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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微學分 12 月 01 至 30 日課程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安排有職涯系列課程、創業相關系列課程、

影片製作、美學系列課程、兩性系列課程、Python物聯網程式設計系列課程、溝

通表達相關課程、社會參與課程、SDGs相關系列、各種領域的技能課程，以及

由碁峰資訊及AUTODESK公司提供的「AUTODESK競爭力微學分系列」課程，

由富邦提供的「富邦理財系列」課程等，並依據同學們給予的問卷回饋開設相關

課程……等各式課程，鼓勵同學自主跨域學習，讓同學不再受限於傳統的學分配

置，也不再侷限於學習的主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興趣任意搭配、跨領域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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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不採分流上課，皆為全實體獲全線上實

時。後續課程也將會配合防疫做滾動式調整。 

 

圖書館MOOCs課程 

圖書館MOOCs課程『APPs基礎實作』、『智慧科技與管理應用』、『交易策略

設計與分析』等多門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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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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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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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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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12/01~12/30課程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2/01(三) 

19:00-21:00 
mt0269 

共 0.8 學分基礎髮型設計(8) (林幸宜) 

※基礎髮型設計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8 學分 
人社 207 

12/03(五) 

13:10-17:00 

mc0184 
0.2 學分運動女力，女力運動! 性別平等看運動比賽(丁玉)※全英

授課 
創客小教室 

mc0202 0.2 學分命運好好玩之五行能量(洪珮綺) 人 B116A 

mt0187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雷射切割機與繪圖軟體基礎操作(李冠

杰) 

※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12/03(五) 

17:10-20:00 
mt0275 

共 0.9 學分戲劇表演與肢體開發(6) (李舒亭) 

※戲劇表演與肢體開發需完整上完 6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12/06(一) 

13:10-17:00 

mt0204 0.2 學分用 Python 學物聯網~智慧手機 APP 遙控(陳金風) 資電 B15 

mc0190 0.2 學分行銷心理學-十分鐘，說服我！(鍾亮君) 人 B116A 

mt0273 0.2 學分老闆的謊言~財富與職業的四象限(鐘啟二) 紀 104 

mt0276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雷射切割機進階設計實作(李冠杰) 創客實作區 

12/07(二) 

19:00-21:00 
mt0268 

共 0.8 學分跳耀秋季，快樂起舞!(7) (張慈妤) 

※基礎髮型設計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8 學分 

體育館第一

舞蹈室 

12/08(三) 

19:00-21:30 
mt0271 

共 0.9 學分肢體辨識系統之入門與實務應用(5) (顏貽祥) 

※本課程用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12/10(五) 

13:10-17:00 

mc0185 0.2 學分 NGO(非營利組織)與我(薛珍華)※全英授課 創客小教室 

mt0277 0.2 學分創客技術結合應用實作(李冠杰) 創客實作區 

12/14(二) 

19:00-21:00 
mt0268 

共 0.8 學分跳耀秋季，快樂起舞!(8) (張慈妤) 

※基礎髮型設計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8 學分 

體育館第一

舞蹈室 

12/15(三) 

19:00-21:30 
mt0271 

共 0.9 學分肢體辨識系統之入門與實務應用(6) (顏貽祥) 

※本課程用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12/20(一) 

13:10-17:00 

mt0205 0.2 學分用 Python 學物聯網~雲端遙控家電 MQTT(陳金風) 資電 B15 

mt0183 0.2 學分金融戰略王~投資理財與職業收入(鐘啟二) 紀 104 

12/22(三) 

19:00-21:30 
mt0271 

共 0.9 學分肢體辨識系統之入門與實務應用(7) (顏貽祥) 

※本課程用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12/29(三) 

19:00-21:30 
mt0271 

共 0.9 學分肢體辨識系統之入門與實務應用(8) (顏貽祥) 

※本課程用須完整上完 8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12/31(五)   開國紀念日補假(12/30~01/02 連假)  

期末考  111/01/12-01/14 期末統籌考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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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11/09~11/22 課程回顧 

  

  

  

「疫情下的台灣小旅行」課程。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零四期)2021/12/1  5 

 

 

  

  

  

「手機/平板 影片製作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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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深層清潔與專業保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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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釉下彩藝術_瓷盤彩繪DIY 」課程。 

  

  

「生態養殖魚蝦的價值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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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導遊考照秘笈」課程。 

  

  

「創業技能養成—角蛋白美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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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下的新鮮事photoshop+Illustrator設計創作實戰攻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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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資理財到財務自由~現金流(台灣版)」課程。 

 

 

  

「用Python 學物聯網~光感應自動燈」課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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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MOOCs」系列課程 
 

許雅婷撰文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10/09/13~ 

111/01/15 
1101mooc01 

0.6 學分 APPs 基礎實作(洪耀正、王柏婷)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1-12-3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1-16 

※本課程排除 apps大一必修的科系：航太、會計、國貿、

統計、合經、國企、財金、財精、商學創新(國際學院)、

工程(國際學院) 

MOOCs 線上

授課 

110/09/13~ 

111/01/15 
1101mooc02 

0.6 學分 APPs 進階實作暨物理實驗專題應用(李英德、洪耀

正、羅道正、張其棟)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1-12-31 成績結算日：2022-01-16 

MOOCs 線上

授課 

110/09/13~ 

111/01/15 
1101mooc03 

0.6 學分智慧科技與管理應用(張芳凱、林峰正、鄧廣豐)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1-12-31 成績結算日：2022-01-16 

MOOCs 線上

授課 

110/09/13~ 

110/12/31 
1101mooc04 

0.6 學分交易策略設計與分析(李宗儒、劉炳麟)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1-12-10 成績結算日：2021-12-31 

MOOCs 線上

授課 

110/09/13~ 

111/01/14 
1101mooc05 

0.7 學分物理實驗手作坊-力學電學與光學(李英德、洪耀

正、羅道正、張其棟)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1-12-3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1-14 

MOOCs 線上

授課 

110/09/13~ 

111/01/14 
1101mooc06 

0.6 學分物理實驗手作坊-波動與電磁(李英德、洪耀正、羅

道正)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1-12-3 成績結算日期：2022-01-14 

MOOCs 線上

授課 

110/09/20~ 

111/01/15 
1101mooc07 

0.9 學分數據科學與 R 程式語言實作(黃偉恆、王价輝)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1-12-3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1-16 

MOOCs 線上

授課 

110/09/13~ 

110/12/31 
1101mooc08 

0.9 學分金融創新與資料科學(謝依婷、陳麗君)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1-12-10 

成績結算日期：2021-12-31 

MOOCs 線上

授課 

110/10/18~ 

111/01/15 
1101mooc09 

0.9 學分機器人理財(劉炳麟)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1-15 

成績結算日期：2022-01-15 

MOOCs 線上

授課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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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2/1-12/28 節目單 
  

陳思穎撰文 

歡迎至人言十樓通識教育中心或通識沙龍索取節目單，亦可追蹤臉書「逢甲

大學通識沙龍粉絲專頁」，將可不定期收到最新場次消息。(地點：人言大樓十樓) 

通識沙龍網頁：https://genedu.fcu.edu.tw/通識沙龍/ 

通識沙龍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活動日期 講談者 主題與大綱 

2021. 

