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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 Aarhus 第十五屆 CDIO 國際年會 
翟本瑞 

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17 年逢甲大學成功加入 CDIO 國際組織成為會員會學校，2017 年 5 月時

正式參與在加拿大 Calgary 舉辦的第 13 屆 CDIO 全球國際會議(年會)，除了發

表學術論文、參與工作坊，也與諸多會員學校成員交流，將全球高等教育創新

教學改革經驗帶回台灣，供高教界參考。兩年間，也展開從 CDIO 框架帶動全

校課程改革的風氣。 

2019 年 6/24-28 在丹麥 Aarhus 大學舉辦的第 15 屆 CDIO 全球國際會議(年

會)，逢甲團隊也籌組團隊參與盛會，一方面將逢甲大學推動 CDIO 教育改革經

驗與國際各高校交流，另方面也希望汲取他校經驗，作為未來改革參考。其中

有三項重要任務，分述於下： 

(1) 發表論文，交換學習心得： 

這次大會共收錄 122 篇論文，逢甲團隊共同五篇論文發表，分別從不同向度，

以逢甲大學推動 CDIO改革為分析案例，五篇論文題目如下： 

(1) Chen-Jui Liang, Shaw-Jyh Shin, Vey Wang, Chun Wen Teng and Yao-Chuan 

Lee, “Innovative Engineering Project from Engineering Design to 

Implementation-Base on CDIO Model” 25 June 2019, 15th International CDIO 

Conference, Aarhus, Denmark 

(2) Wei Chieh Hsu, Hui-I Cheng, Shu-Hui Chen and Vey Wang, “Case Study of 

Scrum Method Applied to Social Practice Courses.”  

(3) Ching-Yi Lee,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ule of Combining Design 

Thinking and CDIO in Taiwan.”  

(4) Bing-Jean Lee, Ben-Ray Jai, Huey-Nah Chou, Chun Wen Teng, Yao-Chuan 

Lee and Pei-Yin Dai,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 and Benefit from International 

Summer Camp Using CDIO Framework.”  

(5) Fang-Rong Hsu, Ming-Chi Liu, Hsi-Min Chen, Ming-Yen Lin and Hwai-Jung 

Hsu, “CDIO Implementation through Cross-Curricular Projects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2) 學培訓學生團隊，與國際學生共同參加 CDIO營隊： 

今年的主題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6(SDG 6)「淨水與

衛生」，我們特別在學校舉辦培訓營，請綠能中心的

呂晃志老師及通識中心的張忠賢老師以英語授課，並

在結束後選擇 5 位代表台灣參加 CDIO 國際學生競

賽，與全球各國學生一起分組完成專案。 

遴選出五位同學：潘子浩(Tsz Ho Poon)、郭晉吟

Seang Mei Kek)、許金水(Juan Prospero)、梁國放(Kwok Fong Leung)、張

可薔(Joyce Chang)，報名參加國際營隊，經大會評估後全數接受，成為

35 位國際學生中的 5 位。學生報到後，單獨在一區，共六組在三天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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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後，第四天成果報告，決選出獲勝團隊。以下是探視學生時，各組

的活動照片。  

  

  

  
學生組競賽活動議程如下： 

25/6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operating 

 Students visit the case businesses to explain, align, 
and confirm the focal idea. 

 13.00 -16.00:  Case challenge work at AU supported 
by physical facilities. 

 16.00 -18.00: Status pitch, questions, and 
feedforward 

 Work dinner and a social event about management 
facilitated by engineer students 

26/6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operating  

 09.00-12.00: Case challenge work  
 13.00-16.00: Case challenge work  
 16.00-18.00: Status pitch, questions, and feedforward  
 19.00: Conference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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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Communication:  
  Final Pitch 

 09.00–12.00: Final casework & prepare pitch 
 12.00–13.00: Lunch break (approx.) 
 13.00: Final pitch for companies, Aarhus University 

board members,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Evaluation of solution, progress, and pitch. 
 Prize for the winning team and diploma for all.  

其中，E-vand 組的簡報中，第一個報告者就是本校的許金水，簡報中也把

各國國旗及資料放上去。 

 
得到第一名的團隊，本校張可薔同學亦為其中一員(下圖為她領獎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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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爭取 2021年亞洲區年會在台灣逢甲大學舉辦。 

本校由周惠那主任代表參加亞洲區區域會議，審議新進會員資格。此外，

28日的閉門會議，代表逢甲大學爭取 2021年亞洲區年會主辦。周主任準備

相當充份，也詳列所有台灣優點及逢甲特色，並在會議期間主動與亞洲區

各國代表聯絡感情，頗得大家的支持。 

然而，與台灣競爭的對手是科威特的澳洲學

院，雖然他們的簡報沒有台灣的週全，也沒有逢甲

般有特色，但因簡報完放映的影片，顯示科威特六

星期飯店住宿、以及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充份打

動許多會員國。由於兩造票數太接近，所以有史以來第一次秘密投票。 

結果只差一票，未能爭取到 2021 年亞洲年會舉辦權。其他國家代表表

示，因為大家都到過台灣，想要去看看科威特的奢華所致，真是非戰之罪。 

 

二、與會心得 
 從桃園機場飛到香港，轉機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再轉機到丹麥第二大城

Aarhub，再搭巴士到中央車站，超過 30 個鐘頭的旅程，為了參加第十五屆 CDIO

全球國際年會。大會開始前一晚 6/24 晚上的歡迎茶會選擇在離住宿及學校的中

點，靠近海邊的 Navitas，揭開了會議的序幕，也讓所有與會者彼此認識，享受

丹麥難得見到的好天氣。6/25第一天開幕由大會主席 Jens Bennedsen 致歡迎辭。

接著是兩場主題演講， 

第一場由 Aarhus副校長 Berit Eika 針對「大學的 5年-10年-20年發展」(The 

University in 5-10-20 years)進行報告。報告強調科技發展，ICT 將改變學習模式，

未來有四成的工作都將自動化，學生需要的是終身學習、自主學習。 

第二場由 Aarhus 大學及 Carlsberg 基金會主席 Flemming Besenbacher 針對

「工程教育的未來 10年：學生需要什麼樣的能力?」(Engineers in 10 years – what 

competences do they need?)進行報告。報告強調未來的工作有 65%還沒被創造出

來，大學應該培養學生什麼樣的能力，以面對未來競爭呢？ 

兩篇報告，針對科技目前進況、10 年內可能發展、從莫爾定律看工業 4.0、

機器人、大數據、人工智慧、雲端運算、物聯網等科技發展對社會可能影響，大

學應有的改變，以及針對學生就業考量，在教育制度上應有的變革加以分析。其

中，引用世界經濟論壇《未來的工作報告，2018》，探討 2022 年職場最需要的工

作能力，強調軟能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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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寧是，針對大學永續發展，以及大學生應用的永續素養，2015年聯合國

