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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大一英文線上重補修選課系統 上線啦!!! 

大一英文課程重補修選課方式自 107 學年度改變囉，請需要重補修的同學
要特別留意啦! 

從 107 學年度開始，大一英文重補修選課改在「大一英文線上重補修選課
系統」上預約選課。免去同學每學期期初現場排隊選課，加上由資訊處協助，
也能有英文能力分班的機制，轉學的同學還可上傳轉學考英文成績，並且自動
分級，這樣的設計讓同學們在家也可以選課喔! 

以下為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重要的選課資訊，請重補修同學特別留意相關
時程與步驟唷： 

一、 選課時間：以下三階段每日早上 10 點到下午 4 點。 

 階段一：108 年 8 月 27 日至 108 年 8 月 29 日 

 階段二：108 年 9 月 2 日至 108 年 9 月 6 日 

 階段三：108 年 9 月 9 日至 108 年 9 月 13 日 

※應屆畢業生、延修生、國貿全英大三生、復學生請於註冊課務組公告之 

  現場加退選時間內至外語教學中心選課。 

二、 選課路徑： 

MyFcu→NID 登入→課程學習→修課服務→大一英文線上重補修選課系統 

三、操作說明： 

1. 線上預約系統與成績審核機制同時進行。 

2. 重修生：依過去修習級數選課。 

3. 復學生(補修生)：依過去修習級數選課。 

4. 轉學生：依轉學考英文成績判定級數，請如實上傳轉學考英文成績。 

5. 已有英語檢定成績者(以取得成績兩年內為限)，無須再考線上測驗，將成績
單電子檔上傳(JPG 或 PDF)並查詢分級對照表後即可預約選課。 

6. 無英文成績者：請點選以下「OOPT 英語適性測驗」連結進行測驗，完成
線上考試後，請上傳成績截圖(JPG 或 PDF)並依照分級對照表選取對應級數
即可依照課表空堂預約選課。 

四、依志願序選課： 

    填寫完級數後，請依照課表上空堂的時段選課，若課程時段衝堂則一定不 

    會選上課程。 

五、選課公告： 

    大一英文線上預約選課系統開放時間中每日下午 5 點公告，若有選上，課 

    程將會直接顯示在課表上。 

六、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外語教學中心(04-24517250 轉 5881)或洽課務助教 

盧小姐(分機 5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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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大一英文線上重補修選課系統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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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上學期微學分課程開始報名了 
108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即將於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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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極具競爭力的生醫

科技系列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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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才，更要有好履歷！｣、｢團隊組建與溝通｣、｢WBS 工作分解

術讓你的專案管理更加得心應手｣、｢大學生必修，簡報能力大提升｣、｢創業技能

養成｣、｢如何規劃有效的工作與時間管理｣、｢生活美學系列課程｣、｢生活時尚系

列課程｣、｢網紅經濟系列課程｣、｢物聯網程式設計｣、｢食農教育系列課程｣、｢企

劃實撰力｣、｢桌遊與團體動能活動設計｣、「投資風險與獲利的距離」、「中醫學與

生活系列」、「生醫科技導讀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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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課程介紹可參考通識教育中心網站 https://goo.gl/KCH8jF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s://goo.gl/KCH8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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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10/21 課程，更多課程陸續增加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9/20(五) 

13:10-17:00 

ma0017 0.2 學分生活美學-花染畫(吳宇珞) 創客小教室 

mc0058 0.2 學分玩黏土學敏捷管理(張志昇) 人 204 

09/23(一) 

13:10-17:00 

mt0001 0.2 學分生活時尚-深層清潔與日常保養(林幸宜) 人 204 

mc0052 
0.2 學分是人才，更要有好履歷！(劉漢民) 

※”必須”準備一份紙本履歷表 
通識沙龍 

mc0055 0.2 學分淺談團隊組建與溝通(張峰睿) 人 203 

09/27(五) 

13:10-17:00 

mc0059 0.2學分WBS工作分解術讓你的專案管理更加得心應手(張志昇) 人 204 

mc0008 0.2 學分大學生必修，簡報能力大提升 (郭培聖) 資電 B15 

mt0090 0.2學分生活時尚-文青手作皮革(1)質感手作皮革名片夾(羅筱綾) 創客教室 

ma0018 0.2 學分生活美學-果凍花(吳宇珞) 通識沙龍 

0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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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t0086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 A-跑馬燈、感應控制

(陳金風) 
資電 B15 

10/04(五) 

