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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築夢組第二名 
  

洪耀正撰文 

    110年全國大學校院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4月15日成績揭曉，通識中心

洪耀正與蔡國鼎2位老師指導學生參加競賽，最終獲得「築夢組」第二名佳績。 

    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主要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將數位人文知識結合大

數據科技的應用，培養發現並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競賽分「築夢組」、「 踏實

組」與「 攻頂組」3個組別，主題不限，只要以發想及展現團隊跨領域知識的融

合及創新應用為主。希望透過「做中學」，培養將成果商品化的能力，以回應市

場需求、與產業接軌。 

    2位老師指導的Green Finger團隊乃由電機系李宜樺、劉泫妤、張家瑜和中文

系安慶瑜、陳沛妤5位同學組成。Green Finger運用AI和大數據分析的技術，實現

植物的拍照識別功能，並以圖鑑解鎖蒐集與虛擬貨幣獎勵等機制建立起營運模

式。同時設有虛擬植物園模擬植物成長，結合AR擴增實境技術，讓每位使用者

都可以輕鬆成為綠手指。這樣的概念最終獲得評審的肯定，從全國諸多參賽作品

中脫穎而出，獲得「築夢組」第二名與獎金四萬元。 

    Green Finger團隊成立的契機源自於電機系同學選修了2位老師的「AI人工智

慧零基礎入門」通識選修課程。後續經過中心主辦之「2021創新應用專題競賽」

的洗禮，並與中文系同學進行跨域合作，最終取得了亮眼的成績。這樣的成果，

也體現了本校通識中心課程改革的成效。 

  

  
Green Finger運用AI和大數據分析的技術，

實現植物的拍照識別功能，並提供了完整的

資料蒐集與營運模式。 

Green Finger團隊合影。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四期)2022/5/1  3 

 

 

通識沙龍 5/2 -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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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一) 

13:10-16:00  

林照明 

劇場不只在劇場──真人實境RPG的創意發想 

課程中將以講者過往創作的實務經驗為例，分享

自身在各處不同文史古蹟所創作之真人實境角色扮演

劇場，並帶領同學透過創意發想，將逢甲大學的整個

校園變成一個遊戲的舞台。 

5/4 (三) 

12:10-13:00 

劉漢民 
許芳榮 

《表達與演說》激勵生命方法研習營──逢甲說明會 

你是不是也有過這種尷尬的說話經驗？上台一站

腦袋全是空白，滿臉通紅？ 主持會議總抓不到要點，

說話瑣碎？登台演講台下盡滑手機，一片寂靜？和老

闆報告時臨場慌亂，有口難開？ 

電腦世代的我們，一想到報告就打開電腦做了好

幾十頁，當天只顧著自己的 PPT，聽眾卻遍尋不著

point在哪裡，看著台下，心也慌慌。我們更常看著TED 

絕具魅力或深厚內涵的演講，然後夢想著有一天也可

以上台給聽眾一樣的感動。但是，好像很難！ 

其實，說話就是本能！每個人都透過說話來表達

自已的意思，而演說則是更嚴謹的結構。 

5/5 (四) 

12:10-13:00 
謝宏濱 

動物園乎？博物館哉？ 翻譯的第三空間也！ 

The Zoo, the Museum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Ground for Translation 

相信一般人對動物園和博物館都不陌生。你我從

上學開始，學校就以寓教於樂為出發點，經常安排博

物館和動物園的校外教學，學童們也樂在其中。因此，

把大家稱爲“遊園常客”似乎不為過。 

當今全世界共有約五萬餘座的各類博物館和一萬

座的動物園(包含水族館和鳥園)，而此數據是帶有地緣

政治的意味。緊接著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博物館與動

物園有何共通之處？其實，若以展示展品供人觀賞的

角度觀之，兩者之間是大同小異。兩者亦同時具有娛

https://genedu.fcu.edu.tw/通識沙龍/
https://www.facebook.com/FCUsal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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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和教育普羅大衆的功能。其次，博物館和動物園都

承受了無比的倫理與道德的責難。動物園承受著來自

動物保護團體的壓力，而各界對各主要博物館的館藏

的來歷與來路的撻伐，始終不曾間斷過。 

這一切為哪般？個人認爲，牌示以及牌示中的翻

譯可能是禍因之一。面對巨大的道德非難，博物館和

動物園對將園區内的牌示，特別是牌示的設計與牌示，

重新予以整頓實在責無旁貸。如此一來，我們方能夠

還給博物館和動物園其應有的社會地位，讓它發揮其

應有的功能。 

5/6 (五) 

10:10-12:00 
蕭義焜 

別讓壓力綁架你我的腦袋 

適逢疫情之後，世界震動環境丕變，您是否正在承

受前所未有的壓力？若想否極泰來、時來運轉，這堂

課您千萬不可錯過！ 

1.掀開壓力的面紗！ 

2.從易經2022壬寅值年卦「水火既濟」談起。 

3.探索抗壓六處方。 

4.案例討論、經驗分享。 

5/9 (一) 

10:10-12:00 
邱羣倫 

從「tinder大騙徒」談網路交友停看聽 

1.童話沒有告訴你的事。 

(1)為什麼童話中的公主王子總是能一見鍾情？ 

(2)愛情吸引力的要素。 

2.網路交友中的騙與被騙。 

(1)網路交友中的愛情心理學。 

(2)「致命」的吸引力。 

3.如果你相信一見鍾情，那你是否能從一而終？ 

(1)童話故事中的王子跟公主最後怎麼了？ 

(2)談激情褪去之後…… 

(3)你理想中的愛情為何？愛情三元素。 

5/11 (三) 

13:10-15:00 

本場次為 

全英演講 

謝力中 

The Evolution of Musical Genre and Insights. 

