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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 精采無限 

第一屆通識教育中心教學改進研究論壇 

外語教學中心 王柏婷老師 撰 

 為持續推動教育部多元升等政策與鼓勵本校教師從事教學實踐研究，本校

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中心主任特地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假外語教學中心 EZ，

舉辦了「第一屆通識教育中心教學改進研究論壇」，一方面提供教師同仁們交流

的平台，另外也是鼓勵老師勇於將自己的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公開發表，與更多的

師長進行對話，持續精進，最後能夠順利升等。 

論壇首先由翟中心主任開場致詞，衷心表示能夠體會老師們在教學、研究、

服務上的付出，也感謝老師們持續推動創新教學；接者，由本校微積分教學中心

的張其棟副教授帶來專題演講，講題為「當教學遇到研究」。張老師為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本身也透過拍攝微積分教學影片—微積總動員來做翻轉

教學，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微積分是一門很硬的必修課，上課似乎只能看著老師的

黑板板書，進行無止盡的抄寫，但是張老師鼓勵老師們改變自己的想法，透過導

入 Kahoot、課前預習微積分影片、課堂進行影片相關測驗、同儕互評等方式，

活絡課堂氛圍，讓微積分的教室動起來，不再是「你寫我抄、抄好抄滿」。張老

師同時透過 YouTube 平台提供的點閱資料，具體分析學生的學習歷程與使用習

慣，再持續改進微積分教學內容，張老師不但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也是

教師自我增能的典範。 

接著，就到了口頭發表論文的時間，本次論壇計有國語文中心、外語教學中

心與體育教學中心的 14篇投稿論文，內容豐富多元，皆與教學現場的學生問題

息息相關，本次論壇最特別的是，每位發表者只有 1分鐘的發表時間，如何能在

短時間內傳遞訊息，至為重要。最後是海報交流時間，與會師長們都認真的閱讀

海報，進行意見交換。 

本次的論壇氣氛愉快，教師同仁們都收穫滿滿，特別的經驗是，來自不同領

域的教師們，也能互相汲取教學方式和教學現場的各種教學研究經驗，同時，大

家更感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對這次論壇的支持，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屆的論壇，會

有什麼新的教學想法，能激發出師長們的研究能量，在教學中創造出師生雙贏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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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二：翟本瑞中心主任致詞與全體大合照 

  

圖三、四：張其棟老師的專題演講 

 

 

圖五、六：徐主任與楊老師進行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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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二：海報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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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餐會-中心教師年終尾牙歡聚 
 

為了感謝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一年的辛勞、作育英才，以及行政同仁充份

的後援，使通識教育中心運作正常與順利，對於教師熱心教學，同仁認真服

務表達誠摯之謝意，於 109 年 1 月 10 日假頂園燒鵝餐廳熱烈舉辦尾牙感恩

餐會，成員包括國語文教學中心、外語教學中心、體育教學中心，全校國際

生大一不分系、中心本部成員與社會創新學院同仁共同參與。 

席間體育教學中心全體在職教職員為了表達對即將退休之郭瑞益教師

卓越貢獻，也共同集資贈送禮金以表達對郭老師無私奉獻之感謝與致敬。 

席間也邀請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單位主管、教師與會（部分長官與同仁

因公務、另有行程不克出席，也表達對中心的盛請邀約表達感謝之意），也

感謝建設學院周天穎院長、GIS 中心葉美伶老師撥冗熱情參與出席餐會，並

致贈摸彩金肆仟元整供摸彩以饗同仁。 

翟中心主任也在開場表達對中心各單位所有師長，無私、認真的奉獻，

對教師、同仁的辛勞表達感謝之意，也期許未來一年能更精進，以迎接未來

嚴峻少子化對於校園的衝擊共同努力以迎接挑戰，席間由提供禮金之主管輪

流摸出彩金得主，因為獎項有限也是幾家歡樂幾家遺憾，但仍能感受到教師

們的熱情與歡樂之心，藉此一隅發表短文以為記述此歡樂之景。 

 

翟本瑞中心主任尾牙開場致詞(1/10攝於臺中頂園燒鵝餐廳-安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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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中心主任(左)致贈郭瑞益老師(右)榮退禮金 

 

翟中心主任(右)致贈張宜正老師(左)第一大獎禮金5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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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培晃主任(右)致贈古瑞菊小姐(左)摸彩獎禮金1000元整 

 

薛珍華執行長(右)致贈曹靜嫻小姐(左)摸彩禮金1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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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那主任(右)致贈陳函瞳老師(左)摸彩禮卷1000元整 

 

陳淑慧秘書(左)致贈盧廷峻老師(右)摸彩禮金5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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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牙餐會歡樂大合照 

 

翟中心主任(右)致贈張景星老師(左)摸彩禮金1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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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時節~外語教學中心感謝有你/妳在一起 