13:10-17:00 

mc0060 0.2 學分遊戲化課程初探-原來學習可以這麼有趣(林同亮) 人 204 

mt0083 0.2 學分使用 Office365 快速完成專業質感簡報(張志昇) 資電 B15 

mc0056 0.2 學分淺談如何規劃有效的工作與時間管理(張峰睿) 人 B116A 

10/07(一) 

13:10-17:00 

mt0003 0.2 學分生活時尚-彩妝基礎打底與修飾(林幸宜) 人 204 

mc0053 0.2 學分職場溝通力(莊閔越) 人 203 

mt0087 
0.2 學分物聯網程式設計~學 Python 玩創客 B-霹靂燈、蜂鳴器(陳

金風) 
資電 B15 

10/14(一) 

13:10-17:00 

mt0008 0.2 學分生活時尚~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人 204 

mc0054 0.2 學分企劃實撰力(莊閔越) 人 203 

10/18(五) 

13:10-17:00 

ma0013 0.2 學分生活美學-指尖上的粉彩(吳宇珞) 創客小教室 

mi0018 0.2 學分網紅經濟系列~鋼琴彈唱/伴奏系統教學(莊慧淨) 人 203 

mc0061 
0.2 學分學會 ERP 企業資源整合系統，讓您擁有就業的門票(張

志昇) 
人 B116A 

10/21(一) 

13:10-17:00 

mt0006 0.2 學分生活時尚-日韓妝(林幸宜) 人 204 

mc0037 0.2 學分企劃與簡報技巧演練(莊閔越) 人 203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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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無阻的熱血－ 

東勢捎來的三日密集邀約 
連日豪雨，滋養了東勢的每一吋土地，吸飽了雨水的土壤，長成了蓊鬱茂密

的雜草林，讓人稍嫌寸步難行。早晨透著一道放晴的曙光，看著天氣漸好，賴副

教授奇厚帶著兩位助理驅車前往石岡、東勢巡視場域狀況，這看似晴朗實則陰晴

不定的天氣，為連續三日（08/20 星期二至 08/22 星期四）的東勢密集接觸埋下

一個伏筆。 

看著「天穿茶驛」被雜草繁盛的生命力淹沒成一片幾近荒煙蔓草，我們租賃

了一臺電動割草機前來支援，誰知道那透著清光的雲間，轉瞬成密佈的烏雲一片，

讓我們只能苦似地欣賞著這自然的雨點交響樂，相約明日再見。然而，對於醱酵

槽的照料，就不是如同割草是可以延期再議的，就算冒著風雨也要餵飽槽體裡的

菌種一家，醱酵槽也被雨水壓得有點喘不過氣，深怕太沉重的壓力會讓緊挨著水

面的沼氣袋破裂，導致槽體受損，所以趕忙將滿溢的雨水舀出去。 

隔日一早，急忙趕著太陽仍高掛的晴天，終於將那狂亂的雜草林修剪成儼如

整形前、後的對比照，所幸天公作美，又有當地的居民協助我們摸索割草機的使

用，才順利的完成這項任務。 

我想，或許是前面二日的堅持不懈，上天許我們一個晴朗的大好天，也或許

是因為有陳副教授淑慧與助理的同行，加上振東柑園幸福橘子的熱情款待，才讓

好天氣持續了下來，雖說是討論工作坊的辦理與醱酵槽維運狀況等話題，但是這

畫面就有如許久不見的好友在談笑風生之間；回程途中到老圳去採集了水質檢

驗樣品，偶然在繞錯路的蜿蜒山林間發現正在焚燒的梨與衍生廢棄物，東勢是以

嫁接高接梨為聞名，但產生的落果、梨梗、套袋、絕緣膠帶及鐵絲等廢棄物卻沒

有妥善處理，使用露天焚燒的方式不僅造成土地及空氣的污染，也讓廢棄物無法

進入下一個循環裡，好在我們認識了「果本山農組合」，使用可自然分解的生物

性石蠟膠膜，相信梨產業有這樣使用友善農資材的夥伴，一定能帶領東勢走向更

好、更晴朗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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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石岡區場域美麗的有機農場巡視 

醱酵槽狀況。 

天穿茶驛場域周邊居民協助瞭解電動割草

機之使用及構造。 

  
被連日雨水滋養的土地長滿了雜草， 

是一場割草機與雜草搏鬥後的整形前、整形後對比照。 

  
前往振東柑園幸福橘子巡視醱酵槽狀況，好客的趙媽媽拿出大餅來與大家分享， 

互動的談笑聲此起彼落。 



逢甲通識通訊(第 50 期)2019/9/1  8 

 

