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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組織變革 

通識教育中心因應課程、組織規劃需要，自 108 年度起體育教學中心正式

納編入中心二級單位，隨者組織擴大也顯示中心擔負更多的責任，也期許同仁

共同努力，以使通識更臻完備與進步，在未來少子化的競爭中也能奮力向前保

持優勢。 

通識教育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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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赴清邁及曼谷參與泰國台灣高等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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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三）至清邁的

Montfort college 宣傳，吸引了當地各國高中、大學及家長參與，而泰國學生聽到

有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PMP 時也非常感興趣，也詢問了許多有關課程、學華語、

選系、獎學金等等的問題，泰國學生們都非常有禮貌，少部分學生有學習過中文，

也非常有禮貌的用中文說「你好」「謝謝」呢！當天晚上主辦單位更規劃了 Taiwan 

night 的活動，讓泰國當地的大學與台灣大學認識與交流。 

 

2019/7/25（四）來到了清邁的湄洲大學（Maejo University），湄洲大學為直

屬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員會，致力於培養學生在農業領域的研究與實踐能力，而

當天吸引力泰國各個大學與高中前來，有來自管理領域、理工領域、建築領域等

等的學生，詢問逢甲大學的碩博士英語的專班，而湄洲大學副校長 Dr. Weerapol 

Thongma 也特地來到了逢甲大學的攤位前了解與認識，本校致贈禮物時，校長

更主動提到及感謝本校一直以來與他們的合作，也期待未來有更多的合作。而

2019/7/27（六）則是到曼谷的 Sheraton Grande SUkhumvit, Bangkok 宣傳，當天

將有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和黃崇哲網紅（哲哲 x 波波）到場，希望這次的

招生暨高等教育展能吸引更多泰國優秀的學生加入逢甲大學與 PMP。 

 
圖說：泰國台灣高等教育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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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泰國台灣高等教育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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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高中外語體驗課程-I 

逢甲 172 課程- 一起學第二外語 
 

早上 9點鐘，來自清水高中的 30位同學們分批來到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接下來的 3 小時，他們將在吳佩娟老師的帶領下，來認識這個使用人口總數為

世界第二的語言- 西班牙語（僅次於華語）。它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有 22

個國家的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在美國約 16%的人們在生活中使用西班牙語。

以第二外語使用人口數來看，西語則是第三大語言，次於英文及華語，換句話說，

如果學會了西班牙語，就可以和世界上近 5 億的人們自由溝通。 

佩娟老師分享了西語牙語如何讓她在工作上佔有優勢，也讓同學們猜猜看其它

語言的排名。 

「英語已經是基本了，第二外語才是優勢」佩娟老師這麼說著。如果學會了

西班牙語，接下來再學習同為拉丁語系的法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可說是無

縫接軌。「以後各位遇到有人說，我會講五國語言，大家也不需要覺得：哇，好

強！其實他還好而已。」 

佩娟老師安排了讓同學開口簡單說西班牙語 (打招呼、自我介紹、道別語

等)、西語知識答答看、認識西班牙文字母、母音與數字 (搭配兒歌學習)、西班

牙文化新體驗 (飲食、習俗、建築、藝術、節慶等介紹)、西班牙語歌曲教唱 Sofía 

(Alvaro Soler)等課程內容。 

下午清水高中的學生接受了英語「震憾教育」，曾羿凱 Jack 老師先讓大家觀

看了幾場 TED Talk，了解其魅力在哪裡，分享了英語口語表達的小技巧，接著

讓同學們分組，選主題討論，寫下自己講稿，然後每個人有 60 秒時間可以上台

表達。清水高中同學表示其實平時在學校很少有類似的練習，分組討論的機會很

少，更別說以英語做練習。大家剛開始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從何開始。Jack 老

師建議大家可以決定好主題後，先討論決定每個人要講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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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老師在同學桌邊穿梭，

