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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鄭月妹老師榮獲 

教育部第 8 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邱美銜撰文 

建立舞台教育的可能性，拓展台灣藝術教育的多面性 

恭賀通識教育中心鄭月妹老師榮獲110年第8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藝

術教育貢獻獎」主要嘉勉對藝術教育扎根與推展有具體貢獻的團體與個人，表揚

他們在藝術教育的追求與奉獻。 

鄭老師自2016年起全力推動逢甲大學「創.藝.術」工作坊與「逢甲大學音樂

舞台生命劇場」，透過自身多年在美國芬蘭大學的藝術教育經驗與理念，引領學

生透過「串門子」的舞台教育模式， 嘗試走出教室，體會到跨領域實作與藝術

美感整合的可能性。同時進行多項跨域的藝術與設計人才培育計畫，強調互動共

學的授課方式，積極引導學生開發創意，並經由藝術實踐的過程學習對生命及社

會的關懷、對環境發展的反思、培育自身美感經驗、嘗試結合新興科技與應用，

以及學會將想像力轉化成實務上的創造能力。 

除了教學上的卓越貢獻之外，鄭老師亦不曾停下發表個人發明研究與創作的

步伐，她的創作擴及各種複合媒材以及數位科技，呈現多元而豐富的跨文化視

野，更曾受邀舉辦過30餘次國際個展及200餘次國際重要聯展。2018年，鄭老師

以藝術治療以及色彩心裡學的觀點發明了情緒的視覺模型專利，並且將其發明

延伸運用與工研院光電所產學合作，參與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展出，於發現館公

開發表水墨與科技結合之作品-「回」大甲溪之源，同年與其他展出者以發現館

之名共同獲得2019年Good Design Award, Architecture Masterprize,  TID Award；

2021年參與臺中市政府捷運公共藝術設計，所創作的「尚水・綠動未來」（Water 

of Life）榮獲第一名。將成為臺中捷運綠線首座公共藝術作品。 

鄭老師多年的藝術教育積累不僅開拓了逢甲學生在5G世代的科技藝術視

野，也為沒有藝術系的逢甲大學奠定了藝術教育的重要發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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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月妹老師榮獲110年第8屆教育部藝術教 
育貢獻獎。 

鄭老師於公演結束後與學生及製作團隊合 
影。 

  

鄭老師在演出前為學生調整演出妝容。 在逢甲校內推廣「創.藝.術」工作坊，邀

請藝術家與學生共同製作校園裝置藝術。 

 
 

與工研院產學合作為台中國際花卉博覽會 

發現館創作的科技與藝術整合創作。 

教育部評審團隊參訪逢甲大學，由李秉乾

校長、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主任說明鄭老

師於本校藝術教育教學之貢獻。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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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畫】遺失的古地圖 
陳思穎撰文 

 2021年11月26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二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

壇，由巨鷗科技副數位創新長吳政庭助理教授分享「遺失的古地圖」。吳老師首

先播放了日本卡通《我們這一家》的片段，花媽和花爸多次想去富士山遊覽，卻

因為路途中看不懂地圖、或是聽不懂衛星導航的指示，結果都只能敗興而歸。 

 每一張地圖都有它的使用目的、方式，以及它的重點。譬如當新生進入逢

甲大學報到，第一張會用到的即是逢甲的校園地圖，進而搜尋逢甲商圈美食地

圖、台中市的景點或遊憩地圖……等。 

 若我們想自己「畫」地圖，則需要學會操作GIS軟體，如QGIS、ArcGIS、

SuperGIS與MapInfo Professional等。吳老師笑稱畫地圖跟炒菜很像，全部的食材

都準備好投入炒菜鍋；畫電子地圖則是將「點、線、面、人、事、時、地、物」

等空間與屬性資料導入GIS軟體中。  

    至於精確度欠佳、不是透過測繪方式產生的地圖皆可稱「古地圖」，頂多當

作藝術品或史料參考，不能實際拿來做定位。吳老師以1884年中法戰爭為例，法

軍攻下基隆後，欲從淡水河口衝入台北城給滿清政府壓力，當年軍需官繪製出沿

岸地形的古地圖，現可透過GIS軟體套疊目前淡水明顯的地標點、行政界及航空

影像校正，展現古老圖資數位化成果。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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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11/24-12/8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11/24 從科技工程師到餐飲老闆 11/25 八正道──古仙人之道 

  
11/25 行動應用軟體開發職場經驗談 11/25 行動應用軟體開發職場經驗談 

  
11/26 漫談無人機的發展及應用 11/26 漫談無人機的發展及應用 

  
11/29 唱一首不回頭的歌 12/1 學校資源的蒐集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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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咖啡與生活品味  12/3 我在中東沙發衝浪的日子 

  
12/6 台灣竹樂團團長的音樂人生 12/6 竹之聲─台灣竹樂團發展軌跡 

  
12/6 楊潔玫的表演心(新)視野 12/7 義大利最偉大的發明與發現 

  
12/8 放下台積電金飯碗的面試機會 12/8 音樂背包客──帶著樂器去旅行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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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且包容的性別平權夥伴關係 

及國內外女性領導力分享 
陳思穎撰文 

 2021年11月22日上午本中心尤惠貞教授邀請北歐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廖佳玲

執行總監，蒞臨通識沙龍分享「Gender Equality 性別平權」相關議題。廖總監帶

領同學從國際北歐及台灣生活與職場，來看兩性平權之現況和夥伴關係、以及女

性領導力的特質發展，結合國際文化、歷史脈絡、多元社會演化……等面相，分

享其自身在國內外產官學之工作與生活的親身經歷和觀察體驗。 

    女權運動大約從19-20世紀開始啟蒙，廖總監介紹了1920-1990年代法國文化

重要女性人物，到推薦一些近年具有影響力的女性成功者著作如《挺身而進》、

《擁抱B選項》、《成為這樣的我》、《我是歐普拉》，與電影《女權之聲：無懼年

代》、《關鍵少數》、《重磅腥聞》……等，她們站出來樹立「我可以！妳也可以！」

的典範。 

    也介紹#Me Too運動、瑞典電影協會號召的#5050X2020運動，希望能透過性

別平權在電影界的變革的影響力，繼續滲透到其他行業，早日達成平等、多元和

包容。#HeForShe運動則不只要女性意識抬頭，更要打破性別的框架，鼓勵男性

也勇於對日常生活中發生之一切負面性別不平等事件做出行動。 

    廖總監最後提醒同學：「未來的挑戰，是今日的機會」，要勇於表達自己，說

出來其他人會尊重你，也才有機會得到自己想要的。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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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0 日微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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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12/10課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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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靠自己，未來很可以！」課程。 