揭櫫的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也成為大會討論的重點之一。尤其是在

MMMM修正 CDIO 12 項標準 3.0版的草案中，也把永續發展目放進 CDIO 的框架

中。 

 
而這些相關討論，我們在逢甲過去三年間經過多次教師長成社群的交流，也

已喚起大家的重視，對逢甲師長一點也不陌生。周惠那主任表示，看來，逢甲好

像走的比他們還更快一些，此點本人也深有同感。 

第二天早上同樣有三個單元的主題演講，分別是： 

(3)Prof. Bjørk Hammer : 「基於測驗的學習」(Test Based Learning) 

測驗如何設計的好，是可以引導學生有效學習，因此，測驗不應只是評量學生

學習成效，而應成為有效學習的一部份。我們應該學習如何設計出好的測

驗模式，以利引導學生學習。 

(4)Paul Denny: 「透過群眾募資方式彙集研究議題」 (Crowdsourcing Study 

Questions- Quality,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不應只是老師教、學生學，採用類似群眾募資的方式，激盪起學生學習動

機，不會可以彙集可資研究的議題，更能讓學生扮演主動學習、引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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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才能有效帶動學習熱誠。 

(5)Conni Simonsen & CDIO Academy leader Jane Flarup: 「CDIO是什麼?為何要採用?

如何推展?」(CDIO Academy-What, Why & how?) 

對剛接觸CDIO框架的成員，簡要且有系統地介紹CDIO是什麼、為何要採用，以

及如何推動CDIO教育模式。 

* * * 
以下，是會議階段一些活動的記錄，可以略窺此次會議的相關活動。 

  

教師成員大會報到 歡迎茶會 

  
午餐討論 歡迎晚宴(分子化學有機餐講解) 

  
周惠那主任報告 許芳榮老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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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葳、翟本瑞老師與新加坡學者交流 許芳榮老師與國外學者交流 

  
梁辰睿老師報告 徐偉傑老師報告 

  
梁辰睿老師與泰國學者交流 徐偉傑老師與荷蘭學者交流 



逢甲通識通訊(第 47 期)2019/7/16  9 

 

 

  

翟本瑞與 J.Malmqvist討論CDIO標準 3.0 鄧均文老師與外國學者交流 

 
李靜儀、徐偉傑老師與外學者交流       參訪 Aarhus藝術博物館   



逢甲通識通訊(第 47 期)2019/7/16  10 

 

 

 
會議結束後老師與學生共聚的慶功宴 

    除了主題演講及交流，CDIO年會每個時段都有三到四個不同主題的

論文發表，因為在不同場地，必須事先選好要聽的場次，才能有效分配時間。大

會透過 Whova APP，可以有效將不同資訊傳遞給所有會員及參與者，整個大會工

作人員相當少，絕大部份都採取自助方式，十分值得學習。 

由於本校參與同仁相當多，因此依著個人興趣，約略分配不同場次的參與，

以利大家能將各種不同創新教育的作法及分析引進台灣。 

本人參與的論文場次及吸收到的內容略整理如下： 

Alberto Sols & Paloma Velasco, “Systems-Approach Design of an Undergraduate 
STEM Programs Academic Methodology.” (31) 

眼界、價值、使命、問題導向式學習、學生的自我評量等要項是大學發展的 DNA。

好的教育方式是讓學生從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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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Törlind, “Improving Written Communication- Implementation at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72) 

寫作訓練相當重要，但教師批改作業負擔相當沈重。透過同儕互評方式，讓同學

完成初步評量及改善建議(超過 150 份評量建議)，可以有效減少教師(教練)

的時間，完成持續改善方案。 

 
 
Sin Moh Cheah & Y.Y. Wong, “Using Workplace Learning for Developing Faculty 

CDIO Competency in Supporting a Spiral Curriculum.”(3) 
新加坡理工學院化學工程系利用基於 70:20:10 學習與發展模式，透過工作場域

學習來發展其教學團隊的 CDIO 能力，以提供其新的螺旋課程結構。70:20:10

法則指的是，學生學習與發展 70%來自經驗，20%來自他人，而只有 10%來

自結構化課程。事實上課程能教給學生的內容有限，反倒是在工作場域的經

驗，可以提供 70%所需之學習成效，因此，教育制度導入工作場域的學習，

對學生未來競爭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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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理工的謝新茂教授應邀到逢甲大學介紹新加坡CDIO教育框架的推動，

並且辦理工作營，以利台灣學者瞭解 CDIO 教育改革的作法。本人過去讀過他不

少論文，並參與他的演講，但這次他從「70:20:10學習與發展模式」特別說明投

入真實場域的學習意義所有，更是指出為何專題、實習、CO-OP等作法對高等教

育改革的意義所在。讓導入 CDIO框架有了更清楚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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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 Ramsay & Leila Kæmsgaard Pagh Schmidt, “A Model for Research/Education-

Interaction at a Danish University College.”(158) 
丹麥的高等教育目前正從以關注教育為主要目標的機構，轉換成包含應用研究

的機構。國家要求大學要提供「基於研究的教育」(research-based 

education)，大學應以研究為基礎設計教學，才能讓學習具有體驗的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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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ing Slavensky, “Evaluation of Novel Learning Spaces for Mixed Campus and 
Online Students.”(156) 

2015 年 Aarhus 大學工學院(ASE)的電子工程學程開始提供線上學習課程，結合

線上及實體課程的翻轉教學方式。為了解決高輟學率的問題，允許線上學生

可以同步和非同步地加入課堂教學中，並從 2016年到 2017年，收集、評相

關估數據，以進一步了解線上學生的感受。研究結果為學生本位學習提供優

化學習空間及新的教學策略，以進行翻轉教育。透過新的團隊協作方式，讓

校園中及線上學生，在圓桌會議中結合成團隊，教師則通過 iPad 連接到學

生的(虛擬)工作空間，從而在學習空間中結合真實和虛擬體驗。透過圓桌會

議和及時平台一起組織課堂，建制學生本位的現代化課堂。 

 
Jorge Ivan Marín-Hurtado, Alexander Vera-Tasama, Rubén Nieto-Londoño & Edison 

Enríquez, “Remote Laboratories in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CDIO Workspaces or 
Resources?”(178) 

工程教育的學習空間相當重要，CDIO倡議也要求工作空間要制定遠距實驗室、

虛擬實驗室，以提供學生面對未來工作所需。虛實整合將是未來教育的趨勢。 

 
Zhao Zhiqiang, Toh Da Jun, Ding, Xiaoming, Ng Keng Chong, Sin See Choon & Wong 

Yuen Choe, “Gamification Platform for Manufacturing Shopfloor Training -A 
Case Study.”(214) 

新加坡南陽理工大學透過IR/VR在實驗室的設計，讓學生進工廠前就能透過虛擬

實境的導引，認識實驗室的諸多操作，縮短進入工廠操作所需時間，並能熟

悉相關技術。 

 
Panagiota Papadopoulou, Kanishk Bhadani, Erik Hulthén, Johan Malmqvist & Kristina 

