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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廊展覽訊息 
展覽名稱：Land Down Under-台灣打工度假青年鏡頭下的澳洲 

展期：107/07/02~107/07/31   

展出地點：人言大樓 B1 積學堂 

有近三萬名台灣年輕人在澳洲打工度假。欲透過這些年輕朋友的眼睛看澳

洲，於是澳洲辦事處舉辦了這次攝影比賽。評審們從上千張傑出作品中挑

選出三十四幅。透過這些才華洋溢的攝影師鏡頭，我們感受到這些年輕背

包客積極探索、勇敢、追尋自我的精神。 

There are nearly 30 000 Taiwanese in Australia as working holiday makers.  We 
wanted to see Australia through their eyes, and the concept of a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was born.  Guest judges selected 34 photographs from hundreds 
of high-quality submission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se talented 
photographers, we sense the spirit of the wanderer - on a journey of discovery, 
courage and exploration. 

參展藝術家 (依 英文字母排序) ： 

林丙昇、曾曌軒、許潔如、王駿、侯信義、劉守益、蔡瀚陞、劉亨達、陳琥

竣、郭屹恩、謝傑虎、邱建珉、李瑞津、詹凱傑、黃亭維、莊克敏、游明寬、

黃柏錡、蕭仁傑、魯士豪、林士哲、邱智敬、余婉如、李亞帆、吳亞師、賴

宜佐、賴育廷/張怡方、馬瑜鴻、曹竹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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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 我們來了! 

    2018 逢甲大學與歐洲創新學院 EIA 的暑期創新創業計畫入選同學將於 7/6

出發前往義大利 Turin，參加為期三個星期的課程訓練，並在最後由所有來至世

界各地的隊伍選出前 10 名，由國際級創投公司進行投資。 

    歐洲創新學院(EIA, European Innovation Academy)創業計畫是由世界專業機

構(包含 Stanford U、U.C. Berkeley 等名 校與 Google 等著名企業)協助辦理。也是

全球最大的跨國學生創業專案，每年來自世界各地至少 75個國家 400名參與者，

有不少年輕的創新團隊在優秀的導師和投資者幫助，成功地在三週內將想法變

成真正的公司。為了強化逢甲大學學生國際移動力，強化國際視野，本校特別爭

取名額直接參與該競賽計畫。通識中心為了讓同學了解該計畫內容，特別在 3/26

舉辦 EIA 計畫說明會。並開設了【跨國界創新極限實戰】培訓課程為同學強化相

關能力，同時也為徵選做準備。第一階段參加徵選的同學，需要繳交影片與書面

文件，闡述想要參加 EIA 計畫的原因，共有百多位同學參加。經過審查，由評審

老師選出 52 位優秀同學參加第二階段的面試。參與第二階段徵選所有同學都很

有自信地展現出流利的簡報能力與創新的創業構思，讓評審委員著實傷透腦筋。

最後才決選出 16 位同學，參與 2018 的 EIA 創新創業計畫。 

    出發前夕，國科管院特別在安排了行前強化培訓課程，課程由國科管院梁辰

睿老師規劃，並與通識中心張忠賢博士一同指導學生，在 6/29 與 6/30 兩天幫同

學做出發前培訓，希望能幫同學在 EIA 計畫中爭取到最好的表現。因為補助名額

有限，難免有遺珠之憾。也希望本次沒有入選的同學，將此次參加徵選的經驗淬

鍊，繼續參加下次的徵選，爭取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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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Summer In Vietnam】  

越南文學習+國際志工+在地文化探索之旅  
對越南有興趣的同學，機會來囉!!!  

免學費送你到 "越南第一教育大學 - 太原教育大學" 學越南文! 

活動時間：2018 年 8 月 6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4 週) 

活動地點：越南太原教育大學 

名額限量：30 位 

報名截止：7/13(日) 晚上 12 點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9zvepLyK-

f63q4vUf3fyMhLBLodeL6O6jdWz9R6nlGXOog/viewform?usp=sf_link 
行前說明會：7/18(三) 12:00-13:00 人言 10 樓 通識沙龍 

 

三大特色:  

1. 越南文學習: 提供免費學習越南文課程，在越南當地用英文學越南文，英文

+越文一起學習，效果更加乘!  