這社會告訴我們要勇敢追求夢想，卻沒有告訴我們夢想大多都需要金錢的支持。 

獲利、虧損只是一線之隔，我們不僅要會賺錢，更要會用錢！換個腦袋，讓每一

分錢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價值！ 

同學們對於理財課程充滿好奇與想像，雖然課程中一開始調查已有理財經驗的同

學人數僅只有2位，但同學們大都都知道理財的重要性，希望能夠透過課程了解一

些理財的概念與方式。 

  

  
「電商創業-一頁式銷售頁面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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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理財系列課程~「職場大小事~你的工作DNA」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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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好好玩之五行能量」課程。 

  

  
「老闆的謊言~財富與職業的四象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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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心理學-十分鐘，說服我！」課程。 

  

  
「用Python 學物聯網~智慧手機APP遙控」課程。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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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微學分成果發表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上學期通識微學分課程，本學期電子系的顏卉妤申請成果發表，

主題為『無人機2.0』。因同學修習了「無人載具製造系列」的課程，對於無人機

的製作產生興，且在過程中因製作的無人機飛行時遇到狀況受損，因此激發出想

要更進一步去改良無人機的構想。顏同學提及:「會選無人機2.0 當作題目，是因

為我們這次做的飛機因為機翼過軟，所以風太大導致我們一飛上天，機翼就斷

了，我希望可以做出更堅固的機翼，讓無人機可以抵抗任何強風。」 

因此希望能夠透過相關的資料研究來分析整理自己預想的可能性，並且分享

自己在修課的心得。成果發表會將於110年12月17日(五)11:10-12:00在通識沙龍

(人言10樓)舉辦。 

(活動不需報名可直接來參加!) 

 

 

成果發表會 

時間：110年12月17日(五) 

11:10-12:00 

地點：通識沙龍(人言10樓) 

 

※不需報名可直接來參加!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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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耶誕巡禮 七國繽紛一次掌握就在角落世界 
 

范雅婷撰文 

12月的耶誕節要吃肯德基?!這是哪個國家的習俗?每到11月就開始耶誕活動，

又是哪些國家會有的安排呢。提到大節日，美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情人節搭配

巧克力、中秋節必吃月餅，而復活節必備美味可口的火雞，那耶誕節的美食佳餚

是什麼呢? 

疫情後的角落世界，自本學期學生回歸校園開始實體課程後，外語中心開始

安排多場第二外語活動、主題式口說練習時間與系列講座，每月規劃不同形式，

有互動型的動態活動亦有靜態展覽等安排。然而在年底最後一個充滿感恩喜樂

的節慶，外語中心特別在角落世界布置耶誕樹，邀請尼加拉瓜、西班牙、法國、

印尼、泰國、日本與韓國等7個不同國籍的老師與學生跟大家分享該國如何過耶

誕節的方式，活動將從電影廣告的視角切入，每場舉辦小型耶誕活動，帶給學生

最異國的耶誕文化饗宴。 

世界耶誕巡禮活動規畫於12月14日至12月16日進行，邀請全校師生共同參

與。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報名參加有趣好玩又能長知識的耶誕活動喔! 詳細資訊

請至外語教學中心Facebook臉書粉絲專業活動公告中查看。Welcome to Conner to 

the World. 

  

  
圖一：角落世界布置耶誕

樹 

圖二：世界耶誕巡禮報名海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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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的利與弊」—逢甲大學「第四屆『各

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總決賽 
  

中文系 高育賢 撰文 

逢甲大學「第四屆『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賽」總決賽，於110年12月3日下

午一點三十分假人言大樓B1分鹿演座隆重舉行。歷經近兩個月來的選拔、示範

賽、報名資格審核、初階培訓暨領隊會議、初賽、複賽、準總決領隊會議、進階

培訓、準決賽等各項關卡與訓練，使得總決賽比賽高潮迭起，隊伍間相互切磋琢

磨；辯士們群雄舌戰，盛氣凌人的氛圍之餘，又有幽默措辭的火花，如此機敏靈

活的答辯有如一場精彩的視聽盛宴。 

競賽開場時本校蔡健益副教務長表示，學校於上半年展開線上教學模式，當

時考驗了老師在教學面的技巧和硬體使用，同時學生們在學習成效上也面臨挑

戰。本次總決賽題目「線上教學利大於弊/線上教學弊大於利」貼近時下議題，

期待與會同學的辯論表現；並感謝校友會和學長姊支持「各言爾志」新生盃辯論

比賽，方能歷年薪火相傳。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表示，口才同

時也反映明辨能力，勉勵參賽者將邏輯分析融入實際執行，有助於未來職場上發

展。 

本次競賽主辦單位包括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人月刊、逢甲

大學台北校友金融聯誼會鍾智文理事長、廖英鳴文教基金會、EMBA北區聯誼會、

逢甲大學校友總會、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活動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執行，逢甲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指導。 

國語文教學中心誠邀五位評審，其中有校內外專業教授以及校友來擔任本屆

總決賽評審。包括：上海暢研企業管理諮詢公司總經理孫旭群校友、同心文教機

構總裁張萬邦校友、台灣非暴力溝通有限公司負責人鄺麗君校友、台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馬行誼教授、逢甲大學副教務長蔡健益教授。評審對於選手表現可

圈可點，在會中給予許多珍貴的建議。 

鄺麗君校友分享過去辯論經驗，並給予比賽選手許多可貴的意見；孫旭群校

友表示，選手表現可圈可點，本屆台風表現有卓越的進步；馬行誼教授認為選手

答辯過程妙語如珠，也提供「理勝」及「詞勝」的精隨作為質詢關鍵；張萬邦校

友讚許參賽者的膽識，本次經驗也是奠定基礎的一個好的開始。 

本屆獲獎隊伍為：冠軍—「不要抖」、亞軍—「北方境外勢栗」、季軍—「雪

莉？你剛攻擊我的論點？」、殿軍—「期中考拜託讓我過」；另外此次總決賽，雙

方辯士攻防表現都相當優異，現場評審決議於兩場次各加開一名「最佳辯士」，

以肯定和嘉許同參賽同學的努力表現，分別由「不要抖」—張芯瑜、「北方境外

勢栗」—林鈺舜、「雪莉？你剛攻擊我的論點？」—呂亭寬、「期中考拜託讓我過」

—廖廷瑀，四位同學獲得總決賽最佳辯士的殊榮。 

最後，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致詞表示，透過這幾年來的辯論比賽，看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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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妹們比賽中能屈能伸的攻防和成長，覺得相當感動。辯論比賽對於參賽者而言

都是難得的經驗，誠如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閉幕所說，由於校友

歷年的支持，新生才有訓練的舞台和踏上比賽場域的機會；也因為有評審的專業

指教，學弟妹才能在口語表達的發展上更一步的精進。 

  
來賓簽名 來賓簽名 

  
蔡健益副教務長開場致詞 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賴文堂執行長開

場致詞 

  
鄺麗君校友講評 孫旭群校友講評 

  
馬行誼教授講評 張萬邦校友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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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賽貴賓評審選手大合照 孫旭群校友頒發殿軍獎狀 