Edström, “CDIO Faculty Development Course – Built-in Implementation.” (122) 
要在工程專案中成功實施CDIO方法，需要全盤，將課程理念與課程教學活動結合

起來，由教師和他們所提供綜合學習體驗，讓學生主動參與體驗學習，並評

估學生學習的能力。Chalmers理工大學自2016年開始導入教師發展課程，目

前已修訂第二版，讓教師參與師資培訓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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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örg Schminder, Filip Nilsson, Paulina Lundberg, Nghiem-Anh Nguyen, Christoffer Hag 
& Hossein Nadali Najafabadi, “Laboratory Accommodating CDIO Standards.”(175) 

透過沉浸式虛擬現境(IVR)計劃，將學習環境的技術和教學能力導入工程教育課

程中，學習活動的不同遊戲模式結合起來，以Game-based Learning導入經驗

和空間知識，讓工程師具備reasoning, system thinking & Problem solving能力。 

 
José Tiberio Hernández & Maria Catalina Ramírez, “Skills: A CDIO Inspired Innovation 

Engineering Course.”(192) 
在 CDIO程序之前，應該加上 Observe 觀察的步驟，才能正確認識問題，因此作

者將 CDIO程序修改為 OCDIO 程序。在正確認識問題後，才能有效創新及溝

通了。 

  
Calvin Rans, Joris Melkert & Gillian Saunders-Smits, “Can Design and Analysis be 

Effectively Taught Together?”(36) 
Design和Analysis是不同的步驟，透過Design Thinking來發現問題，進而才能有效

分析。問題永遠是在變動的，因此需要經由Design來發掘問題。為了解決學

生無法在受限制環境中應用技能的困境，本研究引進兩項課程要素：1) 與

課程並行運行的設計輔導課程，可以專注於設計思維:2)基於設計的期末考

試，所有問題都通過彼此關聯的單一設計環境，引導學生瞭解設計的基本要

素。 

 
Marika Säisä, Sanna Määttä & Janne Roslö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 a Case Study.”(62) 
近來職場特別重視求職者諸如溝通，組織，團隊合作和社交技能等跨學科技能，

同時也重視求職者實際工作經驗，並要求申請人提供足以佐證能力和潛力的

證據。CDIO倡議希望為高等教育課程在學習期間提供基礎知識和技能培訓，

本研究以實際案例說明，如何透過大學與產業的合作，以基於專案的學習，

能夠有效培養學生人際交往技能的軟能力，以面對未來職場所需能力。 

* * * 

除了論文發表場次外，每年全球年會都會舉辦系列的工作坊，將 CDIO各項議題

以實作工作坊的方式，引導參與者更清楚瞭解 CDIO 教育改革的模式。有些

工作坊比較基礎，因此選擇論文發表場次，本人參與了其中兩場工作坊： 

Introductory Workshop 
Juha Kontio & Matt Murphy, “CDIO Standard 8: Active learning.” 

此一工作坊主要說明「主動學習」的重要性，能夠改變學生學習態度，化被

動為主動，所有學習都會因而改變，因此，態度改變比起課程改革來的重要。第

輪 30分鐘讓大家知道主動學習的意義與重要性。 

第二輪具體操作方式，是將成員區分為四個人一組，每組發出四張創意學習

的方法介紹，共四種不同創意思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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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ing-Pair-Share-Square：引導者提出問題，讓大家沈靜思考(Think)；然後要求

兩兩配對分享個人想法，以達到共識(Pair-Share)；再讓鄰近兩組交換意見，

討論後必須達到四人都可接受的共識(Square)。即使在大班中也很容易操作

意見交流。 

 
(2)One Minute Paper：課堂最後 1分鐘，老師要學生寫下 1)本課堂最重要的論點

是什麼? 2)本課程你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得到解答?可以用不同顏色便利貼，下

課時繳交，如此老師才知道學生課堂真正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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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allery Walk：依要討論的問題區分為不同組別，第一輪各組討論後寫下大家

共同想法；5-10分鐘後換組，下一組針對上組的想法，討論後寫下大家的意

見及看法；等到每組都輪完，回到出發組別時，該組要仔細看過各組提出意

見看法，最後綜合大家意見，提出對該組問題的綜合見解。 

 
(4)Random Pairs：課程討論後，讓每人拿張紙寫下對討論議題的主要陳述，以 1

至 4個句子寫出，不留姓名。接著隨意走動到不同意見處，看過後與鄰近人

兩人討論兩張陳述的論點，並以總分 7分來分配兩張配分。不斷換紙並換組，

又在 7分中分配各張論點的得分。最後，總分最高的陳述，被認為是大家比

較能接受的論點，朗讀出來讓大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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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人每個人花三分鐘瞭解拿到的那種方法，輪流將此一方法介紹給大家，

大家一起討論，學習這種方法。此一單元共 30分鐘，讓大家共同討論、弄清楚

這些方法的操作。 

第三輪，大家共同討論將四種方法整合起來，提出一種可供課堂使用的方法，

以能在有限時間中整合不同意見，並達到有效學習目標。最後，每組派代表簡單

說明該組針對這些方法的具體應用方式。 

工作坊主持人最後說，其實這個工作坊內容他們兩人並沒教大家什麼，都是

各組自己討論後得出的想法，而這就是主動學習。最後 2 分鐘，主持人分發兩種

不同顏色自黏貼紙，讓大家依顏色寫下：1)本課堂最重要的論點是什麼? 2)本課

程你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得到解答?離去時留下來，主持人分類張貼在教室外公告

欄，供大家參考，以及後續改進參考。 

一個半鐘頭的工作坊，收獲不少，也得到許多啟發。 

 
Introductory Workshop  
Clément Fortin, Anne Nortcliffe and Morgan Saveuse, “Developing Good Practices 

for Industrial Engagement in Co-Creation of CDIO Curriculum.”(197) 
相較而言，此一工作坊介紹內容居多，雖然大家分組討論，共同研究課程改革，

但仍是以當前已有課程改革為參考，對熟知CDIO框架的參與者收獲不大。 

 

