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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巔峰對決 「2019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 
 

逢甲大學、Straight A 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pple Education Taiwan 共同
主辦「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已邁入第三年，今年來自全臺 49 所大學共計 205

隊報名參賽，最後 20 組傑出隊伍脫穎而出，在 8 月 6 日的決賽中一決勝負，前
三名隊伍將獲邀參加今年 9 月於浙江大學舉辦之大中華區 2019 年 APP 移動應
用創新賽，爭取更高榮譽！ 

今年參賽隊伍展現臺灣學子豐沛的 APP 開發與設計能量，除了基本應用，
更有許多整合科學實驗、健康檢測、影像辨識、AR 擴徵實境等相關創新創意的
好點子，為 APP 移動應用提供無限可能。主辦單位也引進業界廠商的技術支援，
協助參賽選手的 APP 功能更優化。 

本校蕭堯仁副校長肯定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參與競賽，增加實作經驗。晶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程應龍總經理則表示，很開心每年都會看到學生發揮程式設計
的創意，晶盛科技也會協助學生將作品優化、上架，落實學生創意，讓生活環境
變得更好。Apple 臺灣教育業務陳柏蒼經理則提到，臺灣產業多年來累積許多硬
實力，希望透過程式設計教育，進一步提升臺灣軟實力。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葉昭
甫局長，也親臨現場為參賽同學加油打氣，提到政府不斷導入智慧科技，整合民
生需求，期勉同學們的創意與創新，未來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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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現場 熱鬧非凡，左上為本校蕭堯仁副校長、右上是晶盛科技程應龍總經理、中左是Apple Taiwan 

陳柏蒼經理、中右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葉昭甫局長，下圖為開幕現場的師生與貴賓 



逢甲通識通訊(第 49 期)2019/8/16  4 

 

 

入圍決賽的 20 支隊伍中，前三名隊伍將獲邀參加今年 9 月於浙江大學舉辦
之大中華區 2019 年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其機票、住宿全部由主辦單位贊助，
並與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各國程式設計好手競賽，讓臺灣學生走入國際，
體驗全球化的競爭力。 

 

 

 

 

決賽現場的精彩盛況 

歷經企劃、初賽、APP 精進工作坊、決賽，近半年的時間，在 8 月 6 日的
決賽中，選手們努力向評審及現場與會師生貴賓介紹自己的創意與作品。經過激
烈評選，最終成績出爐，冠軍隊伍是臺北教育大學的「天橋底下說書」隊伍，其
作品「從前從前」希望讓使用者可以創作屬於自己的童話，顛覆父母念故事、孩
子聽故事的傳統方式，藉由共同創作的過程中，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也記錄與
孩子的互動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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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為龍華科技大學「薯餅」隊伍，其作品「Fire Scene VR」以寓教於樂、
直覺操作、訓練反應的方式，讓使用者能快速了解滅火的相關知識。 

 

第三名則是逢甲大學的「向日葵」隊伍，其作品「Help.Heal.Healthy」可以立
即辨識並列出每種食物的營養成分，增加使用者的自我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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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近年致力程式設計教育，2017 年 3 月成立全臺首間獲得 Apple 認
證的 Apple RTC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Apple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更是全臺
唯一獲得授權辦理「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與「Apple T3 教師培訓 (Training the 

Trainer)」的大學。 

 

逢甲大學除了舉辦競賽，提供程式設計好手發光發熱的舞台，為推廣程式設
計教育，逢甲大學也全面導入大一必修 APP 程式設計課程，並且開設物聯網、
大數據等相關課程。同時，逢甲大學更走出校園，積極與高中合作程式設計薛珍華微學分課程
申請表-NGO在忙什麼.docx

教育課程，更進一步透過師資培訓課程，將程式設計拓展至馬來西
亞等海外地區，以多元方式落實人才培育，善盡大學責任。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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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音樂饗宴 

台灣籍國際女高音聲樂家亦是逢甲大學駐校音樂家的Miranda Jan(詹美慧女

士)受到布拉格波西米亞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及指揮親自發函，將在捷克布拉格

Cathedral of St.Clement at the Clementinum 與波西米亞交響樂團、波西米亞合唱

團於 2019 年 10 月 5 號大型演出“莫札特的安魂曲”，詹美慧女士將擔任女高音

首席。 

 

