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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創新應用專題競賽決賽歡迎線上參與 
  

林依瑩撰文 

為培養學生科技智慧創新能力，並提升App、AI人工智慧，以及科技、創業

相關課程的學習成效，因此舉辦「2022創新應用專題競賽」，讓不同科系的學生

能夠跨領域團隊合作，深化程式與智慧科技的學習與應用。 

 本次「2022創新應用專題競賽」除了進入決賽的學生團隊(共24組)，還廣邀

所有逢甲大學師生團隊所輔導之國小、中學生參賽，增設K-12組(共10組)。由於

疫情影響，本年度決賽轉至「Gather.Town」線上虛擬空間辦理。這是一款具有元

宇宙概念的會議軟體，我們將在此建構本次競賽會場，讓參賽同學透過虛擬角色

進入到這個空間模擬真實競賽會場，參與競賽。活動現場將直播主持人透過

Teams實境轉播讓更多師生線上參與，所有獎項將於閉幕頒獎時共同線上辦理。 

歡迎師長們撥冗參與線上精彩決賽，除了給同學鼓勵，更期待能與您激盪出

跨領域的創意火花!! 

 

決賽時間：06/17(五) 13:00-16:30 

決賽線上連結網址：https://reurl.cc/loYv5q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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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台中歷史建物貼圖競賽」 

貼圖上架囉！ 
 

林依瑩 撰文 

感謝謝欣錦老師協助辦理「貼圖優化在上架工作坊」，指導參加「逢甲大學

台中歷史建物貼圖競賽」的得獎同學優化創作以及修改檔案的規格，並講解LINE

貼圖的上架方式，終於得獎隊伍的貼圖成功在LINE上架哩!!! 

 
歡迎喜歡這次競賽貼圖的師長朋友們，也可以到下方連結購買支持創作者!! 

 

購買網址： 

(1)第一名-跟著杏子遊台中 

https://line.me/S/sticker/19659473 

(2)第二名-建築語錄 

https://line.me/S/sticker/19202400 

(3)第三名-歷史「見」築貼「土」 

https://line.me/S/sticker/19202370 

(4)職員組-厭世貓就是想要 

https://line.me/S/sticker/19584133 

 

  

  

 

競賽官方網站連結：https://reurl.cc/rDnQ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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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減碳與淨零碳排：減碳與循環經濟 
 

陳思穎撰文 

2022年5月30日中午於通識沙龍舉辦本學期第五場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由綠能科技暨生技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呂晃志副教授介紹「減碳與循環經濟」。 

十九世紀以來，大氣和人類活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巨幅增加，以至地球平均

表面溫度已升高約攝氏1.18度，造成海洋暖化、酸化、北極海冰下降、冰蓋縮小、

海平面上升……等現象，出現夏天變得更熱、冬天變得更冷、暴雨或乾旱事件更

加頻繁的極端氣候。 

2015年的巴黎協議(#ParisAgreement)是國際因應氣候變遷的起手式，台灣則

是公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溫管法)，為走入零碳時代制定了短中長期的減量

目標，企圖利用能源轉型與產業轉型，透過製程改善、能源轉換與循環經濟，建

立國內低碳的永續發展藍圖。 

循環技術可大幅減少碳排放，經由再利用程序與循環體系，將廢棄物視為資

源物，並轉換成能源或其他產業的原料，於各產業間形成共生的循環體系。呂老

師舉例了廢玻璃廢紙再生、資源共享、產品優化、服務優化、運輸優化、物料替

代、虛擬化平台……等模式，包含視訊會議也對節能減碳有小小貢獻。 

對於2050年全球淨零碳排的目標，台灣所提出的碳減量行動方案，到2030年

仍有相當大的缺口，因此關於碳捕集、碳利用及封存(CCUS)的技術開發更須受

到高度重視，誰掌握了關鍵技術，誰就具有更高的競爭力，我們的政府與主要排

放源產業更應積極投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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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沙龍 5/23–5/27 活動回顧 
 