2. 國際志工: 想要參加國際志工服務，但不想要付給機構仲介費，參加這一團

就對了!讓你有機會參加國際志工服務~ 

3. 在地文化探索: 未來想要往東南亞發展，這就是一個超棒的當地考察機會，

讓你有機會在越南待 1 個月的時間，認識越南。 

 

二大優點: 

1. 僅須負擔部分費用: 落地招待, 免學費! 僅須負擔住宿費及團體旅費 230 美

元。 

2. 通識 2 學分: 課程結束後可選擇參加越南與程度測驗(USD 35)，則可以獲得

通識 2 學分!  

 
重要補充: 

1. 上述費用不包含護照、簽證、機票、保險及私人花費等。 

2. 簽證、機票及保險會統一由通識中心幫忙辦理，請協助繳交相關文件! 

包含:護照影本、2 吋照片 2 張、簽證申請書、家長同意書。 

3. 回國後須分享 2000 字心得報告，及 3-5 分鐘成果影片(全團一部)。 

 
任何問題請洽 通識中心惠媖學姊 5528 或 依瑩老師 2142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9zvepLyK-f63q4vUf3fyMhLBLodeL6O6jdWz9R6nlGXOo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9zvepLyK-f63q4vUf3fyMhLBLodeL6O6jdWz9R6nlGXOog/viewform?usp=sf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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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海報 

 

活動簡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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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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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有任務：一起菲翔 

    孤兒院裡小朋友圓滾滾的大眼裡充滿了對我們的好奇，”Hey,Taiwanese.” 

是他們對我們的問候語，裡面有這接近我們的害羞及菲律賓人的熱情；初到菲律

賓飲食習慣和衛生條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習慣，每天早上打開馬桶蓋都要先

深呼吸，因為會害怕昨天未孵化的蟲卵是否化為蠕動的小蟲，每天小朋友們玩土、

抓飯後都會往我們身上頭髮上抹，一開始我都會嘗試閃掉或拒絕，但我看到他們

眼裡的受傷及不解，小朋友們其實只是想跟我們玩，最後，我都會在內心尖叫，

但依舊微笑，因為我很難跟他們解釋我的舒適圈裡有什麼，我也慢慢的調適自己

的心態。 

    在育幼院服務的日子裡，我們每天都帶一個跟台灣傳統節日有關的教案，像

農曆新年的鞭炮製作、十二生肖、元宵湯圓、端午節的來由、夜市遊戲......等，

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幾位很有畫畫天分的小朋友，或許是沒有 3C

產品及電視的影響，他們很有想像力也很敢去嘗試任何任務；服務期間，我們也

遇到公司行號來育幼院來做社會服務，帶著小朋友唱跳，讓我們大開眼界，原來

他們也麼會跳舞! 