12/1 (三) 

12:10-13:00 

 

廖如萱 

走出自己的路──學校資源的蒐集與應用 

你是否對大學生活感到迷惘？是否對出社會應具備的

能力感到焦慮？……別擔心！學姊會從自身經驗出

發，帶你探索逢甲官網，掌握學校的第一手資源，並搭

配履歷撰寫檢視自己累積的成就，走出一條與眾不同

的道路！ 

12/2 (四) 

18:10-20:00 

創客書屋 

陶志育 

咖啡與生活品味 

每一樣日常飲食，一粒米、一把菜，都有屬於他們的故

事，而來自世界不同產地、不同品種的咖啡豆，歷經了

栽種、選豆以及烘焙，直到咖啡師手中，以不同的沖煮

方式，展現咖啡的多變風味，期盼和同學們分享，從產

地到餐桌，一杯咖啡的生命歷程。 

1.認識咖啡。 

2.咖啡的品嚐與人生的經歷。 

3.有生命的物質文化。 

12/3 (五) 

12:10-13:00 

旅行鴨
Angel 

我在中東沙發衝浪的日子 

1.中東介紹。 

2.在以色列爺爺家沙發衝浪三個月？！ 

3.安息日是什麼？ 

4.國際媒體之外的巴勒斯坦。 

5.約旦富豪的副業。 

6.炮彈襲擊的那天。 

7.死海的叮嚀。 

8.疫情期間能為出國做的準備。 

12/6 (一) 

13:10-15:00 
羅正楎 

台灣竹樂團團長──羅正楎的音樂人生 

1.演奏家-羅正楎介紹。 

2.演奏、作曲生涯與觀看演奏者影音。 

3.從演奏家的角度帶給學生們的啟發。 

4.揚琴與竹琴的示範與現場演奏。 

https://genedu.fcu.edu.tw/通識沙龍/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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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一) 

15:10-17:00 

人言701教室 

楊潔玫 

楊潔玫表演心(新)視野 

新浪潮時期學生電影，和現今學生電影表演相同處分

享。 

12/6 (一) 

16:10-18:00 
羅正楎 

竹之聲──台灣竹樂團的發展軌跡 

1.前言：傳統竹樂器。 

2.台灣竹樂團介紹。 

3.台灣竹樂團研發創新與使用的樂器種類。 

4.台灣竹樂團演出影片欣賞。 

5.竹樂器示範與互動-竹鑼。 

12/7 (二) 

13:10-15:00 

三國 

安娜麗莎 

The greatest Italian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that 

changed our life. 

Design, art, food, technologies, cars, fashion and 

medicine, the italian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that 

changed our life! 

12/8 (三) 

12:10-13:00 
吳肇桐 

放下台積電金飯碗的面試機會，重新思考為何而活與

用以致學 

綜觀全球視野，縮放國際議題於實際行動，才能真實

感受、身入其境。Ciao！大家好，我是肇桐，樂於分享

關注的議題、瑣事與甜點等！從踏訪在地文化、生活

習慣開始，接觸在地議題並以觀察員角色潛入其境地，

並放諸國際議題於全球各區域性關鍵群體之脈動。 

1.身為大學生須具備的被動技能。 

2.生活即是建構品味與眼界，交流生活小Tips。 

3.參與網絡與觀察社會網絡的組成，形成自我獨特見解。 

4.學生至社會新鮮人的轉變且持續與社會周遭互動。 

5.關鍵資源-敲門磚。 

12/8 (三) 

15:10-17:00 
陳志遠 

音樂背包客──帶著樂器去旅行 

「When words fail, music speaks.」如果說微笑世間最好

的語言，那麼第二外語應該就是「音樂」，這兩者絕對

是在旅行中，拉近彼此關係最快的方式。 

1.來場音樂旅行吧！     

2.旅伴哪裡找？ 

3.帶什麼樂器？           

4.演奏什麼曲子？ 

5.拍攝什麼畫面？        

6.影片如何剪輯？ 

7.預約下一次旅行！     

8.爵士樂現場演奏。(林語桐老師一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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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四) 

12:10-13:00 
謝宏濱 

Borders and Translation (邊界與翻譯) 

Borders are interesting. A border is where the sovereignty 

of a certain jurisdiction end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where that of another one begins. Furthermore, the use 

of language is also a key component to sovereignty, and, 

by simple inference, it stops right at the border too. 

Therefore, a border is a place where language and power 

meet. As a result, signs around a border area are usually 

bilingual or even multilingual, necessitating adequate 

translation. 

國境線是富饒趣味的。邊界其實就是一個國家主權的

終點，另一個國家的主權的起點。語言政策也是國家

主權的一環，因而也隨邊界共進退。準此以解，邊界是

權力與語言的交叉點。於是，世界各地的邊境綫的標

示往往必須透過翻譯採用雙語甚或是多語呈現；翻譯

也成了不折不扣展現權力和語言交鋒的場域。是為本

文。 

12/10 (五) 

10:10-12:00 
林玉娟 

農產品加工與傳統醃漬物 

1.醃漬物的傳統與創新。 

2.一根蘿蔔的傳承。 

12/13 (一) 

12:10-13:00 
黃興真 

天呀！原來音樂是這樣「欣賞」的！ 

即興卻不任性的音樂，來自一位基礎深厚的小提琴音

樂家──黃興真老師，看一個音樂家如何將氣氛及心

情，化作音符呈現在大家面前，並以最隨性的方式表

達對音樂的喜好，清楚地凝聚音樂分子展現出獨立個

體的樂章，一個獨一無二的樂章。 

12/16 (四) 

13:10-15:00 
王興隆 

勤讀好學˙勇於力行 

我交往過大大小小單位負責人數以千計，他們有共同

的特質──通過大量閱讀，吸收新知舊聞增廣見識，

做起事來執行力節奏明快，比起超會唸書的同學，他

們考試成績很好，我們喜歡閱讀，將來做事能力不會

比他們遜色，大家為這社會做出各方面貢獻。 

這一個多小時聽我建議，一定比其他沒聽的同學，提

早規劃每一階段的人生歷練，送給各位同學四份珍貴

禮物，陪伴大家創造很有價值的人生。 

12/28 (二) 

10:10-12:00 
林宣百 

眷村場域活化營造的策略創新 

1.眷村沒落的歷史背景。 

2.眷村保存運動的歷程。 

3.眷村場域活化與營造的行動策略及其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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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1/10-11/22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11/10 那些年我在逢甲的收穫 11/10 那些年我在逢甲的收穫 

  
11/11 如何唸書久坐不疲憊？ 11/11 創立屬於自己個人品牌 

  
11/12 婚禮攝影師工作分享 11/15 創新QR-Code行銷術 

  
11/16 產品研發的專案管理作為 11/17 新世代來臨─UX讓你聽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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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你也可以出國讀書？(跨國連線) 11/18你也可以出國讀書？(跨國連線) 