10/9將在布拉格大使館演出館帶來盛大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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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家扶約旦服務隊 
今年國際體驗計畫在 6 月底開跑了，超過 75 位同學分別在將近 30 個國家

進行國際體驗計畫，包括壯遊、有任務的旅行及家扶計畫。 

這次家扶計畫合作的國家是在神祕的中東國家-約旦，非常謝謝家扶每年都

提供專案給同學，才有機會可以到如此特別的國家做志工服務。而這次同學所服

務的地點是位於約旦國際機場旁的社區-吉薩社區，之前巴基斯坦難民所居住的

庇護所，而現在已經變成他們的家了~因此這個社區又特別的多元融合與開放，

讓我們在約旦的第一天感受到了滿滿的熱情，並期待接下來為期三個禮拜的服

務。 

家扶在吉薩社區是與當地的婦女組織合作，因此三個禮拜的時間我們透過

家扶與當地婦女組織共籌辦了兩場活動以及協助了兩個工作項目，分別是文化

交流、夏令營、物資發放及牆壁彩繪。也因為有機會可以在社區短期駐村，讓我

們可以更深刻的體驗當地文化並與當地人交流，特別是小朋友。 

從我們的第一場活動-文化交流，邀請社區的家庭來參加，認識我們這一群

來自地球另一端的外國人；再透過協助物資發放，讓我們可以更認識家扶在約旦

所進行的工作項目，以及了解社區當地的經濟情況；重頭戲夏令營，超過 30 位

的小朋友參與，讓每位同學都帶的又愛又恨，不僅需要理解不同的生活文化背景，

還需要突破最重要的語言關卡，但經過一天天的經驗累積，同學們與小朋友培養

了屬於彼此的默契，收穫滿滿的結束了充實的夏令營生活。最後的任務是在婦女

組織外牆重新粉刷印上我們在約旦的印記，美術組同學花費了許多時間設計出

以婦女組織的意象-母愛的背影為主題的作品，留下完美的回憶與印記。這次是

很難得的機會可以到這麼特別的國家及社區做深入的服務，認識了很難能可貴

的各國朋友，遇見了單純熱情的小朋友，看見了以往不同的沙漠風景色彩，感受

到了穆斯林男女不同的文化衝擊，並在最後享受著在當地創造的每一個故事。 

家扶約旦國際志工隊，是一項很不容易的任務，超過 6 個月時間的準備，開

了多達 22 次的會議討論，做了萬全的準備，卻也不敵當下臨時狀況的改變。不

過一切的難題都逐一的突破，滿滿的經驗值都將成為養分一同成長，這群只有 20

歲的同學們帶著滿滿的熱血與勇氣，在約旦完成了這趟為自己爭取的計畫! 

這趟旅程中同學們也經營了臉書粉絲專業，分享每天在約旦服務的故事，以

及在志工服務後前往以色列、耶路撒冷、義大利的壯遊遊記。 

FB 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MyFengSevenPlus/?epa=SEARCH_BOX 

 

 

 

https://www.facebook.com/MyFengSevenPlus/?epa=SEARCH_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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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影片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MyFengSevenPlus/posts/347200562837915 

  
我們準備了跟參加婚禮一樣喜氣的簽名板 小朋友都非常熱情與活潑的跟我們合照 

  
我們以炒米粉來跟參加的當地人分享 小朋友的反應非常直接的呈現內心感受 

  
透過台灣的簡介讓當地人更認識台灣 台下的小朋友也聽得很入神 

https://www.facebook.com/MyFengSevenPlus/posts/34720056283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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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書法體驗更讓小朋友感受中文字 每一位小朋友都創造出屬於他們的字 

 
文化交流是我們第一場在社區的公開活動，很多小朋友來參加，圓滿的跟社區交流 

※物資發放  

  
家扶準備充足的食物箱以及衣服，準備發放給當地需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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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家扶支助的家庭須要帶身分卡報到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需要最基本資料調查 

  
再來是需要為家裡的小朋友做照片收集 等待的過程中我們志工也需要照顧小朋友 

  
最後會依照家庭大小及支助等級給予相對應大小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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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成功協助約 150 個家庭領取物資，也開心跟約旦家扶人員合影 

※夏令營:影片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MyFengSevenPlus/posts/349346565956648 

  
夏令營第一天跟約 30 位滿滿活力的小朋友相見歡 

https://www.facebook.com/MyFengSevenPlus/posts/34934656595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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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謝謝家扶專員的協助與參與 透過遊戲方式教小朋友垃圾分類 

  
用台灣傳統的竹竿舞讓小朋友動起來 駭客任務的運動讓一天的開始充滿活力 

  
五步拳讓大家體驗中國武術 也透過跆拳道的基本招式教大家防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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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精力旺盛的小朋友安排了跳繩競賽 下課時間是小朋友教志工們玩遊戲的時間 

  
蠟筆刮畫讓小朋友大放異彩的創作 動力車的動手實作讓小朋友認識動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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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營隊的結束，每一個團隊每一位小朋友都表現得很優秀，都在夏令營中畢業了! 