    這一趟到菲律賓的旅行，看到、經歷了很多覺得很難過的事件；在育幼院裡

的孩子很多都是家庭不健全的，育幼院雖然物質富足也可以供應上學，但育幼院

裡無法給予他們正常家庭所要發揮的功能，老師及孩子的比例大概是一比十二，

缺少家庭教育讓他們在跟同伴或我們相處上無法有良好的溝通，行為跟個性都

很野蠻；另外，有一次外出時坐在計程車裡，忽然有人敲車窗，一抬頭我嚇了一

跳，一個皮膚黝黑、瘦小、穿著破爛的女生牽了一個大約五歲的小女孩在車陣中

挨個敲窗討錢，我不敢望向他們渴望的眼睛，我也不敢給錢，因為會有其他乞討

者從四面八方過來，會造成更多的麻煩，在心裡會替小女孩難過，應該上學的年

紀卻在街頭乞討，他的未來彷彿一片黑暗；這其實不是少量的個案，走在宿霧街

頭很多年輕的男女都在努力的為生活打拼，但身上都散發著濃厚的認命感，走過

他的身邊你彷彿可以感受到他們生活的沉重，城市裡很喧鬧但卻不活潑。 

    對我來說，這二十四天的旅程是漫長且沉重的。我常常在移動的過程中跟坐

在旁邊的人或司機聊天，菲律賓的階級複製問題十分嚴重，貧富差距懸殊，平均

薪資也很低，而偏偏在低薪的家庭又會生很多孩子，較大的孩子即便考上大學也

會因為學費負擔不起及家庭問題選擇放棄升學，但沒有大學學歷在菲律賓只能

用勞力換取微薄的金錢；面對年紀相仿的朋友，他已經要為了弟妹工作停止就學，

雖然我們打鬧、玩在一起，但我們之間彷彿有一堵跨不過的牆，離開後他依然要

面對社會的殘酷，而我要回到我的舒適圈中生活，只是這段踏出舒適圈外的生活、

那一幕幕感到衝擊的畫面會讓我時刻提醒自己是多麼的幸福，也應該要更積極

的面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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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小朋友述說十二生肖故事並請他們畫出

自己的生肖。 

十二生肖作品。 

  
紙飛機PK賽。 自由發揮畫作：小朋友們都很愛玩水所

以大多都畫海邊景致。 

 

 
農曆新年故事述說並教他們如何剪紙窗及

鞭炮。 

雖然貼得有些扭捏，但透過分工好不容易

完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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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糯米粉加水搓出一顆顆湯圓。 因為小朋友的衛生觀念較差，所以只煮了

自己搓的，避免吃的不衛生。 

  
大家都很喜歡湯圓，因為煮的很甜。 圓圓白白的湯圓對他們來說很新鮮，所以

也有不少小朋友拿來玩。 

  
最後一天要離開時因為大家都去上課了所

以都拍得很少。 

他是籃球好搭檔，也很會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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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成果發表會 
     

於 107 年 06 月 29 日至台南長榮大學參加教育部青年署舉辦之大專校院職

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成果發表會。因通識教育中心所申請之多元適性微型課程

之職涯培訓計畫被選為特色之一，於發表會中展示成果海報與他校特色計畫相

互觀摩交流。 

成果發表會上午場次安排有一場〈衝出迷霧-看職場中的情緒勒索〉專題演

講，演講中提到可能會在生活中、職場中所遇到的各種情緒勒索的狀況，讓我們

可以在遇到同學相關問題時理解這相關狀況，並協助同學面對相關問題，以及反

思自身是否也有遇到相似狀況以及提升排解轉化心態的能力。 

下午的場次是用世界咖啡館的模式分組討論關於在校生對於職場的認識、

提升職輔人員持續增能之意願與效益、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如何因應學生新穎

想法以引導進行職涯輔導、以及如何建構能吸引學生的職輔活動等議題。透過分

組討論了解各校目前所遇到的問題和學習各校所推動的方式，以期在未來活動

或課程的安排上也可以提升學生多元能力的培養，成為名副其實的斜槓青年，以

及在未來職涯發展能有所幫助，提供同學在進入職場實習或面試時能具備符合

企業期待之基本能力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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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結業喜宴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於 107 年 6 月 27 日辦理第一屆結業式，本班

106 學年度共 8 國 29 位國際生大二成功分流至全校各院系，抱著嫁女兒的心情，

以「台灣婚禮」為主題設計，活動更融入了許多台灣婚禮習俗，邀請了李秉乾校

長及邱創乾校長擔任「證婚人」，及各系師長來「迎娶」，也讓國際生們體驗台灣

傳統婚禮儀式。 

結業喜宴當天學生進場時，先是安排了「丟扇子(放性子)」的儀式，表示學

生將不好的學習態度與習慣丟掉，帶著好的態度到二年級，入場時學生將已寫好

的扇子丟掉，而各系主任與師長在入口處迎接，帶著學生進場，國際生們也準備

了泰國教師節儀式，來感謝這一年來所有授課教師們的教導，由雙導師王柏婷老

師及王惠鈴老師代表，泰國同學提到：今天是最後也是最特別的一天，所以穿著

傳統服飾跪坐在地上為老師洗手，代表這一年來的感謝，而導師也摸學生的頭以

示祝福。除此之外，國際生們也用中文分享與感謝老師們，帛琉同學提到：我們

要告訴大家 PMP 很成功，我們在一年 PMP 的三個目標，語言(包含華語和英文)、

專業與文化，都有學習到且有進步。  

最後安排了奉茶儀式，讓國際生對各系的師長表示敬意，各院系師長更致

上歡迎，鼓勵學生們持續學習、適應與進步，也期許未來能有更多國際生進到系

上，周惠那主任提到：感謝教學團隊及 TA 全心全力的陪伴與輔導，感謝校長、

邱副校長、翟主任蒞臨，也感謝各系主任歡喜來「迎娶」，並接受「準媳婦」奉

茶。國際生風光「出嫁」，為即將升大二的 PMP 大一不分系國際生帶來滿滿祝福。 

 