陳思穎撰文 

  

  
5/23 Scrum 實作：敏捷迭代型與增量式之敏捷價值交付 (葛仲安 老師) 

  
5/26 生命四階層次的躍升 (正覺院住持 慧無法師) 

  
5/27 當代文人藝術與修養的日常生活實踐 (蕭維毅 老師)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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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劇創作與舞台實務《麗春大酒店》演出 
 

許雅婷撰文 

【歌舞劇創作與舞台實務】課程，是一門由學生自主申請開設的專題課程，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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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下已暌違一年(兩個學期)沒有公開發表了。去年(2021年)的這個時候

全校改由線上授課，因此準備了一學期的課程成發也就無法站上舞台呈現出來，

接著110學年度上學期停了一個學期的申請，這學期又再次招集了一群喜愛表演

藝術的同學們參與課程。並於111年06月01日(三)19:00於人言大樓B1啟垣廳進行

成果發表，本次成果發表為全新原創劇本【麗春大酒店】。 

 

一位因受愛情所傷，因而決定將自己一生全拿來經營酒店的媽媽，擔心自己

女兒們受到同樣的傷害，堅決反對女兒們觸碰愛情，希望女兒們將來能接手自己

所經營的酒店，認為酒店是唯一能維繫著家人們的事物。  

與店內員工相愛的大女兒；對於愛情有著憧憬的二女兒；有著法國留學夢的

小女兒，三位有著自己的幸福與夢想的女孩與反對女兒們觸碰愛情，希望女兒們

能接手酒店待在自己身邊的媽媽會發生什麼樣的爭執？一家人又是如何化解家

庭危機的？同學們透過懷舊的歌曲串出這個家庭背後的故事，以及整齣劇情的

起承轉合。 

 

本學期的課程有43位同學修課，但實際參與的同學卻多達60位以上，還有已

經畢業的同學們，跨刀支持輔導課程，連遠在香港的畢業同學都大力協助音樂監

修的輔導。大家堅持到最後並在防疫規範中在全體參與的同學們快篩後順利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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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釉下彩藝術_瓷碗彩繪 DIY 
  

許雅婷撰文 

微學分課程【永恆的釉下彩藝術_瓷碗彩繪DIY】課程，，於111年06月06日

(一)13:00-17:00於創客社區小教室授課，邀請愛啃兔陶瓷手創坊謝欣錦老師講

授，謝老師長期在講授陶瓷藝術方面的教學，帶同學們從基礎的原理進入陶瓷藝

術的世界，雖然在疫情影響下有部分同學無法來上課，但這門課程是詢問度很高

一開始報名便呈現秒殺的狀況，雖學校內無藝術相關科系但有不少同學對於藝

術創作的課程是抱有著一定比例的興趣。 

瓷畫是指在素坯體上使用特殊的釉藥色料手工繪畫後噴透明釉，再經千度高

溫燒制而成的陶瓷工藝品。透過課程可以了解瓷器的美學與生活的關聯，並且實

際創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彩繪盤。最後完成屬於自己的作並，可以透過作品

看出同學們各自的創意與獨特的想法，大家畫完後便開始期待作品燒成後透過

釉藥的變化將會呈現出何種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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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燒製前的釉藥模樣會和燒製後產生的變化，同學們創作時還需要透過一些想像才

能夠完成作品。在創作時瓷盤的每一個部位都可以是自己的畫布。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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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戰略王~投資理財與職業收入 
  