 
非常謝謝家扶基金會給予同學這次的機會，到約旦跟小朋友們共度這難忘的暑假 

※牆壁彩繪 

 
最後在婦女組織的外牆做牆壁彩繪，留下完美的句點及美好的回憶。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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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泰國曼谷台灣教育展暨台灣之夜交流活動 
2019 泰國台灣高等教育展於 7/24（三）-7/27（六）在清邁及曼谷兩地展開，

本次由逢甲大學招生事務處及 PMP 一同前往泰國宣傳，20197/26(五)當晚主辦

單位泰國臺灣教育中心邀請了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童振源大使、泰國當

地學校與台灣 30 所各大專院校參與「Taiwan night」的餐會，期能創造更多臺灣

與泰國當地學校與代表處交流的機會與場合。當天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童大使也提到：「現在泰國學生到台灣就讀增加到 3236 人，成長了 50%，且因

應目前泰國正在推動「泰國 4.0」經濟發展計畫，優先發展之 10 大目標產業為新

一代汽車、智慧電子、高附加價值觀光、自動機械及產業用機器人及航太與物流

等等之產業，而駐泰代表處將優先推薦到臺灣的大學就讀「泰國 4.0」十大產業

相關系所。除此之外，積極建置「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平台」，已設置 LINE 帳號

@TTedu，提供泰國學生留學台灣的諮詢，用泰語即時溝通，更製作手冊介紹台

灣大學、學習華語等等。」 

2019/7/27（六）則是泰國台灣教育展最後一站，在曼谷的 Sheraton Grande 

SUkhumvit, Bangkok 舉辦，當天非常的盛大吸引眾多泰國學生、家長及教師前

來，這場次大部分的泰國學生都會說一點中文，感受到家長與學生們想來台留學

的動機，皆非常積極與仔細詢問本校所有的學系、專班、暑期交流及華語中心等

資訊，本場詢問碩博士班的比率幾乎佔了 50%以上。而也遇到本校畢業校友帶

著孫子來說想讓他回來唸母校，也有泰國學生來到攤位前說：「我去過一次逢甲

夜市，好喜歡珍珠奶茶，所以想來逢甲大學唸書。」更有學生說：「我看了所有

學校，我最喜歡台中逢甲大學。」當天還有今年 9 月正要入學的 PMP3 的泰國學

生，開心的跑來想先認識學習與住宿的環境。除此之外，逢甲人的溫暖無所不在，

當天泰國校友會的劉秋森學長和黃東城學長更特地前來會場，更大力推薦介紹

逢甲大學的優勢，劉秋森學長更用流利的泰文與學生說明，鼓勵泰國孩子們來唸

書，感到滿滿的感動與驕傲。 

據泰國台灣教育中心統計，本次 2019 年的高等教育展，參展人數共有 1,886

人；分別為 7 月 24 日 Montfort College 共 475 人；7 月 25 日 Maejo University 共

431 人；7 月 27 日 Sheraton Grande Sukhumvit 共 980 人，看著學生們充滿夢想與

期待，我們也相信能夠給予學生最大的支持與最棒的學習環境與教學品質，期待

未來有越來越多優秀的泰國孩子加入逢甲大學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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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泰國Taiwan night餐會與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童振源大使、泰國臺灣教

育中心、泰國當地學校及台灣30所各大專院校合影 

  
圖說：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童振源大使至逢甲大學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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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泰國曼谷台灣高等教育展照片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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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外語教學中心 

辦理暑期大一英文課程先修班 
為鼓勵即將入學新生強化外語能力與國際移動力，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特