  
圖說：各系主任帶領學生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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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學生奉茶儀式 

 
圖說： 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喜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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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台日文化世界咖啡館 

    外語教學中心為促進在校同學第二外語運用以及提升跨文化理解學習風氣，

106 第二學期 5 月 21 日於外語中心 EZCafe 特別舉辦台日文化世界咖啡館沙龍。

這次的活動邀請了 5 位來自日本的同學們，和 5 位馬來西亞的同學以及 20 位台

灣的同學們一起進行互動。活動當天由外語教學中心林盈萱老師主持，帶領同學

們參與多元文化討論活動。 

雖然參加本次活動同學多半為日語初級學習者，但與日本同學、馬來西亞的

同學透過用中、日、英文、圖文道具以及比手畫腳等方法共同討論了有關「文化

衝擊」、「自己學第二外語的經驗」、「介紹家鄉文化」等議題。 

透過本次活動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九成以上的參加者都認同世界咖啡館的

活動對於增進學習動機、運用外語有幫助，並且希望將來學校能舉辦更多以學生

為中心的活動來增進校內多元文化交流的機會。 

   此外，參與同學也表示，本活動方式有別於一般上課模式，能以直接互動的

方式聽聞來自馬來西亞以及日本的同學分享他們來台灣體驗以及學習到的事物，

讓沒出過國的台灣同學受到了偌大的鼓舞，更希望能加強自己的外語能力，在不

久的將來能像外國學生一樣到海外去體驗更多各地的人文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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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題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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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華‧逢華》刊物編撰會議 
 

 國語文教學中心即將出版第二期《風華‧逢華》。繼上一期「遊夜市」主題，

邀請老師與學生們分別從本地、異國的角度出發，觀察逢甲夜市的生活風景，頗

獲佳評。 

 因此，本期將以「旅遊」為主題，邀請國語文教學中心王惠鈴老師、中文系

余風老師以臺灣視野觀覽異地文化風景；邀請外籍生介紹該國的夜市／景點之

外，也特別邀請屏東科技大學古佳峻老師跨刀為讀者們介紹「西藏」旅遊書籍，

藉由文字敘述帶領我們一同遊覽塞外風景。 

 除此，這一期「冷知識」嘗試請學生撰寫，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出發，如何讓

專業艱深知識，走出象牙塔，變成大家簡單易懂的冷知識。 

 

 
107年4月26日《風華‧逢華》編輯委員開會討論稿件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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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尬創意，設計新故事 

 本校暑假期間推出一系列各學群不同領域的學習課程，讓高中職學生提早體

驗大學生學習模式，除了能將知識觸角往更多元的領域延伸，更可提早探索大學

的教學模式，為自己的未來生涯發展作規劃。7 月 4 日，由林俞佑老師與鄧庭光、

張嘉凌、陳雅菱三位國文教學助理帶領來自全臺各地的 32 位中學生，齊聚本校

采銅廳，透過桌遊的微翻轉教學，一起尬創意，設計新故事。 

 徐培晃主任開場致詞時，強調本校的大學國文課程學習結合口語與書寫創作

的技巧，培養學生未來職場的軟實力，因此推出了桌遊+小說敘寫的體驗課程，

讓學生在桌遊的遊戲規則裡，學會「說‧寫故事」的技巧。 

 因此，在林俞佑老師的引導下，這群來自全台各地的年輕學子們，透過牌局

的遊戲規則，運用想像力，重新詮釋文本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節，設計許多新

的故事情節或人物性格的詮釋。其中，甘勝元同學發揮中國傳統的前世今生的觀

念，續寫〈韓馮夫婦〉後傳，今生未能偕首白老的愛情，來生重續前緣的故事。 

 
107年7月4日高中生國文桌遊體驗活動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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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交流-南華大學來參訪 

