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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磨一劍：逢甲通識中心的華麗轉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翟本瑞 
 

2011 年 4 月 25 日接獲逢甲來電，希望我加入團隊協助改善通識教育的環

境。這輩子在兩個校園相當美、以博雅教育著稱的大學，各待了超過十年以上，

也參與通識教育設計及推動的核心工作，深知其間甘苦。多年來在學術行政領域

已有一定經驗和成就，但換個全新環境，逢甲大學工、商立校，校地有限，離博

雅教育標準甚遠，通識教育又處於極為不利的環境下，能發揮多少力量尚不可

知，這個決定會影響我未來後半輩子的學術命運。 

我把與逢甲有關(尤其是通識教育)的網頁資料加以瀏覽，深知要在逢甲推動

通識教育，我過去所有經驗與理想都派不上用場，等於是要重新創造一套新的模

式還要能有效改革，我真的能做些什麼嗎？如果不去一切都簡單，安穩過著半退

休生活；但如果要去，我能做什麼？當晚思索甚久，亂麻中尋找快刀，如果去要

設定未來逢甲大學通識教育的主軸，彙整不同想法，寫下「厚植畢業十年的品味、

格局與競爭力」。就帶著這幾個字 8 月 1 日赴任，展開了我全新的生命旅程! 

逢甲沒有樹木環繞的寬廣校園、沒有辦理書院的條件、人社院很小只有四個

系所，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不知道有個通識中心。我理想中的通識教育，是哈佛紅

皮書中的教育，是劍橋書院制度，是 Adler 編輯 The Great Books 寬濶閱讀的哥

倫比亞經典教育。換言之，博雅、人文、藝術、書院、導師、經典、核心課程、

潛在教育，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通識教育。在南華，我們設計了必修 4 門中西經

典、2 門必修美學實作課程、大二共時授課的「近代西方世界的形成」、小班導

師制，以及大一成年禮等，都是這套理想落實的具體作法。 

這些都不是逢甲的調性，網路上看到的都是通識選課秘笈，那門課甜不甜、

涼不涼，學生在專業之外，只求休養生息，調劑身心，通識只是「通俗化的知識」。

但是，每個學生都有 28 個通識學分，佔畢業學分超過 1/5，我們是全校最大的

開課單位，如果做不好，對不起學生，也對不起自己。為了深入瞭解教通識的問

題，我開了「網路文化」課程，這是我的專業，除了主編 2 份該領域期刊 9 年、

寫了三本書、指導許多學生撰寫相關論文、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撰寫「資訊

社會」專章，還擔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每一單元我都深入研究，每

週 PPT 都超過一、兩百頁，且以圖片居多。沒想到，上課情況冷到不行，我心

想，這是年輕人喜歡的主題，又有這麼多好玩的素材，我還是通識中心主任，如

果連這門課都無法帶動學生的熱情，其他老師怎麼辦？通識教育該怎麼辦？ 

找名師、砸大錢、點名、利誘，這些恐怕效果都有限。系中專業課程學生只

能默默承受，通識不爽大不了就退掉，誰理你呢？白髪宮女話當年是無效的，我

需要全新檢討所有資源與條件，把過去所有經驗與理論放下，歸零打掉重練。逢

甲有什麼?沒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要全新出發沒有新的主軸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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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沒有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的大環境，通識課程大部份都是兼任教師擔

綱，系上最優秀的老師大多課已滿了，無法支援通識。但這些限制，有時反而成

為潛在優點，因為大家都不太懂通識，所以沒有太多框框架架，工商立校的氛圍，

你做的出來就服你，支持你，沒有太多意識型態，反而乾脆。多年來教卓計畫推

動，我有一群使命必達的同仁，認真盡責、全力以赴，這是其他學校不容易見到

的。逢甲高度資訊化，系統中可以撈出所需相關資訊，正是客觀分析的基礎。 

既然無法走博雅之途，所有文獻都指出資訊時代網路造成學習模式改變，

教育不能限囿於「知識傳授」而應著重「能力培養」，配合教卓計畫對「軟能力」

培養的需求，決定把培養 21 世紀關鍵能力，當成通識改革的主軸。通識不容易

辦好，是因為學生態度不容易改變。所有學生都在系裡，通識完全接觸不到學生，

要改變學生態度談何容易？但要做就不要怨、要怨就不要做，多年來在行政系統

中歷練，瞭解抱怨無濟於事，找尋方法把事做好才是唯一要務。 

方法不一定要全新創建，國外許多教育改革成功經驗，如能配合逢甲實務

調整後導入，就能有效地達成改變。我從歐盟 1999 年波隆那宣言後的改革，到

學生本位學習相關文獻，追蹤整理關於史丹佛大學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以及 MIT 的 CDIO 課程改革模式，編輯出可資產考的文獻，亦在相關計畫中把這