  
鄺麗君校友頒發季軍獎狀 孫孚嚴校友頒發亞軍獎狀 

  
張萬邦校友頒發冠軍獎狀 祝岱校友頒發初賽最佳辯士 

  
蔡健益副教務長頒發複賽最佳辯士 賴文堂執行長頒發準決最佳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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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純堂會長頒發季殿軍場次最佳辯士 柯閔鐘校友頒發冠亞軍場次最佳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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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逢甲人物故事徵文/影像比賽入圍名單出爐 
  

國語文教學中心 撰文 

逢甲大學所舉辦之「與時間拔河——第五屆逢甲人物故事徵文/影像比賽」，

於11月15日及11月29日截止報名收件，目前文字組已完成初審審查，於12月6日

在活動網站及臉書粉專公告入圍名單，歡迎本校師生前往觀看入圍作品。 

此次徵文比賽是由臺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大學校友總會、廖

英鳴文教基金會、逢甲大學EMBA學術發展基金會、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逢

甲人月刊、共同主辦，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執行。校友期能鼓勵在校學弟妹關心逢

甲之人事物，以採訪、報導的形式，記錄屬於逢甲的故事。 

文字組決審入圍名單： 

編號 作品名稱 得獎者 

020 鼓不打不響，路不走不知(鄭良俊學長) 

楊蓉(行銷二乙)、黃亭瑜(財金二乙)、黎嘉維(企

管四乙/香港)、余書茵(行銷二乙)、林子琳(財金

二乙)、林欣儀(會計二乙) 

022 我們都可以成為別人的光(許安瑜學姐) 洪怡婷(統計二乙) 

024 
人生只有贏沒有輸，因為不是學到就是

得到─行銷系學長戴培宇 
杜芳臻(國貿二甲)、王俞涵(國貿二甲) 

049 「布」凡人生─來自布吉納法索的韋正 
王宜婷(會計二乙)、方紀縈(會計二乙)、黃培伊

(會計二乙)、黃于玲(會計二乙) 

072 凡人但不凡的經驗(洪仲男學長) 
梁高誌(化工二乙)、李彥廷(自控二乙)、劉元郅

(企管二甲)   

082 
為來往的旅人帶來家的溫度，逢甲巷道

中的老宅餐酒店(蟲洞) 
馬忠漢(航太二甲)、田中深久(外文二甲) 

084 找到自我，活出斜槓人生(張雁度學姊) 
蘇靖婷(財金二乙)、張方燡(財金二乙)、吳庭瑄

(財金二乙)、方香茗(財金二乙) 

113 
融合原住民特色—陳世國：「研究所教

授啟發了我」！ 

葉思彤(都資二甲)、沈奕妏(都資二甲)、陳芷柔

(都資二甲)、郭梓嫺(都資二甲)、郭于捷(都資二

甲)、鄭妤俐(財金二乙) 

129 飛嚐‧非常 
邵志威(會計二丙/香港)、鄭景熙(財金二丙/香

港)、樋口貴哉(企管二乙/日本) 

153 馳騁於回憶道路的導‧演—曾勇翰學長 林映慈(中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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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逢甲×弘光 跨域跨齡科普教育@梧棲下寮 
  

曾心妤撰文 

減塑×淨水×科普跨齡教育 

你今天吃「塑」了嗎？相同發音的問句，換個字卻成了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

議題，其實塑膠微粒早就已經滲透到我們的生活當中，那些被我們扔棄的塑膠製

品，透過自然力的作用、食物鏈的循環，最終還是會回到我們身體裡。 

近期正面對百年疫情的我們，面臨的問題不僅止於肉眼不可見的病毒，日常

使用的水資源也已經遭到塑膠微粒的侵襲，這些迫在眉睫的問題，需要大家一起

努力，守護環境的永續！這場「健康」×「減塑」×「抗菌」的跨域科普教育，是

由富邦人壽支持，弘光科技大學及本校綠能中心合作辦理，要帶領梧棲區下寮社

區的長輩們，從人畜的共通致病菌出發，搭配「減塑」與「淨水」的手作體驗活

動，製作奈米銀抗菌劑及簡易淨水器，透過預防行為減少疾病發生的可能性。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林壬威老師介紹

人畜共通的傳染疾病 

綠能中心培訓的學生講師講解減塑與淨水

議題並帶領進行手作體驗課程 

  
長輩們認真聽講的神情 護理系學生擔任助教協助長輩們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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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拿著製作的濾水器開心合影 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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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敘事實務」課程說明會 
  

許雅婷撰文 

在大數據的時代中，資料的收集、分析及視覺化十分重要，要了解究竟需要

收集哪一些資訊?什麼是重要的?要如何分析問卷?要如何運用及分析收集來的數

據之料?又該在說明資料中如何呈現?如何畫出專業的數據圖? 

蔡國鼎老師注意到這些課題是同學們很需要卻又缺乏的部分，因此特別於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計開設一門『資料敘事實務』課程(通識選修統合類課程)，

帶著同學在寒假期間就開始接觸資料分析，希望能透過課程引導同學們從問卷

設計、分析到視覺化呈現，領略專業的資料敘事技巧。課程分別於11月17日(三)

及11月23日(二)12:00-13:00在通識沙龍舉辦兩場說明會，讓有興趣的同學們可以

先了解一下這門課程，並知道這門課程該如何進行以及同學們未來可以學習到

的能力。課程並於12月01日(三) 在人言804第一次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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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與生活品味 
  

許雅婷撰文 

通識專題課程[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探索]為加強課程對於業界實際狀況的認

識，因此授課陳介英老師於110年12月02日(四)18:00-20:00在創客小書屋邀請小

角手捻咖啡陶志育咖啡師舉辦一場「咖啡與生活品味」的演講，讓同學體驗充滿

咖啡香氣的創客書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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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老師除了展現咖啡職人對於咖啡的考究，同時十分講究品味與美感，對於

品味咖啡時環境美感的堅持。也因為這樣的堅持，陶老師每到學校演講，總是會

特別提早2小時到場地，依照環境現場來做不同的擺飾，並將整組的咖啡器具(包

含老師自己製作的陶鍋)帶來分享。演講中，陶老師分享他自生的人生經歷、學

習手捻陶鍋烘焙咖啡師八年的過程及創業的歷程，沖好一杯咖啡除了認識分辨

咖啡豆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節及用心，因此老師自己設計製作了烘焙咖啡豆

的專用陶鍋，不同於商業經營的連鎖店，總是大批進貨，大量採購咖啡，小角咖

啡從咖啡原豆一顆顆篩選，到親手拌炒咖啡豆，每一次烘焙，都創造僅此一次，

只屬於這一鍋咖啡豆的獨特風味，陶老師舉起他的雙手，掌心透著咖啡的油漬，

即便手炒過程會留下難以洗去的痕跡，但這也顯示出陶老師職人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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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老師的職人精神與堅辭，從自己設計的陶鍋、親手烘焙拌炒咖啡豆中就可以體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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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新意，從廢棄物誕生劇場服裝─ 

