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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下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實現減碳與淨零碳排 
 

薛珍華、陳思穎撰文 

 一直以來，透過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我們讓校內的師長與學生彼此觀

摩交流，讓彼此的研究與用心被聽見、被看見、被擴大。最重要的是透過交流提

升教師教學動能，激發更多樣性的人才培育模式，從不同的角度觸及不同的教學

領域。我們都了解氣候變遷如何破壞我們的環境，當「2050年淨零排放」成為全

球氣候行動下有志一同的共識，減碳壓力越來越急迫，因此本學期人文論壇以

【實現減碳與淨零碳排】為主軸，由六位老師分享相關主題，期許能在社會與生

活中執行更多可實踐的永續行動。中午1小時的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希望能

夠在有限時間，達到最大學習與交流效果，敬邀各位師生參與。 

日期 講  者 主  題 

3/14 (一)   鄧廣豐 老師 大學社會責任的綠色實踐 

3/28 (一)   施孟芬、賴奇厚 老師 淨零碳排與碳足跡計算 

5/02 (一)   吳周燕 老師 從會計看綠色經濟？！ 

5/16 (一)   汪  浩 老師 企業責任與全球永續 

5/30 (一)   呂晃志 老師 減碳與循環經濟 

▲時間：中午 12:10-13:00    ▲地點：人言大樓 10 樓通識沙龍 

▲聯絡：通識教育中心 陳思穎 小姐 (分機 2146) szuychen@mail.fcu.edu.tw         

▲報名：https://reurl.cc/Ok5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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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活動預告 

【環遊世界打擊樂 】音樂會 
  

陳麗如撰文 

環遊世界打擊樂 

敲擊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行為，利用敲擊創造出音樂我們稱作「打擊樂」，然

而全世界各地都存在著不同特色的打擊樂我們稱作「世界打擊樂」，本中心將於

3/24邀請鼓魯擊世界打擊樂團，帶來打擊樂的歷史與文化，讓本校師生透過音樂

會看見世界藝術寶庫的美好。本次演出將演奏來自非洲、印度、中東、巴西等地

區以打擊樂為主題的經典曲目，同時結合歌唱、跳舞等特色，讓觀眾在這段疫情

期間，雖然不能出國也能夠感受到世界異國文化的洗禮。 

活動日期：2022 年 03 月 24 日（四） 

開演時間：下午 19 點 00 分 

入場時間：下午 18 點 20 分 

演出地點：逢甲大學 啟垣廳(人言B1) 

請務必全程佩戴口罩，注重咳嗽禮節等衛生習慣。 

活動海報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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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3/15 -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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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3/15 (二) 

18:30-20:15 

商學 205 教室 

葉宗明 

犬貓家庭照護手冊 

犬貓為最常見的伴侶動物，在與人類親密接觸的過程

中，常常因對於犬貓不夠瞭解而引發各種問題。本課

程規劃對犬貓生理及心理健康做基礎介紹，期能提升

犬貓照護知識以維護犬貓健康。 

3/16 (三) 

12:10-13:00 
陳政宇 

從國際體驗前進到世界第一的半導體外商 

上大學之前從來沒有走出過國門，自從於大一參加了

國際體驗計劃去了美國，在心中種下了小小的種子，

開啟我對世界的探索，陸陸續續參加了泰國海外實習、

德國交換學生與日本研討會論文發表。 

3/16 (三) 

15:10-17:00 

寬如 

法師 

佛法與超現代年輕人的契合 

以輕鬆有趣的主題，貼近現代學子關切的話題，傳播

正能量，從容而正向的面對人生各種棘手課題。讓青

年學子都能得以薰陶，激發自我潛能，讓一切都好起

來！創造光明希望的人生！ 

3/17 (四) 

15:10-17:00 
蔡佳穎 

為愛回家 

1.恢復關係。 

2.創造愛與真實的家。 

3/18 (五) 

10:10-12:00 
王哲通 

從水利系到思科(Cisco)─我的跨領域學習與職涯之路 

1.選科系重要嗎？ 

2.興趣可以當飯吃嗎？ 

3.該專精還是多才多藝？ 

4.第一份工作重要嗎？ 

5.跨領域很難嗎？ 

3/21 (一) 

13:10-15:00 
王立翔 

舞出國際人生觀 

來自上海的家庭，移居澳門生長，到香港唸書後，輾轉

來到台灣雲門舞集工作到定居生根下來。期望與會聽

眾在聽完老師的人生故事後，對於如何認知自我，如

何面對未來，能有多一點的勇氣往前大力邁進。 

https://genedu.fcu.edu.tw/通識沙龍/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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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一) 