許雅婷撰文 

微學分課程【金融戰略王~投資理財與職業收入】課程，是由富邦理財團隊

提供的教育課程，於111年05月27日(五)13:00-17:00於紀念館紀110教室授課，邀

請富邦金控富邦人壽高級處經理鐘啟二老師講授，並帶著富邦金控的課程團隊

老師們一同來帶同學們了解投資理財的重要。 

老師運用歷史上重大的金融事件的解說做開始，說明不同金融事件對不同產

業的影響跟投資的損益為何，帶同學們進入了解各種金融危機對當下的投資的

概況。接著以近期的世界經濟狀況及重大事件的影響作分析，讓同學了解到即將

面對的世界以及未來財富規劃的可能方式。同學們在反饋時也特別提到老師以

貼近生活的案例說明讓大家可以更容易理解、進入狀況，並且也能真的對於現在

世界發生的事情帶來的金融影響更有感受。並實際讓同學們分組討論在不同的

事件下，如地緣風險、天災風險、金融海嘯…等對各不同的資產有何影響，並試

著各種預想未來、模擬以及投資規劃。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七期)2022/6/16  12 

 

 

邁向永生 甲蟲標本製作 
  

許雅婷撰文 

微學分課程【邁向永生 甲蟲標本製作】課程，於111年06月06日(一)13:00-

17:00於紀念館110教室授課，邀請寡聞社行銷生態策展企業社負責人(教育培訓

機構行銷企劃)徐培峯學長/老師講授。 

老師一開始分享為何他會從事相關在標本製作以及昆蟲自然生態的教育，起

源於從小的興趣。並且鼓勵同學尋找自己的興趣，堅持下去的話就有可能成為自

己未來的工作或發展的可能。 

接著便是關於昆蟲辨別以及自然生態的講說，從環保生態開始進入到甲蟲標

本的製作，透過磨練眼手協調與耐心的技術。經由專注的觀察，精準的用針，完

成一件可以觀賞的標本，將自己內心的生態環境布置於那水晶球中，呈現一個屬

於自己想像的環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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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PMP5 結業典禮- 4 國 35 位國際生順利分流! 
  

李品昀、楊紀晴、許芳瑜撰文 

2022年6月7日於線上舉辦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第五屆結業典禮，來

自4國(日本、印尼、泰國、韓國)共35位國際生要從PMP畢業了！當天邀請通識

教育中心翟本瑞主任、PMP所有授課教師、TA們一同參與給予祝福，還有上學

期因國際因素而回國的尼加拉瓜同學，也驚喜現身在線上陪著大家畢業。結業式

雖然在線上舉辦，但PMP的同學們製作了許多回顧影片來感謝PMP、授課老師及

逢甲大學。例如：印尼的蔡明偉同學製作了他來到台灣時，遇到的大小事、學習

的過程及未來的期許，都記錄在影片裡。而來自日本的森田菜南與仲真歌菜同學

更是發起「一句話感謝PMP」的活動，將所有人的感謝都集結在影片中。最特別

的是日本出雲香鳴及玉城來佳同學，因為參加了學校的原民社，用「卑南族的感

謝之歌」再加上自己改編的歌曲，唱出對PMP的滿滿感謝，也看見大家平時在課

堂裡沒有表現出來真情流露的樣子。(感恩影片連結) 

 

翟主任在開幕時說：「恭喜大家在人生中最精華的階段來到台灣學習不一樣

的文化，即使學習非常辛苦，但是努力終究是值得的，在PMP的學習環境裡有許

多溫暖的師長可以陪伴大家，歡迎隨時回來PMP聊聊天!」廖芳瑜導師說，PMP

同學們的向心力、團結心非常高，大家會主動互相幫忙。唐永立導師不捨的說：

「帶了幾屆PMP的學生，每次的結業式就像是嫁女兒一樣，不過再怎麼不捨也要

放手讓大家去探索新的人生。」 

 

更感謝PMP這一年所有的授課老師，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

所陳介英所長、中國文學系余風老師、廖崇斐老師、外語教學中心廖芳瑜老師、

國語文教學中心張鳳玲老師、工程與科學學院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戴國政

老師、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林俊德老師、應用數學系唐永立老師、建築專業學院

林葳老師、陳上元老師、金融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林明仕老師、商學院國際

經營與貿易學系陳信宏老師、經濟學系黃琝琇老師、創能學院陳伯維老師、周澤

捷老師、資訊電機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蔡明翰老師、通識教育中心朱正永老師、周

惠那老師、林碧慧老師、陳淑慧老師、體育教學中心黃嘉君老師、東海大學華語

教學中心于子茵老師，感謝老師們的投入與支持，讓學生們能有跨領域的學習。

其中，朱正永老師提到：「也許大家都屬於不同領域，有不同的目標，可能想回

國幫助國家、幫助家人或者留在台灣，希望大家求學過程中可以「做中學」，課

餘時間多多增強自己的技能，在實作中學習」。陳介英老師說：「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希望大家能利用時間探索台中、探索台灣。林明仕老師也以自身經