不停確認學生們知道怎麼做，有沒有問題。有些組討論得很熱絡，有些組則顯生

澀。 

上臺成果發表的時候，大部分的學生選擇了「介紹臺灣」、「介紹臺中」等主

題，唯有一組選擇了「通訊科技的進展」學術主題，內容也相當豐富！可惜的是，

學生上台時因為緊張，眼睛離不開手稿，變成低頭唸稿。Jack 老師鼓勵大家，

一場成功的 TED Talk，講者在上台前至少練習了 200 次以上，所以英語口語表

達技巧也可以經由不斷的練習、改進，變成台上的精采。 

「語言是拿來使用的」Jack 老師告訴同學，「不要怕犯錯，就放心開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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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吳佩娟老師介紹世界語言排名 圖二:吳佩娟老師分享西語學習經驗 

  

圖三:曾羿凱 Jack 老師參與小組討論 圖四:學生上台練習英語口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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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航空所開展黑貓中隊的故事 
中年以上台灣人，一定聽過當年代號「黑貓中隊」飛官駕 U2 偵察機深入大

陸高空偵照的故事。其中台北市仁愛路「懷生國中」，即是紀念該中隊烈士陳懷

生而命名。此次經中科院、中研院、「疾風魅影－黑貓中隊」導演楊佈新合作，

自 7 月 1 日起，在鄰近本校的中科院航空所舉辦「航空偵照展－從 U2 黑貓中隊

到無人飛機」一個月，將傳說中黑貓中隊赴美受訓紀錄、大量情蒐資料、偵照等

歷程展出。同時現場也展示多架無人機模型，讓國人一睹現今航空科技的應用。

曾多年派駐美國的空軍將校、逢甲人副總編輯張國鈜(EMBA 校友)，邀約空軍義

務役並曾派駐日本資深外交官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 3 日同往參觀。一行

受到齊所長接待導覽，並適引薦楊佈新導演，以及擔任「時間醞釀的藝術、解析

黑貓中隊帶回來的空照圖」講師徐林。大家相談甚歡，徐講師更於隨後演講中，

分享精選自百萬張空照圖的相片，為見證黑貓中隊、活化歷史跨出第一步。 

 

(左起)張國鈜校友逢甲人副總編、黃煇慶老師、中科院航空研究所齊立平所長 

 
 

楊佑新導演 空照圖專家徐林講師 

  

張國竑校友(逢甲人月刊副總編) 黃煇慶老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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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I-Learning 公司董事長蒞校參訪 
主要經營升學及網路教學的人才教育事業的日本 I-Learning 公司董事長加

納滋德先生，於 7 月 10 日蒞校參訪。因與曾奉派駐琉球沖繩服務的本中心副教

授黃煇慶舊識，雖曾由留學本校商學院的日籍長濱由莉佳同學引薦，於三年前來

訪，惟不巧未遇黃老師。後幸於上(2018)年底在台北見面敘舊，爰有再度來訪之

行。 

本中心黃老師偕本校招生處朱樹萱、邱凱琳兩位職員接待並座談。席間加納

董事長提及，渠所經營 I-Learning 公司已籌備完成華語學校補習班，即將於本年

八月開課。盼往後該補習學校所輔導優秀高中畢業生能留學本校，或是利用暑假

期間，籌組研修團前來本校短期學習華語。黃老師等答允協助支援，惟請雙方再

持續密切聯繫，共同研擬便利可行之方案。 

隨後黃老師等特別介紹本校專為國外留學生所創設之「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學士班(留学生対象プレメジャープログラム) PMP」學制。強調設計目的在於強

化國際生華語基礎能力與專業學習，培養大一新生即具備語言、專業、大學、文

化及生活之準備力，期留學生在大一不分科系時探索專業興趣，以利大二順利選

系。並帶領加納董事長實地參觀 PMP 教室，期間巧遇日籍留學生，雙方相談甚

為愉快。 

 

(左起)招生處朱樹萱小姐、黃煇慶老師、加納滋德董事長、大一不分系

(PMP)許芳瑜助理、招生處邱凱琳小姐(攝於人言創新中心) 

  

加納滋德董事長參訪本校PMP (左起) 加納滋德、黃煇慶、朱樹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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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山海屯扶輪社社長交接典禮 