16:10-18:00 
劉宗岳 

敲開愛地球的門──竹鑼 

1.為什麼走向推廣竹樂這條路？ 

2.竹子的特性。 

3.竹子應用帶來的生命思考。 

4.介紹竹子加工方式與使用情形。 

5.台灣竹樂器介紹。 

6.竹鑼演奏體驗與製作體驗。 

3/22 (二) 

10:10-12:00 
朱書漢 

路上調查：如何認識與研究文化資產 

路上觀察是近年來興起的藝術行動，許多人會去注意

到都市的奇趣景色，如街屋牆面上有其他屋子拆除後

的殘跡，兩棟形式一樣顏色卻不樣的街屋等。 

然而，在這些「表象」的路上觀察後，便要進行了解這

些現象的發生原因，像街屋牆面拆除後的殘跡，那這

被拆除的老屋之前長什麼樣子，又是作什麼的?這樣的

路上調查，值得各位深入研究！此外在日治時期就誕

生過不少的知名店家，成為日治時期臺中最繁華的街

道！但是這樣的街道是怎麼誕生？又是怎麼發展？如

何保留這些現存的文化資產便是可以去了解到的問

題。 

3/22 (二) 

15:10-17:00 

第一國際 

會議廳 

蕭安村 

品質與飛航安全 

1.航空器及航空市場。 

2.飛天跑地不一樣──品質與飛安。 

3.品質是航空的生命！  

3/24 (三) 

12:10-14:00 

見聞 

法師 

覺悟八事涅槃道 (八大人覺經) 

為何人們總是｢多煩憂」？到底「亂我心」又為何？ 

棄我去者不可留，您覺知？ 

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空苦，五陰無我； 

我們又真的了悟了嗎？ 

止憂息苦的大道又在哪？，超凡入聖的菩提道在哪？ 

3/28 (一) 

13:10-15:00 
張晏慈 

生活中的表演──婚禮主持人 

1.婚禮主持人的主持稿設計。 

2.婚禮主持人的主持方式。 

3/31 (四) 

12:10-13:00 

Lark 

李念 

藉口與勇氣 

當你面對夢想時，你能有幾分勇氣， 

頂住親戚或他人的質疑眼光與言語？ 

當你想要的東西，必須自己動手去爭取才有機會， 

你能擁有多少行動力踏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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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2/21-3/9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2/21 我用COOP課程在加拿大當白領 2/21 我用COOP課程在加拿大當白領 

  
2/22 歌舞劇《麗春大酒店》課程說明 2/22 歌舞劇《麗春大酒店》課程說明 

  
2/22 學會三招你也會成為好聲音 2/22 學會三招你也會成為好聲音 

  
2/22 斜槓故事與黑盒子的秘密 2/22 斜槓故事與黑盒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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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菜鳥潛水員的水下動物觀察 3/2 菜鳥潛水員的水下動物觀察 

  
3/2 從新媒體中尋找故事 3/2 從新媒體中尋找故事 

  
3/4 電腦兵棋──運用電腦模擬作戰 3/4 電腦兵棋──運用電腦模擬作戰 

  
3/7小村很有事─大開劇團互動空間劇場 3/7小村很有事─大開劇團互動空間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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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舞台表演與鏡頭表演的相異之處  3/7 舞台表演與鏡頭表演的相異之處 

  
3/9 你比自己想像的更「勇敢」 3/9 你比自己想像的更「勇敢」 

  
3/9 你比自己想像的更「勇敢」 3/9 你比自己想像的更「勇敢」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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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微學分 4 月新開課程開放報名中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4月下旬新開課程也已於3月04日起開放報名，

4、5月將持續會有『富邦金控理財系列課程』新增。本學期的課程安排有職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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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文化等各種領域的技能課程，以及由「三商美邦人壽」、「富邦金控」等企業提

供的理財系列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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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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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文化~只待清香倍悠遠(進階)】(03/25) 

請至學校的活動報名系統中(教育訓練)報名 

報名網址(報名成功後會將名單輸入至通識微學分系統中) 

 

https://service202-sds.fcu.edu.tw/apply/SeminarFront.aspx?act_id=1436&type=0 

 

【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系列微學分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wrHc1er7qyafWcT9 

 

※03/15~04/18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3/15(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4) (張慈妤) 

※中階現代舞蹈須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03/16(三) 

19:45-21:15 
mt0250 

共 0.5 學分 After Effect 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2) (蔡馨雅) 

※須完整上完 7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人社 207 

03/18(五) 

13:10-17:00 

mt0231 
0.2 學分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陳玉婷) 