 

 

  

  
定期追蹤進行水質檢測，並採樣進行檢驗－老圳。 

  
梨的衍生廢棄物被露天隨意焚燒。 希望東勢美麗的天空能不被焚燒的濃煙汙

染原先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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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上學生自主【歌舞劇實務】課程 
108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專題課程，這次由同學們自主發起的課程【歌舞劇實

務】邀你一同參與、演出！改編自「悲慘世界」與電視劇「傾城之戀」的校園青

春歌舞劇，會帶來什麼樣的故事?故事中又有產生什麼樣的校園革命呢? 

喜歡看歌舞劇的同學們，想知道一部歌舞劇如何從無到有嗎？不管你是喜

歡唱歌、跳舞，或著你想學習導演、排舞、編曲......。歡迎加入！一起從台下的

觀眾變身到在舞台上的演員發光發熱吧！完成站在舞台上的夢想。  

108 學年度上學期【歌舞劇實務】課程說明會！  

本課程為同學自主申請開課的通識專題課程 (屬於通識統合類 2 學分課程) 

課程時間：週三晚上 19.10（第 12 節）為上課時間 (欲了解更多課程資訊，請一

定要參加本次課程說明會喔)  

說明會時間：108 年 09 月 11 日(三)19:10 開始  

說明會地點：通識沙龍(人言大樓 10 樓)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來參加了解! 

由申請多次學生自主課程的曾勇翰同學，108 年 09 月 11 日(三)中午 12:00，於

通識沙龍分享自主開課的心得、感想、成長與成就感，以及箇中的酸甜苦辣，藉

由自己的體驗告訴大家【我的課程，我自組！】。自己想要學什麼，不要等，做

自己學習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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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潘才學 

我在 7 月 10 日收到人資處正式通知「通過升等副教授」時，內心除了振奮
與壓力瞬間釋放之外，隨之興起的是感恩的心，感謝一路上受到許多師長、朋友、
家人等貴人的相助與支持。 

回想 2010 年前我已歷經多次博士甄試失敗，但自從聽到日常師父的開示自
嘲是「常敗將軍」時，再度啟發了我的鬥志–攻讀博士學位，想在平凡的人生中
做出不平凡的事。當我考取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
班，那一刻是帶著些許浪漫的憧憬，但現實的處境是除了擔任老師的角色又多了
學生的身分。我除了教學之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在博士班備課、趕報告，
像個陀螺似的不停地轉動。面對博士生資格考前，我得像大學生般的整理考試筆
記、演算統計公式，才有能力應付 3-4 小時的筆戰。此外還要參加研討會論文發
表，期刊論文也在退稿與修改之間擺盪，經歷一段很痛苦的煎熬，但每遇到一道
關卡，就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潛能，覺得自己真是不簡單，離畢業又更近了一步。
然而接下來的挑戰並未停歇，為了第一階段博論口試，指導教授一次又一次的緊
迫盯人，從題目訂定、修改文獻到確定研究方法，浪漫情懷逐漸被焦慮、失落與
無力感消磨殆盡，但拭去淚水之後，仍須鼓起再戰的勇氣與雄心鬥志。每次提筆
撰寫之前，都在挑戰自己思緒的盲點，反覆思考指導教授的建議，就像是剝洋蔥
般的辛辣刺鼻。在通過第一階段博論口試之後，除了敲定題目為「大學生性平意
識與性平教育實施知覺研究－以某國立大學為例」之外，還要專注在口試委員的
建議，依其指示閱讀相關文獻不斷的修改缺失，以達到邏輯架構的完整性；又為
了內容的充實性以符合信雅達的要求，請來第三者以素人的身分幫忙修改文意。
我將上述的貴人視為一盞明燈，在治學與做人方面對我助益良多，帶領我找到完
成博論的出口。這個人生轉捩點真是難得的經驗，正如唐朝黃蘖禪師《上堂開示
頌》的詩句，「塵勞回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
撲鼻香。」 