驗鼓勵大家，到了新的學系可能會徬徨，但只要努力學習，慢慢累積經驗，不管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rxTeVj6FDGJSe44CFAovQtuhJbslO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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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系，一定可以創造出不一樣的人生。林俊德老師說：「環境與公害這門課，

帶來很多國際交流的機會，能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想法也創造了師生之間互相

了解的可能，在課堂上跟學生互動很愉快。」；陳信宏老師希望大家未來在學習

的時候，不要忘記停下來照顧自己，也祝福大家可以成為自己心目中那個最棒的

大人。蔡明翰老師則很開心可以和PMP相遇，看見大家一直都像海綿一樣吸收，

期許各位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而PMP有一群熱心主動的台灣TA們，大家發自內心的佩服所有出國求學的

PMP學生，也各自說了一些話鼓勵學生。最後由王惠鈴主任提醒學生們：「要記

得一直心存感恩。」也勉勵各位在未來遇到困難或開心時，PMP永遠歡迎大家回

來分享，PMP是你們永遠的家。 

 

  

  
圖說：PMP5結業典禮師生合照 圖說：翟本瑞主任開幕致詞 

  
圖說：王惠鈴主任祝福學生 圖說：PMP5同學訴說對PMP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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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梅雨下中正紀念堂的降旗與薩克斯風樂聲 
  