※相同課程僅能計算 1 次學分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mt0207 0.2 學分手機商品美拍技巧(蔡居財) 人 B116A 

mc0089 0.2 學分一頁式企劃書實撰力(莊閔越) 紀 110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https://service202-sds.fcu.edu.tw/apply/SeminarFront.aspx?act_id=1436&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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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ma0020 
0.2 學分生活美學~禪繞畫應用-文青帆布袋設計(吳宇珞)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教室 

03/19(六) 

09:00-16:00 
mt0287 0.3 學分自我意識形態~超現實影像創作(謝欣錦) 行二 105 

03/19(六) 

10:00-12:00 
mc0214 0.1 學分開啟自我探索旅程(許紋華) 學思樓 1 樓 

03/19(六) 

13:00-15:00 
mc0198 0.1 學分人脈養成術:優質的人際關係(卓武漢) 學思樓 1 樓 

03/21(一) 

13:10-17:00 

ma0013 
0.2 學分生活美學-指尖上的粉彩(吳宇珞)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紀 104 

mt0284 0.2 學分用 Python 學物聯網-光感應自動燈及條燈控制(陳金風) 資電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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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03/23(三) 

19:45-21:15 
mt0250 

共 0.5 學分 After Effect 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3) (蔡馨雅) 

※須完整上完 7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人社 207 

03/25(五) 

13:10-15:00 
mc0215 0.2 學分抗疫時代：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陳佩雯) 學思樓 1 樓 

03/25(五) 

13:10-17:00 

mt0232 
0.2 學分茶文化~只待清香倍悠遠(進階)(陳玉婷) 

※需上過初級班才可報名(本課程將採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圖書館一樓

游翰堂 

mt0279 0.2 學分手機美拍風景一點通(蔡居財) 人 B116A 

mc0208 0.2 學分簡報製作與上台表達技巧(莊閔越) 紀 110 

mt0281 0.2 學分職場彩妝-提高與塑造個人職場形象(林幸宜) 創客教室 

03/25(五) 

15:10-17:00 
mc0216 0.2 學分履歷撰寫關鍵技巧大公開(卓武漢) 學思樓 1 樓 

03/28(一) 

13:10-17:00 
mc0204 0.2 學分面對面的傳說對決！-高強度面試技巧(鍾亮君) 紀 110 

03/29(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5) (張慈妤) 

※中階現代舞蹈須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通識沙龍 

03/30(三) 

19:45-21:15 
mt0250 

共 0.5 學分 After Effect 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4) (蔡馨雅) 

※須完整上完 7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人社 207 

04/04(一)   ※兒童節放假一天  

04/06(三) 

19:45-21:15 
mt0250 

共 0.5 學分 After Effect 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5) (蔡馨雅) 

※須完整上完 7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人社 207 

04/08(五) 

13:10-17:00 

mt0288 
0.2 學分教育桌遊探究與設計思考(李冠杰)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mc0072 0.2 學分玩積木學敏捷 Scrum 專案管理(張志昇) 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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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4/11(一) 

13:10-17:00 

(期中考周) 

mt0008 0.2 學分職場彩妝-面試妝(林幸宜) 紀 110 

mt0254 
0.2 學分 MS-Office-Excel 市場分析與銷售管理的應用技巧(張志

昇) 
資電 B14 

04/13(三)  ※期中統籌考  

04/13(三) 

19:45-21:15 
mt0250 

共 0.5 學分 After Effect 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班(6) (蔡馨雅) 

※須完整上完 7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5 學分 
人社 207 

04/15(五) 

13:10-17:00 

(期中考周) 

mt0217 0.2 學分 iMovie 影片剪輯課(徐培峯) 
RTC(行

206) 

mc0209 0.2 學分全球華語熱 Teaching Chinese Worldwide(全英)(薛珍華) 創客小教室 

mi0048 0.2 學分看電影學行銷創意：穿著 Prada 的惡魔(張志昇) 紀 110 

04/18(一) 

13:10-17:00 

mc0205 0.2 學分兩性關係-我想，慢慢喜歡你(鍾亮君) 紀 110 

ma0020 
0.2 學分生活美學~禪繞畫應用-文青帆布袋設計(吳宇珞)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紀 104 

mt0188 
0.2 學分 Maker 必備技能-3D 列印機使用及維護(李冠杰) 

※編號相同課程重複修習僅承認一次學分。 

創客交流區

及演講區 

mt0253 0.2 學分原來使用 WORD 完成長篇文章這麼簡單(張志昇) 資電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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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2/25~3/7 課程回顧 

  

