04 專利撰寫實務(陳淑慧)2987 實時   

自然、統合 (二)11-12 
Android Apps 創意程式設計
(洪耀正)3815 

實時   

人文、統合 (三)03-04 社會設計專題(翟本瑞)3013 實時   

自然 (一)11-12 食品衛生與安全(賴奇厚) 
3031 

實時   

社會 (五)03-04 心理學整合與發展(潘才學) 
2952 

實時   

社會 (三)03-04 婚姻與家庭(潘才學)2967 實時   

社會 (一)03-04 
性別教育與服務-學習 
(潘才學) 2971 

實時   

人文、社會、
自然、統合 

(一)11-12 
春雨講堂-生活的奧義(高承
恕、何寄澎、林載爵、魏國
彥、莊榮輝、齊肖琪) 

實時   

人文、統合 彈性自主 生命的學問(線上) 線上   
社會、統合 彈性自主 人工智慧與未來挑戰(線上) 線上   
自然、統合 彈性自主 科學行銷概論(線上) 線上   

視主題認列 彈性自主 
獨立研究-自主課程(限大四
生申請，需提計畫表) 

彈性   

注意：若不是以上選修課程，可先自行退選，勾選的課程要注意是否衝堂！ 

註：1.實時授課：以 O365 之 Teams 平台配合課程時間同步直播教師課堂教學實況。 

    2.彈性自主：配合學生的時間自行閱覽教材與影片，並提供教師線上輔導。 

    3.勾選表單後請於 2/24 回傳給各系助教以利相關選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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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 軟體下載與登入說明 

網頁、電腦版、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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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下學期 4 月份微學分課程 3/2 開放報名! 

108 學年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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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了讓同學們在即將來臨的面試、

求職及實習潮能夠提升面試技巧、運用表達能力展現出自我專業，特別安排並與

就業輔導及職能發展中心開設｢履歷分析破解術｣、｢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目

標履歷表-行政類履歷表關鍵大公開」、「目標履歷表-想要擔任人資，履歷表就要

這樣寫」、「職場彩妝-面試妝」、「最高境界-把自己賣掉」，讓同學們在面試時能夠

更加分。 

此外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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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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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課程已開放報名，4 月份課程即將於

3 月 2 日 12:00 開放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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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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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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設計-神奇魔法甜點蠟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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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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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0098 0.2 學分目標履歷表-行政類履歷表關鍵大公開(謝朝旭) 人 B1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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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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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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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9(四) 

17:00-21:00 
mc0099 

0.2 學分目標履歷表-想要擔任人資，履歷表就要這樣寫(蘇

琮瑜) 
語 104 

03/2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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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0130 

0.2 學分生活時尚-手作皮革 DIY-文青皮革識別證套(1) 

※(1)、(2)兩次課程為完整課程，皆需上完才能完成作品及取

得學分。 

通識沙龍 

03/20(五) 

14:10-18:00 
mt0123 0.2 學分 POWE BI 從靜態圖表到動態客製化圖表(陳伯維) 

圖 213(圖

書館 2 樓) 

03/23(一) 

13:10-17:00 

ma0029 

0.2 學分陶偶創作-創意夢想小屋(一) (謝欣錦) 

*3/23 及 3/30 課程為連貫課程需一起上才能完成，及取得

共 0.4 學分 

創客小教室 

mt0008 0.2 學分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人 B117A 

03/27(五) 

13:10-17:00 

mc0037 0.2 學分企劃與簡報技巧演練(莊閔越) 人 203 

mt0098 0.2 學分海報設計與創意思考(謝欣錦) 資電 B15 

mt0130 

0.2 學分生活時尚-手作皮革 DIY-文青皮革識別證套(2) 

※(1)、(2)兩次課程為完整課程，皆需上完才能完成作品及取

得學分。 

通識沙龍 

03/28(六) 

09:00-12:00 

13:00-18:00 

mi0027 0.4 學分在地桌遊創作與設計(簡琨宸) 通識沙龍 

03/30(一) 

13:10-17:00 
ma0029 

0.2 學分陶偶創作-創意夢想小屋(二) (謝欣錦) 

*3/23 及 3/30 課程為連貫課程需一起上才能完成，及取得

共 0.4 學分 

創客小教室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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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覽日期：109/3/2~109/3/6 

展覽名稱：書法社成果展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書法是中華的傳統與文化,但是在現代的生活中,較少機會能夠去觀賞、接

觸到書法藝術,且在這個資訊的發達及節奏快速的時代,「慢活」的文藝形式漸

漸被重視，所以尤為珍貴,我們希望可以藉由展覽這項藝術，創造出更多機會，

讓更多人欣賞、認識這難能可貴的傳統文化,鼓勵有興趣的人能深入探索這片領

域，我們會在每樣作品的下方,放置一個解說牌,觀賞人可以更容易理解及欣

賞，也向逢甲師生宣揚「書法」 這項兼具「書寫」與「繪畫」的中華傳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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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全校國際生華語說故事比賽開始報名囉！ 
 

說家鄉的故事-2020 第二屆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說故事比賽 Chinese 