規劃「大一英文先修班」，安排準大一新生利用暑期進行自主廣泛閱讀與在校英

語密集課程。本課程內容涵蓋學術英文、英語實作溝通能力、多益檢定應試技能

等，預期藉由廣泛閱讀、Project-based 溝通表達活動以及多益檢定讀解等學習成

果導向的課程活動，有系統地提升英文程度由 CEFR B1 提高到 B2（約等同於由

全民英檢中級提升至中高級程度）。 

108 學年度共有 23 位逢甲大學報名參加此先修班，任課老師為外語教學中

心陳彥京 Richard Davis 助理教授及曾羿凱 Jack Kumar 講師共同授課。學生在

108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17 日期間在家進行課前自主閱讀，經由授課老師全英語

指導設定進入 Google Classroom，閱讀英文短篇小說及新聞報導，完成至少 8 萬

字的自主閱讀，並於每篇讀後進行小考測驗，了解成效。來自各地的學生須於 8

月 18 日至 24 日到校報到住在學校宿舍，跟隨兩位外籍老師進行連續六天的密

集課程，每天上午 3 小時以學術英文重點學習為主，下午 3 小時則安排英語實

作溝通、多益技能等主軸學習成果導向的課程活動，學生學習成果將於 8 月 25

日經過多益正式測驗檢核。 

 

圖一: 大一英文先修班招生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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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大一英文先修班陳彥京老師(Richard Davis)著重英文閱讀技巧 

 
圖三:大一英文先修班曾羿凱老師(Jack Kumar)專長英文能力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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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高中外語體驗課程-II 

逢甲 172 課程- 一起學第二外語 
這次清水高中 24 位高二同學們 8 月 24 日來到了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早上是零基礎越南語及文化體驗課程，來自越南的黃青雲 Van 老師簡單介紹其
實越南語跟中文有很多類似的地方，像中文的「謝謝」，越南語是「感恩」(音近)。
這些發音與中文極為相似的字稱為「漢越詞」，占了越南語的 70%。越南語有 29

個字母，6 個聲調。因受到過去法國殖民的影響，在字母發音上也看得到法語的
影子，在場學過法語的同學也可以輕鬆發音。Van 老師教大家怎麼用簡單越南語
打招呼跟自我介紹，同學們對於越南語發音感到新鮮又有趣。 

Van 老師這次精心準備了越南咖啡跟越南春捲的材料，包括越南咖啡加的不
是糖，而是甜膩的煉乳。沖泡咖啡的器材也有其特色跟操作方式。老師讓學生分
組上台，練習沖泡正宗的越南咖啡。接著 Van 老師帶著大家做「特製越南春捲」，
老師已先親自準備好所有材料，包括手炒蛋皮跟豬肉片，讓學生動手體驗做春捲。
「春捲的皮要先刷層水，才包得起來。記得一定要加 pineapple 才好吃。」Van 老
師讓同學分組上前，先示範春捲包法，接著讓同學自己操作一次。「我好像吃到
塑膠」、「這個醬汁很特殊」，對於第一次嘗試越南春捲的學生，給予的評價也相
當有趣。最後 Van 老師不忘跟同學說明逢甲大學每年都有到越南的遊學團，學
生可以上短期免費的越南語，還可以體驗越南文化，不失為一個選讀逢甲大學的
好理由。 

下午曾羿凱 Jack 老師先以簡報分享了英語口語表達的小技巧，接著讓同學
們分組討論，以如何介紹自己為題，寫下英文講稿，跟同組同學進行口語練習，
然後每個人有 60 秒時間可以上台表達。 

這班清水高中同學較為活潑，雖然在高一時很少有類似的練習，但可能因
為主題是介紹自己，另外 Jack 老師先提供一些基本句型給大家套用練習，寫下
自己要說的 10 個句子，不會的字可以查找 Google 及線上字典。學生們尤其女
孩子們笑語連發，男生們就略顯羞澀。Jack 老師在學生們討論期間，在各組桌
邊來回走動，回覆學生們的問題，鼓勵學生們多講、多發表，也不時修正大家的
發音，學生們最後都進行了每人 1 分鐘的自我介紹，Jack 老師在每組結束後，都
給予正面的評價: You are doing great! (你們做得很好)、Good enough! (還不錯)等，
增了大家多開口的信心。下課後還有同學主動上前要求與 Jack 老師合影，說今
天的課程讓她收穫很多，讓她想多加油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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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Van老師教同學們如何用越語打招呼

跟自我介紹 

圖二:學生動手手沖越南咖啡 

 

  

圖三~圖五:學生們體驗實作越南春捲 

 