  
「 Maker必備技能-雷射切割機與繪圖軟體基礎操作」課程。 

  

  
「Maker必備技能-3D列印機使用及維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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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輕鬆上手拍出網美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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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一杯茶湯的開始(初級)」課程。 

  

  
「動畫影片製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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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必備技能-雷射切割機與繪圖軟體基礎操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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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企劃書實作與上台簡報表達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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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劇創作與舞台實務課程分享會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學生自主專題課程『歌舞劇創作與舞台實務』，這是

一門有著傳承的自主課程，是一群對於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同學主動發起歌舞劇

相關的自主課程，上學期因疫情的關係暫停了一學期的申請，但先前參加過的同

學們卻抱持著期待與熱情，於110-2再次提出課程申請，在開學前幾次的線上或

現場會議中，還有許多已畢業的同學們也回來提供諮詢與協助。本學期同學們也

挑戰全新的創作，主題是「麗春大酒店」，連畢業已回到香港就業的學長也跨海

線上參與課程並協助編曲。課程分享及說明會於111年02月22日(二)12:00-13:00

在通識沙龍舉辦，活動當天吸引了將近60位的同學一同參加，並於2月24日開始

第一次課程。 

此外，歌舞劇系列課程第一次申請開設的畢業同學廖同學也將於3月31日

(四)12:00於通識沙龍分享追求夢想的第一步『藉口與勇氣』，當初開設自主課程

的心路歷程以及延續到今日的夢想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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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劇系列課程第一次申請開設的畢業同

學廖芸萱(LARK)同學也將於111年3月31日

(四)12:00於通識沙龍演講主題『藉口與勇

氣』分享追求夢想的第一步，當初開設自

主課程的心路歷程以及延續到今日的夢想

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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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ve Commentary for the Full-English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aiwan” 
 

Auther: Erick Lobo Assumpção Abreu 陳高 

(Bachelor’s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re were two reasons why I took this “Introduction of Taiwan” course. The first 

reason was because I am reall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being 

in Taiwan, I think it is really nice to be abl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ocal culture from 

a local professor and with local and foreign classmates. The second reason is because 

it is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and I still needed some of the credits for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so it was a perfect match for me, I could get the credits I needed 

combined with a subject that I am interested in. 

 

Before we started taking this clas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I was expec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and I thought we would be learning through 

books and theories. I took another class related to Taiwanese class before and we had 

a book to teach about some aspects of Taiwanese culture, so I thought this class would 

be similar in this aspect, learning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through a book and having 

written tests. I just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ocal culture. 

 

This class met my expectations and to say the truth it surpassed my expectations. 

What I like the most about the class is that it is a very “hands-on” class. We get to learn 

about the Taiwanese culture in a practical way, and not just learn about theories reading 

books. It is a very different class than all others I took in my university time, and I think 

it is very nice. It is a breath of fresh air between all classes and obligations we have as 

a student. I also like that we have a very diverse classroom, mixing local students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everyone. 

 

I really can feel, and I really admire Dr. Lu’s passion for teac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Dr. Lu for this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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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藝．術─大師講座 

周東彥《光年紀事：臺北─哥本哈根》 
  

邱美銜撰文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與臺中國家歌劇院攜手合作 

 

創‧藝‧術工作坊的核心目的在於讓各種形式的藝術成為一股刺激源，激起參

與師生的創作原動能，並以此發展出帶有個人主體思考色彩的繽紛藝術展現。

「創‧藝‧術-工作坊」發起人鄭月妹老師多年來致力於邀請藝文界富有盛名的藝術

家蒞校與學生互動交流，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主題風格帶領學生完成多件藝術

作品。其中，創‧藝‧術-大師講座的設立著意在提供一個溝通分享平台，讓具有豐

富經歷的講師，將時下業界最新的資訊引入校園，與對其抱有熱情與好奇的學生

可以向專業老師學習與討論的機會。 

 

本學期與臺中國家歌劇院合作辦理劇場專業教育推廣講座，邀請台灣知名劇

場創辦人周東彥老師蒞校舉辦講座。周東彥老師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

學系，創作以影像與劇場為核心,作品曾多次入圍台北電影獎及參與國際影展。

2013年以劇場作品《空的記憶》獲世界劇場設計展「最佳互動與新媒體」大獎。

2010年創立狠主流多媒體，期許帶給觀者更多的想像空間與情感共鳴。 

 