Christmas Carvinal: Food, Music and Crafts 
時序進入 12 月，正逢感恩歡慶的季節，外語教學中心特別與全校國際生大

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 合作，於 12 月 25 日聖誕節當天，舉辦 2019 聖誕聯歡活

動。 

當天活動非常精彩，在辦公室的 EZ 多功能空間，外語教學中心邀請 2019 全

校英日語歌唱比賽冠亞軍得主到場為全校師生們獻唱，包含有已簽約歌手級的

英文組第一名、媲美超高顏值偶像和自彈自唱的同學們一起參與，在場的大家都

聽得入神，紛紛給這些同學最實質的熱烈掌聲。 

另外，PMP 的國際生們，在外語中心 EZ2 的場域裡，則賣起了最具家鄉味

的小吃，所有的同學們都是來自不同國家，有印尼、越南、日本和蒙古等等，一

眼望去，有親手擀的蒙古小籠包、親手烤出來的章魚燒、親手包的熱狗蛋捲、越

式炒麵、泰式奶茶…，更有台灣學生精緻的手繪明信片、市集好朋友手串的耳環

飾品，大家圍在一起，叫賣聲此起彼落、喧嘩聲不絕於耳，熱鬧到一個不行啊! 

雖然本校聖誕節並沒有放假，但是同學們還是很認真的上完課的吧!外語教

學中心也感謝同學的努力學習，就讓這樣的創意/藝市集，在這裡這天發生了!當

天可是湧進數不完的人，更分不清你我來自不同的國家，只要大家心存感恩，共

聚共善共享樂，如此的熱鬧情景就會有，因為，從照片中仔細看，每個人都笑得、

買得、吃得太開心了。 

  

  

圖一：學生兜售泰式奶茶 圖二：老師向學生詢問食物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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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印尼學生招攬師生買熱狗蛋捲 圖四：手繪和手做的明信片與耳環飾品 

  

圖五：蒙古小籠包的製作團隊 圖六：日本學生細心製作章魚燒 

  

圖七：量身訂做個人素描 圖八：買章魚燒送手寫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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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英文組第一名歌者獻唱 圖十：偶像實力組自彈自唱 

  

圖十一：自告奮勇者上台登唱 圖十二：唱得賣力也聽得入心 

  

圖十三：聯合國組同學唱聖誕歌 圖十四：外語教學中心老師同歡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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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十七：當天活動熱鬧的人群 圖十八：聖誕聯歡活動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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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國際 CDIO 工作坊：智慧綠色協作 
 

逢甲大學 CDIO 計畫辦公室在 2020 的第一個週末舉辦了「2020 國際 CDIO 工

作坊：智慧綠色協作」(2020 International CDIO Workshop - Smart Green Synergy)。

這次工作坊除了有校內的超級重量級講者—李校長、國科館院佘院長、人文社會

學院暨 s.School 翟院長、外語中心周主任、建築專業學院鄭月妹教授—來分享跨

領域的教學經驗之外，更邀請了來自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各國的學者交

流其專業領域的學術經驗，光看卡司就能明白是原汁原味的跨領域、跨國界的組

合。與會者的研究領域涵蓋了能源、科技、設計、商業管理、社會企業，完全符

合 CDIO 的精神與實踐。 

    除了在會議上的交流之外，學者也藉空檔參觀了校內的幾個美麗又 smart 的

角落。在人言大樓，學者們對於美侖美奐的學習空間、繽紛的色彩、宜人的採光、

溫馨的設計讚不絕口，直說逢甲的學生非常幸福! 到了「生質能魔法園區」，他

們明白了政府、學術單位是如何用心經營綠色能源的發展，也深信如果小朋友能

在這裡、用這麼有趣的方式得到啟發，後來的能源教育就輕省多了。到了「諧能

(Synergy)展示場域」，大家恍然大悟，原來工作坊的主題 Synergy 就是從這裡發想

的!   

    在校外的參訪部分第一是中部科學園區，在簡報中了解了台灣科技業發展的

歷史與現況，盛讚台灣雖小、野心卻不小，竟然能夠成為全球半導體的先驅者。

逢甲大學由於地緣之便，也與中科的數個企業有產學合作，業界、學者相互激盪，

深得國外學者激賞。之後坐在大巴上遊歷中科，看到台積電氣派又綠化的辦公大

樓，整個園區的綠意盎然，便知道綠化不只是口號啊，是貨真價值地實踐在生活

中。之後則到達市政府的的「願景館」，透過 AR、VR、多媒體的方式，非常 smart

地了解了台中的故事，人物，均說這完全不像政府的辦公室，倒像當代美術館。

最後當然不能錯過台中的地標「台中歌劇院」，短暫的參訪，卻有無盡的讚嘆。

四天的工作坊，一位學者表示:  