Storytelling Contest -Once Upon a Folktale 
 
一年一度國際生華語比賽又來囉! 今年特別提高獎金，分享更有趣的主題，歡迎

來自世界各國的國際生們，用華語分享家鄉民間傳說及傳統神話故事，讓全校師

生認識你的國家與文化，不用擔心字彙量、口音等任何問題，會說華語就勇敢大

聲 show 出來，總獎金高達 56,000 元，快把獎金帶回家唷！  

 
一、主旨 

為提升國際生華語能力與自信，逢甲大學舉辦本學年度之國際生華語比賽，營造

一個讓國際生發光發熱的舞台。為鼓勵本校各國學生的跨語言及跨文化的交流，

今年以「說家鄉的故事」為主題，期待學生以說、學、逗的形式，用華語分享家

鄉民間傳說及傳統神話故事，藉此讓全校師生了解各國文化背景、民俗習慣，對

國際生有更深入認識。 

二、演講主題：說家鄉的故事 Once Upon a Folktale，分享家鄉民間傳說、神話或

傳統故事。 

三、參加對象：本校在學之學生(含學士班及碩博生)、短期交換生及海青班中文

非母語之外國學生及僑生，不含大陸、港澳、馬來西亞地區學生。 

四、參賽方式：採個人參賽 

五、獎金 

(一)  首獎 10,000 元，共一名。 

(二)  二獎 8,000 元，共一名。 

(三)  三獎 7,000 元，共一名。 

(四)  四獎 6,000 元，共一名。 

(五)  五獎 5,000 元，共一名。 

(六)  佳作 2,000 元，共十名。 

五、報名網址：http://bit.ly/Enter2020fcuCSC (至 4/19(日)截止) 

六、詳細資訊：www.pmp.fcu.edu.tw  

七、重要時程： 

(一) 初賽：5/8(五) 13:10-17:00 

(二) 決賽：5/22(五) 13: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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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Storytelling Contest  
is coming up! 

 
This year, we are having more attractive topics and extra bonus, Sign up immediately, 
don't let the prizes go to the others! Registration for 2020 FCU Chinese Storytelling 
Contest starts from 2/20 to 4/19. 
Total prize of 56000NTD for the winners.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Come and join us! 
  
Share your folktale, be the Pride of your country. "Once Upon a Folktale", Share more 
about you and your hometown by unfolding traditional stories, legends, beliefs, or 
myths relating to your culture. There is not a place to evaluate you, but a stage for you 
to SHINE！Don’t worry about your vocabulary or accent. Speak up if you have touched 

upon Chinese!!  
  
1. Storytelling topic：說家鄉的故事 Once Upon a Folktale, Tell a story of your 

hometown. Share a legend, a myth or a traditional story of your culture. 
2. Contest method：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3. Prize： 

(1)First Prize 10000 NTD 
(2)Second Prize 8000 NTD 
(3)Third Prize 7000 NTD 
(4)Fourth Prize 6000 NTD 
(5)Fifth Prize 5000 NTD 
(6)Honorable Mention (10) 2000 NTD each 

4. Participants：Students in Feng Chia University, including postgraduate students, 

short-term exchange program, and Overseas Chinese Youths Vocational Training 
School with non-Chinese as mother language can sign up for the contest.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u, Malaysia are not eligible for the 
contest.participants. 

5. Online registration：http://bit.ly/Enter2020fcuCSC (deadline 4/19) 

6. Rules and Regulations：www.pmp.fcu.edu.tw  

7. Time： 

(1)First round：5/8 (Fri) 13:10-17:00 

(2)Final round：5/22(Fri) 13:10-17:00 

 
Facebook：https://reurl.cc/ezkAL(FB 搜尋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說故事比賽) 

  

https://reurl.cc/ez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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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說故事比賽海報(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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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逢甲大學國際生華語說故事比賽海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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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教研交流  

第二屆全球馬來文化國際研討會在逢甲 

近年我國政府推行新南向政策，教育部鼓勵臺灣各大專校院開展或落實與

東南亞國家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研交流。為提升臺灣與馬來族群國家與文化之間

的交流，逢甲大學與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 於 2 月 18-19 日在逢甲大學第九

國際會議廳合作舉辦「第二屆馬來文化國際研討會」 (Persidangan Antarabangsa 

Pengajian Alam Melayu (PAPAM) 2020)，接待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臺灣近 60

位的大學學者。 

本次為臺灣首次以「馬來文化」(Malay Studies)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會中

發表的論文數近 60 篇，探討主題遍及文藝法商、教育、法律、外交和民生經濟

等，是臺灣學界對馬來文化增進了解的最好機會。尤其 UKM 在馬國掌握豐富研

發資源，目前為馬來西亞排名第二之優質大學，透過兩校之促成，相信可促進國

內外對馬來語言及穆斯林文化學者間學術交流與友善互動，進一步建立合作伙

伴關係。 

本校高承恕董事長特於校外繁忙行程中，撥冗赴會場致簡單歡迎詞。邱創乾

副校長代表校長致開場歡迎詞，並請賴文祥國際長接續分享逢甲大學與 UKM 交

流現況分享及未來展望。 

研討會邀請到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Malaysian Friendship and Trade Centre)首

席代表何瑞萍（Ms. Sharon Ho Swee Peng）擔任其中開幕致詞佳賓。何代表在致

詞中強調本次學術交流意義重大，也期許未來能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國際穆斯林觀光產業聯合發展協會馬孝棋執行長在第一天早上大會分享中，

說明目前臺灣穆斯林友善環境建置現況，清真食用品認證機制以及穆斯林觀光

商機，獲得在場穆斯林學者熱烈回響。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呂正雄副教授則向與會學者介紹臺灣人文風土之美、何

景榮助理教授則說明印尼語與閩南語二語之間的關聯性，並以印尼新住民第二

代身份來分享對臺灣的觀察。 

研討會閉幕邀請到臺中市政府令狐榮達副市長擔任重量級的致詞嘉賓，令狐副

市長在致詞強調臺中市政府長期推動國際教育交流，以「培養立足臺中，接軌亞

太，放眼國際的世界公民」為願景，以「在地國際化」、「雙語教育」及「國際交

流」為核心目標，積極推動國際教育。 

市府期望透過類似國際校際合作方式，資源共享互助，提供給兩地學生更多

的國際學習素材，也將提供弱勢學生學習的機會，增加學生的國際競爭力，培養

具備全球移動力的人才。狐副市長結束致詞之際也不忘邀請本次與會學者參訪

2020 年臺中燈會。 

為了此次研討會，向來重視多元文化的逢甲大學，校園設施增設調整成為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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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善環境，就近增設祈禱室，並將學思樓一二樓的洗手間加設沖洗設備，方便