  

圖六:Jack 老師到男生組引導大家討論 圖七:Jack 老師和高中生自我介紹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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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子專門學校來台參加留學展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主辦，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以及我國外交部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等單位共同協辦之「2019 日本留學展」，
7 月 20 日假高雄展覽館，21 日移至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連續舉辦兩場。台北場共
有 65 所大學、大學院(研究所)以及 75 所日本語學校、專門學校參展，與本校締
盟之(東京)大東文化大學、(大阪)近畿大學、(大分)亞洲太平洋大學等多所姊妹校
也在場展出。因時逢星期假日，前往參觀人潮眾多，甚是熱鬧。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為籌劃本年 10 月帶團前往東京出席「2019 年東亞國際
經濟研討會」，於 21 日往訪在世貿中心舉行之「台北夏季國際旅展」，以蒐集相
關赴日旅遊資訊。隨後順訪該日本留學展。不意於會場巧遇日本電子專門學校廣
報部長小暮幸雄以及台灣辦事處秘書林慧玲等舊識老友，相談甚歡。倘提及該日
本電子專門學校與本校之淵源，始於黃老師服務外交部期間，經多次台日學術交
流活動後悉該校電子科技教學頗具實力，爰推薦與本校交流。迄已多次帶領本校
EMBA、行銷系及金融碩博班所組日本研習團往訪，均獲熱烈歡迎並設宴接待，
同學們甚感賓至如歸，受益良多。本校張前故校長保隆於校長任內也曾造訪，稱
譽辦學績優，深值交流相互學習。 

日本電子專門學校前任理事長多忠和、現任理事長多忠貴均曾數次率該校
校長及高階教職員蒞校參訪，雙方交流可謂頻繁密切。而該校多忠貴理事長也因
兼任東京都專門學校足球聯盟會長，近年每次來訪台北進行國際友誼賽時，必與
本中心黃老師所帶領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同學餐敘聯誼，增進雙方日語交流的能
力與效果甚佳。 

 
(左起)小暮幸雄廣報部長、黃煇慶老師夫婦、中嶋ゆい小姐、林慧玲小姐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49 期)2019/8/16  26 

 

 

台北校友會快樂馬祖行 
台北校友會原訂於六月初飛往馬祖三天的參訪行程，因天候關係而延至 7 月 28

日出發。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因而可以利用暑假期間參加，在校友會周純堂
副會長之帶領下，一行 20 人終於成行。同行之王基順學長，更慎重地在行前祈
求渠擔任爐主(管委會主委)之「東門里福德宮」天公作美，並發給神明加持過的
糖果、發財金，讓校友一行能甜嘴又多金，以期保佑此行平安順利。大家對王學
長的細心熱忱、溫馨周到的服務奉獻精神，甚是感激。 

 
台北松山機場整裝待發(左一周純堂副會長) 

【第一天】枕戈待旦藍眼淚 最高媽祖在馬祖 

台北松山機場飛航約 45分鐘，即抵馬祖南竿機場，現地導遊小燕子小姐已
等候多時，因時近中午，即往福山公園用餐，享用道地馬祖特產的黃魚、南瓜、
福州貢丸。放眼窗外，看到先總統蔣公於 1958 年金門「823 砲戰」前，巡視馬
祖戰地所提「枕戈待旦」四大字。在諸多學長的年代，想必多有到金馬服役並歷
經「單打雙不打」砲戰的經驗。當時敵對的外島，現在竟已是與對岸「小三通」
的主要往來港口，慣看歷史的演變，順應時代的潮流，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南竿「媽祖巨神像」高度 28.8公尺，全由岩石雕成，完成於 2009年 10月，
為世界最高之媽祖神像，故有「媽祖在馬祖」之美稱，成為馬祖的最美行銷口號。
望之即感受的到馬祖居民對媽祖虔誠信仰之心，而據稱所供奉媽祖神像內，有一
尊被帶往世界最高峰，更是傳為美談。隨後轉往金馬地區最大的南竿「北海坑
道」，看到交錯的海中坑道，懷想當時國軍弟兄以簡陋工具，把堅硬花崗岩鑿成
容納百艘艦艇的坑道，真佩服是鬼斧神工的蓋世工程。晚間熄燈後，乘坐小艇沿
著水道，在船邊以小水瓢輕輕拍動水波，顯露出傳說中銀光色的馬祖「藍色眼
淚」，氣氛令人著迷，直呼感動，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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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南竿福山公園) 

