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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通識夥伴的一封信 
 

如果你想要造一艘船，你要做的不是請大家一起找木頭、分配工作，跟下

令誰該做什麼。取而代之，你應該做的是，勾起大家對浩瀚無垠的大海產

生渴望。    --《小王子》作者聖修伯里 

 

各位通識的夥伴，開學在即，疫情下的教與學，會是相當辛苦之事，通識課

程又是較難教授的科目，藉此機會和大家交換一些想法。 

 首先，我們不知到疫情會持續多久、未來會不會更嚴峻，因此，需要提前

佈署、掌握線上教學所需知能與經驗。過去一年，所有通識專兼任教師，都已學

會透過 Microsoft TEAMS 進行線上教學。如果略有生疏，或是新進同仁，可以帶

著筆電及手機到通識中心，我們會協助所有老師學會如何透過 TEAMS 進行線

上會議及教學。 

其次，我們期許所有通識課程都能導入創意思考及創新教學，改變單向的教

學模式，帶動學生學習熱忱。108 課綱培育的學生明年就要進入大學了，大學端

準備好了嗎？今年會是我們摸索創新教學最關鍵時刻。逢甲通識教育目標「厚植

畢業十年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知識傳授固然重要，我們更看重能力培養與

態度改變，因為，這些是他們未來的競爭力。通識所有課程，寫在課綱中，至少

要有四週採用創新教學模式，帶動學生學習熱情，請大家務必研究如何讓您的課

程更加活潑，啟發學生學習熱忱。學生具備學習熱忱，學習成效就會持續發酵，

延伸到教室之外。 

請不要抱怨大學生程度太低、學習態度欠佳。大學是他們進入社會前的最後

階段，找出方法，讓學生畢業前有想法、對未來有期許、態度轉變，是我們共同

的責任。任務艱鉅，但永不放棄。黃武雄教授指出： 

1970-2 年我在密西根一所州立大學教書。我們教微積分的教授，被賦予一項

任務：即使學生連國中數學的交叉相乘都不會，我們也要在一年之後讓他學

會微積分。事實上，我自己做到了。但不論有沒做到，這是我們拿薪水的教

授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作為教育者，我們不能嘲笑學生。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Charles Dickens)人生等不到最好

時機，但也不致於是最糟的情況。大環境不好、學雜費十五年未調整、少子化、

疫情，都為高等教育帶來嚴峻考驗。許多大學撙節開銷、不敢投資，逢甲則是逆

向操作，五年內投入 40 億建設新的教學環境和教學支持系統。為了提供好的教

學環境，學校在暑假期間啟動 14 項改善計畫，其中有 9 項會在開學之際完成。

與我們切身相關的是人言大樓 4-7 樓的改建，教室和課桌椅都全面更新(部份桌

椅因為在海外訂製、船期延誤會到 10 月中才完全到貨)。人言大樓的教學主要提

供通識優質教學，新的空間一定能帶動全新的學習氛圍，也期許同仁可以利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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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設計，調整授課模式，規劃創新教學，增加學生討論和師生互動的比例。

過去，學界垢病學生遲到、上課吃著餐點，未來，人言大樓的教室規範：不帶餐

點及飲料進教室、準時到課。學生是要教的，學生時期養成的習慣，畢業後會帶

到職場。試問，那個公司可以容許員工遲到、早退、曠職、上班時吃早餐、不想

工作趴著就睡？縱容學生，未來他們不會感激的。未來生活要面對相當多艱困考

驗，所有人生及職場態度，都要在大學這四年奠基。學生不會因為放水與縱容而

喜歡一個老師，他們花了學費和寶貴的四年，就是希望具備面對挑戰的競爭力。

我們期許未來校友回憶時，逢甲學習經驗中的嚴管勤教、耐心陪伴，會是他們成

功的重要基礎。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同仁的原則一致、不討好學生、不縱容放水：開學時清

楚說明課程要求、作業的標準、準時上課、不帶餐點及飲料進教室、上課不睡覺。

如果有態度不佳情況，要勇於提醒學生、教導正確態度。只要大家教學認真、態

度誠懇、班級經營投入、真心為學生好，學生會感受到的。更重要的是，未來他

們會因此感激各位的。未來職場的態度，要在現在的課堂中建立。 

世界經濟論壇在《未來工作報告,2020》（WEF: The Future of Jobs, 2020）指

出，由於 COVID-19 疫情加速自動化及 AI 的發展，到 2025 這五年間將有 8,500

萬個工作會被取代，核心技能約有 40%在五年內產生本質變化，而目前在職員

工約 50%需要重新技能(reskilling)才能面對職場需求。但在同時，亦將出現 9,700

萬個新的職缺，這些職缺是目前人材培育模式不易培養出來的，未來職場需要的

都是跨領域的人才，只有具備相關技能的人才會受到重視。2025 年職場最需 10

大技能如下： 

 