“Really we together can make a lot of differences in creative and intellectual manner.” 
“Yes, we can! “ 

     
李校長與工作訪與會學者合影。                各國學者完全「融入」C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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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聚精會神聽講者分享。               工作坊結束之後餐敘，意猶未盡。 

   
與會學參觀人言大樓，與大熊合影。          工作坊入口處，一切美好的開始。 

  
參觀中部科學園區。               參觀台中市政府「願景館」，不亦樂乎。 

 
台中市政府。                    「台中歌劇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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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課程「非洲的挑戰!農業」成果發表會 

這門自主課程由朱育葶、韋正、李宜密三位同學所發起的課程，其中水利系

博士班非洲學生韋正(Rachid)，其國家布吉納法索每年只能在雨季三個月耕作，

加上肥料不足，收成有限。為了改善其國家農業，希望將水利系專業的引水灌溉

系統、綠能中心生質能源作法，以及台灣農業技術導入其國家，因而提出實作的

自主課程。課程在逢甲大學忠勤樓八樓陽台，實際進行農作物栽種，同時也透過

到農場的實地訪視，學習農業技術。課程在最後採收階段時，同學們也嘗試在校

內單位販售，因種植方式無使用農藥的友善種植的產物，受到大家喜愛銷售狀況

極佳。同時還贈送蔬菜給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辦理活動使用。 

本學期於 108 年 12 月 27 日(五)在通識沙龍舉行期末的成果發表。在期末發

表中，同學們分組在課程中的歷程，遇到的困難以及學習如何克服挑戰。 

課程的影片 https://youtu.be/wFIaoquWTco 

 

  

  

  

https://youtu.be/wFIaoquW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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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世界，有情人間：「歌舞劇實作─巖時裡的花」 

108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教育中心學生自主課程「歌舞劇實作─巖時裡的花」

於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三)晚間 19 時於人言大樓 B1 啟垣廳圓滿演出，整場演出

展現了團隊絕佳默契，現場滿座皆沉浸於演出中，也獲得許多掌聲及好評。 

課程是由一群熱愛歌舞劇、喜歡表演及享受舞台的同學們共同籌備而成，從

組織團隊、劇本、舞蹈、道具、妝髮、燈光、攝影、文宣都是同學們各自展現所

長、相互協助完成的。喜歡展現自我的同學練習劇本演出及歌唱、喜歡舞蹈的同

學進行演出舞蹈編排、喜歡製作的同學則能加入道具組，依據劇情設計道具，於

有限資源中發揮最大創意、喜歡攝影的同學則以動態及靜態的方式記錄一路點

滴，也協助了海報及文宣製作。除了上列，學生也在過程中透過解決各式問題、

與人的溝通協調、跨領域的學習、自我調整及激勵等，提升個人軟實力。 

 

本次劇本改編自 2012 年電影《悲慘世界》，敘述 19 世紀初幾位法國人物的

生活背景故事，原作規模宏大，它融入了法國的歷史、政治、道德等，述說多層

面的問題，但這些最後都緊扣著「因愛而生的希望」，也是這次劇本想闡述的核

心。絕望中的希望就如巖時裡的花，也如正面臨許多挑戰的同學，會遇到風吹日

曬雨淋，希望藉由此劇鼓勵所有同學在遇到挑戰及問題時，都能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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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積極努力、正面思考，開出屬於自己的生命之花。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59 期)2020/1/16  20 

 

 

「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成果發表及海報展 

通識專題「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課程，課程由尤惠貞老師授課，內容認識

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之相關議題，進而尋繹出如實對應之道。學期中老師為加強

同學們對於性別議題的了解，安排了數場專題演講，透過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

讓同學們更能進行性別認知，能客觀分析不同性別認知觀點的利弊得失。 

課程於 108 年 12 月 30 日(一)在通識沙龍舉辦成果發表會，發表會後，同學

將各組製作的海報借風之廊(人言 B1)展覽空間展出，於 108 年 12 月 30 日至 109

年 01 月 10 日展出成果海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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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性與社會」期末成果發表 

由陳介英老師授課的「性與社會」，課程主要是希望帶引學生經由性的本質，

與其所具有的社會內涵進行探索，由此而使其對性的社會影響及其適當的對待

態度有所認識與啟發，進而有助其在未來的人生中，能輕鬆地面對性的問題而不

為其所宰制。 

課程於 109 年 01 月 02 日(四)在通識沙龍舉辦成果發表會，同學們於發表會

中分享性別與教育、性別與商品、性別與婚姻…等不同面向來探索討論性對於人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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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成果發表 
通識專題「性別與新飲食文化」課程，課程由陳介英老師授課，內容講授認