 
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南竿北海坑道內) 

  
馬祖藍色眼淚(周純堂副會長攝影) 黃老師與馬祖藍色眼淚(背景為照片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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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南竿北海坑道入口處) 

 
全體照(攝於馬祖南竿媽祖巨神像) 

 
傑出校友張立義(左二，攝於南竿機場) 

 
抵達媽祖的第一餐(福山公園) 

 
抵達媽祖的第一餐(福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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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八八坑道飄酒香  東莒燈塔懷古亭 

曾經戰備使用之八八坑道，因時光背景轉變以及地理氣候因素，目前成為馬
祖酒廠的最佳酒藏地點。進入坑道即傳來陣陣酒香，走在常溫而夏季潮濕的洞內，
擺滿各式各樣的藏酒缸，酒香味撲鼻而來，不免酒不醉人而人自醉之感。再參觀
馬祖酒廠之後，往福澳港搭船約五十分鐘經西莒而抵東莒島。 

在東莒享用中餐，仍是馬祖南瓜、黃魚等豐盛特產，肉類在此似乎較不流行。
觀光首站為台閩地區有名古蹟「大埔石刻」，乃是紀念記載明代萬曆年間剿倭寇
的一片石刻故事，新建築名為「懷古亭」。復遊覽「神秘小海灣」，眺望對岸海景，
並參觀建於百餘年前清同治年間，塔身純以花崗石建築，迄今仍然使用，已成為
東莒島居民精神象徵的「東莒燈塔」。見狀圓錐形，立於岸上目標顯著，真是海
上船隻尋航的標誌，帶領船隻邁向安全航行。 

隨後參訪「鐵堡」，那原是用於軍事基地的海上碉堡，裡面尚保留當時固守
官兵所使用的寢室、集會所等物品。多位曾於「反共」年代駐紮過外島的男學長，
看後「思古之幽情」，紛紛表示感動。 

 
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南竿八八坑道入口) 

 
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南竿八八坑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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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南竿馬祖酒廠) 

 
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東莒鐵堡) 

 
攝於馬祖東莒懷古亭 

 
攝於馬祖東莒燈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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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北竿漁業展示館  芹壁古厝咖啡香 

馬祖行政區包含東引、南竿、北竿、西莒、東莒等主要島嶼，此次除東引島
因航程較遠，暫不前往外，就剩北竿島了。第三天一早，即搭渡船北上北竿，從
南竿船程僅 15分鐘。一行由現地導遊小燕子女士之帶領下，首往橋仔漁業展示
館，參觀早年馬祖漁民服飾、捕魚器具以及生活用品、木製漁船演變模型等，緬
懷北竿漁村歷史傳承。 

隨後轉往芹壁閩東古厝，眼前只見一座座立於海邊陡峭山坡上的石頭屋，風
景絕佳，號稱保留最完整的國寶級石頭屋建築，被形容為有如地中海風光。近因
人口外移，空屋多被改變經營為度假民宿及咖啡喫茶屋。復因當地村莊廟宇眾多，
一個小村落，就有七間大小神廟，故有稱之為「神明比人多」之村。 

從北竿最高處「壁山」可以俯瞰填海而成的北竿機場及沙質細膩、晶瑩潔白
的沙洲。因馬祖地處丘陵，因此北竿這片沙灘相較顯得珍貴，望眼綿延海岸，在
艷陽下，不時閃爍因含石英成分而反射光芒，光采耀目。恰逢現地裝甲運兵車輛
檢閱，遊覽車經過處，可見整齊長排裝甲運兵車並列，不禁為印象中昔日前線，
喚醒片段服役的美好回憶。大家就此帶著依依不捨心情，結束了三天快樂馬祖行，
踏上歸途。 

 
周純堂副會長(攝於橋仔漁業展示館前) 

 
黃煇慶老師(攝於橋仔漁業展示館前) 

 
張立義傑出校友(攝於橋仔漁業展示館前) 

 
王基順學長(攝於橋仔漁業展示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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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北竿芹壁閩東古厝) 

 
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北竿芹壁家適咖啡) 

 
全體紀念照(攝於馬祖北竿最高點之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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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周副會長喜遇昔日女同袍    遊北竿巧遇母校打工同學 