  
11/22 多元且包容的兩性平權夥伴關係 11/22 多元且包容的兩性平權夥伴關係 

  
11/22 一趟瑞士到法國的奇幻建築之旅 11/22 啟動斜槓人生 

  
11/22 啟動斜槓人生 11/22 啟動斜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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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on! 110-1 全英文授課教師成長社群活動

Chit-chat 全新主題上場 
  

董家君撰文 

Gamification(遊戲化)美國現下熱議教育話題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全英文授課教師成長社群常態活動Chit-chat有了新

的主題：Gamification (遊戲化)，由外語教學中心陳彥京副教授Prof. Richard Davis

整理目前美國高教討論度高的議題後，分為四個場次來介紹： 

場次一：11/16 Intro to the Theory of Gamification 

場次二：11/23 Semester Wide Gamification 

場次三：11/30 Individual Class Gamification 

場次四：12/7 Creativity of Our Students 

Richard在開場時提到，其實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Gamification的應用，目的

不外乎是吸引注意力，引發動機，讓我們可以投入時間精力去達到目的。而在課

堂上，藉由運用Gamification理論，可以提高學生的參與度Engagement，但相對

地，老師的設計跟執行就需要多下功夫。 

 

開放Teams線上直播，吸引友校老師參加 

在前陣疫情期間，許多工作坊及會議多藉由線上直播方式進行，提高了他校

老師參與的意願，所以本學期開始，Chit-chat活動嘗試以「混成式」(實體+線上)

的方式辦理，就吸引來自東海大學、雲林科技大學、中臺科大、中州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的老師參加，校內老師參與人數也略有增加。活動後的反饋提到希

望能請Richard老師分享實作案例，也提供了未來辦理實作工作坊的方向。 

 

  

  
110-1 EMI Chit-chat 活動海報 Teams線上直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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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初、複賽 
  

中文系 劉愷璇 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分別於110年11月5日以及11月12日下午在忠勤樓舉辦第四

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初賽與複賽。 

11月5日的初賽共32隊約200人次參加，國語文教學中心此次邀請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蔡喬育主任、施秝湘老師以及曾獲榮獲省賽辯論賽最佳辯

士黃慧華老師與曾愛玲老師、清水高中辯論社指導教師楊明明老師、逢甲大學健

言社資深社友蔡坤龍老師、中興大學蔡金昌助理教授、前南一書局編輯鍾駿楠老

師、本校人文社會院梁雅英助理教授，共九位對於辯論、口語表達、語文應用等

各領域的專家擔任初賽評審。 

11月12日的複賽參加隊伍分別有「熱音2 with Only One 」、「北方境外勢

栗」、「國文向前衝」、「不要抖」、「辯論3451」、「高興就好」、「期中考拜託讓我過」、

「3440」、「隨你辯」、「我覺得你說的隊」、「對！我就廢！」、「雪莉?你剛攻擊我

的論點? 」、「8分之1」、「良品傑蓉東」、「我ㄉ豆花30塊」以及「無情單殺無情雙

殺哭啊」16隊隊伍，分別在兩場地的四個場次比賽中以正方辯題「知難行易」和

反方辯題「知易行難」積極為自己爭取晉級資格。 

比賽在辯士們鏗鏘有力的陳詞與辯駁中順利進行，而評審也在每一場次給予

點評。在第二場次的比賽中，黃慧華老師點名讚賞反方隊伍「雪莉?你剛攻擊我

的論點? 」有守有攻的質詢與駁論才是辯論。她表示，這樣的技巧不僅訓練思辨

能力，也要在捍衛自己立場的同時去攻擊對方弱點。此外，黃慧華老師也向辯士

們傳授了質詢的技巧：「設定質詢題目後，辯士要清楚自己問題的目的，才能讓

對手一步步進入陷阱再張網撈起，同時也要懂得計劃兵分好幾條的質詢線路，才

能重複反駁設套。」她也提醒辯士們，反質詢是辯論當中最容易犯下的錯誤，所

以被質詢的一方應避免疑問句式的回答。 

辯論賽的尾聲，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致辭，鼓勵同學要勇於面對新

的挑戰。他指出，大多學生一開始都會對新的事物產生抗拒，可是經由老師的帶

領下又能執行，所以老師應在一段時間之後放手讓學生獨立面對挑戰，才能培養

出學生自主能力。 

最後，逢甲大學第四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複賽在精彩的唇槍舌戰與

評審們的指導下，由8隊隊伍晉級11月26日的準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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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培晃主任致贈評審感謝狀 徐培晃主任開場致詞 

  
徐培晃主任與初賽評審合照 施秝湘老師講評 

  
鍾駿楠老師講評 複賽評審與徐培晃主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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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培晃主任與複賽評審合照 反一辯士立論 

  
楊明明老師講評 蔡金昌老師頒發晉級隊伍 

  
雙方辯士交鋒 鍾駿楠老師頒發晉級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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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進階培訓 
  

國語文教學中心 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110年11月16日，邀請本校校友暨好事文創行銷有限公司

創辦人、海峽兩岸公共事務協會秘書長、實踐大學特聘教師——劉典倡老師進行

辯論準、總決賽前的進階培訓，現場共20多名選手共同參與。 

劉典倡老師曾擔任過多場辯論賽事評審、代表政府公關進行協商、行銷活動，

他以自身豐富的的經驗，傳授學弟妹們關於辯論比賽以及說服他人的經驗、心得

與技巧，培訓現場充滿溫馨與活潑的氣氛，加上學長與學弟妹的傳承，使得這項

辯論培訓活動特別有意義。 

劉典倡老師以自身的經驗，從評審、參賽辯士、觀眾等不同角度闡述他們所

關心的重點和希望看到、達到的表現。接著，透過現場與選手們對準決賽題目的

準備、解釋，與學生進行問題討論。他提到於比賽現場中，評審遇過的技巧、犯

規、比賽的進行方式與申論、質詢時的注意事項。 

透過劉典倡老師精闢的講解，讓即將進行準、總決賽的辯士對比賽的辯題、

技巧有更深刻的體會與認知。劉典倡老師勉勵參賽者多方面的收集議題資料與

準備，並且多加演練，善用辯論技巧和發揮臨場反應，漂亮地贏得勝利。 

  
徐培晃主任開場 徐培晃主任致贈感謝狀 

  
劉典倡老師指導進階培訓 劉典倡老師指導進階培訓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零四期)2021/12/1  24 

 

 

  

  
師生互動 分組討論 

  
學生向劉典倡老師請益 分組討論、學生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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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導讀」─帶領你認識古籍中的巾幗們 

中文系碩士生 高育賢 撰文 

 