識吃和性別以及社會乃至環境所存在的各種密切關，這學期中老師帶著同學們

直接前往產地(農場)去實地體驗與了解有機農業的發展，並邀請飲食相關的業師

演講分享對飲食的理念與堅持，同時希望同學在這個學期中可以透過實際操作

（種植或烹煮），來深入瞭解我們現存的飲食問題。 

課程於 109 年 01 月 03 日(五)在通識沙龍舉辦成果發表會，同學們分組報告

對於飲食文化的調查，以及透過一個學期的親身飲食的實驗與推廣所獲得的結

論，了解食農教育、從產地到餐桌、生產到消費的重要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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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撰寫之思考及商標基礎概念與案例介紹」 

由陳淑慧老師授課的「專利撰寫實務」，課程在培養學生閱讀專利報告書及

撰寫能力，並從學生的開放式的創意思考收斂至專利申請，課程將從專利說明書

說起，鼓勵學生進行說明書、圖式及摘要撰寫，並引導學生瞭解專利範圍的規劃

及書寫技巧，也提供相關實務案例進行連結，讓學生透過專利說明書撰寫與申請

實務，清楚熟悉專利權在商業競爭重要的影響力。 

為加強同學們在專利及商標的理解，於 108 年 12 月 27 日邀請聿磊國際專

利商標聯合事務所的專業專利師及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義務諮詢代理人朱世

仁老師講授專題演講『專利撰寫之思考及商標基礎概念與案例介紹』。演講內容

包含 1. 以專利申請案件及專利侵權訴訟案件為例，說明專利撰寫之思考；2. 商

標基礎概念與案例介紹。朱老師舉出幾個在專利申請時的實際案例，讓同學們去

思考在申請專利時可能會碰到的問題，以及透過實例解釋專利侵權的範圍與情

況等。演講中老師再加強商標申請與基礎概念，除了該如何申請，也分享了數種

不同的案例，以及比較特別的案例，讓同學們了解在申請商標時該注意的事項與

申請種類，並且透過申請商標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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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英文職場系列講座 

讓英文能力為未來就業加分! 

外語教學中心 楊捷閔老師撰 

為了讓學生了解現今企業對員工英語能力的要求，並使學生體認英語在職場

上的重要性，外語教學中心特別邀請業師辦理了一系列的職場英文演講。分享主

題包含了職場英文談判、學習職場英文工具與技巧分享、撰寫英語履歷等。 

首場 11 月 18 日系列講座為國際企業職場英文談判。講者針對現今的企業組

織與經濟模組做了一番介紹，強調溝通在企業文化的重要性。講者以知名企業

IKEA 為例，說明有效的溝通對整個產業鏈的影響，讓學生了解到如何運用溝通

談判來達到雙贏。 

11 月 20 日的場次為職場英語學習工具與技巧分享。在演說中，講者對一般

英文和職場英文的差別給予深入的剖析，並建議同學可以應用史嘉琳教授 

(Karen Chung) 所創的「回音法」（Echo Method）來加強聽力，慢慢地學習模仿

由聽轉說，進而提升口說能力和強化英語表達。 此外，講者也推薦了一些提升

職場英文的網站例如:YouGlish、 ParrotTalks 、Chrome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和 

British council business English 等;建議學生規劃時間，運用線上免費資源學習來

增進聽說讀寫的技巧，加強職場英語實力，為畢業後進入職場做準備，成為具備

中英雙語的職場新鮮人。 

11 月 22 日的演講主題為英文履歷撰寫之準備方法與技巧。講者闡述了台灣

人常犯的英文履歷錯誤，並給予建議和修正。此外，講者也提供了相關網站和履

歷範例讓初學者參考，協助奠定英語履歷撰寫基礎。 

此一系列的演講學生反應熱烈，參加人數達 1200 人次。期盼此次演講能讓

學生學習職場英語相關之語言知識與技能，以因應全球化和 2030 台灣雙語國家

政策所帶來的挑戰。 

  

圖一、二：11/18國際企業職場英文談判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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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四：11/20如何有效的學習職場英語：學習工具與技巧分析講座 

  

圖五、六：11/22撰寫英文履歷英語面試及英語簡報之準備方法與技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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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八：11/28想要快速跨越多益900分門檻嗎?講座 

  

圖九、十：11/29 用英語翻轉職場力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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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能力大進擊! 