穆斯林學者如廁及祈禱前的潔淨工作。 

當日所準備的餐食全都經過清真(Halal)認證，也提供了臺灣有名的珍珠奶茶，讓

來參加的穆斯林學者們大飽口福，感覺賓至如歸。研討會籌備工作小組更增設了

8 個特色攤位，邀請廠商提供具有臺灣特色的商品供前來參加研討會的學者們選

購，其中鳳梨酥、臺灣旅行貼紙、磁鐵，還有逢甲大學實習商店的印有逢甲大學

Logo 的夾克最受歡迎。 

本次研討會已圓滿落幕，但逢甲大學未來將啟動或持續推動與 UKM 進行的

多個面向的合作計畫，包含推動學校語言及文化課程、智慧城市、AI 機器人、社

會企業、智能醫療，以及伊斯蘭金融研究計畫。期許未來能成為馬來文化或穆斯

林文化的推廣中心，除了文化、教育外，甚至協助推動雙邊觀光和產業等多元領

域的合作與交流。 

臺灣首次以「馬來文化」為主題

的國際研討會在九國舉辦。 

閉幕邀請臺中市政府令狐榮達副

市長(中)擔任致詞佳賓 

參與研討會學者選購逢甲實習商店

商品 

參與研討會學者親手調製珍珠奶茶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62期)2020/3/1  19 

 

 

 

啟動安心就學：外語中心讓同學安心學習 

2020 春節期間，中國大陸爆發了武漢肺炎，英文名稱為 COVID-2019，本校

隨即成立防疫緊急應變小組，接著宣布延後開學至 3 月 2 日，於是啟動安心就

學方案。所謂安心就學，就是讓逢甲學子們，因為疫情無法返校學習時，可以放

心和專心繼續上課的學習方案；還有因為疫情關係，原本期盼出國卻無法如願實

習的同學的因應措施。身為語言學習的教學單位，涵蓋大一到大四的英外語的必

修課和選修課，外語教學中心責無旁貸，希望做到最好，使同學們都能有感語言

線上學習的溫暖。 

就在 2 月第一週，外語教學中心已經展開所有實體英外語課程轉換為實時

或線上替代教學的準備。由通識教育中心一級單位統籌，訂定學生學習第一之準

則，本中心即宣布行政單一窗口聯繫、教學各課程分工之策略。外語中心除了大

一、二、三英文全年級數百班必修課，還有第二外語、應用英語選修不同性質的

班別，因此，中心即刻與各課程召集人事先規劃研擬，然後在 2 月 7 日召開會

議，討論可行應變的線上教學方式。中心周主任特別傳達學校最高指導原則，一

定要讓同學感受改變上課方式的誠意，以及最大彈性選課、同步與非同步課程學

習和多元評量的成績考核。 

首先，中心已透過國際處、各系，盡最大努力與中港澳學生取得聯絡，了解

同學們目前的擔憂和想詢問的各種問題，經由 WeChat、Line、email 甚至可能越

洋電話，讓同學知道線上課程處理的進度和接下來如何加退選課、加入 iLearn 或

Teams 課程專班。必修課程如大一英文，因為至少有 8 個不同實體上課時段，分

級又分班，雖然有困難度，但是召集老師們很熱心的研究 Teams 實時教學，也

找了很多線上學習數位教材和資源，就是要同學們無後顧之憂，只要跟著步驟不

中斷，也是可以完成學期課程。 

外語中心的老師對於和同學遠距教學應是不陌生的，只是因為嚴重疫情，且

涉及的師生人數、班級數比起以往是要多上好幾倍，縱然挑戰難度高，也不減使

學生安心就學的熱誠。2 月 21 日，中心旋即再召開全體教師 Gear up 會議，專

兼任教師均出席與會，會中說明 2 月以來，本校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主要

處理原則，並與老師共同理解安心就學方案與達成教學共識，會後，各課程小組

也分別討論線上課程進度、可能的問題解決方式。 

啟動安心就學的重要意義，即是困難時期也學習不間斷，外語教學中心與同

學們攜手共進，我們有專業的教學召集教師和老師群，也有熱情的行政團隊，請

同學們務必放心與安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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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 月 7 日召集老師討論會議 圖二：教師們於會中研擬線上課程方案 

  
圖三：2 月 21 日全體教師會議實況 圖四：召集教師向老師們說明課程設計 

  
圖五：課程小組討論教學進度執行 圖六：二外教師課程都不同卻有教學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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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基礎實作』與『Hello，Python』 

 
『2019數位學習國際研討會暨開發教育論壇』 

日期：108年12月19日(星期四)至12月20日(星期五) 

地點：國立宜蘭大學萬斌廳 

 