國語文教學中心於110年11月11日（四）中午12時，在圖書館1F角落世界舉辦

「好書導讀」講座，並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周翊雯老師引領同學認識《世說新語》

中的女性。 

首先，周老師從西漢史書開展，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因受到漢代權

力結構影響，皇后皆被記載於〈外戚傳〉底下；然而，女性描述在西漢劉向《列

女傳》面世之後有所轉變，甚至影響漢代以降女性人物被載入著作中的標準。此

次導讀中，周翊雯老師揀選劉義慶《世說新語》中的〈賢媛〉篇，探討六朝世族

女性的風貌。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不安、禮教凋衰、民風寬鬆，思想言論開放自由。

老師點出小說中的「賢媛」才德兼備、識見卓著、聰慧睿智。因社會風氣和家族

教育的促使，婦女享有和男子相等的受教權及發言權，例如飽讀詩書的謝道韞，

能寫出文采出眾的詞藻，才華受到眾人稱許；阮氏女因顏貌不揚遭許允嫌棄，但

她展現了不卑不亢的品行、能言善辯的特質，最終得到丈夫的尊重；魏文帝曹丕

之妻用書為學，明白前世成敗，引以為誡，突顯女性的見識以及承擔家族的能力。 

周翊雯老師藉由深入淺出的解說，帶領各位了解「亂世出梟雄」，魏晉南北

朝的巾幗們如何在群雄中脫穎而出。《世說新語》中保留魏晉南北朝名士的生活

和思想，在飄忽搖擺的時代背景下，女性意識抬頭，且處事能力及品德修養是不

亞於男性的，同時也讓後世了解到當時女權地位在文化和家庭生活中提升。 

  
「好書導讀」系列活動——《世說新語》

中的女性 

同學踴躍參與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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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翊雯老師導讀《世說新語》中的女性 同學聚精會神聽講 

  
周翊雯老師以簡報深入淺地說明 國語文教學中心陳立安老師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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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學院 SDGs 週報 
  

薛珍華撰文 

隨著COP26（全名是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締約國會議，COP每年會召集

簽署國討論如何共同應對氣候變遷。COP第一屆是1995年在德國柏林舉行。2021

年所舉辦的COP26則是第26屆）在英國格拉斯哥的落幕，減碳是目前最火熱的議

題，連帶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也受到各界更多的關注。為了讓在校學生更能了

解我們生活周遭相關的議題，社會創新學院從本月份、也就是11月的第二週開始

會以SDGs Weekly News《SDGs每周新聞》的方式在s.School的FB分享一則相關

訊息，以中、英文雙語呈現。第一則的內容如下: Recycling in Taiwan, SDG11 & 

SDG12 / 台灣的資源回收- SDG 11永續城鄉+SDG12責任消費和生產 – 2019 

Smithsonian雜誌報導台灣資源回收的優良成果-家用垃圾資源回收率達55%、工

業部份則為77%。2021年6月更針對用餐場所公布了新規定: 「針對有提供座位

供消費者現場食用、並且以紙餐具盛裝餐點販售之自助餐店及便當店，該類店家

應依規定於店內設置供紙餐具回收用之資源回收設施、採取必要之回收宣導措

施及交付回收。」10月1日開始實施。 

（英文:In the article of 2019 Smithsonian magazine “How Taiwan Has Achieved 

One of the Highest Recycling Rates in the World” mentioned that Taiwan has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recycling programs globally, claiming 55 percent of trash collected 

from households and commerce, as well as 77 percent of industrial waste. But today it 

became even better: in October of 2021, Taiwan announced a new law that “requires 

vendors providing food for customers on site, using paper tableware, to set aside an 

area with clear signage and marked with Taiwan's logo for recyclable items for 

customers to place their used paper trays, plates, bowls and other items,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We hope that Taiwan one day will be the example for many other 

countries. ） 

  

  
本則周報內容為台灣的垃圾分類 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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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報紙刊登逢甲大學華語線上課程 
  

薛珍華撰文 

貝里斯當地的報紙San Pedra Sun刊登了逢甲大學的線上華語課程結業，從4月份

到10月，共執行了6個月，共有10位貝里斯的學員獲得結業證書。在這報導之後，

逢甲快訊也分享的此訊息，內容如下：「在逢甲校園裡，有一群來自不同科系的

熱心同學，在多少靜靜的夜晚或週末時光，和一群遠在千里之外的小朋友或外籍

人士比手畫腳，一次次將生澀的華語變成越來越流利的溝通工具。為期六個月的

華語課程結束，共有10位貝里斯的學員獲得結業證書。華語教學課程在社會創新

學院師生的努力下，看到許許多多甜蜜的回饋與成果，更重要的是讓年輕志工同

學，在參與的過程中更清楚要如何活出自己的青春年華。服務貝里斯區域的亭妤

同學，慶幸自己生長在教育資源豐足的台灣，透過課程讓她感受到沒有資源的人

對於學習的渴望，基於同理心，她願意花更多的心力和時間為這些想學習的人設

計課程。」TA陳亭妤是最大的功臣，錄影片的黃若芸（為本校畢業生，目前在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念華語教學研究所）得知這個消息時也非常振奮。在當地報紙報

導之後，臺灣駐貝里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葉懿慶也跟我們連絡，內容如下：「本

館經當地新聞報導得知貴校與貝里斯San Pedro議員Marina Kay合作提供當地學

生學習中文課程機會，我們目前也與國合會持續強化推廣當地中文工作，該會目

前派遣1名華語教師在貝里斯推廣華語，因此我們也很感謝您熱心協助貝里斯人

民學習中文，目前我們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1.請問明年是否會持續開課？2. 

貴校使用的教材為何？3.屆時如果頒贈華語證書可否讓本館一同參與，擴大文

宣效益？」學院內部會討論人力、時間配置的問題再回覆，希望能夠繼續合作。 

  

 
 

結業學生在海濱餐廳聚餐後拿著結業證書拍照。 貝里斯是台灣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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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起曾經放棄的舞蹈夢─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的現代舞團 
  

邱美銜撰文 

重啟夢想雖不易，仍應懷抱期望前行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的歷年演出誕生了許多支特色舞蹈，舞者群的組

成來自於各科系的學生們，即便各自的專業領域大相逕庭，卻能夠在舞台上相互

協調匯融，共創多場精彩的舞蹈演出。2021年啟動的原創劇《天河神水》由知名

舞蹈家張慈妤老師擔任舞蹈指導，並在逢甲大學開設專業的現代舞課程。慈妤老

師為國際知名舞者，目前於北藝大舞蹈系及多所舞蹈班任教，是一名兼備卓越專

業能力與豐富教學經驗的優秀老師，更是劇團籌演不可或缺的一大助力。 

今年劇團亦組成了一支陣容堅強的現代舞團，來自不同科系的學生們各自有

著截然不同的參與動機與生命經驗，讓人動容的是，不少學生皆曾學習過多年舞

蹈，卻因人生際遇的不斷變化，最終選擇了放棄登上舞台的夢想。然而，逢甲大

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的舞台教育推廣給予了這些學生一個重燃夢想的機會，不

論是讓他們再次拾起以舞蹈登上大舞台的夢，亦或是讓初學者能夠感受登台的

喜悅，劇團籌組的這支現代舞團不僅是原創劇《天河神水》的演出核心之一，更

代表了數十位學生對於舞蹈演出的希冀。在明年6月8日於中山堂的正式演出之

前，尚有漫漫長路與艱辛挑戰等待著這些夢想家，期望這得來不易的機會能夠成

為學生們邁向未來的寶貴經驗。 

劇團的粉絲專頁會不斷更新課程的花絮與排練的點點滴滴，請有興趣的師生

可以追蹤劇團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 

 