應用日語學分學程-日語會話期末學習發表 

外語教學中心 張雪玉老師撰 

「日語會話」課中常發現同學們光是唸都結巴了，更何況要「對話」。有鑑

於此，給同學們些許的「壓力」從中發掘其「潛力」讓大家找到學習的喜悅及自

信是該門課程的終極目標。 

「會話」班的同學們來自各科系、所以一開始就讓同學們自我介紹並給予好

記的「日本名字」認識彼此。課程中，配合時令例中秋賞月的話題，秋天、顏色、

蔬菜、水果、不同場面、不同對象人物的對話…每週至少一個主題。同學們記的

單字量過少是「會話」的最大挫折，但還是要讓同學們跨出下述 2 大步驟。 

1. 「開口」 

即便是隻字片語，敢開口就跨出「溝通」的第一步 

2. 修正 

包括發音、語言的生命力(喜、怒、哀、樂、驚奇…話中的感情表達) 

另外，相較於其它語言，日語的對話因要視場合(正式、非正式)，對象人物

(家人、親朋、好友、上司、客戶、熟悉程度…)而決定用語，如果同學們只從電

視、媒體、YouTube 上跟著說從容易只學到些不雅的用語而不自知，並間接影響

了自己的人際關係，這也是為什麼要到課堂上學習的最大原因。千萬不要被日本

人口頭上的稱讚而自我感覺良好，要記住日本人是不輕易說出內心話的。 

為了讓同學在會話課中學到適所適人的日語，我們在 12/17 及 12/24 兩次上

課中由同學們各司其役，完整的呈現一個學期所學，同學們在發表過程中從主持

人到每人所擔當的角色都能以流暢的日語表達，充分地展現每個人的潛力，經過

這項學習發表，同學們都表示受益良多，對於說日語更有信心。 

  不久前原日本桌球國手在北京受訪時被問到中文流利的原因，她說最主要的

是不怕錯誤，不斷的開口及修正。這也是學習日語的不二法門。 

以下所附資料及照片為 12/17 及 12/24 學習發表會的大致內容及部分照片供

參考。參考影片網址如連結所示：炭坑節舞影片 

 

「日本語会話」クラス学習発表会    司会：ともこさん、かずこさん 

前半：2019/12/17（火） 時間：13:00～15:00  場所：人 405 教室にて 

 

プログラム 

① 先生から一言 

② 始めの言葉（ふさこ） 

file:///C:/Users/jack/Desktop/舞炭坑節影片.MOV
file:///C:/Users/jack/Desktop/舞炭坑節影片.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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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一学期の歩み（なりこ） 

④ 自己紹介（あきこ、れいこ、しよ、なつこ、しなこ、しゅう、まさる） 

⑤ 台湾の中秋節について（ゆうこ∕しずか）（よしこ∕のぞみ） 

⑥ 中秋の名月 「月」の歌を歌う 

 （けいとう、なりこ、ふさこ、けん、ひとし、ゆくい等 6人） 

⑦ 「アクセント」「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プロミネンス」について（司会） 

⑧ 早口言葉（さとし、けん、いえひろ） 

⑨ 「さ•し•す•せ•そ」会話 （のりこ∕みつこ） 

⑩ 色の話題 （司会） ※「どんな色が好き」を歌う （6人） 

⑪ 『浦島太郎』※気持ちを込めて読む（たかこ∕のりお）（しゅんすけ∕しょう） 

⑫ 『浦島太郎』を歌で表現する（全員） 

⑬ 果物の話題 （うめこ∕あやこ）（さちこ∕きみこ） 

 
 

「日本語会話」クラス学習発表会    司会：しゅんすけ君、つよし君 

後半：2019/12/24（火）  時間：13:00～15:00  場所：人 405 教室にて 
 

プログラム 

⑭ 秋の話題（けいこ∕ひめこ）（はるこ∕みやび） 

⑮ 『炭坑節』を踊る（かずこ∕ともこ∕しずか∕あやこ∕うめこ∕ひとし…等） 

⑯ 野菜の話題（まさこ∕エリン）（ジュリア∕のぶこ） 

⑰ 同僚間の会話（めぐみ∕やすこ）（ひとし∕ひかる） 

⑱ 買い物Ⅰ（あきら∕ゆかり）（たけし∕いえひろ） 

⑲ 買い物Ⅱ （つかさ∕けいとう）（たかこ∕ひろこ） 

⑳ 家族間の会話（ゆくい∕まこ）（まゆこ∕みぎお） 

㉑メリークリスマス ※「ジングルベル」を歌う（全員） 

㉒乾杯音頭 （ひかる） 

㉓ ご歓談の時間 

㉔ 1 学期の感想そして 2 学期への期待 （かずこ） 

㉕ 終わりの言葉（いさお） 

㉖ 「ありがとう•さようなら」を歌う （全員） 
 

✿ また 2 学期 （2020 年）  

❀ 良いお年をお迎え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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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2/17 主持人 圖二：12/24 主持人 

 
 

圖三：12/17 全體合照 圖四：12/24 全體合照 

  

圖五：乾杯 1 圖六：乾杯 2 

  

圖七：炭坑節舞 1 圖八：炭坑節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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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日語急口令 圖十：⑨贏得好感的對話 

  

圖十一：夫妻間對話 圖十二：客人與店員的對話 

 
 

圖十三：購物對話 1 圖十四：購物對話 2 

  