周老師從自己大學時期的創作談起，當時科技與電腦設備不像現今進步時，

作為一位創作者是如何一步步探索影像詩學，今年4月將發表與丹麥團隊已合作

為期2年的最新創作作品《光年紀事：臺北─哥本哈根》，講座中不藏私的大解密

台灣團隊如何運用丹麥埃爾西諾文化庭院的 4D Box 智慧舞台浮空投影技術，

結合劇場、影像、肢體和科技，創造出豐富如幻境、瑰麗絕倫的科技視覺景象，

以及在科技輔助下，或許要重新思考如夢如詩表演藝術中的人文價值，現場有60

多位學生參與聽講，會後由藝術總監鄭月妹老師頒發感謝狀，期待未來能邀請更

多原創作者蒞校分享。 

 

《光年紀事：臺北─哥本哈根》節目將在4/8-10於臺中國家歌劇院登台演出，

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可以前往欣賞演出。 

 

演出時間｜4/8(五)20:00  

          4/9(六)14:30、20:00  

          4/10(日)14:30  

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 中劇院  

宣傳片→https://youtu.be/E9MmrHeJ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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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檢附圖片及圖片說明 

  

  
講者周東彥老師、通識中心鄭月妹老師與

逢甲學生合影留念 

狠劇團創辦人周東彥 

  
鄭月妹老師頒贈感謝狀予周東彥老師 講座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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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相遇在此刻─ 

逢甲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相見歡大成功！ 
  

邱美銜撰文 

300多位師生集結，串聯起生生不息的緣分 

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建立至今已邁入第五年，每年不可或缺的相見歡

活動意在連結跨越數十個班級的學生、老師，讓參與原創劇製作的各班團隊能有

一個機會認識彼此、了解彼此，這也是源於劇團創立的初衷─「串門子」，讓分屬

於各個領域的師長同學能夠匯聚在一地，共同聆聽由林于芳助理主持、鄭月妹老

師主講的劇團歷程與歷年成果，並且認識一起為原創劇努力的小夥伴。 

以理工商為主的逢甲大學雖沒有以藝術類為主的科系，但學生們的興趣與才

能涉及各領域，早已突破傳統的學習框架，故而近年推出的藝文相關微學分、工

作坊、通識課程十分受到學生青睞。在此之中，逢甲大學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的創

立與施行，對於這些熱愛藝術的學子來說無疑是一個寶貴的經驗。有著特殊藝術

專才的學生們可能一直被隱沒在芸芸眾生中，亦或是囿於本科系的框架之下，然

而，劇團課程的多元性、豐富性與跨領域實作的經驗，都能讓參加的學生獲得「做

中學」的實務經驗，完成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電影【模仿遊戲】有句台詞這麼

說：「正是那些最意想不到的人，才能成就最超出想像的事。」學生們或許從來

沒有想過自己有天會跨出舒適圈，嘗試一些被認為「獨特、奇怪、第一次聽說」

的事，然而劇團的課程與學習成果向來超越了他人的想像，當學生們勇於踏出第

一步以後，加入劇團，便能發覺學生們獨一無二的閃光點。 

從去年九月中開始啟動製作的《天河神水》將在今年6月8日於中山堂盛大公

演，本次演出場地為歷年最大的展演場，共可容納1600名觀眾。並且劇團將會整

合科技藝術的相關課程，在現場設置具有互動性的科技展演，讓前來觀賞原創劇

的觀眾不僅能在廳內享受歷年最大製作所帶來的視聽饗宴，更能夠在場外體驗

到逢甲師生協力開發的科技藝術互動裝置，真正達到全方位的藝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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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末檢附圖片及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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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芳助理主持相見歡。 鄭月妹老師講解劇團組織架構。 

  
鄭月妹老師介紹歷年製作。 相見歡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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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華語開學 
  

薛珍華撰文 

隨著本校的開學，國際線上華語課程也接著開始運作了。除了柬埔寨的華語課程

一直在運作，泰國與貝里斯的課程也陸續開展。  

1. 泰國: 在泰國部分，YCF目前已經有了十二台電腦，因此在教學上更加多元。

除了延續原本的華語教學，也另外加上了數學、化學的課後輔導。此外，目

前也有新人的加入，是大二的ADA，她也加入每周兩次的視訊教學，要把好

的關係繼續傳承下去。 

2. 貝里斯: 目前有25位學生，目前還是用 FB 管理所有的教學影片、講義、作

業，每周由我們的助教與學生視訊教學一次。這是FB教學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88109896048723/?ref=share_group_link 

經過上次的教學經驗，這次有些調整，主要是把所有的課程 (之前花了約6個

月的時間完成) 分成了三級，一級課程約要 2.5 個月完成。此外，我們也將

寫計劃書向「華碩文教基金會」申請再生電腦 6 台，希望暑假能夠帶過去，

由San Pedro 鎮議會保管，出借給要學華語、但設備不足的學員。 

  