 南華大學尤惠貞學務長帶領其學務處各單位小組一行二十七人，於 7 月 12

日至本校參訪。由本校通識中心翟主任接待導覽，藉由參觀應諾創客社區的創業

團隊及情境改造空間、3D 列印，提供學生自由發揮的創業空間及諮詢服務；在

走訪至人研一、二樓的整體空間改造，是透過由學生角度思考學生真正的需求在

哪、怎樣的空間會令學生主動學習，南華大學的師長們讚嘆逢甲對學生的整體空

間設計用心。 

    結束校園走訪行程後，由通識中心翟本瑞主任於社會創新學院進行交流與

對談介紹逢甲通識教育的成果，且透過佩君同學的親身國際體驗分享，更令南華

師長熱烈的互動討論如何積極有效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意願，在帶著滿滿的收

穫且歡樂的氣氛中結束此次逢甲的參訪行程，而南華大學教務處尤惠貞學務長

也表示期盼能有下次再交流合作的機會。 

 
走訪創客空間及人言教育創新中心，認識創新學習空間之活動剪影 

 
於社會創新學院中，聆聽佩君同學的國際體驗分享 

 
南華師長也期待此次回去可以給予學生更不同的教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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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校友籌組我國冰壺健將進軍冬奧 

本校 EMBA 校友、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張國竑夫婦，於 6 月 24 日邀約本校工

業工程研究所博班生郭明鴻以及伊賀屋日式料理經理莊淑鈴、我國冰壺協會理

事長歐陽立民、永豐銀行副理許毓泰等多位本校 EMBA 校友聚會，同時請本中

心副教授黃煇慶陪同餐敘，並分享當前日本商情資訊。 

    席間，擔任我國冰壺協會理事長之歐陽立民校友提及，在臺推廣冰壺運動

(Curling、カーリング)多年，發覺源自蘇格蘭的該項體育，確能促進彼此友好交

流，有助個人與團隊發展的活動。1998 年該項活動正式列為冬季奧運會比賽項

目，在鄰國南韓及日本已成熱門國民運動，也在本屆韓國平昌冬奧上取得優勝獎

牌。歐陽校友並說明，冰壺是老少咸宜的體育活動，適合不同年齡及能力的人士

參加；從幼稚園的小朋友至大學生，無論老中青幼，或身體殘障人士，同樣可以

享受其中。從中有助個人和團隊發展的活動，使參加者可從中獲得各種學習，更

是適合亞洲人爭取奧運獎牌的項目，甚值我國推廣。惟因國內尚未形成風潮，且

由於場地設備不足，部分選手仍須送至日本長野縣訓練。 

    黃老師表示，據日本媒體報導，自 1998 年長野縣舉辦第 18 屆冬奧以來，

利用該體育設施訓練冰壺運動已蔚為風氣，也培養甚多喜愛該項運動的優秀選

手。我國冰壺協會選擇日本長野縣為訓練場地，應是最佳選擇。鑒於我國主管體

育活動機關係教育部體育署，而長野縣屬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轄區，建議安排

偕同拜會教育部兩岸及國際司之舊識同仁，洽商協助籌備派遣我國優秀選手往

訓，以爭取進軍冬奧。與會 EMBA 校友皆表贊同，鼓勵歐陽校友堅持理念，創造

佳績。 

 

 
(左起)許毓泰、莊淑玲、郭明鴻、黃煇慶、張國竑、張文慧、 

歐陽立民 

 
歐陽立民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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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勗勉留學東京校友 