圖十五：秋天話題 圖十六：水果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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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同事間對話 圖十八：舉杯慶祝 

  

圖十九：唱日語月亮歌 圖二十：發表後的輕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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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日籍教授出席本校 2019 佛學研討會 

本校商學院簡副院長士超擔任社長之「教職員工佛學社」，與本中心副教授
黃煇慶擔任理事長之「台中市嗣雍齋國學研究社」，援例兩年舉辦一次之「2019

年佛學與人生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本校商學院鄭保村教授精心策畫下，如期於
12 月 8 日召開。除首請釋見達法師蒞臨專題演講外，並進行六場共 20 篇論文之
報告研討。此次本中心黃老師特別邀請到曾經參訪過本校之三位日本籍教授，再
度蒞校發表論文或協助中日文即席翻譯。分別是日本國立宇都宮大學松金公正
教授、國立千葉大學榊原健一教授以及私立神田外語大學吉永耕介教授。該三位
日籍教授皆曾在日接待過本校所籌組日本研習團，故與簡副院長及本中心黃老
師舊識，老友在台相見，談話分外投機熱烈。 

 
(左起)松金教授、戴教授、李前副校長、黃老師、榊原教授、吉永教授、簡副院長 

 
與會者合影(攝於第六國際會議廳) 

 
英國籍世友居士報告復興印度佛教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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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黃老師主持日文組的論文研討會 

第四場研討會輪由日籍教授論文發表，請前派駐日本資深外交官的本中心
黃煇慶老師主持。先由日本國立千葉大學榊原健一教授報告「競争均衡の儒教的
意味—公理論的アプローチ—」，榊原教授係留美經濟學博士，以交雜英日語進
行，再由華裔之神田外語大學吉永教授協助翻譯，從日本神道義理論儒家、佛家
的經濟觀點。隨後國立宇都宮大學松金公正教授則以「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真
言宗の布教方針の転換と在来寺廟」為題，報告台灣於日治時期佛教真言宗派的
傳教分針語改變。因松金教授曾服務過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故直接以
華語發表。由於內容涉及中華儒家、印度佛家及日本神道的思想，讓人聞之感覺
新穎，致發表者與聽講者互動頻繁，效果甚佳。 

 
(左起) 松金公正教授、黃煇慶老師、吉永耕介教授、榊原健一教授 

 
松金公正教授(右)報告 

 
榊原健一教授(右)發表、吉永耕介教授(左)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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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都宮大學松金公正教授帶來的驚喜 

日本國立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松金公正教授頃於 2019 年 8 月率學生一行十
餘人來台研習華語並蒞臨本校參訪。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特偕同國貿系陳開威
等三位選修黃老師「商用日語」課程的同學一起接待，並招待逢甲夜市牛肉麵及
豆花等傳統美食。餐敘席間，雙方同學們一面享用牛肉麵美食、一面以日、華語
交雜對談，甚是融洽歡樂。他們返日後，特以感謝信函，委託松金教授此行來校
時轉交。當本中心黃老師一一展開從異國大學生來的信箋時，所見全係親筆書稿，
而字行間顯露當時來訪後之溫馨感謝、令人美好懷念等訊息；致讀來甚感親切，令人感
動，閱來特有意義。 

 
(左起) 吉永教授、黃老師、榊原教授、松金教授、應數系陳開威同學 

 
黃煇慶老師(左)、松金公正教授(右) 

 
宇都宮大學給黃老師的信之一 

 
宇都宮大學給黃老師的信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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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仙台市泉松陵高校再度來訪 

位於日本東北仙台市之宮城縣立泉松陵高校主幹教諭大內昭浩與該校教師
早坂秀明及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准教授高間章，於上(2019)年 12 月 13 日再度來校
參訪，藉詳以規劃未來該校來台修學旅行並訪本校之參考。本校招生處李威儀秘
書特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偕同仙台市出身之本校合經系青木香澄、外文系齋
藤理惠瑠二位日籍女留學生共同接待導覽。黃老師除表歡迎並簡介本校最新教
學狀況外，陪同拜會本校王葳教務長及參觀國內首創大一不分系教學(PMP)教室，
大內教諭等訪賓均表印象甚佳，期待未來能實現雙方交流行動。 

 
大內昭浩教諭(右三)等一行拜會王葳教務長(右四) 

 
大內昭浩教諭(右四)等一行參訪本校大一不分系教學(PMP) 

 
大內昭浩教諭(前排左一)等一行參訪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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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台灣教育中心高中生研修團蒞校參訪 