110-1 學期「劇場服裝設計及製作」 
  

邱美銜撰文 

創造力，學生化廢材為新裝 

當舞台上的燈光傾瀉而下，演員們穿著的服裝成為所飾角色映入觀眾眼簾的

第一抹色彩。在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的演出歷程中，劇場服裝設計及製作

課程一向以精緻、亮眼的成果為諸位演員的表演錦上添花，尤其是本劇團所強調

的「廢材再生」，結合學生的新奇想像，讓每一次上課與實務操作的過程都拓展

了劇場服裝製作的可能性。 

本學期由三十九位學生與廖敏君老師、林雅芬老師及劇團藝術總監鄭月妹老

師共同組成堅強的服裝設計陣容，學期初時全班共同讀劇並分組分析角色個性，

針對演出的動作需求、色彩語彙進行討論，而後又有廖敏君老師進行紙藝教學，

指導學生形塑立體造型與材質開發，以及林雅芬老師帶領編織課程。在眾多基礎

培力與創意發想的課程之後，更於學期中邀請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藝術

總監月妹老師參與服裝設計評圖，給予大家實用的建議。 

在師生交流討論的過程中，學生創造出的服裝輪廓、材質想像著實令人驚艷，

本學期預計讓每位學生完成一項服裝配件，而在110學年第二學期，廖敏君老師

將開設「劇場服裝創作」，課程著重於實務操作的經驗，讓修課學生在本堂課能

完成劇場服裝，並親自參與2022原創劇《天河神水》的演員定裝照拍攝過程，體

驗將廢棄材料修整後創新應用的可能性，並從課程中得到難能可貴的劇場參與

經驗，課程名額有限，歡迎有興趣的學生踴躍報名。 

  
由廖敏君老師帶領的紙藝教學。 由林雅芬老師帶領的材質開發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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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鄭月妹老師講述劇團服裝風格。 三位老師共同評賞設計圖初稿。 

  
師生共同討論服裝設計內容。 學生分組報告服裝設計圖的創作理念。 

 

設計師同學手繪服裝設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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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零元創業計畫－ 

獲選團隊名單公布暨交流茶會 
  

蔡嘉芸撰文 

本校多年來致力推動創新創業教育，積極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創新及解決問題

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如今已培育多位學長姐拿到創業投資資金並成立公司，協助

學生前往夢想的道路中。 

「零元創業計畫」是由夢種子e-Hub創業港所推出的創業計畫，透過創業實

踐的模式，由教育部提供創業補助資源挹注，讓參與該計畫之團隊在三個月的時

間內，體驗從設立公司到關閉公司的過程，亦體驗到創業者從0-1的真實衝擊。 

從開學至今，經過一連串的報名、評選，最終在11月29日，公布最終獲選名

單。分別是「AKHEILOS-海洋友善包包」、「EP studio-濾鏡行銷」、「啡行咖啡-咖

啡渣再生」、「鳥日子-協助企業CSR」、「touch ' u-療癒寶石皂」等5組團隊，這5組

團隊是從14組中脫穎而出，其中不乏本校與周邊大學的跨領域團隊，多元的組合

相信可以激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過程中參與的同學也寫下心得：「看到每組的簡報跟老師給的反饋學到很多，

也覺得很刺激。因爲有些題目和我現在參加的報告也蠻相關的，很多老師給的意

見也給我很大的靈感，也可以反思自己還有多進步的空間。」這都讓我們看到同

學們在這過程中的成長與反思能力。 

本次入選的團隊皆由不同領域的同學所組成，對於參與創業教育的積極度都

非常高，不只在商業模式上下足了苦功，也花非常多時間來研發產品，籌備創業

計畫，體驗更多創業的不同面向。 

 

如 果 想 暸 解 更 多 創 業 資 訊 歡 迎 加 入 夢 種 子 粉 絲 專 頁 ：

https://www.facebook.com/fcu.dreamseeds/?ref=pages_you_manage 

 

  
所有報名創業計畫的隊伍一同合影。 育成與技術授權中心蔡勝男主任致詞。 

https://www.facebook.com/fcu.dreamseeds/?ref=pages_you_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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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上台分享一路籌備創業的心路歷程。 獲選創業補助金額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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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課程校外展演 分享國際化資源 
 

呂政雄撰文 

隨著校園國際化的趨勢，通識教育中心開設全英文課程「介紹臺灣」，透過

打鼓、太極拳、傳統歌曲等學習，讓臺灣及外籍學生從實作才藝中認識臺灣，並

於12月3日在西屯國小舉辦「2021秋季國際文化交流展演」。在該項活動中，除了

展現教學成果外，亦促進小學生對國際文化的認識與瞭解。 

 

這項展演活動由呂正雄老師設計，總共有來自9個國家的逢甲大學30位學生

參加表演，包括：西班牙、墨西哥、巴西、日本、印尼、香港、越南、泰國及臺

灣。全部節目以中、英文進行，包括打鼓，太極拳，Mazurka舞蹈，印尼/台灣甜

蜜蜜歌曲，認識國旗等節目。另外，西屯國小共有500多位師生觀賞這項活動，

同時在表演節目之後，亦共襄盛舉，加入充滿青春旋律的百人直笛演出，展現傑

出的音樂訓練與素養。 

 

為推展對國際文化的認知，逢甲大學的學生逐一介紹他們國家文化特色與國

旗故事，經由趣味性的提問中，加深了小學生對各國的認識。演出後西屯國小師

生與大哥哥、大姊姊合照，彼此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國際交流經驗，更驗證了「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喜悅。 

 

感謝語: 本活動能順利舉行，有賴通識教育中心吳書萁、陳思穎、王姿淇， 

以及國際處楊婷婷之協助，在此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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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中的那條河--開課了! 
  