1.early classical music.   

2.late classicale music. 

3.opera.                         

4.ragtime music. 

5.jazz.                           

6.bluse. 

7.rock and roll.                

8.disco. 

9.pop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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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三) 

15:10-17:00 
謝力中 

音樂類型演進及各音樂類型概述 

1.早期「古典音樂」。    

2.晚期「古典音樂」。 

3.歌劇。                        

4.ragtime music。 

5.爵士樂。                     

6.藍調音樂。 

7.搖滾樂。                     

8.disco舞曲。 

9.流行音樂。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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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4/11 - 4/22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4/11創業預防針──完成夢想你不知道的事 (個人採耳工作室 張婷妤 店長) 

  
4/11陶樂思美學──創業心路歷程分享 (陶樂思美學霧眉工作室 楊雨陶 店長) 

  
4/11 篳路藍縷──苗栗淨覺院的開山故事 (淨覺院住持 道融法師) 

  
4/15 我們的飛機 Made in 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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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禪與現代人的生活 (佛光山文化院院長 依空法師) 

  
4/18 老戲院的再造與服務創新 (《萬代福影城》行銷顧問 吳政峰 老師) 

  
4/20 守護泰緬邊境孩童的未來 (全球在地行動公益協會 賴樹盛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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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在逢甲與長笛音樂相遇─馬卡龍長笛三重奏 (周宛臻、黃渝婷、陳昭蓉老師) 

  
4/22 退休敢不敢？！盤點退休金與規劃退休計畫 (劉嘉城 理財規劃顧問)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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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老戲院的再造與服務創新 
陳思穎撰文 

 2022年4月18日《科技與藝術》廖惇根老師邀請以此文創執行總監吳政峰老

師蒞臨通識沙龍分享「老戲院的再造與服務創新」；吳老師義務擔任台中市萬代

福影城行銷顧問，影城老闆多年前藉用吳老師的專才申請補助，將影城的空間做

了嶄新的規劃，導入新的服務與體驗，因此由他來主講這個主題極為合適。 

 喜愛看電影的吳老師一周可以看十至十二部電影，從喜歡這個興趣一點一

點累積能量，進而去做這個工作。吳老師首先用歷史的回憶介紹了數間二十年前

台中的二輪戲院如：豐中戲院、公園戲院、南華戲院、中森戲院、1+1影城、第

一影城、豪賓影城與貝多芬影城，可惜現在大多已經不存在。 

接著吳老師分享自己替萬代福影城找到轉型之契機，將堆放著電影看板、海

報、放映機、膠捲、字幕機……等原本像個倉庫的四樓，重新布置成如時光隧道

般的「電影文化館」與「電影文化走廊」，讓荒廢的空間變成可以參觀與營運，

也讓這些電影相關文物產生效用與價值。 

除此之外，吳老師介紹了台灣各地的老戲院，譬如台南全美戲院還保有手繪

電影看板、苗栗南庄大戲院現已轉型成特色餐廳、非常殘破不堪的西螺戲院……

等，引導大家從中思考是否有硬體重建或發展新商機的可能性。 

 本次的分享亦非常難得，因為FB神奇的演算法讓吳老師的國小同學意外得

知此演講資訊，當天進行了三十年未見的同學會面，相當溫馨。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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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臺灣寺廟說故事講座分享 
陳思穎撰文 

 通識選修課《臺灣寺廟說故事》謝智光老師近日邀請了二場班級通識沙龍

講座，藉由二位法師的開示期許師生們福慧增長。 

 首先是2022年4月11日邀請淨覺院住持道融法師分享「篳路藍縷──淨覺院

的開山故事」。淨覺院前殿蓋於民國49年，位在苗栗市郊福星山貓貍山公園高處，

層巒聳翠、環境清幽，景色秀麗宜人。道融法師從淨覺院的地理篇、歷史篇與人

文篇介紹了智道長老尼開山的艱辛歲月，大家也從道融法師口中得知，原來淨覺

院的設計規劃是由謝老師的祖父謝潤德建築師義務擔任，於民國73年落成有了

現在的規模。道融法師亦分享自己從年少時期親近淨覺院，乃至就讀大學、圓頂，

承擔志業的旅途，以及現今推展文教工作、服務事業，逐步學習佛菩薩的智慧與

實踐。 

 4月18日則是邀請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主講「禪與現代人的生活」，

吸引多位師長到場參與。依空法師表示「禪」是一種「定力」，中國傳統的儒家、

道家都很強調定力的重要性，這是一種生命的態度，與學佛、不學佛並無相關。 

 燈，放在風中容易熄滅，但若放在禪定的寧靜室內，火焰會更明亮。我們在

日常生活中要面對「稱、譏、譭、譽、盛、衰、苦、樂」等八種風，有了禪的定

力便能不動盪、不迷亂，找回真正的自己，並做自己的主人。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四期)2022/5/1  11 

 

 