由我教育部支援成立之「日本台灣教育中心」所籌組的「高中生研修團」一
行 10 人，由日本關西大學吉崎誠教授率領，於上(2019)年 12 月 24 日來校參訪。
本校招生處王柏婷老師、李威儀秘書爰委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偕包含三位日
籍留學生選修或旁聽黃老師在外語中心所開設日文(二)課程約 20 名學員共同接
待，並導覽校園。行前，黃老師發現團員名單中包含一位就讀橫濱中華學院高中
二年級林祖雲同學，經與該學院馮彥國校長聯繫後，確係該橫濱華僑校在學同學，
馮校長並囑請黃老師屆時惠予關照。參觀相關教學設施後，黃老師即簡介本校，
並陪同一行參觀訪團表有興趣且為國內首創之大一不分系教學(PMP)教室。訪賓
與本校同學相談甚歡，席間橫濱僑校林祖雲同學更與黃老師相見歡，表示已對本
校教學環境留下美好印象。 

 
雙方合影(攝於人言創新中心一樓) 

 
黃煇慶老師簡介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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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本校大一不分系學程(PMP) 

 
雙方合影(攝於學思園)  

 
(左)黃老師、(右)林祖雲同學 

 
合影於圖書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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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久米崇聖會青少年海外研修團來校 

(12 月 26 日、本中心翟主任歡迎久米崇聖會青少年訪團一行) 

源於明朝冊封當時琉球王朝並派遣福建「閩人三十六姓」前往協助建立典
章制度，後由子孫所創設法人組織「久米崇聖會」，已逾百年歷史。曾多次蒞
校，並於兩年前協助安排本校管樂團赴沖繩訪演的該崇聖會國吉克哉理事長，
為強雙方交流，特率含國中、高中、大學共九名該會青少年學子，於(2019

年)12 月 26 日專程來校研習。本中心翟本瑞主任特偕前奉外交部派駐琉球代表
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及招生處王柏婷老師接見，除表歡迎之意外，並贈每位
團員台中名產太陽餅。翟主任提及，琉球沖繩乃台灣最近鄰國，本校且頃於年
初(2019 年 3 月)與國立琉球大學結盟。期望未來能透經與歷史悠久的該崇聖會
往來，深耕雙方國際友誼。隨後訪團即分兩組，與包含數位日籍留學生選修黃
煇慶老師所開設「商用日文」及「日語會話」等課程約 20 名學生進行座談。
青年學子同席，熱情洋溢，雙方相談熱烈。 

 
本中心翟本瑞主任致歡迎詞(前立左)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簡介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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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國吉克哉理事長、翟本瑞主任、黃煇慶老師 

 
翟主任贈送每位訪賓一盒台中太陽餅 

 
雙方座談情況之一 

 
雙方合影(攝於人言創新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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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吉理事長致詞(前立者左一) 

 
黃老師簡介本校 

 
雙方座談情形之二 

 
雙方座談情形之三 

(12 月 27 日上午、年輕人追求新時代的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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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開始按表操課，首於外語中心一樓 Ez Café 講堂，由王惠鈴老師
開啟桌遊課程，王老師先帶領練習華語基本會話與桌遊積分方法。蓋近年來桌遊
在台灣掀起一股潮流，相關廠商已陸續推出多款熱門作品，本校附近也開張多家
實體專門店，吸引國際眾多喜好者一起共襄盛舉。話頭一開即已備受大家好奇，
等樸克牌等多樣道具上桌後，即引發大家驚呼，立刻迫不及待地上陣較勁，顯出
新時代桌遊的魅力。遊戲間，在王老師指導下，歡笑聲及尖叫聲充滿教室，與助
教們不分國度，充分昇華年輕人的活力與精力，真是熱情人間。 

 
桌遊課程王惠鈴老師(右立者)講解遊戲規則 

 
桌遊活動課程歡樂情景之一 

 
桌遊活動課程歡樂情景之二 

(12 月 27 日下午、參訪臺中國家歌劇院及遠東國際商銀朝富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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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乃排校外活動，首先參訪國際著名的臺中國家歌劇院。該歌劇院
為曾獲得普立茲克獎的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所設計，本校經管院吳春山校友所
經營麗明營造所負責建築。擁有大劇院、中劇院、小劇場以及一個戶外劇場，另
有餐飲空間與空中花園的國家級劇院。崇聖會學員們見面前打破傳統音樂廳穩
定、封閉的結構，呈現幾乎全由曲牆構成流動空間，能自由地舉辦各種活動的歌
劇院所深深吸引，短時間內即感受到一場巧妙的歌劇旅程，豐富人生。 

行程接續參訪甫於上(2019 年 11)月中旬開幕、本校 EMBA 95 高階班魏行健
校友擔任經理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朝富分行。該分行如同臺中國家歌劇院，內部
建築與裝潢打破傳統銀行的制式格局，改變展現人文溫度，化身為大眾可以樂享
生活故事的嶄新風貌。對此，魏校友經理除將分行創新規畫「樂活空間」及「藝
文沙龍區」，並已向台中市文化局申設為「藝術亮點單位」，不定期辦理藝文樂
活講座，展出在地藝術家、收藏家的創作，免費策展參觀。魏校友經理並將該銀
行印製珍貴限量版新年度的精美月曆贈送部分團員，還招待全體人員享用春水
堂之「珍珠奶茶」飲料，讓大家欣喜，享受魏校友所接待的臺灣美味與樂活時光。 