    本校金融學院碩博班師生一行 22 人在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及該學程林昆

立主任之率領下，於 6 月 3 日赴日東京研習五天。在日期間，除參訪日本最大

金融集團日本「三菱 UFJ 銀行」、最大保險集團「Aioi Nissay Dowa Insurance（あ

いおいニッセイ同和損害保険株式会社）」，證券規模排行世界第二之「東京證券

交易所(東京証券取引所)」，讓學員們了解日本金融、銀行、保險、證券等業界在

國際市場競爭下，經營理念及管理特徵。同時，為先期了解高齡者福祉事業，經

黃老師聯繫本校目前奉派服務於我駐日本代表處經濟組郭玲琳、行政組林育民

校友等之協助，首度洽排參訪東京都港區最大規模之養老機構「東京都港区立特

別養護老人ホーム白金の森」，實地考察高齡福祉設施及照護實況。 

    黃煇慶老師為期學員們能親身體驗日本學術機關或企業團體特殊之待客禮

儀文化，乃安排拜會「日本電子專門學校」、日本東京六大學之一的「立教大學」、

姊妹校之「中央學院大學」，以及「朝日啤酒（アサヒビール茨城工場」、「日本

大學新聞社」等，每到一處均受到日方熱料歡迎，提供完整簡報或盛情餐飲接待，

顯示曾任駐日資深外交官黃老師所累積的豐沛人脈，讓團員們備受重視、賓至如

歸的溫情感覺，真是不可多得的珍貴體驗。而為深入探討日本傳統文化，黃老師

也特別於參訪神田外語大學時，安排日本「裏千家」傳統茶道表演。 

    研習團一行抵達神田外語大學時，即受曾蒞校參訪的前副校長窪田高明教

授偕同該校我前留日大學教師聯誼會長之吉永耕介教授等人歡迎。除導覽名列

日本大學有名之圖書館外，並實際體驗日本傳統茶道。茶道師範講師於一面講解

茶室布置、分享製作日本抹茶、甜點和菓子等技術之餘，每人均品嚐剛沖泡好之

熱日本茶，團員們都直接感受到日本茶道之莊嚴與寧靜及禮儀，表示與中國茶道

大不同的品味；事後，日本最大僑報「台灣新聞」更予以大篇幅報導。 

    本中心黃老師迄今每次於帶團赴日各地研習之時，總順道舉行懇親會，邀請

熱心協助洽排行程之友我人士及部分本校留日當地之校友餐敘。此次 6 月 3 日

晚餐會，除請神田外語大學吉永耕介教授參加外，更邀曾蒞校參訪且以講授「國

際金融論」聞名日本之國立千葉大學政經學部教授榊原健一，以及台灣貿易株式

會社東京事務所長吉川玉真以及日台交流促進會事務長蔡欣怡等貴賓蒞臨指導，

也同時洽約本校留學東京之行銷系校友陳冠宇、高志杰、童郁庭、會計系校友劉

奇軒、大東文化大學土管系交換留學生許孟良等校友出席餐會敘舊交流。其中 

103 學年會計系畢業之劉奇軒校友，則分享了他經由本中心黃老師推薦負笈東

京，今年春取得會計碩士學位後，順利進入日本「東芝」大企業工作之歷程。其

母校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更將劉校友求學求職過程，在校專刊報導，藉以鼓勵留學

生努力之模範標竿；席間，劉校友更表示感謝本中心黃老師多年來提攜支援，專

函推薦以及留日生活指導等，盼望有更多黃老師的子弟留學日本，作為臺日各項

交流之尖兵與橋梁，以承襲黃老師駐日外交官良師益友的珍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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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座左起)林昆立主任、吉永耕介教授、榊原健一教授、黃煇慶老師、吉川玉

真所長、魯祥中博生班長、郭明鴻博生 (右一 )  

 
(左起)電機系四年梁翊嘉、行銷系校友陳冠宇、行銷系校友高志杰、黃煇慶老師、會計系

校友劉奇軒、大東文化大學土管系交換留學生許孟良、行銷系校友童郁庭 

 
日本僑報「台灣新聞」報導

ttp://blog.taiwannews.jp/?p=46021 

 
青山學院大學報導劉奇軒校友

http://www.gspa.aoyama.ac.jp/campus_life
/comple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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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賀沖繩下地中學與漢口國中交流 20 週年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 7 月 3 日陪同監察院孫副院長大川一行，前往琉球

沖繩出席假沖繩縣浦添市美術館舉辦之「孫大川書法藝術及陳俊秀有機鼻煙壺

之『自然人文之美特展』」。黃老師此次赴琉係以主辦單位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副理