黃煇慶撰文 

依據氣象觀測報告，今(2022)年5月份(5/1-8/18)的平均氣溫23.5度，比近30年

氣候平均值25.68度低了超過2度，更是自1953年23.36度以來最涼冷的5月。且跟

去年、前年明顯偏暖的5月比起來，落差感更是明顯。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恰是

1953年出生，剛好見證此一特別的5月低溫歷史。而今年4月下旬以後，感染新冠

肺炎本土病例暴衝破萬，在5月來的梅雨季節中，國民自主管理、學生遠距上課

已成風潮，尤以雙北地區為甚，平素人潮洶湧、遊客甚多的中正紀念堂及周圍博

愛特區環境，顯得行人減少很多。在日本以漢字表示的五月「梅雨」季節，一般

讀成「つゆ」。但另以「雨」字表現的日文讀法(読み方)更為五花八門，真是多

元。例如: 大雨（おおあめ）、小雨（こさめ）、時雨（しぐれ）、豪雨（ごうう）、

雨具（あまぐ）、長雨(ながめ)等等，不勝枚舉，相當有趣。又因為「梅雨(つゆ)」

通常是在梅子成熟的5月到來，故日語亦稱之為「五月雨（さみだれ）」，再添一

個「雨」的日語讀法。最近台日間流行一首曲動漫歌曲「五月雨啊(五月雨よ、

さみだれよ）」，風評不錯，期待與大家一起上網欣賞。本中心黃煇慶老師因家居

台北東門，以前步行外交部上班必經中正紀念堂與兩廳院，復當時曾與紀念堂曾

坤地前主任長期合作推展對日文化交流，所以退休後亦常往漫步，期以尋幽訪

勝，找回昔日記憶。5月下旬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區被北市政府劃為「車來速」

快篩區，禁止行人入內，致若遇陰雨，過路更為稀少。連帶影響整個中正紀念堂，

甚至遮雨迴廊走道，也無往日眾多的遊客人影。 

每日下午6時10分的降旗典禮均如場舉行，時間一到，號角即起，熟悉的「國

旗歌」響徹雲霄，值勤的國軍儀隊熟練地配合音樂執行任務。這個降旗儀式與衛

兵交接、獻花致敬三項，長久以來已成國內外訪賓遊客的觀賞重戲。惟近來疫情

嚴峻加上梅雨連綿，參訪人員寥寥無幾，顯得有點冷清落寞之感。5月27日傍晚

雨勢稍緩，本中心黃老師如常附近散策，巧遇中正紀念堂進行降旗典禮，乃轉往

參與。仍見國軍禮儀隊一絲不苟、按步驟認真地進行儀式。此不受觀眾多寡及風

雨交加影響的大無畏英勇表現，令人由衷欽佩。回程走迴廊以避風雨，不見平時

前來運動、舞蹈、下棋、樂器練習等之熱絡情景。正湧起孤單之感時，忽聞傳來

翻唱日本演歌「大阪時雨(おおさかしぐれ)」的「夜雨」薩克斯風吹奏曲。該首

乃1980年代日本名女歌手都春美唱紅，描寫在秋冬寒雨中懷念大阪北區戀情而

廣受喜愛，獲獎無數，後由陳芬蘭等歌星翻唱成國語歌。吹奏技術雖感尚未達純

熟，但觀吹奏手單獨一人於迴廊邊，用心練習，旋律因甚動人。本中心黃老師尤

感曾被陷「主流非主流」之爭而自東京改派大阪四年，更親逢1995年阪神大震災

等大災難。往事歷歷，在周邊寂靜梅雨中聽來，內心交集澎湃更為激烈。頓然想

起唐代柳宗元在《江雪》「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詩句，比照當下，此情

景就像是「孤隻薩克斯，獨奏寒夜雨」的孤寂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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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中正紀念堂「車來速」快篩檢查 圖2-國旗在風雨中飄揚(2022/5/27) 

 
圖3-中正紀念堂降旗儀式之一(2022/5/27) 

  
圖4-中正紀念堂降旗儀式之二 圖5-中正紀念堂降旗儀式之三 

 
圖6-吹奏手獨奏翻唱自日本演歌「大阪時雨」的薩克斯風「夜雨」(20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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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琉文經協會蔡雪泥名譽理事長線上慶生會 
  

黃煇慶撰文 

擔任本校張故前校長希哲所主導籌劃創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的名譽理事

長、前國策顧問、台灣功文文教機構總裁蔡雪泥女士，本年5月24日欣逢八秩晉

七華誕。因雙北囿於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經親友提議改採於前一天的23日舉行線

上慶生會，並請蔡名譽理事長千金，也是現任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的趙文瑜

女士主持。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及企管系友邱伯達學長因同出任該協會副理事

長，也應邀參加。黃老師前於任職外交部期間奉派駐琉球辦事處長時，即與時任

該協會理事長的蔡女士因業務往來而熟稔，雙方已建立深厚友誼，乃在研究室遠

距參與盛會。大家線上齊為蔡女士慶生，過程令人同感熱烈溫馨。 

  

 
圖1-邱伯達校友(上左二)、蔡女士、趙理事長(下左二)、黃煇慶(下右)(2022/5/23) 

 
圖2(左二起)黃煇慶、蔡雪泥名譽理事長、趙文瑜理事長、邱伯達校友(2020/1/8) 

  
圖3-黃煇慶夫婦與蔡女士(2020/1/8) 圖4-黃煇慶夫婦與趙理事長(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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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煇慶語言角第五場談日本武士道及妖怪文化 
  