薛珍華撰文 

「夢想中的那條河」是社會創新學院在110學期的第一學期所開設的跨領域

課程，主要是要藉由同學的巧思、創意、在不同領域所學的專業、技能，來為整

治後兩條溪提出更好的規畫意見。潮洋溪是在逢甲步行十分鐘以內即可以到的，

惠來溪的後段也就在逢甲東門出去後、也是步行十分鐘就可見到的景觀。此課程

結合了學校水利系、通識中心老師，加上企業贊助、以及水利專家細心解說，可

說是產、官、學最好的合作場域。在第一堂課是由水利系蘇主任以及水利局專家

授課，來自不同科系的學生認識了師長、也踏查了整治後的惠來溪和洋溪，當天

天氣晴朗，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兩條溪看來十分美麗。之後由通識中心主任翟

本瑞教授先講解幾個都市河川重建的案例，之後以創意思考、顧客圖像的方式要

同學腦力激盪，發想心中的河川要提供什麼功能(河川與人類生活的關係)?這些

功能需要哪些條件?這些功能在惠來溪和潮洋溪可以看到嗎?若答案是沒有，那就

是未來的藍圖了。第二週是由張志相與林笈克兩位老師授課，主題是人文活動與

河川關係的溯源。聚落的起源往往因為需要（日常用水、灌溉、運輸…）傍水而

居住，因而開展出風土民情、歷史印記。一塊石塊、一條小徑，都有屬於它們的

淵源、意義。從惠來溪和潮洋溪、到主流筏子溪，它們的故事，兩位老師娓娓道

來。之後，兩位老師帶同學思索鄉土民情發展與河川之間的連結，例如西屯區的

歷史淵源是什麼?有哪些還存在學校周遭? 老師特別提醒青年學子，歷史的印記

—像是一些符號、石塊都有非凡的意義。惠來溪和潮洋溪最後匯入筏子溪，因此

支流的健康也會影響主流，藉由認識筏子溪思考河川的連續性如何形成和息息

相關。第三週的講者是張莉欣與翁仕堯老師，會帶大家討論兩條溪多了植物有什

麼不同、城市與濱溪綠廊的植物選擇條件和工具。 

  

  
水利局專家講解兩條溪的歷史 張老師分享河流所勾勒出來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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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築夢義大利-線上分享 
  

薛珍華撰文 

在11月29日邀請了在義大利-「學海築夢」計畫--的兩位學生仕均、珈源在線

上分享他們的經驗。欣喜聽聞他們的感想、對文化差異的見解，英文進步了，企

圖心也大了!這趟旅程必然在其人生留下意義。學海築夢學員是透過公開甄選、

面試而錄取的。而學生要報名、交計劃書，最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想法，能夠藉

由計畫達到什麼目標。本計畫由三位老師共同以英文面試，再依照學生的條件、

志願、專業能力分配到最適合的團隊。因為疫情，在2020年12月又辦了一次意願

調查，確定要出國的學員。看著學生這一路走來，可以深刻體會到國外實習之具

體效益。(1)勇氣能力雙管齊下:2021初義大利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快速飆升，不僅

學生與家長十分擔憂，連國外的朋友都建議我們要仔細考慮是否前往。在此情況

下，學生在各方面都需具備十足的勇氣與能力，做好萬全的準備。到達之後除了

持續做好防疫措施之後，更要克服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不便利。由於學生是在義

大利的學術機構實習，在工作上有一定的要求，這可以讓學生體會研究者的工作

生涯與壓力。在國外生活看似浪漫，可是總有孤單的時候，這也是與人口密度高

的台灣不同之處。然而，看到同學從文化中思索問題，例如兩國公民工作時間有

巨大差異，但歐洲國家何以工作悠閒又享有高所得。(2)看到學生英文進步是最

快樂的事，自己長年以來的經驗就是台灣學生沒有信心，難開口。學生的英文其

實就是比一般的好一些，我們再三耳提面命，要他們積極努力開口說。初期在群

組的所有訊息老師們都用英文，但是學生回覆幾乎都是中文，只有短的句子、像

是Thank you這類的字學生才用英文。但是，也沒注意到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生

竟然都用英文回覆了。學生在國外不得不用英文，自然而然英文就進步了，其成

效恐怕比起任何一個英文課的成效要大，所以要鼓勵學生積極爭取出國機會。 

  

  
珈源在線上分享旅遊經驗 仕均在線上分享文化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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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雲和月-回首東瀛往來路-2，五十知天命 
  

黃煇慶撰文 

奉派駐日二十載，逛書店常見帝王學書籍，內容大都是中華古典。 

孔子在回顧一生於《論語〈為政)》有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日譯

「吾十有五にして学に志す。三十にして立つ。四十にして惑はず。五十にして

天命を知る。六十にして耳順（したが）ふ。七十にして心の欲する所に従へど

も、矩（のり）を踰えず」。)(譯成日語白話為:子曰く、私は十五歳のとき学問

に志を立てた。三十歳になって、その基礎ができて自立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四十歳になると、心に迷うことがなくなった。五十歳になって、天が自分に与

えた使命が自覚できた。六十歳になると、人の言うことがなんでもすなおに理

解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七十歳になると、自分のしたいと思うことをそのまま

やっても、人の道を踏みはずすことがなくなった」と。（摘錄『論語』・旺文

社）)日本在歷史文化上一直深受中華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孔孟哲學。兩年前的 

2019 年 4 月 30 日，日本平成天皇(明仁、あきひと）讓位成為上皇，德仁（な

るひと）皇太子繼任第126代天皇，隔天( 2019 年 5 月 1 日)年號(元号、げん

ごう）)則從平成（へいせい）改為「令和（れいわ）」。此所稱日本的年號，實

源自中國。以前曾有一個天皇使用多個年號，至明治時代，才制定「元号法」，

限制一天皇一年號，並使用「元号」一詞。我國派駐日本外交人員，常需面對日

本各種書類，尤其是戶籍謄本，其內紀載年代均係使用「元号」，所以必須記住

換算成為民國或西元的方法。且日本諸多年號，字義均來自中華古典，如:明治

(1868-1912)源於《易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聴天下、嚮明而治(聖人南面して

天下を聴き、明に嚮（むか）ひて治む)」；大正( 1912-1926 )也是出現在《易經》

(臨卦)，「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大いに亨（とほ）りて以て正しきは、天の道な

り）」；昭和( 1926-1989 )一詞則由《書經》(堯典) 而來，「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百姓（ひゃくせい）昭明(しょうめい)にして、萬邦（ばんぽう）を協和(きょ

うわ)す）」；平成( 1989-2019 )則擷自《史記》(五帝本紀)，「內平外成（内平かに

外成る）」。而「令和」據稱是來自日本「和歌集（わかしゅう）」中最古的《萬

葉集(万葉集、まんようしゅう)」(巻五) 「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

前之粉、蘭薫珮後之香。(時(とき)に、初春(しよしゆん)の令月(れいげつ)にし

て、気(き)淑(よ)く風(かぜ)和(やはら)ぎ、梅(うめ)は鏡前(きやうぜん)の粉(こ)

を披(ひら)き、蘭(らん)は珮後(はいご)の香(かう)を薫(かをら)す) 」。 

說如此經緯，似也可為我們人生規劃的最佳參考。黃煇慶常提及，無論是於

校內講課或應邀在外演講，均以渠自身之經歷來驗證孔子之所言意義深遠。按學

制黃煇慶於七歲入學家鄉的名崗國民學校，13歲考取當時的台灣省立南投中學

初中部，三年後直升高中，再三年錄取本校當時逢甲工商學院的統計學系。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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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畢業服空軍義務兵役二年，退役後即以普考統計人員公職普考資格，經遴選任