1.分析性思考與創新 6.領導力與社會影響力 

2.主動學習與學習策略 7.技術應用、監管與控制  

3.解決複雜問題 8.技術設計及程式設計 

4.批判思考與分析 9.彈性、壓力承受與靈活性  

5.創造力、原創性、自主決斷 10.推理、解決問題與構思 

1.3.4.5.10:問題解決;  2.9.:自我管理;  6.:協同合作;  7.8.:科技應用 

上述針對未來職場的 10 大能力，都需要有專業知識為基礎。但是，專業知識對

整體競爭力並不是決定性的關鍵，軟能力及態度更為重要。未來職場所需人才是

具有批判思考、能分析並釐清問題所在、情緒智商高又能夠與不同背景的成員組

成團隊、透過協同合作、共同解決複雜問題的實踐者。而這些，都是我們通識教

育可以著力的地方。學生所需要的各種能力，最重要的基礎工作，都應該在通識

教育得到滋養! 

仍然有些同學，把通識教育當成營養學分，但我們在過去這些年的努力，已

經成功地引導許多學生修習具有挑戰性的課程，以強化自己的競爭力。未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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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更會將「學習態度」改變當成努力目標，希望透過通識教育，建立學生主動學

習、快樂學習、終身學習的基礎。知識日新月異、大環境快速變遷，要讓學生學

習不過時，不能只是給他們魚吃，而是要培養他們釣魚的技巧，讓他們面對任何

挑戰都有自主學習的能力、解決問題的習慣。這些，需要大家共同用熱情感動學

生。 

逢甲學生不是台成清交的學生，不能用同樣教學模式教他們。然而，如果找

到啟發他們的方式，他們的表現一樣優秀，潛能無限。我們無法選擇學生，但我

們可以選擇適合他們學習的教學模式，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和責任感。教育是一條

漫長、看不到立即成效的良心事業，因為有了你們，讓我們走得更加順利。一起

努力 謹此 

敬頌 

教安 

                           逢甲通識中心主任 

翟本瑞敬上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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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微學分 9 月 24 至 26 日課程異動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上學期微學分課程即將於9月24日開始上課，因配合防疫與依據教

育部9月8日16時公告，本校9月13至26日全面實施線上教學。微學分課程於9月24

日至26日課程也立即做變動及調整。 

本學期因應疫情在課程設計時便請老師們同時提供線上授課的可能方案，因

此部分課程也可以立刻轉為線上授課，部分課程因為需要實際到現場動手做或

是因課程教學模式則須改期授課。後續課程也將會配合防疫做滾動式調整。 

※09/24~09/26課程異動調整如下:(後續課程將滾動式調整)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9/24(五) 

13:10-17:00 

mi0045 0.2 學分文創聚落經營與產業創新實務(潘冠呈) Teams 線上 

mt0253 0.2 學分原來使用 WORD 完成長篇文章這麼簡單(張志昇) Teams 線上 

10/16(六) 

10:00-17:00 
mt0176 

0.6 學分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設計與實作篇(1)(黃昭雄)  

原 9/25 上課※需 10/16、10/17 二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

取得共 0.6 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10/17(日) 

10:00-17:00 
mt0176 

0.6 學分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設計與實作篇(2)(黃昭雄)  

原 9/26 上課※需 10/16、10/17 二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

取得共 0.6 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10/22(五) 

13:10-17:00 
mt0188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3D 列印機使用及維護(李冠杰)  

原 9/24 上課※與 9/27 為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10/23(六) 

10:00-17:00 
mt0177 

0.6 學分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控制與試飛篇(1)(房兆麟)  

原 10/02 上課※需修過飛機設計與實作篇才可報名參加 

※需 10/23、10/24 二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

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10/24(日) 

10:00-17:00 
mt0177 

0.6 學分無人載具製造所:飛機控制與試飛篇(2)(房兆麟)  