三、建議 
參與國際大型學術研討會總能從中學習到許多知識、活動、創新、改革

的見解，也能見到國際上對學術研究的重視，以及改革的企圖心。CDIO框架

自 2002年提出，並經諸多知名學府推廣，早已證明其價值與意義。而每年一

次國際年會，以及不同地區的區域會議，都能讓成熟經驗有效交流。其中，

兩年前在加拿大年會，MIT的 E.F. Crawley介紹正在進行 CDIO Syllabus 3.0的

改版，這次在丹麥年會，瑞典 Chalmers 工業大學的 J.Malmqvist提出 Srtandard 

3.0 的改版。這些都是 CDIO倡議提動的元老，歷經將近二十年仍然持續不斷，

針對大環境及科技發展，思索如何改進既有框架，讓 CDIO 更能成為迎向未

來挑戰的創新制度。同樣的，各校的改革及論文發表，都有一定水準及特色，

都針對各別條件及考量，而在 CDIO大框架下，建立自己學校的特色。其中，

新加坡理工大學在亞洲地區是佼佼者，一直有針對 CDIO 框架的創新設計，

相當值得台灣各高校參考。 

面對未來挑戰，各大學應勇於挑戰既有制度的限制，並發展出創新教育

體系。但是，改革不是立竿見影的作法，也不能閉門造車，更不需要全部都

自行設計。以 CDIO 倡議為例，全球已有超過兩百所大學採用，加上每年的

全球年會各不同學校針對 CDIO 框架導入後的研究，己經累積超過千篇以上

的學術論文，已是全球最大型的教育改革計畫。我們只要能從中汲取符合各

自學校適用的參考項，就已足夠改變現有體制，達到有效改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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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大家都知道教育改革、課程改革的重要性，台灣各大學仍然

欠缺可持續累積的改革經驗，也欠缺持續改革的企圖心。參加 CDIO 國際年

會，更能感受到全球高等教育都已全面動起來，以迎接未來嚴峻的挑戰。 

相較而言，台灣高等教育的改革速度不但太慢，也沒能追隨國際發展趨

勢，以致於與國外先進學府間的差距日益加深。 

建議台灣各大學應該要能有效瞭解國際高等教育改革趨勢，並能深入掌

握相關文獻與經驗，才能更有系統地導入國際優質教育改革成功經驗，提昇

台灣高等教育的質與量。 

 

四、其他 
 1999 年歐盟波隆那宣言強調要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決定學分採計標準，扮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此後歐美各國均從「教師教學主導」的教育制度，朝向「學

生學習中心」轉移，二十一世紀歐美高等教育，經歷了全面性典範式轉移，歷經

將近二十年，無論是在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評量、學習場域、教師成長、主動

學習等不同領域，都有全面性轉變。相對而言，台灣高等教育沒能跟上這一波歐

美的典範轉移，以致於還維持著二十世紀中期工業資本主義工廠大量生產線模

式的教育制度。然而，這套傳統教育制度不但無法帶起學生學習興趣，更重要的

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完全無法面對產業及社會的需求。 

 許多人認為台灣大學生學用落差是因為廣設大學，卻面臨少子化趨勢，幾乎

每個人都可以讀大學，因此造成學歷膨漲，大學文憑不值錢。這固然是事實，但

更關鍵的原因在於台灣高等教育未能與時俱進，既有體制已經無法滿足人才培

育的需求，以致於無法有效培養學生競爭力。 

 要改變此一困境，必須要走出去，接軌國際社會，深入瞭解高等教育因為學

生改變了、科技改變了、產業結構改變了，因此無論是在教師、教室、教學法、

課程、學習環境等，都應該要有全面性的改變。無法認識此點，能用最短時間深

入理解可能的變革，就只能將問題化約為短視的技術問題，認為只要努力就可以

克服問題。事實上，這與教師努力不努力，或是學生用心不用心關係不大，而是

當前教育模式已經失效，新的制度卻仍未能建立，以致於文憑與能力間沒有對應

關係。改變是艱辛的，無法在很短時間完成，更重要的是要下決心，全方位地推

推動結構式改變，而不是補強式的作法。 

 並不是參加國際會議就能解決問題，但是，研究與經驗累積是有效改革重要

基礎，只是，各著名高校的教育改革並未充份系統化，建立有效的論述，以致於

如果不知其所以然，很難從中有效學習。相形之下，CDIO框架從 2000年規劃，

2002 年正式提出，在過去將近 20年間己經無數實驗、改革、修潤、調整，並能

有系統整理出相關資料，甚至有相關輔導系統，全面協助各有心改革學校全面或

部份導入相關作法。只要能導入 CDIO 框架，並能參與此一國際組織，就是得到

最好的學習架構，全面推動各領域的制度改革。CDIO 有一個願景、一套 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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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標準，能夠有效引導並逐步完成相關改革，應該是成本最低、效用最大的

改革模式。 

 即令如此，CDIO 框架在台灣並未能引起基本重視，到現在除了逢甲大學有系

統地推動，並能持續自我改善，其他大學並未積極瞭解相關作法，以致於無法從

CDIO 國際組織得到持續改善的 KNOW-HOW，甚為可惜。 

 希望未來除了逢甲大學外，仍有其他學校有機會全面接觸 CDIO 框架，並利

用其改革經驗，有效帶動全校性課程改革，培養學生具備面對新時代挑戰所需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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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APP 創意程式競賽決賽 

 
【活動訊息】 

活動名稱：APP創意程式競賽 決賽開幕 

時間：2019/06/14(五)12：00 

地點：逢甲大學人言一樓階梯教室 

 

第一屆逢甲大學ＡＰＰ創意程式競賽決賽於上週五 6月 14日在人言大樓Ｂ

1 風之廊舉行，由「中華民國資訊社會推廣協會」協同「聯發科技」贊助並增設

智慧創新獎項。參賽同學們早早就到會場演練，期待將最好的一面展現給評審及

觀眾。 

此次參賽作品都很優秀，勝負難分讓評審皆為讚嘆，以創意為導向的有遊戲

及銀行結合的存錢記帳 APP「存錢趣」、打怪遊戲累積分的「Dungeon Rhythm」、

線上互動式桌遊「桌遊：劇本小幫手」、致力於幫助年輕人安排工作及挑戰事項

的「在耍廢呀？」以及促進親子活動規劃的「兒童親子活動安排」APP。而以醫

療公益為導向結合智在家鄉精神的有幫助人們復健和身體保健紀錄的「復健果

實」、幫助新移民解決醫療看診問題的「醫護寶」和解決流浪動物收養照護的「輕

鬆幫浪浪」。為逢甲學生所設計出發的有校園導覽系統「FCU Guide」、受到師長

青睞的學科題庫交流平台「題目進去答案出來」以及校園民主意見淬煉系統「民

意市場」。創新創業為取向的則有協助工廠生產加強管理的「生產線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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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促進交通運輸媒合平台精進的「計程車小幫手」，其中主打人力資源媒合的「喨

喨出任務」更是獲得現場觀眾投票的人氣獎肯定。最後一等獎榮譽由提升教育為

理念結合虛擬實境ＶＲ和益智拼圖的「巧拼」獲得。 

每個講述自己作品的同學眼神中都散發著自信的光芒，願成為下個改變世

界的創意家。福爾摩沙青創基地張進鑫總經理勉勵同學勇敢嘗試、不害怕失敗，

更表達其對幾項作品進行青創投資的意願。逢甲大學自 106 學年度起，實施全

校性的 App 程式設計課程，除基本程式設計理念外，鼓勵學生從生活中發現問

題，並試圖找出解決方法。本次活動氛圍熱絡，參賽同學也邀請親朋好友到場觀

摩並為其投下人氣獎票數，許多同學受到比賽競賽規模及高額獎金吸引，紛紛表

達下學期選課意願。最後，感謝校長與學校全力支持、翟本瑞院長費心籌畫、許

芳仁主任建議及通識中心同仁的幫忙，活動圓滿落幕，期待未來更多同學參與，

創造更多優秀作品。 

 