在耳順之年，除了學術研究小有成績之外，我認為最大的收穫是挑戰自我的
習性。在這條學習道路上遇到的困難不知凡幾，內心常出現「別人都是在挑我的
毛病」，而使自己陷入苦惱之中。然而在思惟佛家語「從無明之中離苦得樂」這
句話，就是要具有與煩惱戰鬥的精神，才能從谷底爬出。每次我都鼓勵自己從習
得新知，以解決研究的問題，這才逐漸感受到如實的學習樂趣。現在回想起來，
自己走過這一遭，多虧鞭策自己與日常師父「永不放棄」的精神相應，面對他人
的評論，不但要「觀功念恩」，還要避免「觀過念怨」。 

在此，我想要分享在準備升等過程中的一些事項，提供升等教師參考： 

一、 留意並配合升等作業的方式與時程。 

二、 向有升等經驗的同事討論升等相關事宜。 

三、 教學、研究、服務、輔導資料要儘早蒐集並隨時更新，平時就要熟悉電
腦操作系統及軟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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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校內教師升等教學與輔導、研究、服務項目評分表，除了必須滿足
基本項目外，還須留意加分項目及卓越項目，選擇符合自己能力的項目
持續參與，一方面貢獻個人專業從中獲得肯定，一方面有助於升等資料
內容的完整與充實。 

五、 前述資料要保留校內外聘書、邀請函、照片等做為佐證資料。 

六、 關於著作發表必須留意教育部或科技部對於違反學術倫理的相關規定，
避免有抄襲、自我抄襲、引用他人著作或圖表未註明出處、刊登假期刊
等情事發生。 

最後，要為自己訂定升等目標，對學校的認同感，盡個人之力協助師生成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畢業留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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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9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新生成長營 

讓國際生快速認識逢甲與台灣環境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第三屆新生即將入學，自 8/31(六)起 PMP 學

生將陸續入住宿舍，延續去年精緻照顧期望能幫助國際生在課業、生活、文化等

輔導與適應，讓學生在逢甲有「家」的感覺。PMP BUDDIES 和學長姊積極投入

規劃，希望能讓新生們也能感受到當時他們受幫助的感覺。 

今年共招收 7 國 66 位國際生，本班保持「家族」的概念，每一位國際生都

有自己的家族，而這次的新生成長營更結合 CDIO 的概念，讓國際生們能獨立成

長，自己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目前 PMP BUDDIES 及 PMP 學長姊，已積極準

備國際生的接待工作、迎新活動與安排新學期的課業與生活輔導工作，自 9/2(一)

起 PMP 自辦新生訓練，首先將進行英語、華語及專業適應的測驗，以讓教師們

了解學生們的基礎能力，於 9/3(二)-9/5(四)則規劃新生成長營，讓國際生能快速

適應逢甲生活，且活動規劃針對去年執行成果進行調整，主題將調整為第一天著

重在認識逢甲校園與學習環境，本班綜合 2 年來國際生常遇到的問題，將問題

轉變成任務卡，分別為：認識學系、校園生活及課程學習，讓國際生們自行在校

園裡尋找解決方法；第二天則著重在生活日常，針對住宿生活、交通、飲食文化、

垃圾分類等進行認識，給予國際生美化校園垃圾環境的任務，為逢甲設計具美觀

及友善的環境；除此之外，為了讓國際生體驗台灣美食，第二天下午安排了「珍

珠奶茶 DIY」的活動，實際讓學生到飲料店學習店員買賣時的動作及華語，並針

對此實地觀察分析優缺點後，進行模擬販賣「珍珠奶茶」的活動，讓國際生能夠

學習點餐華語，更能從中觀察並發展具特色的台灣美食，而晚上則到逢甲夜市與

路人互動，國際生需用中文詢問路人「你推薦我吃什麼?」而吃到指定美食者即

為獲勝，為此亦能讓國際生與台灣更加近距離，也能讓國際生品嘗到逢甲美食。

第三天則讓學生認識本校社團，體驗大學生活，下午則讓國際生們藉著完成任務

的方式認識台中以及熟悉台中公車，學習如何使用台中公車 APP，讓國際生們

自己探索台中最吸引國際生的景點與最熱門的伴手禮等等，並拍照上傳記錄下

來，最終成果將於 9/9(一)發表，國際生們這三天迎新活動照片、影片及心得製

作成短片，並分享在 PMP 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相信本專班迎新的模式亦可帶

給國際生認識逢甲與熟悉環境有很大的幫助，也可以感受到學長姐帶給學生的

溫暖，亦讓此感動綿延不絕，持續傳承。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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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成全的出國夢 part1- 