感謝本校台北校友會舉辦「快樂馬祖三日行」，每天除享用豐盛的馬祖特產
三餐外，晚飯沐浴後，領隊周純堂副會長均邀同行之張立義傑出校友、王基順學
長、校友會潘秘書、審計長夫人以及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等眾多校友，在民宿門前
處，便裝喝酒喫茶閒聊。由於地處山腰，眼底馬祖南竿萬家燈火，清風徐來，真
感世外桃源。 

行程之間，周副會長提及渠於民國 75年間服役時，曾派駐馬祖南竿部隊近
兩年，未矧昔日文職女同事如今安在否?經導遊小燕子女士探詢後，竟意外於第
二日搭船前往東莒島時，出現在福澳港碼頭。三十多年雙方未見，期間亦無音訊，
而伊人陳小姐仍神采奕奕立於眼前，想必純堂副會長校友當時應是驚奇、歡喜、
感動又意外。他鄉遇故知，舊情綿綿，懷念，多少個形容詞應就是如此心情吧。 

第三天遊覽北竿途中，大夥於芹壁「家適咖啡館」小坐享用現沖咖啡或奶茶
飲料時，不意知悉現就讀母校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三年級的周廣叡同學，目
前正以「打工換宿」名義在此工讀。能在遙遠外島巧遇母校學弟，大家甚是歡喜，
紛紛給予勉勵打氣。而在北竿午餐時，見餐廳白色牆壁寫滿各地人士來訪時所留
下文字，台北校友會潘秀英秘書也順手一筆「逢甲大學台北校友會」，以資留下
紀念。 

 
都資系三年級周廣叡同學(左三) 

 
都資系周廣叡同學(右)店內打工情形 

 
周純堂副會長(右)在福澳港喜遇陳小姐(左) 

 
台北校友會潘秘書神來一筆留字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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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傑出校友張立義快樂農莊與張家大院 
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年前將位於新北市樹林區的一處山坡地，提供給台北

校友會校友們共同開發為郊遊休憩農舍，並種植蔬果花卉。尤其逢甲人月刊編輯
委員的王基順學長，更是發揮建築營造專長，協助設計規劃，經常親赴現場指導，
迄已樹木繁盛，遍山花果，成為台北校友會周末假期登山的好去處，大家均稱之
為「快樂農莊」。 

張立義校友於 7 月 26 日邀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及王基順學長前往，
並視察為防範颱風季節來臨，先期進行剪枝伐樹等工事。抵達後望眼新北市盡在
眼下，置身花果園中，迎面清風徐來，真覺人間美境。張校友向在場伐樹工人囑
咐注意事項後，邀黃老師夫婦轉訪鄰近渠擔任董事而胞兄張立德擔任董事長，成
立於 1976 年的「張方大慈善事業基金會」，並順參觀「張氏宗祠」。張立義校友
真不愧為樹林望族，先祖於清初由泉州渡台開墾，所創基業併子孫賢能，更以慈
善奉獻傳家，其美輪美奐的宗祠建築真可謂「張家大院」。席間，張立德董事長
提及擬開設日語研習班，以回饋地方增進台日文化交流。黃老師即允予樂意提供
日語教學經驗，配合協助課程規劃。 

 
(左)張立義校友(右)王基順校友 

 
黃煇慶老師夫婦 謝振裕前會長所修健康步道 

 
伐樹情形之一 

 
伐樹情形之二 

 
伐樹情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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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張立德董事長、張立義傑出校友 

 
(左起)黃煇慶老師、張立德董事長、張立義校友(攝於樹林張家大院) 

 
(左) 張立德董事長、(右)黃煇慶老師 

 
張家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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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昌醫師在台日文經協會講牡丹社事件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於 7月 22日晚間，邀請台大醫學院榮譽教授陳耀昌醫師，

以「由魁儡花到牡丹社事件」專題演講，由該協會杜會長恆誼親自主持。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前係駐日資深外交官，又擔任該協會理事，且多次應聘協助該協會
主辦之大專院校台日關係論文比賽審查工作，爰受邀出席本次演講大會。 

《傀儡花》係主講者陳耀昌醫師所撰寫的長篇歷史小說之一，故事起源於清
同治年間之 1867 年恆春半島發生的美國船「羅發號」誤闖入原住民族領土之事
件為主題，描述排灣族斯卡羅頭目 Tou-ke-tok（漢名卓杞篤）和法裔美國駐廈門
領事李仙得簽訂南岬之盟的歷史事件，史稱「福爾摩沙事件」。陳醫師所著《傀
儡花》已於 2016 年 1 月 5 日出版，同年即獲得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
獎，可見故事精彩。而我國公共電視於 2017 年宣布將之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陳
醫師提及將於本年 10 月間分 10 集播出，真令大家期待。   