獎項 獎金 團隊名稱 

一等獎 8000 愛拼才會贏 

二等獎 5000 木葉醫療小組逢甲小隊 

軟硬工程師 

三等獎 2000 Studio NINE 
黃金梅利號 

WFD 
人氣獎 2000 喨喨老師 

創新智慧獎 3000 愛拼才會贏 

蔡秉修的朋友 

智在幫浪浪 

Studio NINE 
木葉醫療小組逢甲小隊 

佳作 獎狀一張 

美好童年   

 蔡秉修的朋友 

Number 8 
智在幫浪浪 

pi 不等於 3 

工廠發大財 

喨喨老師 

計程車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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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企管系三年級 柏安華 創能學院 - 張淵仁 執行長 開幕致詞 

  
創能執行長張淵仁(右七)、 

APP課程老師、評審們與會貴賓 
決賽現場-評審與參賽者對談 

  
中華民國資訊社會推廣協會-李世鳴老師 通識教育中心 - 翟本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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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下「美好時光劇場」 

專題製作課程-【幕後工作及技術工作坊】 

 
【活動訊息】 

講題：幕後工作及技術工作坊 

講師：郭陽山 

時間：2019/05/11(六)9:10~12:00 

地點：人言大樓 (通識沙龍) 

五月十一日，工作坊。 

這一天，陽山老師來到我們的課程指導，教導了我們很多關於幕後工作的進

行，也提點了許多在戲劇演出時的訣竅，以及提供一些表現上的點子，能讓我們

的演出更加活潑，可以增加更多想像的空間。 

課程中也有提到 cue 點，這對我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上台的時機都要依

照 cue 點來走，這些都是不可小覷，課程中我們對於戲劇更加的熟悉，也幫助

我們的排練更加的流暢。 

雖然一開始因為著母親節的緣故，有些人可能無法到場，但是最後還是幾乎

全到，讓我們的練習可以順利進行，讓老師相當的欣慰，大家的感情也因為著這

一天的過去，變得更好一些，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完成這項任務。 

 
願 『我們』 

一切順利 



逢甲通識通訊(第 47 期)2019/7/16  29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47 期)2019/7/16  30 

 

 

107 學年度下專題製作課程 

「美好時光劇場」期末成果發表會 

【我們-在逢甲的日子】 

 
【活動訊息】 

主題：【我們-在逢甲的日子】  

時間：2019/05/22(三)10:00~13:00 

地點：人言大樓通識沙龍 

演出，當日。 

這一天，大家帶著忐忑、緊張的心情來到教室，趕緊將器材準備好，場地布

置好，盡快進行第一次的排練。 

叮噹~~鐘聲代表著『我們』即將面對挑戰，午餐盡快吃完，在幕後靜待著同

學入座，但是聽到老師不斷到後台說，人好多人好多，我們的心情不自覺的緊張

了起來，但是我們是即將上戰場的戰士，不能膽怯踱步，只能勇敢向前。 

叮噹~~鐘聲代表著我們要上台接受挑戰。 

大家難免有些緊張，但這是我們的成果展現，不能有所馬虎，必須完美演出，

不讓老師失望，在幕後聽著大家無懼的聲音，穩穩地將劇演完，大家不斷地鼓勵

著演出完的同伴們，心中都充滿著溫韾，只為了這次的呈現。 

一朵花是一個祝福，希望大家可以在逢甲學習到幸福，放下手機抬起頭，看

看蔚藍的天空，放過疲累的身心，好好體會這齣戲帶給大家的體會。 

謝謝，這個班，這位老師，給我不一樣的體會，讓我在逢甲留下不同的回憶，

散場的擁抱，感謝大家一學期的幫忙，希望大家能有所收穫，帶著不一樣的心境

繼續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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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成為大學生創業夢想實踐的最佳場域 

創新創業精神的實踐成果 
逢甲大學身為高等教育機構，培養能夠參與社會產業升級轉型的創新人才

是重要的使命之一。我們關注創業教育，培養逢甲大學學生擁有創業家精神—具

有開創性的思想、問題解決的能力及堅持不懈的意志(重點並非只是鼓勵學生創

立新事業)，多年下來成果漸豐。 
2019 年學生創業團隊「天氣即時預報」榮獲科技部 FITI 計畫創業傑出獎及

200 萬獎金，逢甲大學是全國私校唯一獲此獎項的大學。「影像辨識與大數據分

析」為該團隊的主要核心技術，整合各種氣象數據並製作精美易懂的圖示與文字，

開發獨有的模擬系統，不但可提高天氣訊息的精確率，更能夠以最短的時間提前

預警。短短數月，其網路社群粉絲專頁與 APP 用戶總計超過百萬名粉絲，成功

成為台灣最大的民間氣象社群。 

無獨有偶，另一個由逢甲大學學生參與其中的跨校團隊「譜農智耕團」亦獲

得本次科技部 FITI計畫創業潛力獎及 25 萬獎金，表現亮眼；此外，逢甲大學育

成中心輔導的「小宅生活」學生(含畢業生)創業團隊，申請教育部 Ustart計畫通

過兩階段共 80萬元補助並獲得年度績優團隊的表揚，實屬不易。我們投入輔導

資源扶植「能夠創造產業新解方」的團隊，以協助產業升級轉型為目標，積極整

合中部地區的創新創業資源，2019年籌辦我國最大型的創業競賽—「第 14屆戰

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讓有潛力的新創團隊能嶄露頭角。 

除了舉辦競賽、對接加速器，逢甲大學還有全國獨一無二的「創新實踐飛船

計畫」，由通識教育中心所屬創新創業學程主導，加上本校各學院之創新創業相

關課程，輔以產學合作處行政單位之共同推動，透過舉辦說明會、講座課程、培

訓、媒合會到篩選，讓學生有更多元且彈性學習創新創業的機會。籌辦「0元創

業課程」，在逢甲大學的創業生態系衍生出超過 10組的學生團隊，從 idea萌芽、

商業模式確立、MVP&PMF分析到實戰體驗，我們聘請產業顧問提供各領域之產

業資源，並為各組團隊安排 Mentor 與小天使，讓新創團隊全方位感受創業教育

的真諦。 

2019 年已辦理兩場「StartupWeekend 創業週末」超過百人次參與，從活動

中校內挑選出幾名學生前往義大利歐洲創新學院(EIA)強化國際視野，並給予學

生獎學金補助。另外辦理兩場「StartupNight創業之夜」邀請新創企業家，超過

六十人次參與。講座課程辦理八場，從工商登記、行銷、群眾募資、影片剪輯等

相關主題，帶給學生初創必修的基礎專業知識。 

  學生的創業夢想、學生關懷社會的心思、試圖解決問題的勇氣有了最佳的實

踐場域，這就是逢甲大學創業生態圈最有價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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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戰國策創業競賽對接了資金加速器-TI台灣孵化器，設了「百萬投