『2019數位學習國際研討會暨開發教育論壇』圓滿落幕。恭喜逢甲大學推動

績效良好，榮獲『2019年終大賞』。同時逢甲磨課師課程『APPs基礎實作』與『Hello，

Python』獲得『2019最佳人氣獎』，佔全台得獎課程的2/9。 

 
【磨課師是什麼】 

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是近年來開始在全球盛行的線

上學習模式。 大學講師們將每週需要花數個小時在課堂上講述的內容濃縮為幾段

小單元的影片，清楚的傳達給學生。影片可以快轉，也可以重播，學生將主導自

我學習的速度與進度。 

本學期由洪耀正教授協助推動『APPs基礎實作』通識中心從實體走向線上課

程，搭配著創能學院的新模式和王柏婷教授共同開設的APPs基礎實作的課程註冊

人數高達1,687人，且按時上課做題，最後取得及格分數的學生比例更是達到96%，

教學成果顯著。教學影片生動活潑，顛覆了以往線上學習就是死板的印象，就如

同「你今天APP了嗎?」這句Slogan，讓學程式、寫程式成為生活中一件輕鬆愉快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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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自近來火紅的Youtuber產業，教學影片也使用此種

風格，與觀眾互動性更高，學生觀看起來也比較不無趣。 

 
課程除了教學影片外，每個小單元後都有三到四題的練習題，學生可以即時

驗證學習成果，若是有疑問的話可以到討論區發文，有安排線上助教協助解答，

本學期大一必修APPS程式設計課程的推動與改革，實體的大班授課及線上翻轉教

學模式，感謝GIS中心的師資全力配合及行政同仁的支援，不但讓學生有效學習，

全新模式的上課方式，相信此課程的得奬為後面程式教育帶來嶄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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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Peace Submit 國際會議參加心得 
 

國貿全英班三 周冠任 

首先很感謝逢甲大學的社會創新學院提供這如此珍貴的機會，讓我有這個榮

幸可以代表學校去參與這個由聯合國所舉辦的國際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

際型會議，老實說在要啟程之前，心中難免有一絲的緊張與不安，但也感到一絲

興奮，因為終於有機會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學習如何與自己語言、文化背景不同

的人交談。因此也給自己設下一個目標，如何讓世界認識台灣。 

 

這次的會議總共有三天，每天一路從早上延續到下午五點。當我第一天到

達聯合國亞洲區分部時，看到入口處豎立著 60 個國家國旗時，心中難免出現一

絲感慨，何時也能有機會看見台灣的國旗在聯合國飄揚著。進到會場後，心中又

再經歷一次震撼，看到會議廳裡的聯合國標誌，才真正自己意識到這次的經驗會

成為我這一輩子最難忘的回憶。這次的會議有高達 400 人參加，而促成我這次

非常好建立 networking 的機會。 

這次 Peace Submit 主要在倡導和平的議題，因此邀請了許多演講者來分享

他們親身的經歷，演講者包含了退役軍人、難民，甚至還有恐怖份子的兒子。我

想分享這次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演講是來自一位退役軍人，因爲我本身已服完兵

役，所以曾經身爲軍人但從沒經歷過戰爭的我，對於這位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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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 An Unforgettable War，此題目深深地吸引了我。這位演講者名叫 Derek 

Schwartz，曾經在伊拉克及阿富汗服役過。有一點他講述到讓我非常印象深刻，

當他在伊拉克時，即使看見有一個男人把槍架在一個小孩的脖子上，卻也無能為

力，因為根據協議，在沒受到敵人襲擊狀況下，不可以干涉他國的事務，這使他

無法接受，對他來說身為一個要守護和平的人，卻無法拯救發生在自己眼前的不

公平事件。還有戰爭一定都會有傷亡，但看著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同袍死去，這是

一輩子都無法走出的傷痛。然而這些經歷也使他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哪怕退

伍後都會在深夜裡夢到戰爭的殘酷，使他身心上受到很大的壓力。他也在演講過

程中展示出幾張照片，每張照片都在訴說著戰爭的可怕以及和平的可貴，也讓我

期許台灣能保有長久的和平。 

我也很有榮幸的能夠在這次的會議替台灣發聲，我在一位叫 Felipe Queipo

的演講者問他對於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台灣被拒絕參與 WHO 的看法，這

位演講者是紐約聯合國總部的 Departmen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 的 

Communications Officer。雖然他的說法在 One China Policy 之下，其實要讓台灣

參與國際組織是非常困難，畢竟不可否認的是北京政府的影響力實在是太大了。

但就如同我參加這次 Peace Submit 的初衷一樣，我知道我沒辦法改變世界，但

我可以透過我的發聲，讓更多人看見台灣的美好。 

最後一天我們也透過 workshop 的方式，透過各組分別擔任不同的 country

或 stakeholder，藉由協商的方式，了解各國的需求，希望能達成一致共識。這是

我第一次參與這種討論，雖然過程中很緊張但我卻很享受這種氣氛，如何說服別

人加入自己的陣線，考驗著我們的談判能力，在當下的時候，我彷彿變成一位國

家的代表，努力地為自己的利益進行辯護及談判。 

 
（最後一天的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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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會議我有榮幸與世界各地的人一起交流，從他們的言詞中了解到和平

對他們的定義。比如說有許多的香港大學生也參加這次的會議，也了解到香港困

境及物資的短缺，從他們的言詞中不斷地告訴我們，台灣的和平是需要台灣人一

起守護。還有認識一位來自吐瓦魯的學生，目前在夏威夷求學，很開心可以分享

台灣的事情也留下彼此的聯絡方式期許有一天可以再聚一次。當然這次去也認

識很多分別來自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的台灣學生，其中一位學生在會議上利用

各項數據讓各個國家的人了解到台灣在 17 個 SDG 目標達到了怎麼樣的成果，哪

怕沒加入聯合國的我們，也能夠非常驕傲地向世界展現我們的成果。 

（交大、清大、逢甲代表） 

 
最後我很感謝自己在泰國遇到一切的人事物，這次的會議讓我收穫良多，也

間接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但也更加確信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希望可以將我的經

驗傳達給更多人，讓我們一起 Together For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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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學生自主學習教育團隊舉辦 