在斐濟遇到的台灣味—駐斐濟技術團 
環科三乙 陳昱錞 

上大學之後，開始有給自己訂定每年需達成目標的習慣，而 20 歲這年，其

中一項人生清單就是我要出國！！我要靠自己，不拿家裡的錢去看看世界，為自

己開啟不一樣的人生道路，2018 年底時因為錯過了參加國際體驗的機會，並在

因緣際會之下知道了教育部的青年海外志工計畫，因此決定抓住機會，找了系上

的其他同學一起參加。在撰寫的兩個月過程中，非常的艱辛，不僅計畫書修改、

調整過多次，也在尋找可以合作的海外組織時被無情打槍，更慘的是剛好遭逢期

中考期間，但最驚險的是我們在計畫書繳交截止的前一天才收到合作組織同意

我們可以前往服務的回信，並於繳件的最後一天順利將計劃書寄出，在參加完教

育部的計畫徵選後才知道爭取計畫真的不容易，也學習到非常多。 

等待了一個多月的審查，非常開心的是我們通過教育部的肯定，通過審核入

選並獲得補助，但因為教育部給予的補助款項比預計的少非常多，導致團隊有部

分的夥伴都紛紛退出，差點面臨必須放棄計畫的窘境，但在不放棄的堅持與惠媖

學姐的幫忙之下，我們突破了困難，將順利執行計畫，前往斐濟做志工服務。 

《斐泥不可，炭求機會》是我們的計畫名稱，我們是以土壤科學為主軸組成

的服務隊，世界糧農組織（FAO）指出在以農業為主要生活方式的太平洋地區，

不良的林業和農業實踐是土地退化和侵蝕的主要原因，威脅著自然棲息地和多

樣性，同時減少對乾旱和洪水的自然緩衝。而斐濟近年的發展也以綠色農業為目

標，且他們的農耕技術還在發展中，並有他國在協助發展技術的，其中台灣國合

會的農業技術團也已在斐濟當地深耕輔導農民長達 40 年之久，影響當地許多，

故我們選定斐濟作為我們計畫執行地，並選擇和在當地以可持續農業和土壤再

生為宗旨的 TeiTeiTaveuni 組織合作，希望藉由有機肥及生物炭的推廣及實踐來

達到 SDGs 第 15 項陸地生態中第 3 子項目的土壤零劣化。 

我們於 8/16 出發，經過幾天的轉機，終於抵達斐濟了！我們第一站來到了

台灣國合會位於斐濟本島南部-Sigatoka 城市的駐斐濟技術團，參訪其中一個約

有 2 公頃大的示範農場，一進去農場的右手邊就看到一大片的芭樂樹，讓我們

想起前一天在超市買的超貴芭樂，一顆要價 130 塊！一問才知道可能就是來自

這個農場，難怪吃起來特別的有台灣味。 

這個場域主要由李泰昌團長和一位 Kevin 博士負責管理，他們會聘請一些當

地人來幫忙他們進行農場的工作和採收，而一些比較需要技術性的育種工作則

是親自進行，等到確定發展成熟便會交與當地農民來接手。另外，在農場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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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遇到了一位來自嘉義大學農場經營學系的大三學生，她透過申請來到斐濟技