  
舞蹈課上課花絮。 老師親身示範舞蹈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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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跟隨引導舞動。 舞蹈課練習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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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魂萌發：累積卓爾不群的舞台實力─ 

2022 原創劇《天河神水》甄選會及 

【戲劇表演與肢體開發微學分】 
  

邱美銜撰文 

在大學時光，給自己一次──活得精彩絕倫的機會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在2021年正式啟動第五部原創音樂劇《天河神

水》的製作，預計將明年6月8日在於中山堂演出。劇團在本學期初舉辦校內甄選

會，選拔對舞台演出懷有熱忱的演員、舞者、歌手，並邀請三位在藝術表演專業

領域出類拔萃的老師擔任評審，最終選拔出10位優秀的演員及3位實力堅強的舞

者，完成了舞台劇製作的第一項大事。 

  《天河神水》由李舒亭老師擔任戲劇指導，並在本學期開設系劇表演與肢體

開發微學分課程，使通過甄選的演員們能在本學期即接受完整的表演啟發與技

巧訓練，並激發隱藏的潛能與表演熱情，在日常課程的訓練中逐漸累積舞台實

力。舒亭老師以有趣活潑的課程內容帶領演員們從接受引導拓展至自我啟發，鼓

勵演員運用肢體傳達語意、引導演員相互合作培養默契，最重要的是讓演員們對

戲劇表演懷有熱忱，並對自己的戲劇表演富含信心。劇團一直堅信，沒有任何演

出經驗的學生演員就如同一塊璞玉，在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的系列課程

細細雕琢之下，必當成為台前幕後皆熠熠生輝的珠玉。 

除了上學期精彩的課程之外，本劇團下學期亦有完整的科技與藝術相關課

程，且具有更多實務操作及應用的機會，請有興趣的師生可以追蹤劇團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fcu.theater/ 

  
甄選會─演員演出。 甄選會─舞者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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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表演與肢體開發微學分─課程花絮 李舒亭老師講解據本故事 

  
戲劇表演與肢體開發微學分─課程花絮 戲劇表演與肢體開發─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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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雲和月，回首東瀛往來路-1-淺談武士道 
  

黃煇慶撰文 

奉派駐日約二十載，體會了日本精神，認為那就是「躾」。 

今年(民國110、西元2021年)10月6日中時新聞網電子報有如此一段報導: 

韓進快評》不認識岳飛孫中山，怪誰？乃因名作家吳淡如在節目上感嘆女兒不知

道孫中山，中廣董事長趙少康也透露，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曾告訴他，自己女兒不

知道岳飛是誰，這讓他相當驚訝。即便有識之士不斷表達抗議，但均無疾而終。

其實，歷史教育不應有外界政治勢力操作。還原正確的中國史觀，不僅能了解民

族與文化的發展，更能夠知曉個人與國家將來的處境與定位，培養正確的歷史價

值觀。但可惜，政爭，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朝代，史蹟斑斑可考。本中心

副教授黃煇慶憶及服公職三十餘年，因外交官業務關係，工作上常有機會接近雙

方高層政要或是商賈名流等達官顯貴，於交往中更能體會對方的教養。台日長久

以來深受中華儒釋道的傳統思想影響，而日本人一般所表現出來的武士道精神，

或稱日本精神，就是一種重視禮教的精神，也可說是家庭教養，日本語稱之為躾

（しつけ）。然而，日文所造的漢字「躾」是甚麼意義?若按照2016年曾率日本文

化團體專程來校進行日本茶道、花道、和服表演的大林千乃女士的講解，躾＝武

家禮節的用語＝高雅的動作＝合於社會、集團的規範、規律或禮儀習慣的態度。

(躾＝武家礼式の用語＝美しい動作＝社会・集団の規範、規律や礼儀作法など

習慣に合った立ち居振る舞い。)。高雅動作都有以「躾」培養出來的一種形式

(美しい動作には、「躾」により習慣化された型がある)。所以與日常生活有關

的起居、飲食、招呼的行為，均有其必須的要求，從幼童開始即施以教育，是教

養，也是禮教。然，這些都是「躾」的範圍。 

黃煇慶於民國42(西元1953)年出生於南投縣名間鄉純樸的農村，居民多以躬

耕而食維生。因為父執輩的兄長、親族大都是出生於光復前日治時期。多少接受

過日本教育，故也深受影響。1975年渠本校統計系畢業，1977年義務兵役後以普

考及格經甄選北上任職民航局台北國際航空貨運站之前，均僅在台灣中部生活。

憶及幼年求學時期，偶有老師指定作文題目「我的希望」，總是提筆寫下要當「國

父」或「蔣總統」。及長，才知道我們的國家，不可能有第二個國父孫中山先生，

也如同李壽全在「我的志願」曲中所唱:「長大以後，認識的人越來越多，慢慢

慢慢慢慢我才知道，總統只能有一個」。在山谷圍繞的美麗農村，唯一的娛樂，

就是村莊舉辦迎神賽會。斯時除可加肉加菜打牙祭外，尚有熱鬧的布袋戲、歌仔

戲等可供免費觀賞。在那個仍處於戒嚴年代，內容均不外中華歷史傳統忠孝節義

的戲劇，因而形成忠、奸兩分的想法，並訂下將來當官為民謀福之志願。其中宋

朝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經常從野臺戲的演出可以知曉。所以，從小就知道，岳

飛是忠臣，我們要效法學習，不須老師再教導說明。到了初高中，念及岳飛所作

詞「滿江紅」，後來更譜成曲，旋律優美雄壯，自然琅琅上口。且至「三十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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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詩詞句，更有悲壯之感。只是當時尚年輕，無能體會