資」獎項，讓資金加速器直接挑選具有發展潛力的團隊進行投資，逢甲大

學大學成為青年學子實踐創業夢想的最佳場域。 

2019 年逢甲大學辦理 StartupWeekend，多名學生目前正在義大利歐洲創

新學院(EIA)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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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菲饗創業團隊參與創新實踐飛船計畫，體驗「0元創業計畫」校園擺

攤 

 
「StartupNight」邀請新創公司核心成員分享創業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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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歡迎印尼海外華裔青年台灣遊學團來訪 
自 108年 5月 10日本校招生事務處及本班接待印尼萬隆基督教播種高中師

生團來訪後，來自印尼西爪哇省華文教育協調機構即進一步聯繫期待有機會再

次拜訪本校及 PMP，而 108 年 6 月 27 日來自印尼萬隆共 14 位高中生及 2 位教

師至逢甲大學參訪，其中一站到了 PMP，印尼西爪哇省華文教育協調機構陳老

師提到：「因為逢甲大學的 PMP是全台灣唯一有這樣 Program的學校，所以一定

要來了解與認識」。 

當天由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王惠鈴導師及 PMP2 印尼李文昌同學

介紹與分享 PMP 的課程、活動與學生成果，而在介紹過程中印尼高中生最感興

趣的除了華語課程外，也對於台灣文化六藝體驗課程、各國文化角及與通識中心

合作的東勢 USR 成果展等充滿興趣，王惠鈴老師也透過 PMP成果照片牆與學生

們分享有趣的印尼活動，一問一答的方式也吸引了學生的目光，也讓印尼高中生

拉近了距離，王老師提到：「這次來參訪的高中生都非常有禮貌，有幾位也會說

一點中文了，真的很棒」。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國家學生加入 PMP。 

 

 
圖說：印尼海外華裔青年台灣遊學團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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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印尼海外華裔青年台灣遊學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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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1 印尼許金水

同學代表逢甲大學參與 CDIO 年會學生競賽之分享 
分享人：許金水 

 

108 年 6 月 22 至 6 月 30 日是我去丹麥的奧胡斯參加比賽的日子，那個比

賽叫做 CDIO Academy，這次比賽主要是關於衛生管理與清潔的水。能參加這個

比賽真的很不好思意，回想起來時間過得很快，兩年前是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我一點中文都不會說，我一直講英文, 連「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意思，但我大一時，是就讀 PMP，非常感謝 PMP(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讓我中文進步很多，也在大一時鼓勵我參加「英語簡報比賽」，讓我能與不同國

家和不同專業的學生一起合作，而在那次比賽後我們獲得了第一名，也讓我自己

增加信心，現在我大二了，只要有機會我就會參加學校很多的比賽，像是 Hult 

Prize 和 CDIO，而這次有機會能夠代表逢甲大學到丹麥去比賽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經驗，也謝謝 CDIO辦公室在比賽前有開了很多的訓練課程，讓我能學習新的知

識也更進步，也謝謝幫助我的人。 

以下是我們這組比賽時的設計： 

 
This is our design of the sustainable building. Basically, all what we do is making the 

building as sustainable as possible by making it as effective and effective as possible. 

So first of all, we gain our renewable energy from the solar panel located on the 

roof. Then, we can collect the waste water, the rainwater, and also the flood water. 

Then we are going to process it to become clean water. As the water flows from the 

top level to the lower level, we put the hydropower system on the lower leve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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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 the power by conversing the energy which comes from the flows of water by 

gravity. Then, the first step of water treatment is to test the water. We used six steps 

of water testing to know the condition of the water. It is: pH test, oxygen test, 

soft/hard water test, impurity test, organic test, and colorimeter test. 

 
Then the water will go to the chemical process. For this chemical process, it is simply 

described as coagulation, flocculation, and also boiling the water. After the 

chemical process, the water will go to the filtration process. In the filtration process, 

we use the thing called hollow fiber membrane. It is basically the material inside a 

product called LifeStraw which can transform a dirty wildlife water into a drinkable 

water. As you can see below, the hollow fiber membrane can filter the pathogens 

and remove 99.9% of bacteria and 99.9% of parasites. Finally, we can distribute the 

water into the desired place. The water which is drinkable (went through hollow 

fiber membrane filter) can be distributed for drinking, and the non-drinkable water 

can be used to water the plants, become the source of toilet water, and also be 

stored in the tank. 

  
圖說：印尼許同學至丹麥 CDIO 年會學生競賽照片 



逢甲通識通訊(第 47 期)2019/7/16  39 

 

 

 

圖說：印尼許同學與跨國跨校學生合作專案之組員名單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 47 期)2019/7/16  40 

 

 

性別與情慾議題探討校外教學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性別平等是重要議題之一，應融入各領域課

程中，為啟發同學們對於性別與情慾能有正確的觀點，通識教育中心申請「性別、

情慾與跨多元文化脈絡的對話」計畫案，引導同學對於性別意識的重視，並從性

別與情慾主題開始對話，瞭解性別不是只有男女之別，以及情慾並非是戴有色眼

鏡的瞭解，讓其產生負面的扭曲效果。 

於 108年 6月 24 日(一)舉辦校外教學，參訪愛情故事館以及 Fashion 真人娃

娃展覽館(高洋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並由展覽館專業人員解說製作過程、材質運

用及科技運用、現今真人娃娃產業的發展和市場需求，以及各種同學們現場提出

好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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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四乙 翁智揚 

通識中心這次竟然要去參觀矽膠娃娃工廠，這是多麼求之不得的機會，不

然平常根本也沒機會可以接觸相關產品，因此便興致勃勃的報名參加了！工廠

位於南投便也順勢到了愛情故事館，雖然天氣不甚理想，飄了點小雨，不過室

內擺飾倒也已經足夠拍上一個上午。接著用餐地點聽說是南投國宴餐廳，在這

飽食一頓特別容易，因為每道菜都令人食指大動，尤其金線蓮雞湯又硬生生比

別人多了好幾朵金線蓮，根本加菜加好加滿!況且還不只如此，在還來不及消化

時，惠媖學姊又請每人當地才有的飲料店-炎術招牌飲料兩杯。 

於是帶著滿載的肚皮來到矽膠娃娃工廠，參觀的同時不禁令人好奇關於娃

娃的一切，包括命名方式、裝扮、材質、價格、保養……等等，一堆問題如雪片

般飛來，熱絡的程度和爭相拍照的模樣更讓工廠老闆訝異同學竟有如此高度興

趣，著實令人好笑!其中最出乎我意料的是這娃娃一年就有 300萬銷量的內需市

場甚至還有人為了客製化願意花上百萬元實在難以想像。 

工廠的老闆為代理商並非製造商，因此無法看到娃娃的製作過程，不過光

是參觀娃娃樣品便也大開眼界了！最後感謝通識中心舉辦這次參訪，非常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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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二乙 龔于涵 