原 10/03 上課※需修過飛機設計與實作篇才可報名參加 

※需 10/23、10/24 二日共 12 小時課程完整上完才可取得共 0.6 學

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通識微學分課程FB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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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報名操作方式(請參考)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無人載具製造所】系列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XdC81Pb8aKu7Wykx8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gle%2FXdC81Pb8aKu7Wykx8%3Ffbclid%3DIwAR3WdMZ_ykDhg9CuMFD6eXPT9Dov3y766XJ_VBeKxThKdR5mJNVfva8qutw&h=AT09uyXUGQNHcbjgVRNvDakT5oiO2iJkX9Qz2g12qMZmoIgbDhzpAyRQntlHkKCqZIRBBnj4SJPfrcrZVk35rx_M83CVdonRWJoYFwx6jN7zWi2fdwGN87pVpPaMehgy2ekP&__tn__=-UK-R&c%5b0%5d=AT2PxkfavAUoxcvJaOVpkuoCO5Fg5BYqCqVCGCavcRhjO6b90ev2iN9pPNLco-o6CmP1ulWeUoZCKyZq5MxvyJ7-vJXJ7K-WHqdnTe68S1jVyWeygub5b59kPYCCIG67waxZXII6q0DRokyIIfcwGyFv5WaEGyPim3nVY-6t_bIR91VhDHTpxOxTuEiyiq1dioD1mnYFUc7uHpxtw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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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課程 

本學期各單位與通識合作開設微學分課程，讓課程更加豐富多元與不同，學

生成就中心於10月01日加開「疫情時代：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電聲碩士學位

學程於10月22日增開「吉他彈奏技巧與電腦聲音分析（認識電聲在玩什麼!）」，

諮商輔導中心於10月22日開設「認識通用設計概念與不同使用族群」，圖書館

MOOCs課程『APPs基礎實作』也列入通識微學分課程系列，同學可至中華開發

教育平台中報名上課，完成線上課程及課程的要求後取得MOOCs認證即可申請

微學分登入。 

 

圖書館MOOCs課程【APPs基礎實作】 

本課程採用App Inventor2做為開發環境，帶領同學了解程式語言的基本架

構，包括變數宣告、迴圈、邏輯判斷、陣列與子程式等核心概念。藉由程式概念

的建立，同學將可完成數個APPs的實作，例如語音計算機APP、即時中英翻譯

APP、影像辨識APP等。 

 

【課程進度】 

第一周 建立第一個 APP 

第二周 宣告變數與邏輯判斷 

第三周 迴圈與陣列 

第四周 子程式與綜合演練 

第五周 繪圖、動畫與手機感測器的應用 

第六周 資料存取與影像辨識 

 

註冊課程：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281 

  

回首頁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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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舉辦全校創新應用競賽 

打破課程、科系與領域的藩籬 
  

林依瑩、陳思穎、洪耀正撰文 

  

通識中心自2019年起開始舉辦全校性的創新應用競賽，迄今已是第三屆。今

年2021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共吸引了97組學生參加，參賽作品來自通識

中心創新創業、智慧程式、藝術設計、綠能環境，與學生自主課程等不同課群的

課程成果，也包含了來自資電學院、商學院、人社院等專業課程的成果。本競賽

成功串起了全校不同領域、不同單位的課程，並打破了課程、科系與領域的藩籬。 

 競賽最終共有22組逢甲學生團隊、5組K-12(來自本校通識學生團隊基於

USR輔導的國中小學團隊)進入決賽。由於不乏地方關懷、用智慧科技解決地方

問題的作品，因此吸引了中華民國資訊社會推廣協會辦理的聯發科技智在家鄉

連續三年的贊助支持。競賽當日最多同時158位師長、學生上線參與，其中絕大

部分參與了同學報告以及與評審答辯的過程，並促成了不少跨系與跨領域的交

流。主辦單位更與所有參與的師長、同學約定明年見，持續將智慧創新的精神延

續下去。 

  

  
2021逢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線上決賽 一等獎得獎作品 

  
二等獎得獎作品 二等獎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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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參賽的團隊有25組來自於通識中心課程(25.8%)，23組

來自人文社會學院課程(23.7%)，22組來自商學院課程(22.7%)，17組來自工程與

科學學院課程(17.5%)，以及資訊電機學院課程2組，建設學院課程2組，金融學

院課程1組，無對應課程5組。詳細的分析結果如下圖所示。 

  

 
參賽團隊所屬課程分析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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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課程 II 順利啟動、認識 SDGs 
  