術團實習一學期，非常佩服她選擇隻身到國外接受挑戰的勇氣，並與團長及博士

一起與當地人在進行火龍果選種扦插的工作。 

國合會以協助友好或開發中國家經濟、社會、人力資源發展、增進與其經濟

關係、提供遭受天然災害國家或國際難民人道協助為己任，並透過投資融資、技

術合作及國際教育訓練等方式在世界各地進行協助多年，對當地幫助很大也非

常有成效。而早期駐斐濟技術團專門協助斐濟甘蔗生產和製糖，約在 1998 年起

逐漸減少糖業專家技師，並慢慢增加農牧業專家技師，演變成現在以蔬果生產為

主的技術團，進行一些育種及示範種植還有幫忙產銷的工作，協助當地發展適合

的蔬果品種和出售種苗，也會不定期的舉辦免費的工作坊教授當地人種植方面

或育種等相關知識，如遇到願意學習的農民但人數不多的情況，甚至會開授一對

一教學，非常的用心。目前農民種植蔬菜技術已經成熟，因此現在以芭樂及火龍

果為主要推廣作物，所以在斐濟不僅可以吃到台灣蔬菜，還有台灣來的水果。 

一路上，團長與我們分享他在斐濟本島上觀察到的土壤情況與斐濟當地的

氣候降雨情況，因 Sigatoka 地理位置依著河谷，早年定期遭逢颱風經歷河水氾

濫，營養物質算豐富，更讓 Sigatoka 在斐濟有 bowlofvegetables 的美名。雖然技

術團們沒有針對土壤進行檢測過，但看著示範農場裡生長的芭樂碩大甜美，吃起

來還香甜噴汁；土壤色澤也呈棕偏黑，看起來應該很健康！ 

其餘正在進行的還有火龍果的選種育苗工作，火龍果因尚在試驗育種階段，

所以還沒有結果和進行販售，不過相信在 Kevin 博士的親自照顧下，未來在斐濟

的超市裡也能看到台灣的火龍果了！ 

最後特別感謝團長李泰昌先生親自帶我們參訪並介紹農場，讓我們學習到

很多東西，看到台灣人的技術在斐濟發光真的很感動！結束後還帶我們去吃了

當地好吃的印度咖哩，真的感受到台灣人滿滿的熱情，開啟了我們志工之旅美好

的啟程！ 

 

FaceBook 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703126513165556&id=100004046720346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703126513165556&id=10000404672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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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合會在斐濟的技術團據點參訪 

  

與當地的員工合影與交流 李團長親自跟我們介紹園區 

  

當地土壤顏色偏黑 當地農夫為下一期的蔬菜場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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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將著重在水果的推廣，博士親自照料火龍果的育種 

 

 
 

農場也有育種蔬菜包括玉米，當地農民也會跟技術團買種苗 

  

芭樂為目前重點推廣的水果之一，因為缺乏包裝材料因此用報紙代替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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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國際大學阿嘉講師蒞校發表論文 
日本沖繩國際大學總合文化學部英美語文學科講師阿嘉奈月女士

(Aka,Natsuki)為出席本校所主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8 月 8 日蒞校。琉球華僑
總會林前會長國源，為此特聯繫曾奉派駐琉球辦事處多年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
慶屆時協助。而黃老師恰也曾應聘在該沖繩國際大學經濟學部擔任兼任講師，且
該大學前校長大城保教授亦甫於去年三月率團來訪，出席本校經濟學系所主辦
之「2018 亞洲經濟國際學術研討會」，是以兩大學間可謂是淵源已久，友誼深厚。 

黃老師接待阿嘉講師導覽校園，當時天候雖受本年編號第九「利奇馬颱風」
的影響，然不減阿嘉講師暢遊興致，並驚訝本校學生數高達二萬餘人，是沖繩國
際大學的四倍，對本校相關教學設施甚表欽佩。由於此次係阿嘉講師首度來台，
是以凡關台灣的政經發展以及人文社會等現況資訊均表好奇，相談甚歡。當晚黃
老師特邀 EMBA 校友，並曾隨黃老師帶領研修團赴日各地參訪之洪添助夫婦、
郭明鴻博生陪同晚餐敘。席間，郭、洪兩校友詳加說明本校 EMBA 創設歷史及
發展績效，現已成為台灣中部企業之最愛，提升阿嘉講師對本校崇拜之心，交談
歡愉熱絡，黃老師等祝福阿嘉講師論文發表順利、旅途愉快。 

 
黃煇慶老師(左) 阿嘉奈月講師(右) 

 
黃煇慶老師(左) 阿嘉奈月講師(右) 

 
(右起)洪添助校友、阿嘉講師、郭明鴻博生；(左起)洪校友夫人、黃老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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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阿嘉講師返日前暢遊台北享受台灣美食並拜會外交部 

沖國大阿嘉奈月講師在本校所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後，翌(8/13)

日即轉往台北再返回日本。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特於台北高鐵車站迎接，並導覽漫
遊解說附近之博物館、臺大醫院、台北賓館、228 和平紀念公園以及總統府等名
勝。且就近往訪外交部，與曾派駐美日之外交部主計處專門委員粘金鐘、資深日
語翻譯官蘇定東等黃老師昔日同事茶敘，並請益台日交流等相關議題。由於大家
與阿嘉講師彼此間以英日語溝通無礙，相談甚歡。 

阿嘉講師與黃老師夫婦一行再於參訪中正紀念堂，瀏覽陳列展示後轉赴台
北世貿中心及 101 大樓。阿嘉講師甚稱讚世貿建築宏偉及 101 大樓的無限商機。
黃老師夫婦亦隨以鼎泰豐小籠包等著名美食招待，阿嘉講師每於享用之餘，均讚
不絕口，表示台灣首行，太棒了。 