通識沙龍-守護泰緬邊境孩童的未來 
 

陳思穎撰文 

 通識選修課《人權意識》閔懿老師於2022年4月20日下午邀請「Glocal Action

全球在地行動公益協會」賴樹盛秘書長，蒞臨通識沙龍分享自己成為人道救援工

作者，駐紮在泰國西部邊境美索Mae Sot，大約七年的海外服務經驗。 

 在美索附近，許多緬甸移工與難民沒有身分，只能從事骯髒、危險與最艱

難的工作，隨時在為生存而奮鬥，當然小孩們常挨餓並且無法受教育，甚至必須

複製這樣的未來，因此該協會以「跨越國界行動˙創造共好世界」為宗旨，提供

服務給有需要的兒童、青年、學校與社區，培養當地社群自助的能量，目標是「種

下希望的種子、深耕茁壯的土壤，翻轉1300位邊境兒童的未來」。 

 賴秘書長首先介紹泰緬邊境的基本背景讓大家感受邊境的模樣，特別是緬

甸在數十年來的軍政府統治之下，族群武裝等內戰衝突不斷，造成十餘萬人民流

離失所，逃到泰國邊境收容進難民營，甚至住了將近四十年；其實「家」就在山

的另外一頭，但是家還回的去嗎？家還在嗎？可以把難民營當作是家嗎？ 

 但除了難民營之外，竟然還有更大的族群是約兩百萬的緬甸移工家庭，他

們的孩子受教育並非像在台灣這麼理所當然，大多只能淪為童工，填飽肚子是唯

一的想法。該協會成立之後資助的第一間學校叫「綠水小學」，校長本身就是流

亡中的緬甸難民，也透過協會的幫忙持續培育難民青年成為邊境教師，讓孩子們

即使流落異地仍然能上學，成長地更有精神，也能展現更多的能力。 

 特別是這些難民青年他們非常了解自己小時候難以讀書識字的苦，因而特

別珍惜自己現在能擔任老師服務更多孩童的機會。對他們來說，身為難民自認已

經沒有太多東西可以放棄，「放棄」這二個字從來不在他們的選項裡面，唯有把

握住契機、把握住資源，盡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實現。 

 近期的狀況當然是2020年初全球遭受新冠疫情突如其來的影響，當然也嚴

重衝擊了泰緬邊境，本來已經漸入佳境的辦學，再次面臨移工家長失業困境、聚

落防疫資源缺乏、移工學校基礎教育全面停課至今已二年、外界援助資源減

少……等疫情下嚴峻的挑戰，除了害怕病毒，更擔心孩子們的下一餐！因此該協

會在八個移工聚落進行急難救助與社區防疫，並支援一萬八千公斤的糧食物資，

讓他們先度過眼前的難關。 

 接著他們朝向「停課不停學」的目標，推動家訪教學服務，「有人願意教就

是老師、有孩子願意學就是學生、這群人在的地方就是教室」，由老師們騎車或

走路，翻山越嶺地到聚落，讓邊境處處是教室，避免讓孩子們的學習全面中斷，

希望能帶更多邊境孩童回到教室，用教育翻轉孩童的未來。 

 最後，賴秘書長引導大家思考，假設自己是位即將躲進叢林的難民，只能

攜帶三樣東西逃難，會選擇哪三樣最迫切需要的東西？同學們紛紛拿出手邊的

手機、口罩、水壺、衣服、食物、證件……等，也有同學說要帶刀子。賴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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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證件很重要，帶著證件逃越邊境後才 可以進入難民營；刀子在野外求生或

自保也很實用，如果要帶手機則要記得帶充電座，其他衣物食物繩索帆布等都是

第一時間需要援助的物品。但他分享曾聽過的答案：我要帶著我的弟弟妹妹，或

是一張家人的照片……等，難民孩童實際的回答令人動容。 

 賴秘書長表示，每個人都有一份力量，大家可以從關注一個議題、從接觸

一個公益組織開始，不管是擔任志工、捐款人，當這些全部匯聚在一起就會成為

支持的力量，許多美好與感動的事情才有可能發生。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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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微學分 5 月份課程滾動修正中 
許雅婷撰文 

110學年度下學期通識微學分5月份課程陸續開放報名中。因疫情逐漸升溫，

微學分課程也將滾動式修正，部分課程因疫情影響調整上課時間及方式，但皆以

防疫為優先。 

本學期的課程安排有電腦軟體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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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與成就學生中心、圖書館數位課程合作開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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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舞台生命劇場系列微學分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wrHc1er7qyafWcT9 

 

※05/01~05/31課程，課程陸續新增中!!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5/02(一) 

10:00-12:00 
mt0196 

共 0.9 學分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6) (何晉瑋)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 611 

05/02(一) 

13:10-17:00 

mi0047 0.2 學分我來打工，不是打架！-行銷市場定位(鍾亮君) 紀 110 

mt0283 0.2 學分創業技能-精油調香與擴香石(林幸宜) 創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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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演講區 

05/02(一) 

18:30-21:30 
mt0292 

共 0.9 學分活動攝影與網路直播(6) (吳振宇) 

※需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教室 

05/03(二) 

18:30-20:00 
mt0193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9) (林幸宜) 

※需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03(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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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三) 

18:30-20:00 
mt0191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入門(9) (周郁森) 

※需完整上完 12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教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
https://myfcu.fcu.edu.tw/main/infomyfculogin.aspx
http://micro.genedu.fcu.edu.tw/images/f15349240230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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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5/05(四) 

18:30-21:30 
mt0293 

共 0.9 學分多媒體與空間應用(3)(蘇曉青) 

※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演出排練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06(五) 

13:10-17:00 

mt0090 0.2 學分生活時尚-文青手作皮革名片夾(羅筱綾) 創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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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0049 0.2 學分精通商業畫布學會商業營運模式工作坊(張志昇) 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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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演講區 

mt0273 
0.2 學分富邦理財系列~老闆的謊言~財富與職業的四象限 

(鐘啟二) 
人 B116A 

05/09(一) 

10:00-12:00 
mt0196 

共 0.9 學分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7) (何晉瑋)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 611 

05/09(一) 

13:10-17:00 
mc0218 0.2 學分富邦理財系列課程~大佛普拉斯「國際視窗」(鐘啟二) 紀 110 

05/10(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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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三) 

18:30-20:00 
mt0191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入門(10) (周郁森) 

※需完整上完 12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教室 

05/11(三) 