薛珍華撰文 

暑假將盡，疫情卻無減緩的跡象，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紛紛成為重災區。此時

綠產中心的所開設的國際線上課程SGS「綠色智慧協作」（Smart Green Synergy）

發揮了更大的意義。第二期的課程是「運用整合綠色科技指向永續星球」

（ International Virtual Courses on Integrated Green Technology Towards a 

Sustainable Planet），學生還是來自於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緬甸、柬埔寨、

義大利、英國、美國等十個以上的國家，社會創新學院在這期的課程中特別介紹

了SGSs，並以循環經濟以主題，且以農田上的運作來解釋循環經濟。 從語源學

來看，循環（recycling）這個字初次在專業領域的使用是在1924年，意指使用科

技來處理煉油業或相關產業的剩餘物，使其再次被利用。而直到1950年，才被廣

泛使用至今，並擴大意涵、成了循環經濟。在台灣，循環經濟這個詞彙則是在1970

年代被大量使用。然而在這個課程上要強調的是：（1）循環是個古老的智慧，只

是隨著時代的演變而被賦予新的意義與重要性；（2）循環應該在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落實、而非在高等教育的殿堂上討論。就第一點來說，1930年代是個以農業活

動為主的社會，家家戶戶的廚餘不是送去處理站，而是送去農家做為動物的飼

料、植物的肥料。那個時候沒人會提到循環經濟這樣的名詞，但是大家做的事情

正是資源回收、循環經濟。之後隨著社會開始富裕、人們不在乎物資的浪費。一

直到1970之後，人們開始注意資源的浪費、環境的破壞，循環經濟則變成時髦的

概念，其實是我們祖父輩的生活智慧。從課堂上分享的泰國案例也可以看出，在

泰國偏鄉的孩子在農田上所做的事情雖然是因為生計而必須為之，且孩子們也

聽過什麼循環經濟的概念，但在他們日日生活所做的工作其實就是資源回收再

利用、循環經濟的實踐。 

  

  
此課程共有十個國家以上學生參與。 在國際課程上介紹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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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YCF 農田生活初體驗 
  

薛珍華撰文 

目前在泰國非營利組織YCF的四位學生，在兩周的時間裡，除了教華語、教

電腦課這些課程、活動之外，體驗異國文化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而體驗當

地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參與孩童的活動，包括了在農田裡幹活。泰國的YCF是由

一對夫妻胼手胝足成立的非營利組織，收容了近50位孩子。對於一個大幅度依賴

外部捐款的非營利組織來說，要餵飽近50位從國小、到高中的孩童可是一件非同

小可的事。而泰國在疫情殘酷肆虐之下，捐款微乎極微。令人驚嘆的是，他們自

己種稻、碾米、種菜、種水果，甚至還有一台大型的碾米機。除此之外，他們並

運用稻殼、殘葉、廚餘等各種在農田、廚房裡可用的東西養雞、養鴨、養豬、養

牛也養魚，除了相當程度的自給自足，孩子更練就了在農村維生的技能。一早起

來，所有的孩童都要依照分配的工作幹活，男孩子會負擔一些較需體力的工作

（如整地、搬運），女生們則負責靜態的工作（插秧、栽種、餵家禽），更小的小

孩可能體力不夠，那麼則會負責打掃、整理環境的工作。但是大家都在日日尋常

的工作中學會了農田所需的各種技能。就我們的眼光來看，他們雖然沒學過資源

運用、循環經濟這類我們在課堂上耳提面命的主題，卻在日出日落的每日生活中

身體力行了！更令人驚艷的是，當孩童在開學時、當組織無法繳出孩童所上的公

立學校所需要的學費時，他們甚至可以用自己種的稻米、蔬菜、水果，抵銷了所

需要支付的學費。逢甲的學生在照片中看起來非常愉快，那是因為都市孩子很少

接近農年。泰國的孩子專注在工作中，那是他們生活最真實的面貌，是生活中的

智慧的累積、更是為了他們自己得以生活、得以受教育最務實的方法。 

  

  
學生徜徉在田間。 泰國孩子在田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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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與泰國 YCF 孩子的歡唱 
  