事長名義代理前往主持開幕。因黃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曾奉派駐琉球辦事

處服務，故與當地政、經、學、僑等各界熟稔，建立深厚友誼。此次造訪，甚多

老友久別重逢，寒暄問候，充滿歡笑，頗為熱鬧。展示期間亦與孫副院長及擔任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之陳俊秀先生互動良好，甚受佳評，展覽圓滿成功。 

    黃老師續於 7 月 6 日偕旅居琉球地區之我國僑務委員新垣旬子女士，先在

沖繩那霸機場會合臺中市漢口國中張秋桂校長等師生一行後，轉飛往離島宮古

島參加沖繩縣宮古島市立下地中學校所主辦與漢口國中締結交流之「台灣交流

20 週年慶祝會(台湾国際交流 20 周年式典歓迎会)」。獲當地前僑務諮詢委員羽

地芳子及曾於兩年前蒞臨本校參訪的下地中學砂川勝昭校長率師生代表在宮古

島機場熱烈迎接，並隨後導覽該中學校園各項設施。其中最特殊者，乃黃老師於

2003 年 12 月奉派駐琉球辦事處期間，陪同當時僑務委員會張富美委員長首度蒞

琉時，特往宮古島宣慰僑胞，應邀在該下地中學植樹紀念所創設之「台灣之森」。

見該園地綠意盎然，張前委員長與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蔡雪泥名譽理事長等政要、

僑領所植之紀念樹，均已綠葉茂盛，蒼松高大，環境也整理乾淨整齊，可見該中

學對與我交流之重視。 

    在下地中學歡迎會上，黃老師特別感謝臺琉雙方 20 年來在歷任校長的領導

下持續每年自籌經費，辦理親善訪問、學生 Home Stay 等國際交流，並締造佳績，

殊值鼓勵；同時代表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贈送下地中華紀念品，並轉贈監察院孫大

川副院長所書「友誼」之墨寶。該校也以表演中國傳統舞龍以示歡迎，場面熱烈。

隨後，日方在當地市中心「下地農村環境改善中心(下地農村環境改善センター)」

舉行懇親晚餐會。宮古島市教育長宮國博首表歡迎本中心黃老師及漢口國中張

校長等一行之來訪，並稱讚雙方中學校交流 20 年的績效與成果，已在宮古島當

地蔚為每年一大盛事。 

    懇親會席間播放當地電視台所協助製作採訪多位曾經來臺，回憶當年還就

讀下地中學時代，參加漢口國中寄宿 Home Stay 精采生活的紀錄影片。如今他們

大都成年就業，仍相當懷念並讚許當年所參與的國際交流活動。20 年來諸多親

身體驗的精彩畫面，所顯現滿足的笑容，為臺琉兩校的學生交流，成了最佳的明

證。下地中學校長砂川勝昭及該校家長會長岸本悟更表示，將擇期再來訪本校。 

    宮古島人口約 5 萬 5 千人，位處於琉球沖繩本島與台灣之間，附近有全日

本最長跑道之下地機場，原為美軍所建，現已開放為國際機場，偶有包機飛航臺

灣。另有平良港，為麗星郵輪經常靠岸之觀光勝地。島上華僑雖不多，然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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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有成，為推動與我國際交流的重要助力，因與本中心黃老師舊識，多有往來

或已蒞校參訪，互動密切。 

 

 
日本沖繩縣宮古島市下地中學師生接機歡迎 

(左起)僑務委員新垣旬子、下地中學校長砂川勝昭、黃煇慶老師 

 
懇親會全體合影 

(前排坐、右五)黃煇慶老師、(右六)下地中學校長砂川勝昭、(右七)臺中市漢口

國中校長張秋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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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親會(左起) 僑務委員新垣旬子、黃煇慶老師夫婦、下地中學校長砂川勝

昭、宮古教育事務所長平良善信、宮古島市教育長宮國博 

 
黃煇慶老師(右)代監察院孫大川副院

長贈送下地中學「友誼」墨寶 

 
黃煇慶老師(右二)代表中琉文經協會贈送

下地中學紀念品 

 
黃老師(左)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右) 

 
黃煇慶老師致詞 

 
砂川勝昭校長(右)贈送感謝狀 

 
漢口國中張秋桂校長(左)贈送紀念品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