些精神寫入逢甲的教學改革方案中，成為可推動的專案計畫，讓通識中心能放在

全校改革框架中同步進行，而不只是單兵作戰，才不致孤立無援。通識成為全校

最好棋子，所有想要做但不容易達成的事，通識都可以全面配合，有效推動。接

任中心主任一年後，有位主管告訴我，「老實說當初你說要做的事，我根本不相

信，也不認為可能做到；但是，現在你說要做的事，我相信一定都能做成。」說

了就要找方法做到，做不成會很丟臉，一開始就公開說要做，只能咬著牙努力去

做，於是事先的評估與溝通、建立願景和方案，以及耐心持續執行，就成為我這

11 年來做事的基本態度。其實，完全成功的方案並不多，但是，大方向推動後，

大家看到成效，大德不踰閑 小節出入可也，沒做好的部份也就不太計較了。 

接任通識中心主任，每每在和校友聚會時，他們都表示：主任，我們當年畢

業就業時，在口語表達和英文上吃了大虧，希望主任協助學弟妺，解決此一問題。

逢甲學生企業最愛，一方面耐操好用，但另一方面代表自信不足、價值被低估。

要解決這問題除了在國文、英文課程強化表達外，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建立自

信。國文課負責推動敍事報導、全校簡報比賽、全校辯論賽，都是強化他們敍事

表達能力。大一英文有個拍攝英文自我介紹的 5 分鐘影片剪輯作業，讓學生能

用英文自我介紹，同時學習拍片剪輯，於是，逢甲所有學生都具備基本拍片剪輯

能力，成為他們未來競爭的數位能力。 

有系主任問我「你要求學生必修課課堂要上去報告 1 分鐘，很多人都是

GOOGLE 資料上台照著按，主任認為這有意義嗎？」我當然知道意義不大，但如

果連這 1 分鐘上台報告的經驗都沒有，有些學生可能到畢業前完全沒有上台報

告機會，就業面試怎麼不吃虧？只要學生需要具備的能力，0 到 1 的基礎通識都

應該培養，至於 1 到 10 的能力培養就是系所及個人的責任了。也正是因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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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才把必修四個學分課程拆開，每門課都是四個不同學院各一個班拆成 1/4 混