職民航局台北國際航空貨運站。當年工作地點就在民航局對面的松山台北國際

航空站，有幸於工作期間，見識到國際機場的繁華熱鬧與高格調。熟料，35年的

公職生涯於駐日本代表處的秘書組長任內結束，在2012年9月13日從東京羽田國

際機場搭上午華航班機返國，於降落台北松山機場時，看到當年常見到的「台北

國際航空站」招牌依舊高掛，內心澎湃，激動不已。暗自想到，一生的公職，從

普考及格在民航局的基層，直到駐日參事的文官職「簡任 12 職等 800 薪點」，

是「始於松山機場」也是「終於松山機場」，緣乎?命乎?民國 68 年初松山機場

工作兩年後，經基層乙等金融人員特考改分發台灣省營合作金庫松山支庫，再兩

年以高考經濟行政人員及格轉分發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服務，又兩年因外交領

事人員乙等特考而轉任職外交部，並於 1983 年首奉外交部派駐日代表處以學

員名義語訓兩年，斯時恰年為三十歲。是以家中父執輩及親族兄長皆謂，在南投

鄉下能以私立逢甲大學畢業資格考取外交官特考，已有南投縣長、名間鄉長、台

灣省議會或南投縣議會議員等多人送來祝賀匾額，足為族中模範，盼往後不再轉

職，如何?是以，直覺三十歲之前，可嘗試換工作以累積經驗資歷，但過而立之

年，則不宜再隨意變換，除非自己創業或繼承家業。 

黃煇慶猶記五十歲那年，如前述，公職最高級的簡任升等考試、博士學位偕

已取得，也有奉派駐外辦事處之小主管資歷，不巧於當(西元 2003 )年逢母喪，

斯時父母均已往生之際，頓覺徬徨，如此人生應往何處。既無「不惑」，亦無「知

天命」之感。僅體會到，大學畢業，甚至是取得碩士乃至博士學位以後，在外交

工作環境上，無論如何專業，也會感到以往所學與所用，幾乎毫不相干，愧覺在

外交部「不務正業」，除非還要為更上層樓的考試再接再厲，那才還有些用處，

否則真如唐浩明在《曠代逸才》對一般學子所指稱「做官是他的目的，詩文只不

過是敲開功名之門的磚石。聖賢的精奧不必深究，做人的道理不必身體力行，功

名一到手，磚石盡可扔掉，到那時只須博得上司的歡心，用不著對天地良心負責，

古聖昔賢不會來追究，塾師房師也不會來一一驗核。」歷經數十餘載的公務生涯，

碰到如此「無奈遭遇」，始開始覺悟到必須「反求諸己」，研讀中華經典的菁華。

惟對人對事對物之看法已與昔日不同，如順手翻來《紅樓夢》，似已不再燃起昔

日那般專注賈寶玉與林黛玉間的愛情故事，或是與那丫環襲人等之追求青春美

夢的熱情表現。反而有感於那一僧一道的對話〈好了歌〉「世人都曉神仙好，惟

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

忘不了…」；或是那一齣太虛幻境〈終身誤〉的唱詞:「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

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生美中不

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紅樓夢》〈第五回〉)心有所感，

爰於 2004 年自駐琉球辦事處調返外交部工作期間，與同事因緣際會拜在馬叔

禮、劉君祖兩位經學大師門下開始研讀《易經》，而斯時數來黃煇慶年紀方過五

十。讀書研究或許自己可以努力，至於「功名利祿」，那真是可遇不可強求，更

須待天時。清朝趙翼所說：「少時學語苦難圓，只道功夫半為全，到老方知非力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零五期)2021/12/16  34 

 

 

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日本也有一句諺語「盡人事而待天命(人事を尽くして天

命を待つ)」，孟子說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也引齊人之話說：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公孫丑》)羅貫中在

《三國演義》〈第37回〉劉玄德三顧草廬，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

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 以待天時。」《荀子‧宥坐篇》記孔子厄于陳蔡之

時，孔子對子路說：「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

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今有其人，不遇其時，

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

時」。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荀子‧宥坐篇》亦載孔子厄

于陳蔡之時，孔子對子路說：「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

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今有其人，

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

以俟其時」。 

 有此覺悟時、位、勢三者鼎立，缺一不可。然有其秩序，「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能得其意思菁華，則能得有勵精圖治的資本。而對於時，《易經》更多有觸

及。如《易經．繫辭下》有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待時，

不是空等待，而是反身修德，作充分準備。等待時機成熟，方能把握時機，「與

時偕行」。「遯卦．彖」即言:「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

經‧文言》也說：「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已故大儒南懷瑾在《南懷瑾

談歷史與人生》內提到，他經常對同學們說，有兩樣東西必須要學－佛學與《易

經》，但這兩門學問，窮一輩子之力，也不易學通。《周易》八卦乃由「乾」「坤」

兩卦再衍生長男「震」次男「坎」少男「艮」三卦以及長女「巽」次女「離」少

女「兌」三卦共八卦所形成，爰稱為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八卦。有此八卦的道理，

「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經‧繫辭上》其元

素應與佛家所說「地水火風」及「空」的道理相通。是故早於佛教東來相傳漢明

帝時期之前，已有佛法東來的史跡，如《列子‧仲尼篇》有謂：「丘聞西方有聖

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故推斷當

時孔子似已知在中國西方有「佛」可謂為大聖人。 

黃煇慶每憶及終身服公職三十餘年期間，尤其駐外擔任單位主管之時，莫不

以「天下為己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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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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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於藝術境界，也就是所謂的「化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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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華古典，如「四書五經」、《史

記》、《資治通鑑》等，日本人均奉之為「帝王學」，尤以《易經》為聖。凡訪過

黃煇慶前在駐日代表處秘書組長辦公室及提早公職退休後返校任教獲分配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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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大樓研究室者，入室後都覺有整潔、明亮，充滿日本雅興之氣息，令人新奇。

所以該研究室經常訪客絡繹不絕、高朋滿座。黃煇慶均本誠意熱情接待，以期賓

主盡歡。人言研究室內也延續前駐日代表處期間於秘書組長辦公室一般，均布置

高懸數幅本校前主任秘書陳蒼和教授(出家後法號悟興法師)俗家夫人陳阿緞師

母所賜親書墨寶，並經在東京委請專家裱褙的書道。計有抄錄佛學的《始終心要》

〈上〉〈下〉、唐浩明《曠代逸才》〈帝王之學〉以及《旬子》〈天論篇〉，分以不

同書體撰寫，望之整體靈活舒展，書法高超如有龍威虎震之感。加上華麗之日本

裱功，真是壯觀，大家均莫不稱讚。黃煇慶每見來訪者歡愉，亦深感與有榮焉。

而針對「帝王之學」書法全文向大家解釋:「古之帝王之學，以經學為基，史學

為幹，先秦諸子為枝，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

曉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於一身，然後登名山大川，恢宏氣概。然後取

功名，廁身廊廟，造千秋偉業，並出奇謀、書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

幹一番非常大業。」此乃摘錄自唐浩明著《曠代逸才》描寫清末民初留日「楊度」

的一段佚事，念來頓覺於心生氣盎然，氣勢磅礡，勉勵學子勤奮向學，將來能有

成就。若譯成日文可為:「古来の帝王学(ていおうがく)は経学を基礎とし、史学

を根幹とし、先秦諸子の文章を枝とし、漢魏時代の詩文が葉となっている。孔

子孟子の道に通じ、孫子呉子の兵法に通暁し、上は天文から下は地理に至るま

で知らないことはないのだ。古今の全ての才能と実学(じつがく)を一身に集

め、しかしてのち、名山に登り、大川に遊んで英気(えいき)を養う。そうして

こそ、大事(だいじ)を成し遂げる才能が得られるのだ。そののち、あるいは、

従容として功名(こうみょう)を遂げ、仕官(しかん)し、官庁(かんちょう)の一角

に席を得、大計を献じて組織を指揮し、弁論(べんろん)を発表し、天子の耳に

届き、政に参与し、天子を補佐し、当代一の指導者と詠われ歴史に残る偉業(い

ぎょう)を打ち立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だ。或いは、非凡(ひぼん)な人士を探し、