其獻身報國之感觸。到年過五十，已獲博士學位、官職簡任小主管也兼任當時亞

東關係協會羅福全會長之特助，聽曾任駐日代表的羅會長說起，將來若寫回憶

錄，就以「八千里路雲和月」為書名。後來老長官果然於2016年出書《榮町少年

走天下：羅福全回憶錄》，原書係日文版:「台湾と日本のはざまを生きて 世界

人、羅福全の回想」，黃煇慶自然也受邀參加了在台大聯誼社所舉辦的新書發表

會。能再與老長官伉儷見面，自然歡喜。感謝羅會長往日的關照與提攜，能多次

隨同視察駐日各處業務以及拜會日本友我政要。只是未提問:怎不用當初構思的

「八千里路雲和月」為書名?但也因為如此，黃煇慶使用了。回想起出身的村內

到處蓋有祭拜各式神祇的宮、廟、寺，而且大家都拜，各有慶典節日，好不熱鬧。

而且在舞台戲上的奸臣受到惡報，台下幾乎是一片喝采，甚有放鞭炮祝賀者。長

大之後，才曉得寺廟文化分有儒、釋、道也就是儒、佛、道三教。台灣的很多宮

廟、寺院都如此，如有四百餘年歷史的台北萬華龍山寺便是。我們就在如此「多

神」的環境中生長，其理念的共通點，就是需要「忠孝節義」，也是我們在校經

常被灌輸的「四維八德」傳統觀念。後來以學員身分奉派到了日本，第一次看電

影「里見八犬傳」，當時日本影片均無字幕，武士時代電視劇也無字幕，雖無法

全看懂，可是其中所傳達為人臣須重視「忠、孝、悌、仁、義、禮、智、信」的

意義，我們都懂，因為這些理念，原本就在中華文化之內。儒家、道家本就中華

文化，而佛教則是由中國傳往韓國(朝鮮)，再由當時朝鮮的百濟於六世紀中葉傳

至日本。後更在七世紀奈良時代推古天皇及聖德太子開始選派遣隋使、遣唐使以

後，往來更是熱絡。留學日本取得博士學位的法鼓山聖嚴法師曾說明「日本佛教」

歷史本質上說，日本佛教是屬於中國型的，但自晚近幾個世紀以來，由於接觸了

西洋的治學方法，故以新方法研究佛學的成績，不但超過了中國，甚至已經獨步

世界佛教的先鋒。聖嚴法師甚至讚稱日本佛教道：「大乘佛教對於歐美的貢獻，

多是日本人的功績。」(聖嚴法師《因果與因緣》法鼓山文化出版)另外，到了日

本，也才知道了孫中山是孫文在日本使用名字，稱為「中山樵（なかやまきこ

り）」。同時也知道，我們當年在高中、大學所研讀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等課程，

所稱民生哲學與甚多的交通建設建國概念，與當時的日本明治維新政府推展的

富國強兵政策，頗有雷同之處，而且完成民生哲學學說當時，國父應就在日本。 

憶起在逢甲就學四年期間，黃煇慶輒感己身無人事背景，更不願大學畢業後

返鄉工作兼務農。乃順應當時校園風氣與社會潮流，紛以報考國家公務考試為努

力目標，盼藉以謀得一官半職，然後成家立業，平實終其一生。後果然均以通過

考試院所舉辦的公務考試，派任公職為終身的工作生涯。無論是台北國際機場航

空貨運站，台灣省合作金庫松山支庫、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以及於30歲前以外

交官乙等特考轉公職外交部，均係公務資歷。又因報考外交領事人員係特殊語言

日語組的緣故，所以外派四次均在日本，服務地點包括東京、大阪、福岡、沖繩

等夢中的日本大都會。且曾參與籌畫北海道開館事宜，故可說是走遍過日本南北

各地。後奉派在駐日本代表處擔任秘書組長(參事)，該職位已列「簡任十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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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薪俸亦達公務體系最高「800俸點」。對黃煇慶這個南投鄉下出身者來說，

自認應足可「不忝祖德」與「不負師教」也。但偶回顧己身一路如此走來，以公

職求生活溫飽之外，尚還能求得何事?尤其擔任駐外主管之時，莫不以「天下為

己任」，而努力方向則以「帝王之學」為終極，時時盼望能達到「學成文武藝，

貨與帝王家」的理想。南懷瑾在《南懷瑾談歷史與人生》裡，稱誦古人把這個「藝」

字用得非常好，不管是文學、哲學或是任何學問，修養到了藝術的境界，才算是

有相當的成就。學武也是一樣，學到了相當的程度，才稱得上武藝。為達到這個

目標，數十寒暑，兢兢業業，無時不為個人的世間出人頭地而努力，務期能夠「功

標青史」。大家都知道，以科舉取「仕」是古來中國人所共同追求的目標，現代

雖已無帝王學般的科舉制度，然其精神卻仍深植於現代的中華民族，甚至影響至

日本。黃煇慶回想從小的讀書受教，多少受中國傳統舊觀念「萬般皆下品，惟有

讀書高」的意識影響，致時時刻刻存有如戲劇裡讀書做官以求出人頭地的欲念。

怪不得「唐太宗承襲隋朝取士方式，創立了考試制度以後，才得意地說：『天下

英雄，盡入吾彀中』的豪語。從此考試取士的方法，演變而成為宋、元、明、清

的科舉考試制度。於是『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十年窗下無人

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等功成名遂的顚倒夢想，便深植人心，永為世法了。故求

學過程，除了準備考試，應付各式各樣考題，仍期藉以求取功名。得過安逸生活、

顯彰家族名聲。 

每當憶起在任職外交部派駐日本的期間內，於忙碌各項台日交流事務之際，

總會想起曾遭遇幾次「重大災難事件」，在人生的體驗上，於外交部紀錄裡應屬

稀有。如：1994年4月26日名古屋機場華航空難、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2011

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以及與本校校友有關的2012年1月4日兩位女學生在東

京遇害事件等，均身處於急難救助第一現場。而且每次置身於災難現場，咸知人

類生命在大自然之下，真是渺小。1995年及2011年兩次日本大地震及海嘯不可預

測的大自然災難，也使我們深深地體會到，無論世間科學技術如何發達，在大自

然之前實在微不足道。但同時在投入救災行列時，才親身感覺到人性的光輝與佛

教慈悲心的偉大。有災難免不了要面對死亡，更何況是大災難，死亡人數則是動

輒上千甚至上萬人。雖然每個人都會死，但是在災難中面對親人的死、同胞的死

或是不認識人的死，在身處災區的當時，我們常常無能為力，只能接受現實而僅

寄予關懷或祈禱。歷經幾次的大災難後，徹底感覺到了人生生活最終是一場虛

幻，也親自體驗了生命中的無常。依日本宗教學者釋徹宗的解釋，日本佛教所說

的「無常觀」就是：所有一切都時時刻刻發生變化。佛教認為，一切都是無常，

所以不必太執著。只要不執著，就可以遠離苦惱。日本佛教認為：「生活在塵世

中，在無常的世界生存、死亡才有價值，這也是日本佛教的最大特徵。面對無常

時，就要轉換心情，因為虛幻，所以更值得憐愛」。是以，藤原正彥在《國家の

品格》提到，日本這塊土地，有颱風、地震和 洪水，一年到頭都受到大自然的

威脅。和別國比起來更易感受到「悠久恆定的自然與短如一夢的人生」這種對比。

想必這種特殊風土也較易產生出所謂的「無常觀」吧。並表示，對日本人來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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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是神，高山有山神，大樹有樹神，河川有河神，海洋有海神，人類身為其