18:30-21:00 
mt0291 

共 0.9 學分人體姿態之動作識辨別偵測與應用(8) (顏貽祥)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11(三) 

18:30-20:30 
mt0295 

共 0.9 學分互動藝術創意編程(5) (倪君凱)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12(四) 

18:30-21:30 
mt0293 

共 0.9 學分多媒體與空間應用(4)(蘇曉青) 

※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演出排練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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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0207 0.2 學分兩性關係-委屈，不該是愛情的樣子(鍾亮君) 人 B116A 

mt0290 0.2 學分三商美邦人壽理財系列課程~簡單入手房地產(許睿翔) 紀 110 

mc0211 
0.2 學分台灣- 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 The Taiwan - Reyhanli 

Centre For World Citizens(全英)(薛珍華) 
創客教室 

05/16(一) 

10:00-12:00 
mt0196 

共 0.9 學分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8) (何晉瑋)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 611 

05/16(一) 

13:10-17:00 
mi0046 0.2 學分電商創業-一頁式銷售頁面教學(徐培峯) 

RTC(行

206) 

05/17(二) 

13:00-17:00 
mt0294 

共 0.8 學分身體‧語言‧概念-張逸軍的肢體開發(4) (張逸軍) 

※需完整上完 4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8 學分 
體育館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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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05/17(二) 

18:30-20:00 
mt0193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10) (林幸宜) 

※需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17(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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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8(三) 

18:30-20:00 
mt0191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入門(11) (周郁森) 

※需完整上完 12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教室 

05/18(三) 

18:30-20:30 
mt0295 

共 0.9 學分互動藝術創意編程(6) (倪君凱)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19(四) 

18:30-21:30 
mt0293 

共 0.9 學分多媒體與空間應用(5)(蘇曉青) 

※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演出排練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20(五)   ※3.19 補假  

05/22(日) 

18:30-21:00 
mt0291 

共 0.9 學分人體姿態之動作識辨別偵測與應用(9) (顏貽祥)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勤樓 

05/23(一) 

10:00-12:00 
mt0196 

共 0.9 學分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9) (何晉瑋)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忠 611 

05/24(二) 

18:30-20:00 
mt0193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11) (林幸宜) 

※需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24(二) 

18:30-20:30 
mt0295 

共 0.9 學分互動藝術創意編程(7) (倪君凱) 

※需完整上完 9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B01 

05/24(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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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5(三) 

18:30-20:00 
mt0191 

共 0.9 學分舞台設計入門(12) (周郁森) 

※需完整上完 12 次課程及舞台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創客教室 

05/26(四) 

18:30-21:30 
mt0293 

共 0.9 學分多媒體與空間應用(6)(蘇曉青) 

※須完整上完 6 次課程及演出排練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27(五) 

13:10-17:00 

mt0183 
0.2 學分富邦理財系列~金融戰略王~投資理財與職業收入 

(鐘啟二) 
紀 110 

mt0278 0.2 學分生活時尚-文青手作皮革鑰匙套(羅筱綾) 創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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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0212 
0.2 學分如何讓菲律賓獲致優質教育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全英)( Jo 高裘雷) 
人 B116A 

05/31(二) 

18:30-20:00 
mt0193 

共 0.9 學分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12) (林幸宜) 

※需完整上完 13 次課程及參與公演才可獲得共 0.9 學分 
人社 207 

05/31(二) 

19:00-21:30 
mt0270 

共 0.9 學分中階現代舞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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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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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MOOCs系列課程歡迎參加報名!! 

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1 

0.6 學分 APPs 基礎實作(洪耀正、王柏婷)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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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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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3 

0.6 學分智慧科技與管理應用(張芳凱、林峰正、鄧廣豐)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4 

0.6 學分交易策略設計與分析(李宗儒、劉炳麟)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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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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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1mooc07 

0.9 學分數據科學與 R 程式語言實作(黃偉恆、王价輝)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8 

0.9 學分金融創新與資料科學(謝依婷、陳麗君)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 ~ 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MOOCs

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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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9 

0.6 學分機器人理財(劉炳麟) 

課程起始時間：2022-02-21~2022-06-30 

課程註冊截止日期：2022-06-01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111/02/21~ 

111/06/30 
1102mooc09 

0.6 學分小數界大學問－翻轉生活數學(張其棟) 

課程起始時間：2022/03/01 

註冊結束日期：2022/04/27 

成績結算日期：2022/06/30 

MOOCs

線上授課 

※MOOCs系列申請微學分須提供中華開放教育平台所提供之「修課通過證明」，本課程的證書下載

費用為新台幣 200 元 

※MOOCs 成績結算日超過本學期申請學分登錄日期，將會於下學期才可申請登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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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 04/11~04/22 課程回顧 

  

  
「iMovie影片剪輯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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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彩妝-面試妝」課程。 

  

  
「看電影學行銷創意：穿著Prada的惡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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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禪繞畫應用-文青帆布袋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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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關係-我想，慢慢喜歡你」課程。 

  

  
「用Python學物聯網-遙控家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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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木頭紋融入陶藝創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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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表達-人見人愛的說話藝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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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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與術數 
  

李興華撰文 

本課程透過課堂講述、影片播放、創意教學及主題體驗，幫助同學了解道教

文化深層的意義。 

內容包括：道教之起源、道教的神仙信仰與譜系、道教的派別與經籍、神、

鬼、祖先、道教的符咒、命理與術數、籤詩與占卜、道教的養生文化等主題。 

課程進行方式，配合影片播放，針對道教之起源、道教的神仙信仰、道教的

教派與神譜等進行講述，讓同學對道教先有基本的認識。此外，採創意教學，針

對命理與術數、籤詩與占卜等課程，提供限定名額的個人命理解析與現場占卜，

進行課堂實際互動，藉以引發學習的興趣。最後，期末採分組報告，透過小組主

題式的探討，以培養同學搜集資料與觀察問題的能力。 

  