年前以充實終身學習、增進社會教育為宗旨，所創立的全女性「台中市山海
屯扶輪社」，在本校本校工工系吳美芳教授以及推廣教育處等之協助企劃下，開
辦了兩期、每期 10 週的「銀髮族陽光生活課程」。內容包含文化、藝術、養生、
保健、網路等生活實用知識之介紹，對提高銀髮族的生涯學習極具效果。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兩期均應邀分以「日本文化演變」、「日本易學故事」兩次專題演講，
解說甚為新奇有趣，頗受喜愛。 

7 月 11 日該「山海屯扶輪社」假台中林酒店進行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由
舊任許秀珍社長將社長重責移交新任莊瓊瑤社長。是日，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李允
傑局長與市內各地區扶輪社之幹部代表約三百名與會，甚是熱鬧。本中心黃煇慶
老師因曾擔任該扶輪社「銀髮族陽光生活課程」講師，也因前於奉派駐日期間曾
參加「日本沖繩那霸扶輪社」之關係，也應邀出席大會。而本校工工系吳美芳教
授則為新任莊社長禮聘出任該扶輪社「秘書(Secretary)」重責，負擔綜理會務聯
繫及策劃職務；本中心黃老師表示吳教授擔任此一職位，以伊能力及往昔之貢獻，
真是實至名歸，慶幸得人。 

儀式於新任莊瓊瑤社長會務規劃報告以及相關市府長官與貴賓致賀詞之後，

進行餐敘活動。大家於享用林酒店所提供豪華豐盛餐點之餘，賓主相互禮貌敬酒、

問候寒暄，會場充滿溫馨歡笑氣氛。席間並穿插該扶輪社全部女性會員的歌舞表

演，帶來甚具特色的祥和熱鬧氣象。新任莊社長也對本中心黃煇慶老師連續兩期

支援解說日本文化之課程，並捐出報酬以資公益，表示謝意。 

 
新任社長莊瓊瑤(前排左四、右二)及新任秘書吳美芳教授 

(前排左三、右三)帶領全體幹部唱歡迎貴賓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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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社長莊瓊瑤(前排左五)帶領全體幹部與貴賓合影 

 
山海屯扶輪社合唱團演唱歡愉賓主 

 
(左起)舊任社長許秀珍、新任社長莊瓊瑤 

 
鄭豐聰教授(右)向新任秘書吳教授獻花 

 
(左起) 新任社長莊瓊瑤、黃煇慶老師 

 
(左起)吳教授、黃煇慶老師、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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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EMBA 北區校友聯誼會年度大會 

 

本校 EMBA 北區聯誼會於 7 月 6 日假台北天成大飯店舉辦本年度會員大
會，由會長崔昇祥主持。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自 2005 年以來，長期擔任帶領
本校 EMBA 海外移地教學日本研修課程，且獲該聯誼會聘為顧問，乃受邀出席
本次大會。本校特派校輔處王磊處長專程北上蒞臨指導，並致贈禮金。 

大會在崔會長會務報告及王汶督秘書長年度事務說明後，即進行席開五桌
之午餐敘。眾多校友們難得利用周末假期聚會，彼此話家常、論時政，偶而共同
拾起母校同窗求學的回憶，帶來純真的歡樂，致會場喜笑聲不斷，好不溫馨熱鬧。 

隨後大夥校友再轉往佛光山台北道場參加母校校友總會劉招明名譽總會長
夫婦就《用人之道》為主題之講演大會。此演講會乃佛光山台北道場秉持開山星
雲大師「以教育培養人才」的理念，著重在學術、人文藝術、國際趨勢、身心靈
健康、以及大家所重視家庭和諧、親子關係等專業領域的探討外，關注著如何提
供社會大眾真、善、美經典人生講演，以期能藉此洗滌淨化人心，匡正社會風氣，
提昇道德品格的系列演講之一。 

當天由本校校友總會劉招明名譽總會長(立明集團總裁)偕夫人陳秋琴講師
(中天學校執行校長)，在滿謙法師之主持下，共同發表演說。由於內容精彩有趣，
親情溫暖直抵人心，贏得超過千人滿座現場的一致喝采。席間，劉總會長仍強調
以本校校友身分，期勉與會校友不忘終身立志回饋母校、服務校友、福利社會的
宗旨。愛校精神真情流露，真乃校友之光，深值欽佩、學習。 