 
攝於臺中國家歌劇院前 

 
(左起)松永理事、魏行健校友、國吉理事長、黃老師、郭明鴻博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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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遠東國際商銀朝富分行之一 

 
魏行健校友經理(左)簡介該分行情形之一 

 
全員攝於遠東國際商銀朝富分行 

 
魏行健校友經理(左)贈送新年月曆 

 
魏行健校友經理(右)贈送新年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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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行健經理校友(左)簡介該分行情形之二 

 
訪團學員提問 

 
魏行健經理校友(左)簡介該分行情形之三 

(12 月 27 日下午、新社採芭樂後享受胡明月山房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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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王葳教務長為表重視該青少年專程跨海來校研習，特於今午蒞臨
EMBA 魏行健校友所擔任經理的遠東國際商銀朝富分行會合，一起搭專車前往
台中市新社區，展開上山採果之旅。一行抵達由本校 EMBA 高階洪添助校友所
經營之「恩地露營區」後，洪校友即帶領實地走訪露營區及種植芭樂鮮果園區。
芭樂，日語稱「ザクロ（石榴）」，惟日本不產，但因口感清脆美味，備受來台旅
遊日本人的喜好。至恩地之名，則相傳當年整地時，一群台中曉明女中的修女恰
巧路過，發覺該地美好，乃上帝恩賜寶地，故命名「恩地」。地主洪添助校友也
喜好油畫，頃於上(2019)年 10 月在本中心文創園地舉辦個展，獲得頗高之評價，
可謂風雅之士。該團中很多學員或訪賓乃第一次看到芭樂果樹，甚感新鮮驚奇，
又因親手採摘，忍不住即開口嘗鮮。洪校友表示，該營區鮮果均無農藥有機栽培，
採後可安心食用。大家興高采烈地於園中尋找目標，倘發現大顆成熟的芭樂即抬
手採下，高興地向同伴炫耀，看此風景，真如快樂小天使。久米崇聖會國吉理事
長、松永理事等訪賓則向王教務長感謝安排此次特別行程。大家於採芭樂後，轉
往附近著名客家料理「胡明月山房」享用晚餐。前琉球台商會長新垣旬子僑務委
員在台親友李國都先生，也特來陪同餐敘，相見甚歡。 

 
王葳教務長(前坐左二)等攝於台中新社恩地露營區 

 
學員採芭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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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恩地露營區漫步之一 

 
新社恩地露營區漫步之二 

 
學員採芭樂之二 

 
學員採芭樂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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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地營區主人洪添助校友(右立者)領導乾杯 

 
(左起)李國都先生、國吉克哉理事長、黃煇慶老師、松永力也理事 

 
王葳教務長(右二立者)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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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第三天上午中國結及剪紙) 

最後一場課程乃安排由本校林欣慧老師教導中國節與剪紙技巧，材料色彩
則選用代表吉祥、歡樂的紅色絲帶與剪紙。林老師首先示範使用紅色絲帶，一步
一步編織成各式各樣的中國結。其次，再利用紅色四方紙，先畫樣再剪成代表新
年吉利的「春」及「雙喜」字。雖係首度挑戰的課程，然學員們均在林老師之帶
領下，一一完成編織中國結及剪紙，並即展示作品。真又一場展現青春活力與充
滿新春喜氣的課程，領隊國吉理事長及全體學員們均表感謝本中心黃煇慶老師
的接待與本校精心安排的研習課程。 

 
林欣慧老師(前寫白板者)現身說法教導學習中國結及剪紙 

 
課程結束後攝於學思園 

 
學員展示成果 

 
學員熱烈學習製作中國結及剪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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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系「商用日文」課程體驗餐敘禮節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在國貿系所開設「商用日文」課程，迄已推薦多名校友

赴日留學或受聘僱在日系企業就職。黃老師除摘錄日本經濟新聞最新報導為教
材，並選用日本知名企業家稻盛和夫的最新著作為教科書，採中日文對照說明；
又因本學期有六名日籍留學生選修本課程，對增進同儕間認識日本及文化交流
確有效果。由於黃老師前係駐日本資深外交官，經常強調餐飲禮節的重要性。爰
於上(2019)年 12 月 17 日課後，前往校旁餐廳晚餐敘，藉以實地講解日本餐飲禮
節，使大家更了解日本飲食禮儀在聚會或餐會上的重要性。 

 
請班上日籍同學開動前領導乾杯（かんぱい） 

 
全體師生合影 

 
請班上日籍同學致閉會辭(中締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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