很難得有機會可以跟大家一起去校外教學，早上我們先去了月老教堂，天氣

雖然不佳，但我們還是拍照拍得很開心，我們還去月老廟求籤，雖然籤有點看不

太懂意思哈哈，則下午才是我們的精華，一開始不太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進去

之後才了解那些真人娃娃，一隻要 20萬以上，甚至訂製更貴高達將近百萬，我

們還去摸他們的觸感，每一個都好不一樣，有分中國跟日本的，老闆還換頭給我

們看，真的好酷!如果我們沒有參加，就沒辦法瞭解這些我們從來不會知道的事，

也謝謝帶隊的所有老師，規劃行程、安排吃飯，讓我們有個很棒的校外教學！ 

 

  

統計二乙李亞靜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通識中心的戶外教學，這次我們到了南投。一開始去了

愛情故事館&月老教堂，那裏真的是個很適合情侶去的拍照聖地，室外有很多很

可愛的擺設，而且還養了馬，但有點可惜的就是我們去的時候有下雨，室外就比

較沒辦法拍照，但在那裏換到了一隻鳳梨冰，很好吃。接下來我們就到了金都餐

廳吃飯，真的非常美味，菜一道道一直來，大家都吃得很飽，菜色也很豐富，最

後還有飯後甜點跟果汁，真的很豐盛。下午我們到了 fashion 真人娃娃館，那裏

擺著許多矽膠做的假人，每個身材都很好，一開始進去的時候覺得有點可怕，因

為她是跟我們一樣大的娃娃，娃娃的眼睛及那房間燈光的顏色讓我感到有些害

怕，但在那裏久了之後就比較不害怕了，也比較敢摸，摸了之後才發現他們做的

蠻精細的，手指的關節都可以彎，而且還可以幫娃娃換頭，真的很酷，理所當然

的一隻不便宜，還分成了大陸製及日本製，價格也都不同，會買的人真的很有錢

呢。這一整天玩下來真的大開眼界、很有趣呢!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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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中心 台印雙向交流勵學計畫 
由外語教學中心執行的教育部「新南向-學生見習計畫」，有鑑於第一期台

菲雙向勵學計畫，補助全校 11學系的 22 位同學前進菲律賓進行英語交流見習，

第二期特別與印尼美娜多的 Eben Haezar Education Foundation合作，辦理「台印

雙向交流勵學計畫」，安排學生本次暑假期間至印尼美娜多合作 Eben Haezar 

Education Foundation 學校進行二週的英語學習，以及當地人文環境體驗及共學

互動交流，希望透過英語浸泡學習活動讓學生從提升英語能力、培養人文素養及

增進國際移動力。 

學生們將透過這 14天的活動安排，以英語溝通表達方式上課，同時累積日常

生活溝通用詞，並處於全英語的生活環境，在學習中及生活動都習慣使用英語表

達與溝通，在當地文化環境體驗活動中希望可累積異國文化之知識素養，藉此提

升同學未來的國際移動力，為傳達更清楚地資訊給同學們，外語中心也在 108 年

6 月 26 日辦理說明會來向同學們說明，開放想參加的同學們報名。更多資訊及

報名網址為：https://forms.gle/3fz62UXNDT8ocPs49。 

 
圖一：台印雙向交流勵學計畫宣傳海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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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大葉高島屋舉辦「日本沖繩文化展」 
「琉台文化交流協會」代表理事比嘉伸雄偕同該會理事高良憲及沖繩市社

中理事長照屋幹夫共三人，於 6月 27日帶領「沖繩縣琉球創作人形協會」所屬

藝術人員一行訪台，假台北天母大葉高島屋舉辦為期二星期之「日本沖繩文化

展」。比嘉代表理事等為表我方協助該會推動台琉各項交流謝意，特經我駐那霸

辦事處行文「中琉文化經濟協會」，抵台後拜會之意。因中琉文經協會理事長趙

文瑜女士適逢訪美期間，故由擔任副理事長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代為接見。 

本中心黃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奉派駐琉球服務，故與當地各階層重

要人士熟識，與當時擔任中琉文經協會理事長之蔡雪泥女士，共同推動台琉各項

交流，甚有績效，雙方迄今亦互動頻繁。黃老師夫婦與比嘉代表理事等三位訪賓

見面敘舊，相談甚歡，並允予出席翌(6月 28)日「日本沖繩文化展」之開幕典禮，

且以中琉文經協會名義送花致賀。 

開幕典禮於大葉高島屋廣場盛大舉行，除有琉球沖繩食品物產展出外，並有

由「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沖繩縣琉球創作人形協會」理事長座間味末子與伊夫婿

座間味力所共同創作之傳統琉球「人形布偶展」首度來台布展。由於展品珍貴，

出發日當地琉球新報等媒體即大加報導。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夫婦抵現場後即向

座間味理事長夫婦致意，歡迎並祝賀來台展出。該「琉球創作人形協會」於 2012

年在沖繩縣沖繩市設立，宗旨乃期透經製作人形表現多采多姿傳統琉球王朝時

代的生活風範，因此所完成之人形布偶均服飾華麗、表現維妙維肖，如同重現歷

史人物之縮影，製作精美，令人敬佩讚譽。 

 
(左起)高良憲理事、照屋幹夫理事長、比嘉伸雄代表理事、黃老師夫婦 

(攝於台北市功文大樓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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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縣琉球創作人形協會理事長座間味末子(右四)等訪賓歌唱表演 

 
合影(攝於天母大葉高島屋12樓展場) 

 
(左起)座間味力、黃煇慶、座間味末子理事長 

 
大葉高島屋神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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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職員工佛學課福慧雙修 
本校商學院簡士超副院長擔任社長的「教職員工佛學社」為弘揚傳播佛法，