 
(左起)台北校友會謝振裕前會長、北區EMBA崔昇祥會長、校輔處王磊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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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北區年度大會與會者合影(於台北天成大飯店會場) 

 
(左起)崔昇祥會長、王磊處長 

 
(左起)張政文會長、黃老師夫婦、崔會長 

 
(左起) 劉招明名譽總會長、滿謙法師、劉夫人(於佛光山台北道場) 

 
校友們與劉名譽總會長夫婦家族、法師們合影(於佛光山台北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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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 EMBA 校友洪西國的雙峰草堂 

 

本校 93 高階 EMBA 校友、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張國鈜，7 月 9 日再度陪同
本校李天生、周惠那教授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並邀 99 高階 EMBA 校友鄭偉
宏往訪苗栗銅鑼觀光產業協會理事長、97 文創 EMBA 洪西國校友，參觀洪校友
所經營之「雙峰草堂」餐廳園舍。 

黃老師一行於享用洪校友親自烘培可口咖啡及菊花茶同時，也聽取洪校友
岳母講述創建「雙峰草堂」與鄰地奉祀瑤池金母、地母尊神等台灣傳統神祗「無
極天鳳母儀宮」的由來。多年來秉持「回饋服務與熱情誠實」經營精神，在苗栗
銅鑼已享有盛譽，來訪者日眾，尤其周末假日更是人潮絡繹不絕，特感謝本校校
友們的關照與宣傳。洪校友夫婦等也再就擴建宮廟細部計畫部分，請教精通易理
李教授及黃老師的意見，均獲足資參考的解說與建議。 

一行回程途中，順道參訪苗栗知名觀光勝地「客家大院」，大家對園區內整
潔的林蔭步道、色彩繽紛的花卉，優美的傳統建築以及莊嚴大氣的媽祖村，
留下深刻的印象。 

 

(前排坐左起)周惠那老師、洪西國岳母；(後排立左起)李天生老師、洪西國

校友夫婦、黃煇慶老師、張國竑副總編、鄭偉宏校友。 

  

(左起)張國竑副總編、李天生老師、周惠

那老師、黃煇慶老師 
苗栗客家大院媽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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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EMBA 校友的雙橡園 V1 俯瞰大台中 

 

本校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雜誌」於本(2019)年 3 月號〈第 317 期〉刊載
專訪雙橡園建設總經理、本校 EMBA 高階校友魏櫂良學長之後，校友們紛紛對
文中所描述「藝術住宅 給住戶最尊榮的享受」，提及單就電梯口的一堵牆，「應
該在歷史博物館才可見的化石竟被打造成一面牆」。足顯現「雙橡園在建築上，
可謂無比的用心，每一棟建築不僅是外觀能成為城市的一道風景外，內在的細節
也絲毫不馬虎。每一面牆都是如藝術品般的存在；充分表現雙橡園的建築宗旨便
是建築、藝術、優生活」等之情境。讀後，大家既感驚訝又好奇，均想能儘快一
探究竟。 

經擔任逢甲人月刊雜誌副總編輯的 EMBA 第 93 高階張國鈜校友之號召，
郭明鴻、洪添助、林建德、許世榮、李侑晉等同窗好友，結伴連袂於 7 月 1 日實
地參訪，並邀曾帶領該班赴日移地教學日本研修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同
往。一行抵達雙橡園 V1 特區，即受到同為本校 EMBA 校友，擔任雙橡園開發
公司副理的廖惠君以及負責該建物業管理團隊進駐「雙橡園 V1 特區」提供全天
候飲食服務「深耕物業」副總經理的陳佑任兩位優秀校友的親切接待，並導覽餐
飲、劇院等豪華設施。讓大家知曉魏學長所經營之雙橡園集團係針對每個客戶的
需求，除衣飾外，竟包括了提供「食住行育樂」全方位的生活照顧，並已成為台
灣豪宅建案的指標性公司。 