南陽國小 — 魔法程式探索營 

 
【講座訊息】 

日期：2020/01/30(四)- 2020/01/31(五) 

時間：09：00 - 15：00 

地點：豐原南陽國小 

過完年一開工程堡教育團隊特地從逢甲跑到了豐原區南陽國小，為小朋友

帶來更多有趣的程式機器人課程，當然為了防疫講師和小朋友都有好好洗手並

戴上口罩。 

第一天的課程帶來了 Sphero 球型機器人，學生可以簡單地用手機平板撰寫

程式並操控 Sphero 移動，學生需要下指令讓 Sphero 在賽道上移動，雖然程式

邏輯看似相當容易，只需判斷往哪個方向走，但實際上需要考量的點卻不只這

樣，學生要調整球的速度和行走秒數，轉彎時還得把慣性考慮進來，一開始雖

然有點碰壁，但經過幾番實驗嘗試成功後，學生看起來都收穫了滿滿成就感。 

第一天玩機器人，第二天做機器人，我們規劃了 Arduino 手做電子鋼琴課

程，讓學生以 Arduino 認識嵌入式系統開發，藉此了解這些控制晶片是成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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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機器人的大腦，最後學生們用自己製作的鋼琴一起演奏了一首小蜜蜂，雖然

是個功能非常陽春的電子鋼琴，但也算是這群學生們人生中第一件自己手做的

科技產品，希望可以成為他們未來學習的契機。 

這次課程的學生都相當的懂事聽話，也都相當聰明，不僅理解力快還懂得

發問，乖到連講師都頻頻稱讚，而且不同於其他程式機器人課程多是男生報

名，這次課程五位小朋友中有四位都是小女生，也證明了程式理工能力不分性

別，人人都應該具備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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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學生自主學習教育團隊舉辦 

惠來國小-魔法程式探索營 
為期三天的惠來國小冬令營已經順利的畫下句點，此次的營隊活動為程堡

團隊全新打造的創新課程，有別於以往僅教導小朋友們撰寫程式來學習邏輯思

考且成品也僅在電腦上呈現，此次課程除了程式撰寫的軟體課程，也兼具了硬體

操控的基本觀念，讓小朋友們能夠多面向的學習，也能夠藉由讓學習成果實體化，

透過動手實作的方式，提升學習動機，在課程執行上也更加生動有趣。 

Sphero 程式魔球: 

 第一天的課程主軸為介紹 sphero 可程式操控的球型機器人，讓小朋友對

於硬體機器人有基礎觀念，且在教學過程中會讓小朋友們漸進式的對機器人進

行操控，起初用官方 App 內建的主動操控模式來遙控 sphero，讓小朋友們在與

機器人互動的途中也能去思考機器人的移動方式與機器人的組成結構，在此一

階段奠定小朋友們對於硬體的基礎知識。接著教導他們如何堆砌圖形化程式來

編寫程式，藉此操控機器人的行為，藉由這種軟硬體兼施的方式除了小朋友們在

課程上有更生動的體驗，也能同時多面向的進行學習，讓學習目標更為具體。 

  

NANO 電子鋼琴: 

 接下來的課程則為此次冬令營的核心重點，在課程的編排上我們希望小

朋友們在結束營隊後，能夠對基礎的電子零件與硬體程式的使用方式的有概念

上的理解，因此我們設計一套電子鋼琴的製作課程。課程中先教導小朋友們基礎

的電學概念，以生活周遭常見的事物作為比擬讓小朋友們能夠更快了解觀念，在

介紹基本電子材料的功用以及背後的原理，再藉由這些背景知識來讓小朋友們

連接電路，完成鋼琴硬體部分的主要結構後，在運用官方的圖像化程式來編成控

制 NANO 版，藉此製作出電子鋼琴。而過程中小朋友們有勇於提出問題，藉由老

師的講解與助教們的講解，能確實感受到小朋友們對於科技知識有了高度的熱

忱，甚至還有小朋友問有無後續的課程，讓我們感到非常欣慰，也期待能夠規劃

出更多課程在過程中陪伴小朋友們一起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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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參訪本校創客中心 

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盧展猷總經理與其他 5 位同行者來校參訪，
並透過推廣教育處聯繫，2 月 19 日下午撥冗蒞臨創客中心參觀，盧總經理特別
告知他與其他 5 位參訪外賓以及公司主管皆是逢甲校友，讓社會創新學院同仁
備感與有榮焉，在闡述應諾創客的涵義及創設宗旨後，也詳細介紹創客中心設施
及實作教室之規畫運用，接著育成中心的創業管理師－郭培聖老師講解了學校
輔佐學生創業的模式，並介紹了相關的場域、資源，現有學生創業團體所做的專
題等，盧總經理非常關心本校這方面的課程規劃及培訓，充分表現出學長關懷學
弟妹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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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沖繩縣人會農曆新春懇談會 

成立於 1991 年的「在台灣日本沖繩縣人會」於 2 月 15 日假台北市中山北路
一間拉麵居酒屋舉辦新春懇談會。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曾奉派駐琉球代表，已
多次受邀參加。現任會長黑島真洋係日商 JSP（Japan System Project）電腦公司
駐台總經理，與幹事長伊禮武志同表歡迎本中心黃老師以貴賓身分出席敘舊。席
間，黃老師表示本校已於上年 3 月與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完成締盟，渠並甫於 2 月
13 日從琉球沖繩返台，曾往訪我國駐那霸辦事處以及沖繩縣政府商工勞働部、
沖繩國際大學經濟環境研究所、沖繩職業能力大學校、東亞共同體研究所等機關
單位，洽商雙方學術文化相關事宜，頗受與會大眾認同評價。而沖繩縣台北事務
所仲本所長，也相應讚賞黃老師多次推薦本校 EMBA 校友赴琉球沖繩實地進行
企業交流活動。 