不定期舉辦大型活動，學期中固定每週一晚間聘請悟興法師講授佛經。法師俗家

名陳蒼和，乃本校資深退休教授，古稀之年在高雄光德寺淨心長老主持下剃度，

賜法名悟興。之後，通過多層修行考驗與三壇大戒，終成具足比丘。目前主持台

中嗣雍齋國學研究社及本校教職員工佛學社講授佛學。平時也協助遊民、慰問養

老院、開示受刑人等社會福祉工作，不辭辛勞。與法師熟稔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

慶甚讚稱為，真逢甲人典範，敬天愛人菩薩心腸的奉獻服務精神，深值終身學習，

而隨眾參加每週一之佛學共修會。 

悟興法師本學期仍續講授《佛說阿彌陀經（要解﹥》，法師經常以因緣果報

說明人生，如:數年前以八十高齡完成印度朝聖的志願，踏遍佛教八大聖地；今

年經濟系鄭寶村教授也效法朝聖完畢，驚嘆「因果」力量真是不可思議！因此，

在每次佛學課後，總盼人人都能離苦得樂，但也勉勵大家要存「有耕耘，才有收

穫」的心。大眾如能「洗滌教化、心淨土淨」，世間自能安居樂業。本學期佛學

課程暫因暑假於六月十七日結束，大家相互道別，期待下學期再見同修。 

 
佛學課之一 

 
佛學課之二 

 
(左起)法師、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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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管系等應屆畢業同學前來謝師話別 
學校於六月十五日舉辦畢業典禮之後，繼行銷學系十餘位本中心副教授黃煇

慶所教導過的應屆畢業生前來謝師外，又陸續有統計系及運管系的畢業同學向

本中心黃老師話別。他們都是在校中選修過本中心黃老師所教導日本歷史文化、

日文或商用日語等課程，或已參加過日本研修團的同學，因深感畢業後，無論繼

續就讀研究所或是進入職場就業，學習日本以增進自己能力，在亞洲仍是可行之

路更是捷徑。尤其運管系蘇子翔、劉昱呈、梁庭嘉、陳煌彬四位同學，更是甫於

六月十二日，參與協助黃老師接待日本沖繩尚學高校師生一行蒞校參訪。他們難

得體驗與日本年輕人實際對話、陪同逛街，甚是興奮，乃相約六月十八日齊來向

黃煇慶老師請益。黃老師仍本誠懇之心，殷殷指導，並以二十年派駐日本與各階

層交往之經驗，期勉同學們繼續認識日本、觀察日本、學習日本，以期他日能留

學日本，堅強實力更而超越日本。同學們均表感同身受，將繼續努力，以報黃老

師教誨。 

 
(左起)蘇子翔同學、劉昱呈同學、黃煇慶老師、梁庭嘉同學、陳煌彬同學 

 
運管系梁庭嘉同學等與黃老師合影 

 
(左)統計系何宜臻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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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臺大日研中心五周年紀念會 
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於 6月 22日舉辦成立五周年紀念大會，期以「省思

過往並展望未來(今の積重ねを未来へ)」。大會首請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教

授，亦即為該中心創立者，目前擔任執行委員，以「臺灣日本研究的發展與未來」

專題演講。隨後安排分就「臺灣的日本學研究:問題與展望」、「年輕世代日本

研究人才之培育」二主題進行兩場座談會。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前於任職外交

部期間，連續三年與教育部、臺大等共同合辦「臺日國際學術研討會」，故與徐

校長等我國研究日本學者熟識，之後且互動不斷，乃受邀參加第二場座談會，發

表對日交流相關意見。 

徐校長演講中提及目前國內雖已有 14所大學設有日本研究中心，惟研究人

力及組織據點分散，有待整合；且各大學間，日語教育及日本研究缺乏銜接制度，

影響日語學系畢業後之求職通路。因此呼籲深化培育跨領域，跨國研究之日本人

才，建議形成類似「東亞日本研究協議會」之組織，整體運作；同時期望國內能

成立由國家主導運作之日本研究中心。深獲與會者之共鳴，咸感急迫而有必要。 

本中心黃老師於座談會中表示，依據於 2005年起連續三年舉辦「臺日國際

學術研討會」時之實務經驗，當時即已提議結合「臺灣的日本研究」與「日本的

臺灣研究」雙方學者深化交流，並請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配合支援跨國的日語教

學方案。建議該日本研究中心試與外交部臺日關係協會探詢相關進展，鼓勵在座

與會年輕學子或指導後進青年，積極主動以所學日語為基礎，跨領域研習其他專

業課程，培養第二專長，藉以提高國際視野，充實未來謀職實力。並強烈建議踴

躍報考「日語組外交官」的公務特考，盼能由此入仕，實地參與最前線的臺日外

交實務工作，為國為己，成就志業。最後紀念會在林立萍中心主任的致謝詞中圓

滿結束，席間林主任也特別感激大新出版集團林駿煌總裁在出版該中心叢書上

的支援，獲得全員一致喝采。 

 
與會者合影(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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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東方線上集團蔡鴻賢執行長、大新出版林駿煌總裁、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 

(右一)黃煇慶老師、(右二)臺大林立萍主任 

 
黃煇慶老師意見發表之一 

 
黃煇慶老師意見發表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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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會後晚餐敘 

 
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專題演講 

 
林立萍主任總結 

 
日台交流協會松原一樹部長致詞 

 
黃老師意見發表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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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代表處老同事歡樂往日情懷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前為資深駐日外交人員，聞曾於駐日代表處共事之法

務部職員王重能先生，將於近期內再獲外派駐日本代表處服務，接替本校林宜民

校友之職務。由於王秘書原與本中心黃老師同派在駐日本代表處行政組擔任秘

書工作，因此互動頻繁，建立深厚友誼。黃老師提前退休返校任教，於帶領本校

研修團前往日本東京參訪之際，王秘書也撥冗會晤。之後，王秘書任期滿調返國

內服務期間，雙方亦均保持聯繫，經常互訪，並曾來校拜會參訪。 

黃煇慶老師乃邀集昔日同時派駐日本代表處工作伙伴之老同事，如:羅坤燦、

陳調和兩位前副代表，文化部所派文化中心朱文清前主任，國防部所派協調組陳

培元前組長，農業部所派經濟組林榮貴博士，以及現仍任職外交部的陳振宗、黃

明珠、粘金鐘專門委員與陳再嫻秘書共十二位老友餐敘，並為王秘書再度奉派駐

日代表處先期壯行。 

席間，與會者紛紛祝賀王重能老同事再奉派擔任駐日重要職位，大家閒聊間

不禁回想起往日在日共事期間，曾經發生的幾件大案。如:2011年 311 東日本大

震災，2012 年初的兩位女留學生遇害等震驚台日間的重大事件，均經在坐的老

同事們各本統御與職責，當時終能妥善處理，無愧社會國家。黃老師提及兩位遇

害女留學生的家族均與本校有關，事後也對當時我們在日給予的協助照顧表示

謝意。甚至其中一位遇害遺族的姨媽聞知本中心黃老師提前自駐日代表處退休，

返回逢甲母校任教，特來訪親自道謝。大家回憶往日情懷，咸感溫馨敘舊，感謝

黃老師的安排聚會，也祝福王秘書此行順暢圓滿。 

 
合影(前排左為羅坤燦前副代表、右者為朱文清前主任)， 

(左排一為陳調和前副代表、左二為主賓王重能秘書；右排一林榮貴博士、右二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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