中一部分與之一體同化。所以，古來日本人一直是與大自然和諧共生，對於異質

性的價值觀與宗教，除了德川幕府實施鎖國禁教那段時期之外，從來沒有嚴格排

除過，反而會欣然接納，把它變成日本的東西加以調和。即使在十七世紀中葉實

施禁教鎖國時期，也在長崎開放商港，允許德川幕府與中國及西歐海洋霸權國家

荷蘭通商。然而，為什麼在遭遇相同的災難後，人們會疑問，有人離開人世間，

卻有人活了下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發生?這時，日本僧侶說明佛陀用了一

個「緣」字解釋了這些事。因為有「緣」，「那些死去的人曾經活在世上，倖存的

我們也活在這個世界。雖然同樣遭遇了大地震和大海嘯，但至今仍然有人下落不

明，身為兒女的我卻活在世上。為什麼?因為我們邂逅了這樣的「緣」，就必須接

受。(河野太通等著《覚悟の決め方》王蘊潔中譯《放不下，是因為你還不知道》

平安文化2013年出版)黃煇慶常引用「日本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所講一句話:

因彼此有緣，所以來到了這個世界(お互いに、縁あって、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

た)。 

由上我們可以理解，日本「武士道」的起源是結合了儒家、佛家以及日本神

道的思想，藤原正彥於《國家の品格》轉述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如此歌頌武

士道：「武士道做為一個獨立的倫理規範或許會消失，但它的力量想必將在世上

永存不滅。……就像它所象徵的櫻花，即使隨風四散紛飛後，仍有餘香裊裊豐富

人生，祝福著人類。」然鑒於武士道在現代的沒落，故在述及「武士道的將來」

時，是這麼寫的：「本產生的普遍價值之中，最大的，就是『靜觀萬物風情』，以

及對大自然的畏懼心、崇敬心、懷舊、對自然的纖細審美的感性等等美好情緒。

再加上武士道這個日本獨特的『形』，然何謂「形(かた或かたち)」？回答這個

文題之前，容暫先介紹《國家的品格》作者藤原正彥在書中提出了「菁英」的問

題。菁英，實為任何一個國家所需要，藤原給真正的菁英下了二個條件：第一，

須具備豐富的文學、哲學、歷史、藝術、科學這些人文素養。而且以這些素養為

背景，具備一般庶民望塵莫及的壓倒性恢宏視野和綜合判斷力。第二個條件是，

一旦到了緊要關頭有勇氣為國家、為國民從容就義。然藤原教授則指出，這種真

正的菁英，現在日本已經找不到了。例如他提到現在於日本政府機關林立的「東

京霞之關（霞ヶ関）」地區，的確放眼皆是網羅以優秀成績畢業於東大的官員。

「但那只不過是所謂的「升學菁英」罷了。「很會考試」的確也是一種才能，但

那就跟很會玩單腳跳遊戲一樣，對國家沒什麼用處。我們亟需的是具備前述二個

條件「真正的菁英」。然何謂形？就藤原的看法，如果把邏輯或理性比喻成「剛」，

那麼情緒和形就是「柔」。藤原認為唯有堅硬的構造與柔軟的構造相輔相成，人

類的綜合判斷力才能十全十美。綜合說所謂形，應就是對神、佛、大自然之崇敬

心。所指遵循大自然「與四時合其序」以及「剛柔並濟」的意識，均為中華傳統

經典的重心。而這些是人生必要的教養，也是日本語所稱的「躾（しつけ）」。正

是黃煇慶授課時所重視的素養與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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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黃煇慶帶領本校商學院研習團訪武士道代表-楠木正成銅像(2015/6/28東京) 

 
圖2-黃煇慶(右一)隨同羅福全會長(左四)拜會福岡縣知事(2007年) 

 
圖3-黃煇慶隨同羅福全會長(前左一)拜會島根縣知事(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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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黃煇慶在島根縣歡迎會(2006年) 圖5-遊覽島根縣美麗的沙灘(2006年) 

 
圖6-黃煇慶隨同羅福全會長(左二)、蕭美琴立委(左三)拜會小池環境大臣(左四) 

 
圖7-黃煇慶隨同羅福全會長(後左一)參加日本早稻田大學125周年慶(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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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 EMBA 93 高階校友外燴南投相見歡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在南投的親友，於11月14日舉行新創網路團購公司開幕

式。由於先在網路臉書發布開張喜事，廣獲迴響，夫婦於是日一早前往祝賀。雖

囿於疫情，來賓入場尚均須量體溫、戴口罩並管制人數，但很意外現場竟有認出

並高喊黃老師者，原來是本校EMBA 93高階陳蒼賢校友夫婦。因主辦商家要求

料理精緻可口，特委請享譽中部的蒼賢校友在台中所經營「美味廚房」烹調外送。

由於疫情，校友間年來甚少聚會，師生遠在南投巧遇，真是有緣! 

  

 
圖1-(左起)陳蒼賢校友夫人，黃煇慶老師夫婦、陳蒼賢校友 

 
圖2-陳蒼賢校友夫婦現場忙於布置料理 

  
圖3-新開張網購商店前盛況 圖4-取用午餐料理排隊之祝賀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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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召開董事會議 
  

黃煇慶撰文 

財團法人台北市逢甲大學校文教基金會於11月6日(週六)，假何明輝校友擔

任總經理的新北汐止富信大飯店，召開第十屆第四次董事會議。本中心副教授黃

煇慶因擔任該基金會名譽董事及校友會日文班講師，夫婦也應邀出席。會議循例

由該基金會董事長翁登財傑出校友主持，致詞時提及基金會今後仍延續慣例，支

援母校舉辦英文簡報等比賽、合唱團表演、社會責任USR以及多項徵文比賽、子

女教育獎學金以及張保隆前校長教育基金會款項等活動義舉項目；獲與會董事

鼓掌通過。接著由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潘秀英秘書分別就會務工作及經費收支

預算等提出工作報告，因詳細內容資料已隨本董事會議議程發給與會董事過目，

旋皆獲出席者予以肯定，決議後再送主管機關備查辦理。另有關「本基金會會議

室桌子自民國79年購置迄今，已顯老舊迫害，擬在節約費用情況下購置新品」，

以及「校友會館屋齡已超過43年，目前會館大樓都更案正進行中，因為未來會務

發展需要，擬成立募款小組以利後續相關作業」等議案；則通過均由翁董事長先

提交小組人員的人選，再報請下次董事會議討論議決。會後進行聯誼餐敘，富信

大飯店何總幹事校友也特別交代製作精緻可口又豪華的餐點料理，與會校友們

均表感謝，餐敘間熱鬧交誼，真是溫馨逢甲大家庭。 

 
圖1-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翁登財董事長致詞 

 
圖2-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會務報告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零四期)2021/12/1  41 

 

 

  

 
圖3-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潘秀英秘書(中)報告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圖4-謝振裕名譽總會長(持麥克風者)致詞 

  
圖5-會後聯誼餐會熱烈情形之一 圖6-會後聯誼餐會熱烈情形之二 

 
圖7-與會者合影(2021/11/06攝於新北汐止富信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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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台灣日本人會前總幹事山本幸男先生來訪 
  