黃煇慶撰文 

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本學期應外語中心邀請，在所設第二外語日本語的語言

角課程，進行五次授課。前四場已分就「中日是否同文同種」、「留學或旅遊日本

應知的幾件事」，「日本人的生活信仰」及「日本百年企業」主題解說。5/24則依

同學們意見，以「日本武士道及妖怪文化」為主上課。由於仍囿於疫情嚴峻影響

現場活動人數，但顯然並無降低學員的學習熱度。 

本中心黃老師首在說明日本武士道之前，引用最近「俄烏戰爭」一項新聞:「俄

羅斯《紅星電視台》記者前往烏克蘭亞速鋼鐵廠拍攝現場狀況，發現在烏軍使用

過的物品中，竟有經典軍事著作《孫子兵法》，意外掀起熱議。」的報導。提及

日本14世紀成立的室町幕府，其武家文化貫穿著文武兩道的方略：一方面要求武

士積極進行肉體的鍛煉，包括學習識字、練兵習武，以及學習兵法等；一方面要

加強精神文化的教養，如對主從關係、獻身殉死等傳統道德的積極認可。足見學

習中國兵法，在當時日本武家社會即已蔚為風潮。另同於室町時代，日本誕生第

一所普通學校「足利學校」，係經寺院應運而生，起用禪僧做講師，以諸國各階

層青年為對象，實施以中華儒學經典為中心的高等教育。武士則多以易學為研究

之終極，習得占筮之法，以滿足作戰時占卜命運的需要。而在後來的16世紀日本

戰國時代，一位以「風林火山」軍旗鮮明崛起、且訂下「非足利學校出身不用」

規矩，曾在「三方原」打敗德川家康的的「甲斐之虎」武田信玄的故事，乃眾人

皆知。其「風林火山」軍旗就出於《孫子兵法》。黃老師也曾帶領本校EMBA日

本研修團時，前往「武田神社」觀看此一軍旗古物。而當時日本所引進宋學(朱

子學)道德課目和宋禪悟道之徑，即對武士進行的人品教育。逮至(德川)江戶幕府

時代，日本文化史才將這種「習」、「道」正式稱作「武士道（ぶしどう）」。但武

士道被世人所廣為週知，則是武士階級被廢掉之後的明治時代。日本SAPIO雜誌

曾調查選出「日本史上最強の外交英雄」排行榜，結果第1名是選派「遣隋使」

前往中國的當時推古天皇攝政聖徳太子(574-622) ，第2位則於1900年先在美國

出版英文版《BUSHIDO(武士道)》的新渡戸稲造(1862-1933)。該書揭櫫武士道乃

武士的道德以及行為準則，集儒、佛與神道義理之大成。我國統一企業集團總裁

林蒼生在中文譯書「推薦序」也提及「武士道精神來自於神道教、佛教及儒家思

想，它所強調的仁慈、守禮、榮譽、忠誠、勇氣，對於我們來說並不陌生，但透

過日本人的舉止行宜，卻散發出獨特的力與美。--迄今仍鮮活地存在於每個日本

人的心中。」描述甚是透徹貼切。 

黃老師續就「妖怪文化」提及日本古來基於神道思想對妖怪、鬼等充滿幻想，

近年的動畫創作，更是轟動全球動漫市場。尤以兩年來最夯且席捲亞洲、歐美等

市場的動畫故事《鬼滅の刃》，僅在日就累積銷售8,000萬冊，堪稱全民漫畫。而

且該動漫的關聯產品，在台灣也是到處可見，造成風潮，掀起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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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黃煇慶老師語言角「日本武士道及妖怪文化」上課情形之一(2022/5/24) 

  
圖2-黃老師「日本武士道」PPT之一 圖3-黃老師「日本武士道」PPT之二 

 
圖4-黃煇慶老師語言角「日本武士道及妖怪文化」上課情形之二(2022/5/24) 

  
圖5-黃老師「日本武士道」PPT之三 圖6-黃老師「日本武士道」PPT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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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黃煇慶老師語言角「日本武士道及妖怪文化」上課情形之三(2022/5/24) 

  
圖8-黃老師「日本妖怪文化」PPT之一 圖9-黃老師「日本妖怪文化」PPT之二 

 
圖10-黃煇慶老師語言角「日本武士道及妖怪文化」上課情形之四(2022/5/24) 

  
圖11-黃老師「日本妖怪文化」PPT之三 圖12-黃老師「日本妖怪文化」PPT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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