  
圖1-1：道教教派與道教神譜 圖1-2：道教教派與道教神譜 

  
圖2-1：道教神仙與養生文化 圖2-2：道教神仙與養生文化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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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做出自己的桌遊 — 西遊 × 桌遊 
  

林啟新撰文 

桌遊不只是桌遊，更是人性的展現、創意的表現、以及故事的呈現。 

—許榮哲、歐陽立中《桌遊課：原來我玩的不只是桌遊，是人生》 

今天選修「古典小說」課程的同學將以《西遊記》為主題，帶來他們創作的

桌遊。 

（圖1）首先是以大家熟知的遊戲「大富翁」為藍本，融入《西遊記》的內容

再創作，並重新繪製遊戲圖。遊戲規則及使用道具如下： 

每個格子都是一個關卡，未通過關卡會減少自身血量。一旦血條歸0，則判

定出局。以先到終點的為贏家。 

改用「血條」代替錢幣，棋子代表唐三藏、孫悟空、豬八戒和沙悟淨，師徒

四人各自擁有技能，如唐三藏可召喚徒弟協助通過關卡，孫悟空可增加通關能

力，豬八戒能恢復血條，沙悟淨則能設置流沙河陷阱，使對手暫停一回合。但需

抽中機會卡中的「發動技能」方能使用。 

在機會和命運卡牌中充滿許多影響遊戲進行的不確定因素，如：抽中觔斗雲，

可無視任何關卡與陷阱，憑骰子數字前進。使用白龍馬時，則以骰子數字倍數前

進。 

（圖2）其次是結合「大富翁」與「蛇棋」兩款桌遊。四枚棋子代表唐三藏、

孫悟空、豬八戒和沙悟淨。師徒四人由起點出發，按骰子數字前進，每個格子中

都有影響遊戲進行的突發狀況，如「奇遇卡」和「災禍卡」，玩家需依卡上指令

進行獎懲。最先抵達終點（西方取經）者為贏家。 

（圖3）再來是參考「從前從前」這款桌遊，卡牌種類有角色牌、詞語牌、技

能牌、結局牌。首先由一位玩家講出一段故事，當講到手牌裡的關鍵字就可以打

出來(一句話只能打一張)，如果講到其他玩家手牌中的關鍵字，那其他玩家便可

中斷講者，再由自己接續故事內容，而被中斷的玩家必須抽一張牌 。勝利條件

為打完自己手裡所有手牌。 

（圖4）最後一款遊戲則是結合時下最流行的桌遊「狼人殺」，玩法如下： 

玩家6至10人，其中一人擔任主持人（玉皇大帝）。 

【第一局】 

天黑請閉眼，所有玩家閉上眼睛，一隻手握拳放在桌上。 

除「紅孩兒」外，其他壞人睜眼確認對方身分。 

除「牛魔王」外，其他壞人豎起大拇指。「唐三藏」睜眼確認壞人身分。 

「唐三藏」眼睛閉上，壞人收起大拇指。 

「唐三藏」和「鐵扇公主」豎起大拇指，「孫悟空」睜眼確認身分。  

「孫悟空」閉眼，「唐三藏」和「鐵扇公主」收起大拇指。 

【第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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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取經隊伍：玩家猜拳決定誰先選取經隊員。 

投票是否出發：採多數決。 

投票通過：隊員拿任務牌出任務。 

投票未通過：順時針換下一位選隊員。 

出任務。 

成功或失敗：將牌放回任務格中。 

【第三局】 

如果任務失敗：牛魔王可以殺死其中一個出任務的隊員。 

不論任務成功或失敗：沙悟淨可以知道所有人之中其中一位是好是壞。 

最後的夜晚：唐三藏可以決定是否救活被殺的那個人，且遊戲中僅有一次機

會。 

獲勝條件： 

累積三次成功任務：好人獲勝。 

累積三次任務失敗：壞人獲勝。 

好人獲勝後，蜘蛛精和其他壞人指認其中一位為唐三藏。如果正確，則壞人

反敗為勝；反之，仍為好人獲勝。 

最後透過設計，同學們表示更能了解《西遊記》這部小說，因為一定程度了

解內容，才能完美結合桌遊。但在設計過程中，同學們也提出所遭遇到的限制與

困難，如必須考慮關卡的難易度，如果難度太高，容易喪失桌遊本身的樂趣。另

外，關於遊戲人數、時間的設定，以及如何兼顧角色特色與合理性，甚至是追求

遊戲的平衡，這些都需再經過更多的嘗試和思考。 

 

  

  
圖1：以「大富翁」為參考 圖2：結合「大富翁」與「蛇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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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參考「從前從前」 圖4：參考「狼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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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設計的方法與技巧 
  

謝欣錦撰文 

「視覺設計的方法與技巧」課程目標希望能透美學角度思維，學習設計概念

與應用方法，本課程學習除了包涵認知色彩學、藝術欣賞與解析、美學概念、攝

影欣賞到實作拍攝練習、修圖技巧、商標與設計發想、視覺影像創作技法等，創

意發揮應用專業繪圖軟體排版並完稿。 

其中4/10號下午四小時的攝影實戰教學，先讓學生了解攝影的基本概念與原

理，並實際帶同學在校園拍攝並如何透過不同視角，觀察日常校園環境中捕捉有

趣的畫面，培養學生擁有攝影眼的技巧，透過光，讓瞬間成永恆的感動也是一種

留住美感的呈現方式。 

 