薛珍華撰文 

學生的泰國行少自然少不了文化交流。逢甲的學生會介紹台灣傳統文化並教

導孩童台灣的兒歌及傳統遊戲，如：景點（台灣101）、小吃（臭豆腐、珍珠奶茶）、

茉莉花、當我們同在一起、荷花荷花幾月開、客家花布，透過文化多樣性增加課

程的豐富性及趣味性，除了讓孩童對台灣有更深的認識，同時讓他們對世界有更

多的好奇心，激發未來想踏出泰國走向世界的決心。而對台灣的學生來說，參與

當地人的活動—從一早開始的打掃、農田工作、到白天的學習、到假日與YCF的

孩子們一起唱唱跳跳—就是體驗異國文化最好的方式。YCF是個基督教團體，因

此假日也安排了主日崇拜、主日學，參加的逢甲學生也發現這裡有些外國人! 兩

位美國人是長期志工，就住在不遠的地方，假日來向孩子們傳福音；一位巴西來

的英文老師也常常拜訪、沒有雙親或家人的孩子把他當成大哥哥，互動中看出大

家很親近；另有一位新加坡的年輕人在疫情之前，只要一有長假就到YCF、甚至

領養了一個小孩子，長期栽培一直到大學教育為止。這個小小的非營利組織，其

實就像是一個小的國際村，當然，欣喜現在逢甲的學生也加入了！其實投入海外

非營利組織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印象中，在鄉下地方，不時可以看到來自韓國、

日本、澳洲、美國的善心人士成立非營利組織，幫助資源缺乏的當地人，特別是

兒童的營養、健康、疾病、教育這些領域。然而，要長期經營非營利組織相當不

容易，除了經濟上的支柱、更需要各界人士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這此逢甲學生

兩周的國際服務，也是小小的外交服務。 

 

  

 
學生與YCF的孩童一起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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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YCF 電腦課程、減少數位落差 
  

薛珍華撰文 

逢甲四位學生藉由教育部「學海築夢」前往泰國YCF兩周的時間裡，除了教

導、複習華語，最重要的就是電腦課了。學生為YCF的孩童，量身打造了電腦的

教學課程，希望透過這些課程讓偏鄉孩童同樣有受資訊教育的機會，提高孩童對

世界的認識。首先，藉由申請華碩文教基金會的再生電腦供給計畫，為他們打造

出屬於自己的電腦教室。之後，志工團隊將教導孩童學習相關電腦操作、軟體程

式的教學等，此目的是要解決偏鄉孩童因缺乏電腦，無法自學、甚至無法習得簡

易的電腦技能，因此在安排課程的時候，決定從零教起。而這次的活動有三大核

心:（1）自主性：要幫孩童蒐集免付費的學習網站資料，並教導如何在網路上蒐

集資料，解決平時生活或學業上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2）實用性：本次的軟體

教學分為兩部分，一是Microsoft另一個是Movie Cut。前者是要讓孩童有基本文

書處理的能力，而教學方式除了以英文的簡報及紙本資料外，還會加入一些可直

接用於生活的元素。後者則是影片製作的軟體，透過影片製作的教學，孩童得以

將平時紀錄的生活、想要訴說的話等，製作成紀錄片，上傳至網路讓更多人看到，

讓世界上的人，可以增加對YCF的認識。（3）趣味性，使電腦運用成為有趣的又

實用的技能。在電腦基礎教學方面，內容包括基本操作功能，如網頁搜尋、資料

複製、文件下載、微軟程式基礎操作並結合實用知識，如:用Excel記帳、用Word

製作課表。在電腦剪輯方面，則教導影片剪輯及如何上傳網路。另外也加強視訊

功能的介紹及使用。這些相關課程、活動的設計都是為了透過資訊教育解決數位

落差、並實現SDG4的優質教育。 

  

  
學生使用華碩的再生電腦授課。 個別指導學生電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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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同博生往訪興大科管所何教授及 EMBA 校友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由擔任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也是本校

EMBA校友、工工博班生的張國竑以及EMBA同儕金融博班生郭明鴻陪同，往訪

國立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何建達教授。洽商該校EMBA預定於11月間，邀請

黃老師前往專題演講之相關事宜。何教授造育英才，於作業策略、網路商店經營

管理、科技財管等專業外，因篤信一貫道，對國學道統研究甚深，陰陽五行、四

書五經均能隨口道來，並印證世間因果對應、歷史交替淵源，真可謂學貫中西的

青年學者。與喜愛易經等東洋儒學武士道的黃老師們，相談甚歡。話別時還贈送

親著《道德經》專書，以及適合個人天命的五行咖啡，相約屆時黃老師往講時再

見面暢敘。隨後黃老師一行轉往拜會也是本校EMBA校友洪添助，受到熱情歡迎，

並蒙以豪華午餐便當招待。席間，黃老師特感謝兼營恩地露營區的洪校友，多次

支援接待本校日籍生採果郊遊，大家都讚說，甚有意義的活動。 

 
圖1-(左起)黃煇慶老師、興大何建達教授、張國竑博生、郭明鴻博生 

 
圖2-(左起)張國竑博生、黃煇慶老師、興大何建達教授、郭明鴻博生 

  
圖3-何教授推薦的五行咖啡 圖4-何建達教授(右)致贈親著《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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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郭明鴻博生、張國竑博生、洪添助校友(豪華午餐敘) 