一行於享用豐盛晚餐，再至鄰房「杜比劇院」享受超高級座椅音響影片之後，
轉往 29 層頂樓露天吧檯觀賞夜景。俯瞰大台中，市街景色全在眼下，所見大樓
聳立，萬家燈火點耀夜空，美不勝收，讓人感覺彷彿置在人間樂園，真是身心惬
意，共度歡愉的夜晚。 

 

餐敘合影(正面右立者廖惠君校友、左立者陳佑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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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攝於雙橡園V1特區頂樓) 

 

合影(攝於雙橡園V1特區頂樓，右一廖惠君校友) 

 

合影(攝於雙橡園V1特區杜比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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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不打烊的台北校友會日語班 
本校台北校友會謝前會長振裕、北區統計系友會鄭會長宗陽、北區 EMBA

校友會崔會長昇祥、企管系友會翁前會長登財等校友所共同催生的「台北校友會
日本語研習班」，自上(2018)年 4 月 17 日開課以來，於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義務
熱心教學下，約定每週五下午在校友會館研習日本語三小時。期間除黃老師偶另
有公務外，從未停課，寒暑假也不打烊，約 20 名學員的校友學習精神，令人欽
佩。 

課程進度已從 50 假名發音到基礎班、初級班、以至於目前的中級班。內容
主要持續歌唱日語、講解課本及文法。已教唱約 80首大家熟悉的昭和年代演歌，
並舉辦兩次卡拉 OK（カラオケ）大會同樂，增進認識日本、學習日語的樂趣。
目前學校雖已入暑假，然本班校友們仍不忘學習初衷，不放假，繼續研修，毅力
不亞年輕人。 

 

台北校友會日語班上課情況之一 

 

台北校友會日語班上課情況之二 

 

台北校友會日語班上課情況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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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垣旬子僑務委員返國參加亞洲台商會議 
 

我國僑務委員會僑務委員、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長，同時也擁有日本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琉球台灣商工協會名譽會長等眾多僑領崇高頭銜之新垣
旬子女士，於 7月 15日返國參加翌(16)日於桃園市舉辦之「2019亞洲台商會議」。
新垣僑務委員曾任琉球華僑總會會長、琉球台灣商工會會長及全日本台灣商工
會總會長，2016 年獲甄選為首位琉球沖繩地區出身的僑務委員。2017 年更當選
為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總會長，並曾獲頒第五屆世界十大傑出華商婦女「華冠獎」，
可謂旅日重要僑領。因與前駐日資深外交官之本中心黃煇慶老師熟稔，所以雙方
聯繫密切。新垣僑務委員更熱心協助本校管樂團於 2017 年 10 月首度海外日本
沖繩訪演。管樂團訪演所到之處，均受到新垣委員以及琉球台灣商工會幹事長大
林千乃女士等當地僑領之支援聯繫與宣傳，致演出成功圓滿。 

此次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利用會議前夕，特抽空北上邀約本中心黃煇慶老師
夫婦晚餐敘，並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前秘書趙美雲女士陪同。新垣僑務委員與本
中心黃老師夫婦敘舊，相談甚歡。席間，新垣委員提及伊在日本琉球沖繩當地，
年前被選為擔任「日本一般社團法人沖繩貿易協會會長」職位，須經常協助日本
內閣府等中央官廳，在沖繩地區舉辦「產業人才培育」以及「貿易商談」等訓練
研修課程。間接知曉日本近年來在少子女化、高齡化社會之壓力下，一般社會勞
動階層人力已呈顯不足現象。為彌補此一人力缺口，日本自本年四月起，已修改
入國管理相關法規，擴大引進相關技術之外來勞動者；所以此乃是台灣青年大學
畢業後，前往日本謀職之最適時機。 

本中心黃老師復以本年四月，已有兩位受教之本校畢業生分往大阪、岡山就
職，據回報訊息均一切安好，是以擬擴大引薦本校具備一定日本語程度之在學同
學，嘗試透經「短期留學」，或以「產學合作」等身分名義赴日研修或實習。以
備將來畢業後，能進入日系企業任職正式社員。再以所學日本企業經營之優點體
驗及人脈關係，放眼全球國際，據以創造創業佳績。新垣僑務委員頗為同感，允
以支持。 

 

(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新垣旬子僑務委員、趙美雲前中琉文經協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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