 

  

視訊討論課程時間 貝里斯初級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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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 入圍 

2022 第三屆《遠見》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 
薛珍華撰文 

隨著本校的「台灣技術國際援助計畫」入圍2022第三屆《遠見》USR大學社會責

任獎，這個計畫包含以下三項:  

3. 布吉納法索農業計畫 

布吉納法索是位於西非的內陸國，約90%的人口務農，主要作物為高粱、小

米、玉米、棉花。然而，該國約40%的人民日收入不及1.25美金。本校來自布

國的水利系博士生提出了「半乾旱地區作物栽培之永續性水資源管理-太陽能

灌溉系統之應用」計畫，目標為教導農民技術、將原先一年的一個生產週期

提升到兩個週期，提高農作物之生產量。 

4. 蒙古植樹計畫 

蒙古地區有76%的國土沙漠化，首都烏蘭巴托市是全國約九成人口的居住地，

但整個城市綠地不到5%，空氣汙染情況尤為嚴重。在此同時，蒙古的經濟穩

定成長，中產階級興起，專注於經濟活動，而相對忽略了此都市發展對生活

環境所帶來的隱憂。此計畫的目標為協助蒙古的首都呼蘭巴特藉由植樹的計

畫，改善空氣品質與生活環境，並喚起年輕人的公民意識。 

5. 海外線上華語教學計畫（泰國、柬埔寨、菲律賓、蒙古、貝里斯） 

受制於疫情，學生無法出國從事志工活動，而網路的無遠弗屆開啟了線上服

務的機會。本校「海外線上華語教學計畫」是藉由預錄的自製華語課程（共

80部、每部15分鐘以內），由海外學員自行觀看、完成指定作業。本校助教協

助修改作業，並於每週或隔週進行線上視訊教學，全數結束後頒發結業證書。

計畫初期為協助東南亞國家之偏遠地區年輕學子學習第二外語，包含泰國、

柬埔寨，之後延伸到蒙古、貝里斯，另加上菲律賓。除推廣華語，亦培養專

業華語教學人才，並透過與非政府組織（NGO）合作，擴大效益。 

很高興本校努力受肯定。3月11日將由大學社會責任中心翟執行長到遠見作簡報。 

  

 

 
其他入圍學校 入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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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文班練唱美空雲雀三大排行演歌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所擔任義務講授的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在謝振裕名譽總

會長及歷任會長等校友支持下，自2018年4月間擇以「唱歌學日語」方式，研讀

日本語頗得佳評。四年來，已練唱近200首知名演歌並具基礎日語能力。日前黃

老師獲南投同鄉、曾率團蒞校參訪的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徐興慶教授，贈送所錄

製15首國台日語歌專輯。內有由台日雙方早期家喻戶曉女歌星美空雲雀(美空ひ

ばり)所唱紅的日本演歌「愛燦燦（あいさんさん）」。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同儕學

長姐聽了徐教授的該曲網路影音後，即建議黃老師擇期練唱。查該首「愛燦燦」

係美空雲雀於1986年所灌錄之唱片，甚受日本人喜愛；後據報導，與美空雲雀

1989年逝世前，最後一張唱片演歌「生生不息(川の流れのように)」，及1988年她

抱病在東京巨蛋以「不死鳥 美空雲雀 飛向新天空(不死鳥 美空ひばり 〜翔

ぶ!! 新しき空に向って〜)舉辦演唱會的安可曲「人生一路(じんせいいちろ)」，

後因廣被點唱，稱為三大排行榜(定番歌カラベスト３)。由於「川の流れのよう

に」及「人生一路」均在該日文班已練唱過，本中心黃老師乃於校友會春節酒會

後之2月25日，課上如常詳解「愛燦燦」演歌內容與歷史背景，並複習前二首，

將美空雲雀的三大排行演歌一起唱出，真溫馨感人。 

 
圖1-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在台北校友會日文班講課實況之一 

 
圖2-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所擔任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學員校友上課實況之一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7%9D%E3%81%AE%E6%B5%81%E3%82%8C%E3%81%AE%E3%82%88%E3%81%86%E3%81%AB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7%9D%E3%81%AE%E6%B5%81%E3%82%8C%E3%81%AE%E3%82%88%E3%81%86%E3%81%AB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7%9D%E3%81%AE%E6%B5%81%E3%82%8C%E3%81%AE%E3%82%88%E3%81%86%E3%8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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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本中心黃煇慶老師所擔任台北校友會日文班學員校友上課實況之二 