至於「牡丹社事件」則較為大家熟悉，係同發生於清同治年間、日本明治初
期之 1874 年。當時琉球王國宮古島居民因船難闖入台灣南部排灣族領土，但因
語言及文化差異等因素，因而大部分被殺害。後來日本薩摩藩(鹿兒島縣)藉殺害
琉球人為由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軍事行動，日本稱之為「征台之役
(征台の役，せいたいのえき）」，衍生隨後中日兩國的外交折衝事件。 

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回應琉球人遇害所發生之「牡丹社事件」，琉球沖繩縣人
迄今仍偶會提之，今年恰滿 145 周年。如本年由曾蒞校參訪的日本國立大阪大
學國際公共政策研究科特任教授仲地清博士，帶領由琉球沖繩縣所籌組之「國際
生涯學習之旅(国際生涯学習の旅)」團體來台進行田野調查時，即往該事件發生
地憑弔，並稱之為「大和解」，期以深耕台日(琉)間的交流。 

 
(前排坐左二)杜恆誼會長、(左三)陳耀昌醫師；(第二排坐左二)黃煇慶老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8%80%80%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86%E6%98%A5%E5%8D%8A%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7%99%BC%E8%99%9F%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7%99%BC%E8%99%9F%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92%E7%81%A3%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92%E7%81%A3%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3%E6%9D%9E%E7%AF%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4%BB%99%E5%B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2%AC%E4%B9%8B%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6%87%E5%AD%B8%E7%8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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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恆誼會長(右)介紹主講者陳耀昌醫師(左) 

 
陳耀昌醫師演講之一 

 
陳耀昌醫師演講之二 

 
杜恆誼會長(右)贈送陳耀昌醫師(左)紀念品 

 
陳耀昌醫師演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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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龍華科大前校長黃深勳等談台日交流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利用暑假邀約曾蒞校參訪的龍華科技大學前校長黃深

勳教授，前留日同學會主席、台北市南律師事務所顧問吳俊達先生，外貿協會負
責新南向經貿業務的張揚鴻處長，以及經營出版日文書籍的張傳財夫婦等留日
舊識，於 7 月 18 日晚餐敘。 

黃前校長深勳係留日博士，曾任國立空中大學及龍華科技大學校長。前於
1983 年 2 月任職海工會時，奉派參加由各部會所選送儲備駐外人員，併民國 71

年外交領事及國際新聞乙等特考所錄取新進人員，參加為期一個月的「駐外人員
講習」。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巧為該外交領事人員錄取新生，是以雙方均以「同
學」相稱，隨後互動密切頻繁。多次引薦本中心黃老師前往空大、龍華科大等大
學授課或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對黃老師於服公職期間，增進學識理論與實
務助益極大。更於黃老師提前自駐日代表處參事退休，返回母校任教後之 2014

年 9 月，率龍華科大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生一行 10 餘人專程來校參訪，並與本
中心翟主任等師長座談，黃老師心存感激。 

至曾派駐我國外貿協會在日本東京、福岡以及韓國首爾等辦事處擔任所長
之張揚鴻處長，因均辦理國際經貿事務，與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為本校商學院統計
系畢業之經貿背景相同，所以雙方經常藉聚會時機互相切磋，在駐日期間引為佳
話。之後，張處長配合政策負責新南向經貿政策，除特蒞校專題演講，提供本校
師生免費使用外貿協會所建之相關國際經貿資訊平台，並優先錄取多名本校
EMBA 校友子弟參加外貿協會所舉辦之培育國際經貿人才訓練班。而各校友子
弟均也表現出色，訓練成績皆列優良，頗受好評。 

而曾任我國留日同學會主席之吳俊達顧問以及曾活躍於出版日文書籍之張
傳財先生，也均係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早年駐日期間熟識之老友。大家雖各居一方，
久未聚會，依然掛念台日交流現況，乃相約擇期組團再赴日參訪，為雙方交流略
盡綿薄。 

(左起)黃煇慶夫婦、張傳財夫婦；(右起)吳俊達、黃深勳、張揚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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