  

沖繩縣人會新春懇談會之一 沖繩縣人會新春懇談會之二 

 

(右起)在台灣沖繩縣人會黑島真洋會長、黃老師、中琉協會前秘書趙美雲 

  

新春懇談會之三(左立者:幹事長伊禮武志) 沖繩縣人會新春懇談會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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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周純堂榮膺新校友會長 

本校台北校友會日文班於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之教導下，每周五下午固定
在校友會館授課。經近兩年的學習，已教唱日本昭和演歌超過 100 首。原規劃於
2 月 16 日「第 16 屆會員大會」懇親會席間，獻唱「港町 13 番地」、「北国の春」、
「星影のワルツ」三首知名演歌。惟因顧及當時「武漢肺炎疫情」，乃配合防疫
政策措施，臨時取消懇親會，但會員大會如期進行。大會中，日文班周純堂學長
經新任理事會選舉，出任台北校友會新會長，與會同班學員均感與有榮焉，大家
齊聲祝賀。而專程蒞臨指導之母校師長及校友總會長們，亦均表賀喜及支持之意，
致溫馨歡樂充滿現場，顯現校友會團結熱鬧氣氛。 

 

會員大會現場(攝於新北汐止富信大飯店) 

  

周純堂新任會長致詞 母校彭德昭處長(左)致贈賀禮 

 

台北校友日文班部分與會人員與新任周會長(左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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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與旅日琉球大林千乃僑領相見歡 

曾多次率日本茶道、花道、和服藝術等文化團體來台並專程蒞校示範表演的
旅日僑領、琉球台灣商工會前幹事長大林千乃女士，因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
於奉派駐琉球辦事處(現更名為駐那霸辦事處)熟稔，經常保持聯繫，互動頻繁。
1 月 31 日大林女士利用返台歡度農曆春節之便，特邀約本中心黃老師夫婦在台
北茶敘。大林僑領提及，伊此次前往花蓮故鄉，會晤親友並祭祖之外，特別造訪
其先父三十餘年前，為回饋家鄉花蓮，於花蓮市火車站旁所捐獻打造的「中琉紀
念公園」，以紀念我中華民國與日本琉球永遠友好之意。見該花園現仍整修良好，
已成為來自日本或及琉球到花蓮旅遊民眾必訪景點，深感欣慰。本中心黃老師亦
對大林僑領長年以來，無數次的無私並熱情地協助本校推展台琉文化交流，表示
謝忱。2 月 12 日本中心黃老師夫婦恰赴琉球沖繩，往訪沖繩國際大學產業環境
研究所前泊博盛所長，商議有關該大學輪辦本年度東亞國際經濟論壇事項之餘，
就近邀大林千乃僑領於那霸市見面。幸得大林僑領撥冗茶敘，雙方敘舊話題不斷，
相談甚歡，可謂為本校推展台琉文化交流更獲堅定之支持力量。 

 
黃老師夫婦與大林千乃僑領(右、20200131攝於台北市) 

 
黃老師夫婦與大林千乃僑領(中、2020/02/12攝於沖繩那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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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駐日記者張茂森台北新書發表會 

曾任台灣日報、自由時報等新聞媒體駐日四十餘年的資深記者張茂森，於 2
月 15 日假台北市台大校友會館，舉辦由前衛出版社出版《採訪者之眼：目擊台
日近代關係史》之新書發表會。準副總統賴清德先生等多位政商名人出席。本中
心副教授黃煇慶前於奉外交部派駐日本期間，即與張茂森記者熟識，亦應邀與會。
並於會場巧與前駐日代表馮寄台、前駐福岡辦事處長戎義俊、前文化室主任朱文
清及前亞東關係協會羅福全會長夫人等昔日老同事見面，乃話別後家常，甚是愉
快。席間，黃煇慶老師與張茂森記者就該暢銷專書中文版《採訪者之眼：目擊台
日近代關係史》及日文版《日本と中国はまったく違います 台湾人記者の駐日
40 年》所載貫穿台日於 1972 年斷交後的政局情勢變化，提及由於兩人均屬同年
代致力台日關係者，且共同歷經日本昭和、平成、令和三位日本天皇以及馬樹禮
以來十二位駐日代表，故有共通的對日認識與理念。如今透過該書的報導，可讓
台灣民眾及日本友人進一步互相了解，造福台日關係。黃老師也順邀請張記者伺
機來訪本校，再敘數十年從事台日工作之諸多軼事。 

 
賴清德準副總統致詞 

 
馮寄台前駐日代表致詞 

 
資深駐日記者張茂森(左)、資深駐日外交官黃煇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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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財法所蕭丞傑校友北訪中心師長 

任職香繼光集團(J&G GROUP)台灣總管理處財務部，擔任副理之本校商學院
財法所蕭丞傑校友，於 2 月 18 日趁北上要事之便，邀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見
面敘舊。蕭校友因前於在校就讀大學課程及研究所期間，為加強認識日本經貿商
情，乃選修黃老師多項日本語相關科目，並參加黃老師所帶領本校赴日研修參訪
團海外異地教學課程。其後，又請黃老師指導碩士畢業論文，故長久來已建立深
厚師生情誼，雙方經常互通相關情資信息。此次蕭校友特約向黃老師請益，恰逢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緩返回上海擔任仲量聯行副總裁職務的黃老師外甥女陳
姵君小姐，也獲邀同席餐敘。陳副總裁曾留學澳洲、美國、瑞士，通曉亞洲觀光
旅遊飯店不動產市場資訊，前於派駐日本東京時，因常協助黃老師當時所擔任駐
日本代表處秘書組長之接待業務，乃甚得駐日代表處同仁好感。當日復巧悉蕭校
友所服務公司在大陸亦設有「上海總管理處」，陳小姐即表示俟「新冠肺炎疫情」
安定後，歡迎大家前往上海旅遊。午餐敘席間，彼此閒談昔日東京生活樂趣種種，
相談甚歡。而黃老師家族更順道叮嚀蕭校友，工作之餘仍不忘持續進修，設法爭
取前往美國或日本實習或留學的機會，培植自身實務經驗，藉機提高國際視野，
修鍊挑戰潮流的信心與能力，蕭校友甚表感謝。 