  
圖4-文大徐興慶前校長錄製演歌實況 圖5-台北校友會日文班演歌教材ppt之一 

  
圖6-台北校友會日文班演歌教材ppt之二 圖7-台北校友會日文班演歌教材ppt之三 

  
圖8-美空雲雀三大排行榜演歌廣告之 圖9-黃煇慶老師講課實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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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文經協會大專院校論文比賽頒獎表揚會 
  

黃煇慶撰文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所舉辦「2021年度獎勵大專院校日本研究論文比賽」已評

審結束，並於本年2月26日假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進行頒獎表揚會。本中

心副教授黃煇慶因現任該協會理事並多年受聘擔任本論文比賽評審之一，乃應

邀參加。實際上，本校在黃老師號召下，迄已有四名取得該比賽佳績，論文並收

在本校圖書館典藏。此次本中心黃老師在頒獎現場巧遇代表外交部蒞臨的台灣

日本關係協會周學佑秘書長，兩位昔日多年在外交部及駐日老同事台北重逢，真

是喜出望外，相約他日再敘。頒獎會共表揚大學生組前三名、研究生碩士組前三

名；隨後並請各得獎者現場或線上分享得獎感言，過程圓滿順利。 

  
圖1-台日文經青年會李柏諭主委擔任主持 圖2-台日關係協會周學佑秘書長致詞 

  
圖3-頒發論文得獎者實況之一 圖4-頒發論文得獎者實況之二 

  
圖5-得獎學生發表感言之一 圖6-得獎學生發表感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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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台日文經協會論文比賽得獎學生與出席長官、師長合影(攝於2022/02/26) 

 
圖8-(左起)黃煇慶老師、周學佑秘書長、周福南副會長 

 
圖9-頒獎表揚會後杜恆誼會長原地點主持第25屆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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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柯 P 市長寓所的光明里日文班再開課 
  

黃煇慶撰文 

台北市柯市長寓所的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兩年前所創立「歌唱學日語

班」，在張惠銓里長熱心推動研習下，安排於3月4日春光明媚時節下再度開課，

並續禮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講師。期間雖受新冠疫情影響多次按市府規

定暫停上課，然均因里長夫婦適時視情況聯絡里民，改以移地教學方式繼續學

習，維繫班上學員研修熱情。此次係年節後的春季班再開課，大家見面旋以日語

互道恭喜(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甚是熱鬧。由於當天(3/4)巧係琉球三味線之

日(さんしんのひ)，本中心黃老師乃應節說明日本傳統樂器三味線(しゃみせん)

的由來。據維基網頁紀載，該樂器乃於16世紀日本戰國時期，由當時的琉球王朝

傳至日本，惟樂器皮革則將錦蛇皮改用貓或狗肚皮。後來受動物保護意識影響，

目前部分變成以合成皮製造，且因造型可愛、音色也佳，甚受歐美等外籍觀光客

喜愛，以日本土產(にほんみやげ)理由作為旅遊日本紀念而購買回國。課後全員

轉往附近飯店午餐，黃老師仍續以日本禮節要求學員們進行乾杯(かんぱい)儀式

後再開動(いただきます)，增添現場熱烈學習氣氛。 

 
圖1-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再開課情形之一(攝於2022/03/04) 

 
圖2-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再開課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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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再開課情形之三 

 
圖4-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午餐敘乾杯(攝於2022/03/04) 

  
圖5-午餐敘熱烈情形之一 圖6-午餐敘熱烈情形之二 

 
圖7-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午餐敘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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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黃深勳前校長邀約留日老友春酒 
  

黃煇慶撰文 

曾率領龍華科技大學商管研究所一行蒞校參訪的國立空大、私立龍華科大前

校長黃深勳教授，於2月28日再偕前空大總務長蔣明德教授，邀約同留日也曾應

聘空大授課的前留日同學會主席吳俊達教授，也與吳前主席在任職司法院期間

同事的黃祥睿先生以及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等友人春節後午餐敘。本次餐宴吳

俊達前主席、南雪貞律師兩夫婦為感謝黃深勳前校長與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平素

的關照情誼，堅持以主人身分招待，深獲與會感謝。而由於餐敘地點鄰近外交部

外交學院，且本中心黃煇慶因巧與黃深勳校長係1983年春「外交官講習青邨班第

三期」同學，又黃老師夫人陳梅淡女士於空大畢業時恰係黃深勳教授擔任校長。

是以話題特顯投緣。餐後咖啡敘時，黃深勳前校長乃趁機席間設立「惜緣惜福九

人行」Line群組，邀請與會留日老友加入，並規劃俟疫情緩和、台日雙方開放自

由觀光旅遊後，即組團前往，首站則為本中心黃老師曾任職駐外處長的琉球沖

繩，深獲在座留日老友們的贊同，期待儘早成行。 

 
圖1-本次宴會主人南雪貞律師、吳俊達前主席夫婦(左一二)親切接待大家 

 
圖2-午餐敘後合影(2022/02/28攝於台北春申食府餐廳) 