平日在課程中，有分享藝術家的故事與風格，如草間彌生的介紹與創作理念、

印象派畫家莫內作品了解到光與視覺的重要性，安迪沃霍的普普拼貼風格並實

際帶同學觀察與設計練習操作與應用，讓學習的動機可以充滿樂趣並化被動為

主動學習。 

 

視覺設計的創意發想與實作課程中，除了讓同學能有實體的收穫外，也能藉

由提升美學素養，讓各位同學能具備各自的審美觀與創造力，呈現出最棒的視覺

效果。 

 

 

 

  
課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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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與實作拍攝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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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拍攝_構圖練習 

  
學生作品拍攝_構圖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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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拍攝_構圖練習 

  
學生作品拍攝_構圖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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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拍攝_構圖練習 

  
學生作品拍攝_構圖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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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拍攝_構圖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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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賺到的課程 

彰化大有社區金碳稻的行銷銷售競賽 
魏彰志撰文 

創業課程從實際操作電商開始 

內創業課程，如果可以實際操作，可以讓學生的獲得更多感受。開學前跟農

村再生計畫團隊預約參加銷售彰化大有社區的金碳稻銷售競賽，配合課程中運

用商業模式圖，探討大有社區金碳稻的價值主張，大有社區運用生物碳的方法讓

土質變好，改變了過去大量用農業的種植方式，因此，在價值主張及目標客群上

就要鎖定在重視環保意識及友善種植的人，開啟了課程競賽。 

課程上依照學生的興趣專長，將學生分為攝影、文案、行政管理、電商，也

跟一般公司運作的分工，透過分工的方式瞭解創業工作上的分工角色，每週上課

一個小時針對商業模式圖進行授課，後一個小時讓學生針對自己所負責的內容

提出檢討及修正，並針對下週行銷策略擬定後該採取的文案、拍照做後續調整。

課程上教授臉書、IG的行銷方式，並從數據流量觀察做調整。 

經過一個多月的競賽，學生在電商及實體通路的銷售下，獲得第3.4.5名，除

了銷售的獲利外，也獲得獎金的獎勵。實務操作的課程規劃，可以讓學生去感受

消費者的反應及行銷手法的差異，對於課程的效益也會顯得有效果。學生也發現

賺錢不易，在成本管控、運費、人員管理等事情，了解創業的辛苦，同時並不是

什麼東西都適合電商，而是要抓對客群及累積議題行銷。 

學生心得：透過競賽才得知原來彰化大有社區有出產別於市面常見的白米。

在銷售的過程中，米價是我們碰到的最大困難，因為是使用生物碳和無毒無農藥

來耕種，金碳稻的價錢比一般的米高出很多，若不是拿來當作送禮的話，婆婆媽

媽幾乎是不會想購買。在實體擺攤的過程中也不盡順利，原本以為擺到最後可能

是零銷售，還好在我們快放棄時有一位顧客上前詢問產品且購買，讓我們有種如

釋重負的感覺，此次的經驗讓我們感受到行銷的不容易，要如何讓顧客產生購買

的慾望，也是行銷過程中的重要關鍵。 

  
學生分析金碳稻的優點，找出利基點 學生配合的文案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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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授旗 
  

吳得政撰文 

由國立體育大學承辦之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5月7日至11日在桃園舉

行，今年本校計有田徑、游泳、桌球、網球、羽球、軟網、跆拳道、柔道、空手

道等9支代表隊伍參加。4月25日中午授旗典禮各隊隊員踴躍出席，由李秉乾校長

在體育館1樓廣場，為代表本校出賽的選手們加油打氣，並將本校校旗授給代表

隊隊員，期許隊員們能夠為學校取得好成績。 

  

 
李秉乾校長為參加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的選手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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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SDGs 英語工作坊 Solani 
 

薛珍華撰文 

在期中考大致結束之後，社會創新學院的SDGs工作坊四月份的課程也已經展

開。四月份有四場，由Solani主講。她則是來自貝里斯的學生，也是她的故鄉San 

Pedro極少數在年輕時離鄉背景、追求理想的女子(大多數未上大學的女子很快就

成了家、當了媽媽)，現在也幾乎成了她故鄉同齡年輕人心目中的學霸、偶像了，

目前除了教工作坊之外，也與社會創新學院合作執行線上華語教學計畫。Solani

是BIBA三年級的學生。她開的四門工作坊主題如下： 

1. Reducing Marine Pollution 減少海洋污染 

2. All Humans Have Feelings凡人都有感情 

3. Promoting Self Hygiene 加強自我衛生 

4. One Step Closer to Ending Poverty & Hunger 進一步消除貧困和饑餓 

「貝里斯在哪裡啊？」這幾乎是所有人聽到這個國家的第一個反應。貝里斯

是位於中美洲的小國，在墨西哥下方，東面臨海。這個小國因為曾被英國殖民，

所以不同於其他大多數以西班牙語的中南美洲國家，貝里斯的母語是英文。也正

是因為這個原因，學生們可以靠教英文賺取學費、生活費。此外，這個小國台灣

屈指可數的邦交國之一。由於台灣提供了許多防疫物資（醫療用口罩、各式用品）

而非常感謝台灣。但是，在這個主要以觀光業為經濟活動的國家，教育資源相對

缺乏。例如，要讀大學的年輕人往往要到鄰國才有更多的機會。此外，由於經濟

太倚賴觀光與農業，想要在學成之後拿到好的工作、賺取豐厚薪資的年輕人也往

往必須離開家園到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等。對於Solani來說，同樣臨海的台灣

綿延的海岸、沙灘是她化解鄉愁的方式。因母語是英文則讓她想對輕易地拿到教

學工作。熱情、精力充沛的她已有好些學生是從小學教到國中、是看著他們長大。  

  