奇抜(きばつ)な計画を立て、妙案を表し、世論の潮流に乗っかり、地の利を活

用し、大衆の力を借り、一大事業(いちだいじぎょう)を起こすこともある。」

聞後大家舉手直比讚「真是好文章、好書法也」。「帝王學(帝王学、ていおうが

く）」這傳統文化，大家都知道，以科舉取「仕」為古來中國人所共同追求的目

標，現代雖已不同當年帝王專制朝代的科舉制度，然其精神卻仍深植於現代的中

華民族，甚至影響至東瀛日本。故於任職東京駐日代表處期間，下班後返東京都

港區租屋處，睡前必立於陳阿緞師母所賜墨寶前讀誦劉伯溫的《郁離子〈東陵

侯〉》詞句：「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

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

下，必有浚谷。」以及《黃石公素書〈原始章〉》之「賢人君子，明乎盛衰之道，

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等。隨

著陳阿緞師母如行雲流水書法，優美飄逸，頓覺大自然天地正氣存乎一心，真感

快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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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拜會沖繩縣仲井真知事(2009/3/26) 圖2-拜會沖繩縣仲里副知事(2009/3/26) 

 
圖3-黃煇慶(左)駐日期間拜會姊妹校中央學院大學椎名市郎校長(2009/6/13) 

 
圖4-黃煇慶在駐日代表處秘書組長辦公室懸掛陳阿緞師母墨寶之一 

 
圖5-黃煇慶(右)在駐日代表處舉辦2012年農曆春節餐會抽得特別獎(日幣6萬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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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黃煇慶在逢甲研究室所懸掛陳阿緞師母墨寶 

 
圖7-黃煇慶研究室所懸掛陳阿緞師母及其他名家墨寶 圖8-陳師母〈帝王之學〉

書法 

    

圖8-陳阿緞師母所賜親筆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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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日本書店常見《帝王學》書籍部分 

 
圖10-日籍留學生(左三名)常來黃煇慶逢甲研究室請益並觀賞〈帝王之學〉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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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再復課 
  

黃煇慶撰文 

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歌唱學日語班」，因張惠銓里長夫婦極熱

心推動研習活動，致同學們學習效果極佳。本(2021)年該日文班開課滿周年前之

9月17日，因時近中秋及教師節，又鑒於新冠肺炎疫情稍緩，召集重新上課。惟

當時囿於里民活動中心空間限制，乃暫移附近柯市長寓所樓下之庭園咖啡館授

課，並贈送受聘擔任義務講師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教師節嘉禮。此尊師重道精

神，頗獲附近里民讚許。後據張里長言及，因受限市府對里民中心活動人數規定，

且須均接種二劑疫苗後始能再開課，故延至11月19日上午再授課。是日出席人員

仍須按規定一一靠卡、量體溫、戴口罩、檢查疫苗接種卡後再復開課。大家均久

別再度見面，紛紛以台華日語交雜問候，甚顯社區熱鬧氣氛。 

  

 
圖1-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2021/11/19再度恢復上課情形之一 

 
圖2-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2021/11/19再度恢復上課情形之二 

 
圖3-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2021/11/19再度恢復上課情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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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在中興大學 EMBA 中華價值鏈月例會演講 
  

黃煇慶撰文 

本校合經系黎小美校友所擔任社長的中興大學EMBA「中華價值鏈管理學

社」，經本校EMBA 93高階校友、工工博班生張國竑引薦，在11月20日舉行之月

例會，邀請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以「中華文化 in 日本企業-回首東瀛往來路、看

盡台日好交情」為題演講。黃老師夫婦是日一早由張校友夫婦專車陪同前往中興

大學會場，獲黎校友社長等熱情接待，並承說明該學社係由愛好我國傳統學術的

中興大學EMBA師生及校友所組成，每月例行一次聚會並舉辦專題講座等活動，

以期增益終身學習。演講中，黃老師首說明日本四季分明，自古即養成與大自然

共生的神道思想。並與從中國傳去的儒家、佛家哲學，共同衍生了獨特的東瀛國

風文化。且按照西方人類學者看法，其文明更是有別於中華文明，為獨樹一格的

日本文明。又，印度佛教雖係傳自中國，然自武家幕府興起後，反而形成與中國

不同的宗派信仰習慣。另，企業經營管理與經濟發展，也是保有亞洲特性的模式

等特性，本中心黃老師不愧是長期奉派駐日外交官出身，除學有專精，更以親身

駐日經歷所累積之豐富體驗，道出與一般不同的觀點與看法，頗受驚奇佳評。演

講後，張國竑校友夫婦接續熱情接待黃老師夫婦轉往大里，享受知名中華料理，

真是溫馨。 

隨後，黎小美社長校友嗣於11月30日返母校之際，特來訪本中心黃老師。當

進入位於人言大樓的黃老師研究時，即被黃老師日式潔淨地板裝潢與所懸在日

本所裱褙的書法、水墨畫等布置所吸引，大為讚賞。黎社長校友並親致贈再經高

級護貝的當日「感謝狀」。在相談席間，黎校友提及在伊所帶領的社群中，曾有

前往海外專題參訪的活動；往後俟疫情趨緩截除警戒，開放赴日旅遊時，若有籌

畫組團赴日研習，如往京都探訪文藝深度行程，盼黃老師能屆時協助規劃。黃老

師復以當樂予支援，並稍解說日本各地迄今仍保留甚多的中華文化，殊值參訪品

味。相談甚歡。 

  
圖1-圖2-黎小美社長校友(右)歡迎並介紹黃煇慶老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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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中華價值鏈管理學社2021/11月例會與會者合影 

 
圖4-黃煇慶老師專題演講實況之一 

 
圖5-黃煇慶老師專題演講實況之二 

 
圖6-黃煇慶老師專題演講實況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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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黃煇慶老師專題演講實況之四 