(後排左起)吳俊達主席、黃煇慶老師、黃深勳校長、黃祥睿老師、蔣明德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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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餐後咖啡敘合影之一(2022/02/28攝於四維路咖啡廳) 

   
圖4-圖5-圖6-黃深勳教授加工後的藝術照片 

  
圖7-餐後咖啡敘合影之二 圖8-(左起)黃煇慶老師、黃深勳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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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在東海大學超 E 學程第一屆班友聚會演講 
  

黃煇慶撰文 

東海大學EMBA研究生聯誼會第二十屆會長洪猶男，為響應個人終身學習及

企業永續發展，號召研修Post-E超E高階管理學程同儕組成「東海大學超E學程第

一屆研究班」，邀集同好有志校友定期聚會，得以持續進修，累積知識，提高國

際視野 ，並決定於本年3月6日舉辦第一次聚會。復經本校工工博班生、逢甲人

月刊副總編輯張國竑引薦陪同，先於2月22日偕同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劉姸君專案

經理來校拜訪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當面邀請擔任該「東海大學超E學程第一屆

第一次班聚演講會」主講者。巧遇本校商學院講座教授、監察院前審計長林慶隆

校友也來訪本中心黃老師，席間聞本中心黃老師提及日本乃世界百年老舖企業

最多的國家，引起洪猶男會長注意，乃擇定以「漫談日本企業永續經營文化」為

本次聚會講題。是日(3/6)晚間地點選於同該(超E學程第一屆研究班)斑友所經營

的「萊特薇庭(Light Wedding)飯店」八樓舉行，有東海大學管理學院陳鴻基院長

等二十餘位同好班友參加。本中心黃老師旋就該主題，從日本人古來重視自然，

崇尚神道、人與自然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即是古代日本文化的性格談起，待佛教

傳入日本後，自認為是信仰佛教與神道的日本人，對泛靈信仰或薩滿信仰卻也未

有任何排斥感，使中國或印度許多思想都被吸收進日本社會裡，顯出壯大的包容

力。影響形成日本現在是擁有百年企業最多的國家。能跨越過去危機而存活下來

的，就是現在稱為「百年企業」、「兩百年企業」的老字號企業。迄今，日本能擁

有最多「百年企業」，也可說擁有最多危機處理能力的企業。而這些老鋪不只關

心自己，也期待材料供應商或向自己採購的客戶，一起向前發展，大家都能越過

百年的波浪存活下來。這應該是日本的百年老企業數量，能超出其他國家很多的

主要原因。另外，為人著想、不自私，也就是「經營之聖」稻盛和夫所指出存乎

「利他之心」似也是日本人的優點。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事實顯示，

許多災民自己深受痛苦，卻還是很體貼周遭的人群，進退之間，力求合乎禮儀，

有目共睹。而這表現，應該就是日本企業長久來能夠超越危機永續經營的最大力

量。本中心黃老師以任職外交部派駐日本數十年資歷及多次處理大震災經驗，理

論配合實務，講來令人佩服讚賞，咸感收穫頗豐。 

 
圖1-黃煇慶老師應邀在東海大學超e學程第一屆聚會專題演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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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黃煇慶老師應邀在東海大學超e學程第一屆聚會專題演講之二 

  
圖3-洪猶男會長(左)贈送紀念品之一 圖4-洪猶男會長(左)贈送紀念品之二 

  
圖5-東海大學陳鴻基院長致詞之 圖6-洪猶男會長(左)致詞 

 
圖7-黃煇慶老師應邀在東海大學超e學程第一屆聚會專題演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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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東海大學管理學院陳鴻基院長致詞之二 

 
圖9-晚餐敘間熱烈交談情況之 

 
圖10-與會者合影(2022/03/06攝於台中萊特薇庭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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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左起)劉姸君經理、洪猶男會長；(右起)黃煇慶老師；林慶隆教授、張國竑博生 

(2022/02/22攝於黃煇慶老師人言研究室) 

 
圖12-(前排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郭明鴻博生(金融)；(後排左起)劉姸君經理、洪猶

男會長、張國竑博生(工工)(2022/02/22攝於午餐敘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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