 

(左起)粘金鐘專門委員、阿嘉奈月講師、黃煇慶老師、蘇定東資深翻譯官 
 

  

阿嘉講師(攝於總統府前凱道) 茶敘請益(攝於外交部一樓接待室) 

 
 

享用小籠包(攝於台北101鼎泰豐) 享用雪花冰(攝於台北車站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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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市東豐扶輪社演講台日關係 
由一群熱愛文創、食品、生技、旅遊等事業青年所結合而成的「台北市東豐

扶輪社」於 8 月 3 日舉辦例會，邀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出席，並以「慣看今天
的日本 笑談明日的台灣」為題進行演講。會議慣例由現任社長許志銘主持，並
由擔任節目主委之呂新發校友介紹黃老師。因巧同為本校統計系校友，氣氛益顯
親切溫馨。 

黃老師首先提及台灣由於歷史及地緣等因素，在生活上充滿日本味，尤
其在時尚流行與飲食起居等方面的日語廣被使用而掀起風潮，而赴日旅遊更是
台灣人近年來海外旅行的首選。依黃老師派駐日本各地約 20 年之見聞，我國人
赴日觀光，除有漢字之便外，也因日本人的一般信仰與台灣傳統儒釋道一家之文
化類似。所以常見旅日時也會參拜各地神宮、造訪名山古剎的行程規劃。另外，
日本拜祭祖先的信仰，更於每年「春分」、「秋分」前往寺廟參加法會超渡祭祖，
也正與我們「慎終追遠」的傳統習俗一致。所以觀之格外感覺熟悉親切。而戰後
台灣經濟的成長，也與日本經貿科技關係密切，部分產業可謂符合雁行經濟理論
的模型。因此從日本的經濟發展軌跡，可擇優作為台灣提升產業轉型參考。由於
演講精彩易懂，社友們會後紛紛繼續請益，甚有建議請黃老師帶團赴日經貿考察。 

 
許志銘社長(左)贈送黃煇慶老師(右)紀念品 

 
(左起)許社長、呂新發校友、黃老師 

 
黃煇慶老師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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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與日本宇都宮大學熱烈交流 
日本國立宇都宮大學松金公正教授，於 8 月 10 日再度帶領該校國際學部 16

名學生(包含越南、巴西籍留日學生各乙名)來台，參加臺灣師範大學暑期華語進
修班。由於松金教授曾在日本外務省相關機構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服務，故與前
任職外交部日本事務會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熟識，長久以來互動頻繁。松金教
授也多次率團蒞校參訪研修，而本校歷年 EMBA、商學院行銷系或金融碩博班
等系所籌組的海外教學日本研修團也必安排造訪該校，透經雙方座談交流，學員
都感收穫豐碩。此次松金教授率團來台，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乃相應偕同台北校友
會日語研習班鄭宗陽班長等 10 餘位學員，假台北市東門捷運站旁柯市長寓所樓
下之庭園咖啡館以簡餐招待松金教授師生一行，藉資增加日本語交談機會。而日
本女子大學人間社會學部西村一之教授也恰在台北暑期研修，因此與應聘在日
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擔任日本語調查員之矢內美由紀女士，同時受邀蒞
臨晚餐敘。雙方學員兼以中、日語交談，場面溫馨熱烈。 

黃老師歡迎一行來訪研修，盼日方大學生利用三星期之學習期間，好好享受
台灣的美好生活環境與濃厚的民間普遍親日人情味。同時也感謝松金教授答允
12 月間再度來台，出席本校教職員工佛學社所主辦之「2019 佛學與人生國際學
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松金公正教授則表示甚感謝本中心黃老師長久以來持
續推動台日交流，並支援該宇都宮大學與本校之往來，是以每年雙方大學間之互
訪，已列為該宇都宮大學重要例行事項之一。此次渠一行甫抵台即受到黃老師偕
同台北校友會學長姐們的熱情接待，內心頗受感動。 

隨後在台北校友會日語班鄭宗陽班長的領導乾杯聲中展開餐敘，大家在享
用料理之餘，也保握機會以所學日語與對方寒暄交談。席間更輔助使用漢字筆談、
中英日語、手勢比劃等溝通方式，彼此歡樂聲不斷，甚有即時交換 Line 以備繼
續聯絡，校友們直呼超讚。 

 
黃煇慶老師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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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金公正教授致謝詞(前立左) 