 
(左起) 陳姵君副總裁、黃老師夫人、蕭丞傑校友、黃煇慶老師 

 
黃老師夫人(左)陳姵君副總裁(右) 

 
蕭丞傑校友(左)黃煇慶老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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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新冠肺炎疫情警報中前進琉球沖繩 
(第一天   抵琉後即訪新垣旬子僑務委員並會晤長濱由莉佳校友)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 2 月 11 日再赴琉球沖繩 3 天。飛抵後即訪當地僑領新
垣旬子僑務委員。新垣女士活躍僑界，歷任琉球華僑會長、全日本中華聯合總會
長、琉球台灣商工會長、全日本台灣商工聯合會長、亞洲台商會副會長等要職，
在日本僑界深得眾望，曾蒞校參訪。現復擔任沖繩貿易協會長以及日本中小企業
應援士等，對推動台琉間的企業人才合作掌握關鍵地位。黃老師因前於奉外交部
派駐琉球沖繩服務期間，即與新垣委員互動頻繁，雙方建立深厚友誼，共同推進
台琉各項交流。此次往訪，黃老師特別就本校已經選修研習日本語文之大學或碩
士生，將來赴日或前往琉球沖繩就職之可能性，向新垣僑務委員請益。新垣僑務
委員則引本身企業已實施採用外國留學生實習方案，以及沖繩縣部分離島也亟
需補充觀光旅館、老人醫療等機構的人力資源，故本校校友前進琉球就職未來相
當可行。隨後當晚黃老師會晤前留學本校商學院 BIBA 兩年後返回沖繩，再就讀
沖繩公立名櫻大學，預定明年三月畢業的校友長濱由莉佳。長濱校友在校期間曾
選修黃老師在國貿系所開設的「商用日文」課程，並參加多次協助接待日本訪賓
活動，甚感謝黃老師理論與實務的教導，相談甚歡。 

 
(左起)新垣旬子僑務委員、黃煇慶老師 

 
黃老師家族與留學本校校友長濱由莉佳(左一)晚餐敘 

 (第二天  拜會駐那霸辦事處、東亞共同體研究所以及沖繩縣廳等) 

翌 (2/12) 日黃老師拜會我國駐那霸辦事處，受到范振國處長、林育德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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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黃老師前任職外交部老同事之熱烈歡迎。范處長對本校長年來協助接待琉球
沖繩參訪團，以及推展台琉間學術文化交流等多項支援，表示謝意。並提及當地
沖繩縣立藝術大學特講教授岩崎節子刻正推動世界級的「沖繩國際音樂祭」，每
年邀集海外各地約二千人合唱團演出貝多芬第九樂章，迄已舉辦五次，均造成轟
動。因岩崎教授與黃老師舊識，且兩年前在沖繩與本校管樂團巧遇，悉本校雖尚
未設有音樂學系，惟學校管樂團及校友會內熱愛音樂之校友甚多，也有優異成績
表現；希望今年能邀請本校相關合唱團前往觀摩，俟明年正式赴琉參加海外演出，
以期增進國際音樂交流水準。 

黃老師續由當地「華思會」幹事長大田哲陪同，轉訪「東亞共同體研究所琉
球沖繩中心(東アジア共同体研究所 琉球・沖縄センター)」。該「華思會」乃源
自於美軍託管琉球年代開始，許多來台留學返回琉球後，因感念我國政府與學校
培育功勞，而結合組織之民間團體。數十年來均繼續活動，且約定每月第三個星
期四聚會，故也稱之為「三木會」。「木」乃日語星期四 (木曜日、もくようび) 之
意。而該東亞共同體研究所則係由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於 2013 年所創立的社
團法人組織，目的在結合東亞各國，共倡東亞地區的繁榮與和平。該研究所的琉
球沖繩中心長為沖繩大學教授緒方修先生擔任，甚表歡迎本中心黃老師到訪。黃
老師提及，包含本校以及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沖繩國際大學、琉球大學、上海研
究所、西安西北大學、韓國木浦大學等台、日、韓、琉、中約十所大學及研究機
構，每年輪流舉辦「東亞國際經濟論壇」，討論東亞地區經貿合作議題。因本年
將順由沖繩國際大學召開，歡迎屆時就近出席，共同就「東亞共同體」今後走向
及發展，提出看法論點或可行方案及建議。黃老師又表示，本校甚早即與沖繩大
學締結學術交流協定，歡迎沖繩大學緒方教授等師長蒞臨本校，緒方教授聞知後
相當開心，允予伺機擇日來訪。 