 
圖6-(左起)黃煇慶老師、郭明鴻博生、張國竑博生、洪添助校友(餐後享用水果) 

 
圖7-(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郭明鴻博生、張國竑博生、洪添助校友夫婦(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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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台大日本研究中心第八屆全國研究生研習營 
  

黃煇慶撰文 

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於9月4日，舉行「第八屆全國研究生研習營-人文與社會科

學對話」。因創立該中心的徐興慶教授(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校長)與本中心副教授

黃煇慶均係取得日本博士學位之南投鄉親，且於黃老師前任職外交部時，多次協

助召開台日國際學術論壇，互動頻繁，故極熟稔。而現任林立萍主任也續與黃老

師密切往來，並經常支援本校台北校友會接待日本訪賓行動，深獲校友讚許。更

前於辦理該中心「第五屆全國研究生研習營」時，聘請黃老師專題演講台日經貿

關係，是以再邀本中心黃老師與會。惟囿於台北疫情仍處於警戒階段，乃臨時決

議全日課程以線上視訊遠距方式進行。本中心黃老師於接獲徐校長及林主任訊

息通知後，準時於是日上午由 google meet 系統線上登入。主辦單位在本屆研習

營沿續邀請台日雙方知名學者，透經文化、語學、歷史、經濟、法律等五個領域

的專題，進行跨領域的知識探索與宴饗。課間對話，雖係線上視訊，仍甚熱烈，

圓滿結束。大家咸認本項研習對增進認識台日關係，師生一起共同進行跨領域腦

力激盪，藉以拓展雙方學術文化交流，甚有助益。 

 

 
圖1-參與線上視訊研習營之師生合照(最下排右三黃煇慶老師) 

 
圖2-林立萍主任主持結業典禮，感謝大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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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北市大安區光明里中元普渡祭拜活動 
  

黃煇慶撰文 

中元普渡祭拜是華人民間信仰的年度重要活動之一，台灣與日本也均如此，

本校亦不例外。總務處為配合民俗風情及維護校園安全與防疫措施，特統一於8

月20日、22日分別在校本部、中科校區以及福星校區進行祭拜事宜。而聘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為社區活動中心日文班講師的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也隨於8月29

日(星期日)下午舉辦是項普渡法會。因柯P市長寓所恰係該里所轄，是以備受重

視。之前，以該里張惠銓里長及本中心黃老師為首的日文班Line群組，即紛紛以

圖像或字樣傳達祝福中元平安訊息，給因配合疫情警戒而暫時停課的日文班，帶

來溫馨叮嚀。該區選出的立法委員林奕華以及台北市議員李柏毅、王欣儀等民意

代表，也親臨會場致意，並贈送大家應防疫需要的伴手禮。與會里民芳鄰中也有

多位係日文班學員，乃旋以日語禮貌問候黃老師，尊師重道態度表現無遺，甚獲

在場里民讚賞。本中心黃老師也藉機說明日本各地迄今仍非常重視中元節，且大

都習慣以互相贈送禮物來問候平安，稱之為「御中元、(おちゅうげん)」、此與年

末送禮「御歳暮（おせいぼ）」並列日本兩大送禮季節，可稱全民運動，順帶來

無限商機。又說，日本人習慣上好事成對(つい)，如春分、秋分為假日；但送禮

金則不論婚喪喜慶，紅白帖均為單數，據聞或許與歷史上佛教信仰有關。由於黃

老師曾奉派駐日各地約20年，學養及經歷甚豐，隨手拈來即處處皆學問，致大家

期望疫情儘快解封，恢復光明里社區中心日文班課程。 

  
圖1-大家以Line貼圖戶祝中元平安 圖2-北市大安區光明里中元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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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林奕華立委(左)黃老師(中) 圖4-黃老師(右)張惠銓里長(中)夫婦 

 
圖5-黃煇慶老師夫婦與參加法會的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同學合影 

 
圖6-道士(左)領導誦經祈福 

   
圖7-林奕華立委伴手禮 圖8-李柏毅議員伴手禮 圖9-黃老師與李柏毅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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