 
台北校友會日語研習班鄭宗陽班長領導乾杯 

 
(右起)矢內美由紀日語調整員，松金公正教授、西

村一之教授；(左)黃老師 

 
晚餐敘聯誼之一(右一)鄭宗陽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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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敘合影 

 
西村一之教授致閉會詞 

 
晚餐敘聯誼之二 

 
晚餐敘聯誼之三 

 
松金教授(右)致贈紀念品 

 
晚餐敘聯誼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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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陽光藝術工作坊總監來校參訪 
創設「新生代陽光藝術工作坊」之高曼莉總監，於 8 月 7 日專程蒞臨本校

參訪，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接待並導覽校園相關教學設施。高女士曾留日多年並
帶領藝術團體往訪日本演出，故與曾任職外交部的本中心黃老師熟識。此次來訪，
除敘舊外並就引進日本傳統舞蹈、促進台日藝術文化方面交換意見。 

高女士藝術總監首先感謝黃老師前於公務任內，多方協助伊等我國相關民
間團體赴日公演，始能於國際藝術交流上有所成就。並表示，伊如今因年齡因素，
已自表演第一線退休，轉退居指導年輕人之工作。並於五年前在雲林縣成立「新
生代陽光藝術工作坊」，在當地進行藝術傳承及公益事業，為社會做出貢獻。也
經常應邀率團於地方傳統節慶或前往榮民之家等演出。惟感於日本傳統舞蹈因
囿於師資及服飾限制，目前年輕學子較少學習，特請求黃老師伺機引薦有興趣研
習日本傳統舞蹈的本校大學生，以期延續這方面的藝術文化。 

黃老師歡迎高女士來訪本校，並佩服伊投入社會福祉公益事業之餘，仍繼續
推動台日間文化藝術交流，表示今後若遇有日本傳統藝術訪演，當請指導。雙方
久別重逢，相談甚歡。高女士藝術總監離開本校後，隨即在 fb 寫下: 「拜訪台中
逢甲大學任教的多年老友，在外交部任內曾幫助我非常大的貴人，無私的站在外
交崗位上盡力的協助我們民間團體於國際線上。才讓我們有一些小成就。如今大
家都老了，他也退休了，卻又在另外的人生舞台，更忙碌活耀。能者多勞。又熱
心之故想起以往，熱心的指導關於國際交流及外交需知。今日相談之後，仍有機
會與年輕族群共同走在國際交流這一塊，老而不止，繼續活耀著，就不會太無聊
了。」誠摯之言，引來一片按讚之聲。 

 
黃煇慶老師(左)高曼莉藝術總監(右) 

(攝於人言大樓) 

 
黃煇慶老師(左)高曼莉藝術總監(右) 

(攝於學思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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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大新集團總裁談與時俱進的日語教科書 
居國內日語書籍出版業龍頭之大新書局集團林駿煌總裁，日前在台灣大學

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紀念會上，經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前台大日本語文學系
主任徐興慶教授，以及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立萍之引薦，與曾任駐日資深外
交官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認識。黃老師為準備新學期日語教學教材，乃於 8 月
5 日前往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的大新書局總部，禮貌拜會該出版集團的林駿
煌總裁。 

林總裁歡迎黃老師到訪，雙方巧為同年出生，並有甚多相同的留日或日本友
人，旋以同學互稱。同時表示:大新書局為增進國內各年級學生及各層級人士學
習日語，因應電腦網路進步，近年來投下大量資金，與日本相關出版及語言研究
機構，共同合作研發科技電子書籍及光學影音筆，以期創造高效能之學習。並以
目前最受廣泛使用且本校亦採用該公司所出版之初學日語教科書《大家的日本
語〈初級 1〉（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 1〉）》為例，用該公司製造之光學筆觸控課
本任一部分，立即可聽聞標準日本語的發音與讀法，真是簡便而神奇。黃老師稱
讚林總裁所帶領出版集團的日語教科書，可謂與時俱進，配合時代與潮流演變，
發揮教科書的多功能應用。席間，黃老師指出配合研發之日本「國際交流基金」，
渠於十餘年任職外交部時，曾首度邀請該基金之理事長小倉和夫大使訪台，始乃
有後來增進雙方交流方案，感謝林總裁在為創新日本語出版事業的努力與貢獻。 

 
大新出版集團林總裁駿煌(左)與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右)交談之一 

 
大新出版集團林駿煌總裁 

 
林總裁(左)與黃老師(右)交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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