黃煇慶撰文 

與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同係擔任台日文化經濟協會理事的山本幸男先生，

趁受邀來台中演講之際，特蒞校拜會參訪。山本理事因亦曾負責台灣日本人會

總幹事，活躍於台日文教交流相關事業，故與台大、文大、台中科大等大學所

設立的日本研究中心頗有淵源，受邀擔任諮詢委員，故與前任職外交部日本事

務會文教組長的本中心黃老師早已熟稔，經常在台北見面時刻，互相祝福，相

談甚歡。此次山本理事提及渠難得專程來訪台中，首度親臨逢甲，即見本校教

學環境優雅，學生素養又佳，讚不絕口，更羨慕本中心黃老師能於公務退休後

教育新生代，繼續推展台日文化交流。黃老師在導覽校園設施後，於星享道午

餐招待，並邀本校尤惠貞、王柏婷、王惠玲、許芳瑜老師，EMBA張國鈜、郭

明鴻、洪添助校友博生及數位台日籍學生陪敘。雙方就台日國際交流事項，以

華、日語交雜相談，甚是熱鬧。 

 
圖1-(左起)郭明鴻校友、黃老師夫人、山本理事、黃老師、張國鈜校友 

 
圖2-(左起)黃煇慶老師、張國鈜校友、山本幸男理事、郭明鴻校友(金融博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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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左起)張國鈜校友、山本理事、黃老師夫婦、郭明鴻校友(金融博班生) 

 
圖4-與會者餐敘前日式乾杯(航太系陳柏霖同學攝影) 

 
圖5-便餐後茶敘合影 

 
圖6-(左起)張國鈜校友、黃老師、山本理事、郭明鴻校友(金融博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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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祝賀母校 60 周年慶舉辦捐血活動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於11月6日午後出席本校台北校友文教基金會董事會

及餐敘聯誼會後，即由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陪同轉往視察台北校友會於10月30

日舉辦慶祝母校校慶健行，連續十四年在11月間舉辦的捐血活動。本年捐血活動

分在台北市「南海路捐血中心」及「大安森林公園」兩個地點同時進行。深受學

長姐校友尊敬的謝振裕名譽總會長是日一早偕同台北校友會前會長張政文傑出

校友與周純堂會長蒞臨大安森林公園捐血站表演薩克斯風助興。該地點因處台

北市精華地區且逢周六日假期「建國花市」旁，人潮洶湧，熱鬧非凡，挽袖捐血

的校友及路人絡繹不絕，熱心校友復加碼準備謝禮，深得好評。上午由北區會計、

國貿、運管，下午由工工、企管系友會校友輪值協助。周會長午后抵達時，適值

工工系周淑媛傑出校友等支援接待，場面甚感溫馨。周會長嘉勉一番後，再偕本

中心黃老師轉赴南海路。該站雖因附近刻正進行交通整修工事，影響人員進出大

樓，但也易辨識由北區統計系友會輪值的捐血工作站。周會長一行受到鄧鈞鴻會

長等熱烈歡迎，經了解活動成果績效良好後，周會長甚表感謝在場校友們發揮逢

甲公益精神，認真完成本項捐血活動任務。 

 
圖1-北區工工系友會周淑媛傑出校友(左四)出迎周純堂會長(右二)視察捐血工作站 

 
圖2-周純堂會長(左三)黃煇慶老師(左四)慰問北區統計系友會協助捐血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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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協助大安森林公園站捐血活動校友 圖4-工工系周淑媛傑出校友 

 
圖5-周純堂會長(左四)嘉勉北區統計系友會鄧鈞鴻會長等校友 

 
圖6-(左起)張政文傑出校友、周純堂會長、謝振裕名譽總會長演奏助興捐血工作站 

 
圖7-網路所廣傳台北校友會發動的捐血活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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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祝賀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喬遷誌喜同樂 
  

黃煇慶撰文 

本校校友總會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近傳喬遷誌喜，惟囿於疫情三級警戒，平素

曾受謝名譽總會長關照協助的校友們，不便邀集聚眾祝賀，僅能以網路傳達賀意

於萬一。而謝名譽總會長夫婦更體諒台北校友會學長姐們各自辛勞忙碌，疫情期

間也不敢勞動大家協助搬遷。所幸隨著疫情緩和，北部飯店用餐限制逐漸解除，

因此謝名譽總會長擇於11月13日周六休假日，邀請郭麗群董事，台北校友會周純

堂會長夫婦、文教基金會翁登財董事長夫婦以及劉延村、張立義、崔昇祥、張政

文、游永全、周淑媛等傑出校友以及校友會主要幹部，假新居附近的台北市吉品

海鮮餐廳歡宴大家藉表謝意。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擔任校友會常務理事，亦係

謝名譽總會長夫婦所參加日文班講師，夫婦也應邀出席餐會。主人所選之吉品海

鮮餐廳不愧是享譽台北海鮮店，每道料理均甚精緻可口，服務員上菜態度也甚親

切得體，讓與會校友們享受豪華海鮮大餐。飯後，謝名譽總會長更邀大家散步至

渠新居參觀。新大廈乃國內知名中興電工集團與日商華熊營造所建，建築宏偉、

氣勢磅薄，校友們參訪後均稱讚不已，太棒了。 

 
圖1-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致詞歡迎校友們蒞臨 

 
圖2-參加謝名譽總會長邀宴校友合影(2021/11/13於台北吉品海鮮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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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左起)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黃煇慶老師夫婦 

 
圖4-(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翁登財傑出校友夫婦、崔昇祥傑出校友夫婦、張立義傑

出校友夫婦(三傑出校友均為93年期EMBA校友) 

 
圖5-參加宴席校友們餐後同往謝名譽總會長新居敦南御所大樓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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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松年大學日文班重開課 
  

黃煇慶撰文 

本校傑出校友張立義家族在樹林所創設「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於上年十月

獲新北市政府正式核定設置「松年大學」，並續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所設

「唱歌學日語班」課程講師。本年五月間，因受新冠肺炎疫情警戒提升影響而暫

停課。迄十月間警戒雖已降級，惟該基金會另設有幼兒班，為安全計，乃延至十

一月中旬方再宣布復課。距前次上課雖已半年，然準時報到同學也仍踴躍，見面

以日語問候，甚是快樂。課務李主是日一早即已印妥上課教材講義分送大家備

用，而基金會張維庭總監，更偕新任基金會廖總幹事蒞臨，除表感謝黃老師繼續

遠道授課外，也預告預定十二月間將成立「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圖書館」。館中收

藏甚多日治時期以日文記載有關張家開發奮鬥的歷史文獻，屆時歡迎黃老師帶

領同學們參觀選讀，藉以增進對該基金會淵源瞭解，提升大家期待。 

 

 
圖1-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繼續應聘擔任新北松年大學日文班講師授課 

 
圖2-「張方大慈善基金會」張維庭(後排左一男)總監與出席者合影 

  
圖3-基金會新任廖總幹事(左一) 圖4-基金會新任廖總幹事致詞(前立紅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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