  
圖8-黃煇慶老師演講 圖9-黎小美社長校友(右)致贈感謝狀 

 
圖10-黃煇慶老師攝於中興大學當天「台日安全論壇」會場看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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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左起)張國竑校友夫婦、黃煇慶老師夫婦(2021/11/20享用御品一刀肉美食) 

 
圖12-黎小美社長校友(左)頒贈黃煇慶老師感謝狀(2021/11/30於黃老師研究室) 

 
圖13-(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黎小美社長校友(2021/11/30於黃老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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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北區國貿系友會大會暨會長交接 
  

黃煇慶撰文 

北區國貿系友會於11月20日舉行會員大會暨新舊任會長交接儀式，本校國際

經營與貿易學系吳文臨主任率師長專程北上監交指導。卸任會長廖瑞珠學姐暨

夫婿郭志定學長均同系友，且先後擔任會長職務，熱心會務，貢獻甚大。而廖會

長夫婦也已多年隨同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在台北校友會日文班研習，建立深厚

情誼。新任會長80年級游英彥校友，年青幹勁，後續可期。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及

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張政文前會長等主要幹部也都親臨祝賀。 

 
圖1-(左起)廖瑞珠卸任會長、吳文臨系主任、游英彥新任會長 

 
圖2-交接儀式後系友會幹部合影 

  
圖3-張政文前會長傑出校友(右)獻花 圖4-吳文臨主任(左)致贈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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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左起)游英彥新任會長、吳文臨主任、廖瑞珠卸任會長 

 
圖6-北區國貿系友會新任幹部學長合影 

 
圖7-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致賀詞 

 
圖8-交接儀式後懇親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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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金融先驅奉獻者黃天麟追思會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擔任台日文化經濟協會理事，應邀於11月27日參加假

台北台灣金融研訓院所舉辦該協會前名譽會長、前國策顧問，更被尊為台灣金融

先驅奉獻者黃天麟之追思會。蔡總統親臨會場頒發褒揚令，由黃天麟先生遺孀代

表接受，益添追思會哀榮。財政部長、二位總統府資政也偕我國多位金融界首長

與資深業界代表與會，共同為黃名譽會長表哀追思。席間演奏多曲黃名譽會長生

前喜愛的台灣本土民謠組曲及日本演歌，黃夫人除表謝意，也介紹伊先夫諸多遺

作。讓大家抱以懷念之心，追隨黃先生愛鄉土之心，繼續打拼。 

  
圖1-蔡總統(右)頒發褒揚令 圖2-蔡總統(右)慰勉黃夫人(左) 

  
圖3-會場播放追思黃天麟影片之一 圖4-圖3-會場播放追思黃天麟影片之二 

  
圖5-來賓緬懷黃天麟貢獻之一 圖6-來賓緬懷黃天麟貢獻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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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現場演奏台灣本土民謠組曲 圖8-合唱黃名譽會長生前喜愛演歌-細雪 

 
圖9-黃天麟名譽會長遺孀黃夫人致謝詞 

  
圖10-圖11-遺孀黃夫人介紹黃天麟名譽會長生前遺作之一、之二 

  
圖12-黃夫人介紹黃名譽會長遺作之三 圖9-(左起)黃老師、呂昌平秘書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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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九天宮小粗坑綠廊道健行一日遊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11月28日舉行參拜九天宮及新北小粗坑綠廊道健行一日遊活動，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夫婦也應邀參加。是日一早七點多，在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

婦、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劉延村傑出校友、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編輯等學長

姐帶領下，分乘兩輛豪華中型觀光巴士前往。首站抵台北南港的護國九天宮時，

即受到現任中華儒道研究協會理事長，也是本中心教授的王祖淼夫婦熱烈歡迎

接待。於導覽相關設施後，校友一行分男女(乾坤)兩道進入大殿進行參鑾儀式；

所顯現文書竟出現歡迎逢甲校友文字，神奇奧妙，令人驚喜。參拜結束後，謝名

譽總會長夫婦特於知名的新北舜德農莊席開三大桌，午宴款待參加活動的校友

們一行。謝名譽總會長一向熱心會務，甚為照顧校友，餐敘席間，學長姐們不斷

以茶代酒前往致意，益增校友會的溫馨圓滿氣氛。午餐後，由擔任逢甲人月刊副

總編輯，也是校友會日文班副班長的陳韋佐校友領隊，續參訪歷史悠久的新烏路

長興宮土地公廟以及直潭社區長興宮三官大帝廟。沿途綠道之處則改以步行，於

抵新北小粗坑永興宮古廟時，承該宮廟林理事長詳細說明當地人文歷史，而對面

建於日治時期的小粗坑水力發電廠，雖已廢廠，但依然維護乾淨完好，觀之甚有

古蹟風味。再步行經過直潭小學校特殊斜坡階梯校門後，順道造訪企業家王永慶

老家，緬懷貢獻台灣，真感快樂一日遊。 

 
圖1-(左起)本中心王祖淼老師、黃煇慶老師(2021/11/28攝於九天宮大殿) 

  
圖2-本中心王祖淼老師(前右)致歡迎詞 圖3-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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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周純堂會長致詞 圖5-劉延村傑出校友致詞 

 
圖6-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前排右二)偕校友會一行於九天宮接待室 

 
圖7-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率台北校友會一行參訪九天宮 

  
圖8-圖9-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午餐招待台北校友會一行(舜德農莊席開三大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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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圖10-新北永興宮林理事長(右)說明當地人文歷史 

 
圖11-(左起)日文班陳梅淡、郭志定、黃煇慶、陳韋佐、謝振裕夫婦(敬稱略) 

 
圖12-合影於新北小粗坑水力發電廠前 

  
圖13-合影於企業家王永慶老家前 圖14-合影於直潭小學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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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等留日師長年末餐會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於11月30日假台北東門銀翼餐廳，邀政大前教務長于乃

明教授，文大徐興慶前校長，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立萍主任、田世民教授、林佳

辰助理，日台交流協會文化部白田直子秘書以及台北校友會周純堂會長，張立

義、翁登財傑出校友，新北樺菱國際李國都總經理等年末聚會，並為即將三度奉

派駐日代表處任職的外交部台日關係協會舊同事黃明珠參事壯行。由於在座賓

主大都具有留日經歷，因疫情警戒久未見面，藉此聚會，話題甚豐。尤其甫卸任

文大校長職務的徐教授，更分享推崇本校辦學績優及三年校長任內致力台日交

流的經驗談。席間，台大日本研究中心林主任也頒贈黃老師感謝狀，對黃老師長

年協助該中心促進台日研究發展，深化雙方交流等貢獻特予嘉勉。 

 

 
圖1-(前排左起)黃明珠、于乃明、徐興慶、張立義、白田直子、周純堂、翁登財 

 
圖2-(左起)翁登財、田世民、黃煇慶夫副、李國都、林立萍 

 
圖3-(左起)李國都、林佳辰、黃明珠、于乃明(以上圖說均敬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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