  
上課情形之一 上課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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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hool-中區 USR 參訪活動 
  

薛珍華撰文 

中區USR跨校聯盟在四月二十一日、由南開大學的熱情規劃之下，辦理了中

區參訪活動，共有約30位來自各校的師生參與。活動的主軸事參觀辰光能源

(Sunshinenew)，此企業最初製造中央廚房設備，在歷經產業的學習、歷練之後自

行也成立中央廚房，供應大型批發商熟食。此企業以科技管理，與南開科大產學

合作、不僅帶領當地小農形成產業鏈，更提供實習機會給南開相關科系的學生學

習，達到未畢業就工作的美好接軌。當天的午餐是由當地小農、社區媽媽、在地

職人(如插花師、編織師…)結合，提供以在地食材為主的料理(很類似本校的場域

綠生農場的做法)，不僅色香味俱全、更有濃濃的在地風味。餐後交流，暨南大

學老師提醒關於下年度的USR計畫，建議暑假開始撰寫、應於開學後會收到教育

部通知。此外，計畫要做大、要提升，應與正式課程、學程、社團、甚至學院充

分結合，追求產業化。此外，也討論會議中各項議題，重點如下： 

1. 針對國立聯合大學(苗栗市)、勤益科技大學(台中市)2 所學校 USR 加入聯盟

之相關之事，將通訊方式(mail 或 line 群組)進行資料會簽聯盟學校，以減化

行政流程、加速審核作業。  

2. 為達推廣「中部地區大學社會責任跨校聯盟」，若辦理與 USR 相關之活動，

於群組知會夥伴學校後，可將聯盟各校列為協辦單位。 

3. 未來擬透過夏日大學課程開課合作，進而達到跨校交流之目的。每季除了

跨校互訪，並且要共同培訓人才、協助 USR 計畫或在地實踐計畫相關領域

的助理進行知能提升培力活動，並朝向產業化發展。  

4. 至於中區 USR 聯盟成果展之時間，原成果展皆定於期末 11-12 月辦理，但

適逢各 USR 計畫結案匯報之時間，會將期末成果展期間提前辦理。 

  

  
參加活動成員 蔬菜裝飾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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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文教基金會第十屆第五次董事會議 
  

黃煇慶撰文 

「財團法人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文教基金會」於4月10日舉行「第十屆第

五次董事會」，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應邀擔任該基金會榮譽董事以及校友會日

文班義務講師，爰也應邀出席。本項會議循例由該基金會董事長翁登財傑出校友

主持，除進行110年度的會務工作及財務會計報告外，也針對台北校友會館因屋

齡已逾40餘年，樓梯間出現滲漏、頂樓陽台花園亦有維修必要等事項提出討論。

惟因涉及「都更」建築專業議案，需要整體大樓討論，乃請董事會先召集相關校

友組織委員會勘察並集思廣益後再議。由於年來囿於疫情，校友們甚少聚會，因

而能藉此機會見面，相談甚為熱烈。當天適逢鍾智文董事生日，乃特準備蛋糕為

鍾校友慶生，將滿場熱鬧溫馨氣氛帶至最高潮。席間，翁董事長向本中心黃老師

提及，允于繼續比照捐助本校辦理英文比賽及推動英語學習等活動，支援外語中

心等單位舉行日語文比賽項目。本中心黃老師即表謝意。 

 
圖1-會議前校友們茶敘(2022/04/10攝於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圖2-台北校友會文教基金會翁登財董事長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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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台北校友會新任會長張財源學長致詞 

  
圖4-祝賀鍾智文董事(中)生日快樂之一 圖5-祝賀鍾智文董事(中)生日快樂之二 

 
圖6-校友會文教基金會潘秀英秘書(左立者)財務會計報告 

 
圖7-出席人員合影(2022/04/10攝於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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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逢甲人月刊第 355 期編輯會議 
 

黃煇慶撰文 

台北校友會每月固定第二週四舉行的逢甲人月刊編輯會議，於4月14日召開

「第355期編輯會議」。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多年來擔任該月刊副總編輯，也大

都定期受邀與會。會議循例由本校台北校友會張財源會長暨賴文堂總編輯共同

主持並進行編輯業務工作報告，除檢討已於本年4月1日出刊的「《逢甲人》月刊

第354期」的後續工作外，也進行審核預定5月1日出版的「《逢甲人》月刊第355

期」編輯情形，以及有關第「356期」的專欄、聯誼、校園采風、知識饗宴與焦

點報導等稿件。席間，本中心黃老師於提請適合「人物專訪」議題中，建議規劃

往訪本校張前故校長保隆之夫人，藉示追思。獲賴總編輯允諾優於考量。 

  

 
圖1-(左起)賴文堂總編輯、張財源會長 

 
圖2-賴文堂總編輯業務工作報告 

 
圖3-出席校友學長姐合影(2022/04/14攝於台北校友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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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會日文課後品酒佳茗會 
  

黃煇慶撰文 

本校張立義傑出校友於4月14日出席逢甲人編輯會議後，提議將庫藏1988年

的法國葡萄酒饗宴大家。即獲擔任校友會日文班講師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以

及謝振裕名譽總會長等校友附議，即定於翌日日文班下課後舉行。當天(4/15)黃

老師特選以「酒」為主題，練唱日本1970年代由女歌星梓みちよ所唱紅演歌「二

人でお酒を」。該曲曾獲日本歌謠、日本唱片大賞等獎項；華語翻唱為「祝你順

風」，在台亦流行一時。該曲伊始「敬你一杯葡萄美酒祝你一路順風」，在課後張

立義傑出校友的品酒會上，更顯陳年葡萄美酒的優雅風味，品嘗後均讚不絕口。

隨後再由文教基金會黃河文執行長提供佳茗，真令逢甲人倍感幸福。 

 
圖1-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情形之一(2022/04/15攝於台北校友會) 