隨後，黃煇慶老師轉往沖繩縣政府，再度拜會商工勞働部木村政昌參事。木
村參事係華僑後裔，中、台、日、英語均佳，長年來協助當地僑會拓展會務、團
結僑心；且因與黃老師舊識，經常受託支援沖繩縣政府接待我國相關企業參訪團。
前年本校 EMBA 校友團往訪時，除親自接待、專案簡報解說投資設廠琉球沖繩之
優惠待遇外，並派員陪同參觀當地新建經濟特區，校友們均感賓至如歸，收穫豐
碩。此次黃老師也順為擔任台灣極鮮餐飲集團執行長的本校 EMBA 102 經管校友
廖家宏，就刻正推動與沖繩新推出頗獲人氣的熱食「豬肉蛋飯糰(ポークたまご
おにぎり)」日本公司技術合作事宜，請木村參事就便協助促成。木村參事表示
樂予從旁提供支援，也感激本中心黃老師持續熱心推展台琉間的各項企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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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老師(右)拜會駐那霸辦事處范振國處長(左) 

 
(左起)大田哲幹事長、黃老師夫婦、緒方修中心長、新垣邦雄事務局長 

 
黃老師(左)與沖繩縣商工勞働部參事木村政昌(右)商議台琉企業合作相關事項 

 
黃老師(左)拜會沖繩縣商工勞働部參事木村政昌(右)(攝於沖繩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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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旗飄揚的那霸國際通嘉新集團大飯店歡宴黃老師) 

駐那霸辦事處范振國處長為表歡迎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到訪，特假甫開張營
業之我國嘉新水泥集團，在那霸市國際通所投資興建的豪華大飯店「嘉新琉球
COLLECTIVE 株式会社」中華料理廳午宴招待。並邀新垣僑務委員、岩崎節子教
授、前眾議員比嘉奈津美以及曾率團蒞校參訪的「那霸日台親善協會」伊藝美智
子會長陪同餐敘。大家分別就加強台琉交流事項討論，氣氛熱烈融洽。而頃於上
年底率沖繩青年學生來校研習的琉球「久米崇聖會」國吉克哉理事長，更偕該會
副理事長及三位理事，假該大飯店日本料理廳，以晚餐款宴黃老師夫婦。雙方續
就青年交流，延續中華優良傳統文化交換意見，相談甚歡。 

 
駐那霸辦事處范振國處長(左)午宴歡迎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夫婦 

 
久米崇聖會國吉克哉理事長(左三)晚宴款待黃老師夫婦(右二三) 

 
那霸市國際通嘉新集團大飯店前飄揚我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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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上午 往訪沖繩國際大學、沖繩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 

2 月 13 日黃煇慶續訪今年主辦「東亞地區國際經濟論壇」的沖繩國際大學。
該大學「沖繩經濟環境研究所」前泊博盛所長偕講師大城尚子博士出迎，並洽商
本年論壇之相關事項。黃老師見該研究所辦公室前仍張貼本校於 2018 年 3 月輪
辦該論壇之海報，好生興奮。當(2018)年該沖繩國際大學共有七位師長蒞臨本校
與會，陣容龐大。所以前泊所長盼本校比照前次(2017 年)組團赴會，黃老師回允
將優予準備籌劃，以期藉資深耕務實交流。隨後，黃老師夫婦轉參訪培植科技的
沖繩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由該校華裔林文彬教授陪同拜會新任校長高良富夫
博士，並致該大學校長期接待本校所組訪團之謝意。 

 
(左起) 大城尚子講師、黃煇慶老師、前泊博盛所長 

 
高良富夫校長(中)接見黃老師夫婦 

 
(左起)林文彬教授、黃煇慶老師 

 
(左起) 黃煇慶老師、前泊博盛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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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新垣僑務委員 巧遇駐日代表處經濟組周立組長一行) 

黃老師搭機返國前，再往訪新垣旬子僑務委員。於新垣委員所經營公司之一
的新垣通商大樓，巧遇昔日駐日本代表處同事，現任經濟組長周立以及秘書葉承
岳也刻正拜會新垣委員。本中心黃老師於外交官特考及格轉職外交部之前，原係
經濟行政人員高考分發，服務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二年；後派駐日本工作利用公
餘機會，又取得經濟學碩士、商學博士學位，迄未離財經研究領域，故與經濟部、
外貿協會等財經單位派駐日本同仁業務上保持密切聯繫，互動極佳。今日在沖繩
巧遇，而能共同洽談台琉經貿、企業以至於農業合作，均處在亞洲的重要地位現
況。周組長對黃老師前於派駐琉球服務期間，與當時擔任琉球華僑總會長的新垣
旬子僑務委員，共同致力推動台琉間經貿、農漁業等合作事項，臻雙方建立深厚
之國際友誼基礎，讚譽有加。 

 
(左起)黃煇慶老師、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周立組長、葉承岳秘書 

 
(左起)黃煇慶老師、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周立組長、葉承岳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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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那霸國際通觀光人潮 新垣委員新整修飯店嶄新貌) 

黃煇慶老師夫婦於 2 月 11 日再訪琉球沖繩 3 日之間，適新冠肺炎疫情在中
國大陸已呈嚴重外，也在日台或亞洲以至於全球拉開警報，影響國際觀光產業甚
重。以至於平時車水馬龍、人潮洶湧的那霸市國際通，則觀光客明顯減少，來往
冷清；而對國際觀光客減免消費稅藥局的醫用口罩早已銷售一空，貨架僅留普通
用口罩，且每人限購一包(10 片)。惟新垣委員新整修的 HOTEL OKINAWA 乃採日
本首位全室均為布置 HELLO KITTY 的旅店，嶄新可愛樣貌，深獲青年人喜好。往
訪住宿拍照之修學旅行學生不斷，偶發出驚奇歡樂聲，於受疫情重擊而顯蕭條之
沖繩旅遊業，似現出另一經濟景氣。 

 
那霸市國際通觀光人潮明顯減少 

 
沖繩那霸市國際通藥局販賣口罩，每人限購一包(10片) 

 
住宿 HOTEL OKINAWA的日本女高中生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