 
圖2-台北校友會日文班上課情形之二(2022/04/15攝於台北校友會) 

  
圖3-演歌「二人でお酒を」授課講義之一 圖4-演歌「二人でお酒を」授課講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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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參加張立義傑出校友(右二)的品酒會的台北校友會學長姐們 

  
圖6-張立義傑出校友示範品酒之一 圖7-張立義傑出校友示範品酒之二 

 
圖8-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夫婦品酒情形(2022/04/15攝於台北校友會) 

  
圖7-文教基金會黃河文執行長夫婦泡好茶 圖8-鄭宗陽班長(左)為謝名譽總會長斟酒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四期)2022/5/1  44 

 

 

應邀在台北新城扶輪社演講巧遇紡織系留日校友 
  

黃煇慶撰文 

 設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台北新城扶輪社」於4月19日晚間假台北市君悅大

酒店舉行第498次例會。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經同為本校統計系友的呂新發學長

推薦，應邀以「日本百年企業為何如此長壽」專題演講。黃老師先就聽者所提有

關2011年311東日本大震災問題，以當時適奉派駐日期間處理賑災經驗，說明事

件點滴，令在座社友驚奇。黃老師續提及日本因自然觀產生神道，並與從中國傳

入的儒、佛思想結合，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文明。另根據調查，能超過一百年的企

業真是奇蹟。而查日本老鋪企業的共通點，除堅守傳統家訓(理念)，並在商品、

服務等方面，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就是日本能存活超過百年老鋪企業的最

大特徵，且是世界百年企業最多的國家。結束後，會場巧遇社友之一乃本校紡織

系且曾留學東京慶應大學碩士的陳余任校友，相談甚歡。 

  

 
圖1-台北新城扶輪社王公正社長(左)贈送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右)禮物禮金 

  
圖2-(左起)紡織系陳余任校友、黃煇慶老師 圖3-黃煇慶老師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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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文化經濟協會理監事會議籌劃七十週年慶 
  

黃煇慶撰文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於4月20日舉行「第廿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在台北

市疫情嚴峻期間，該協會雖已按規定設置座位隔板，仍續採幹部實體與會及線上

出席兩種方式。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擔任該協會理事並多年應邀出任該協會

所舉辦「大專院校研究日本論文比賽」之評審，爰親自參加。本次會議除進行一

般會務報告外，由於今年七月廿九日適逢該協會成立七十週年，乃積極籌劃辦理

暫定名稱為「台日文化經濟協會七十週年慶祝活動-從中日到台日」之活動。開

始規劃安排包括製作回顧影片、舉辦座談會、邀請貴賓蒞臨致賀以及歡迎餐宴等

必要慶賀活動。因項目牽連相關業務甚廣，致討論熱烈。席間，同係擔任該協會

理事且曾蒞校參訪的前台灣協會幹事長山本幸男理事，順向本中心黃老師提及，

據渠日本大阪所開設華語補習班的友人告知，已有多名學生錄取本校，將於新學

期來台進入本校就讀。黃老師即表歡迎，並盼山本理事再來訪。 

  

 
圖1-台日文經協會杜恆誼會長(左二)主持會議(會議桌設置透明隔板) 

 
圖2-台日文經協會鄭祺耀名譽會長致詞 

  
圖3-(左起)山本幸男理事、黃煇慶老師 圖4-(左起)呂昌平秘書長、黃煇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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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提前祝賀母親節 
  

黃煇慶撰文 

台北柯市長寓所轄內的大安區光明里，在張惠銓里長夫婦熱心推動，兩年前

九月創設」唱歌學日語班」，並聘恰為該里民的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講師，

績效甚獲佳評。本期春季班自三月初開課以來，雖配合疫情均須以健保卡報到、

量體溫、戴口罩，惟仍因疫情嚴峻，再按照台北市政府社會局4月19日的宣布，

因應疫情變化，決議調整台北市各類型社福據點的防疫措施，自4月25日起至5月

24日止，停止所有課程活動一個月，以降低群聚感染風險。是以4月22日的該課

程，乃台北市政府調整社區停課前光明里日文班的最後授課。本中心黃老師仍一

貫按進度及學員的點歌意願，練唱日本1980年代女歌手都春美(みやこはるみ)

所唱紅的「大阪時雨(おおさかしぐれ」。實際上，該曲亦曾經台語名歌星郭金

發翻唱為「雨夜思情」而流行全台。另為表懷念寶島歌星文夏，選唱文夏曾於90

歲高齡獻唱「再會呀港都」的日文原版歌曲「さよなら港(みなと)」。因均係大家

熟悉，旋律也美，深受大家熱愛練唱，一時兩首懷念演歌在活動中心傳開，吸引不少

鄰居路人圍觀聆聽。又因時近五月母親節，黃素雲班長及張里長夫人相約前往市場購

買蘋果、奇異果等高級鮮果與康乃馨環保花朵，致贈黃煇慶老師及幾乎已為人母(或祖

母)的學員們，藉示提前祝賀母親節。溫馨熱情表現，深受大家感謝祝福。 

 
圖1-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在台北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授課情形之一 

 
圖2-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在台北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授課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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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黃素雲班長長(左)贈送黃老師禮物 

 
圖4-光明里民活動中心日文班學員上課情形(攝於2022/04/22) 

 
圖5-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日文班課後合影(學員陳梅淡攝於2022/04/22) 

(前排座左起:黃素雲班長、黃煇慶老師、張惠銓里長夫婦)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