編而成，讓他們在大一時就必須和不同科系混編，有 8 項作業要和陌生人團隊

合作。創意思考課程操作的五種方法，也成為逢甲學生的 DNA，到高年級時隨時

都可以和陌生人透過這些方法進行團隊合作。許多學生到了高年級時表示，現在

才瞭解為什麼大一時要這樣安排課程。習慣養成，行為模式就改變了。 

強化英文，不能只靠英文課，要讓學生知道為何而戰，更重要的是要讓學生

自發地想要學英文。我們除了開授全英的通識課程，供學生強化英文學習外，從

103年開始，我們推動「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從未出過國的大一、大二本地生、

家境清寒優先，參加研習撰寫自己一個人到非華語使用地區停留超過14天的計

畫，通過後就送來回機票讓學生圓夢。不靠學校預算，舍弟支持經費，並向校外

申請計畫，五年間送了512位同學出國圓夢。回來後脫胎換骨，每天讀英文、下

定決心畢業前還要再出國。於是，學習動機改變了，這批學生也成為全校最積極

的一群，各個角落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改變了全校學習的氛圍。淑慧對每位

學生的細心照顧，開展了他們的視野，成就了他們的未來。 

同時，為了改善國際生學習困境，特別成立「全校大一國際生不分系專班」

(PMP)，以全方位陪伴以及真實語境浸潤式學習，拿所有通識學分換取學生中文

能達到跟班，以順利在大二分流進入各學系。在周惠那、王惠鈴兩位主任，以及

許芳瑜全能助理陪伴下，讓國際生脫胎換骨，成為全校最亮眼的一群。 

Dan Pink 在〈談叫人意想不到的激勵科學〉TED 演講中指出，外在激勵往往

造成反效果，現行用獎勵措施以提高學習及企業經營成效的作法，完全沒有科學

根據。並不是每個學生都想打混摸魚，找輕鬆的課修，但修課如果沒有成就感，

學生當然就選不點名、沒作業、成績高的課來修。為解決學生把通識視為營養學

分，只修又甜又涼的水課，我們逆向操作，設計一些又困難又有挑戰的課程，唯

一的獎勵只有「成就感」。為了實驗這件事，我找了一些朋友，試開三門有難度

的實作課程：「自我認識與行銷」、「文化比較專題」、「雲端視聽策展」，分別是挑

最積極的學生、挑特定族群的學生、開放網路選課不挑學生，結果三門課成效都

比預期的好，開啟我們「專題製作課程」改革之途。在教卓撰寫工作會議中，我

提出推專題課程改革想法，李副校長要我把計畫寫進去，我說可能還有其他單位

也想做些事，我是新人不好提出太多。他說「沒有別人了，你想做我就支持你」，

到後來秉乾接任校長，十一年來在這個主軸上一直支持通識的改革，整個過程寫

成《那些年學生教我的事：逢甲通識中心的專題製作課程,2014》一書。 

沒有人沒有錢是各校常態，我不可能要求太多額外資源。接任第二年沒有特

別預算支持，預算只剩一半，有半年時間所有會議都不在中午開，因為連吃便當

的錢都沒有。我不是敗家的人，所有業務都沒縮減，還要讓外人看起來沒有什麼

問題。我開始大量申請外部計畫，透過計畫案的經費來支持想做的事，再小的計

畫都不放過，透過計畫辦理活動彌補預算的短缺。科學傳播系列課程計畫、公民

陶塑計畫、樂齡大學、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氣候變遷調適學分學程計畫、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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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等，每個計畫都要和通識結合，以發揮其綜效。李校長幾

次提到，主任很厲害，錢不多、人也有限，卻可以把很多事做好。其實，要靠別

人給錢、給人才能把事做好，恐怕空等的機率比較大。正因為辛苦意義更大。 

改革要有許多有理想老師一起努力，我的責任就是把校內有熱情的老師找

出來，提供他們熱血方案，一起努力。新進老師有熱情，被系所過度役使，又沒

成就，幾年後就躱在研究室不出來了。找老師一定要讓大家熱情被看到，能結合

起來做點有意義的事。有位老師每每提出意見就被批評，久而久之就躱在研究室

不太出來，有天早上、中午、下午、傍晚和他談了四個案子，邀他一起參加，快

六點時他說這是他到逢甲一年多最快樂的一天。老師不怕辛苦，怕的是沒成就

感。另有位老師邀他開專題課程，期中就找我說太累了下學期不開，我當然尊重。

但沒多久又找我想再開，「當然可以，但不是很累嗎？」對，很辛苦，但他教了

十幾年書，只有這門通識課有感覺，每次演講，只有這門課有內容，他上癮了不

能不開，後來協助台灣農業到國際行銷，走上國際化之途。老師和同學一樣，一

旦在這個過程經歷了汗水和淚水，最後化為喜悅，就回不去了，我們的同學後來

只挑最難、最辛苦的課程選，超修通識一、二十個學分彼彼皆是。師生都上癮了，

在通識中找到熱情，回不去了。許多兼任老師在幾個不同學校兼課，但對在逢甲

開專題課程情有獨鍾，雖然辛苦，但感謝逢甲通識讓他們覺得真正在教書。 

為了激勵老師的熱情，我們每學期都推動教師成長社群，並從 102 年 3 月

開始，週一中午舉辦「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準備輕食邀請老師分享他們參

與社會創新價值的經驗，到 111 年 5 月總共辧理 144 場，成功地凝聚了有熱情

的老師們。事情持續辦理、價值就會在累積過程中顯現。就好像我們從 2005 年

起，每學期辦理 100 場近距離和講者可溝通交流的「通識沙龍」活動、10 幾場

高品質的音樂會及有導演座談電影欣賞的「藝文活動」一般，真積力久則入。 

延續專題課程的改革精神，我們設計了微學分課程，年輕人不耐煩一整個學

期才學一件事，可不可以一個下午就學會基本內容，學生就可以自主學習了？教

育部只規範一個學分是 18 個學時，怎麼教、什麼時間、地點並沒規範，對我而

言，法規沒有說不行的就是可能，重點是要設計出一套可以執行的方案。先前我

們把專題製作課程寫成「多元適性之學習整合平台(M500965)」專利，接著我們

把微學分寫成「微學分自主學習系統(發明專利 I605430 號)」，只是證明教育改革

也可以創新，現在已經為全國各高校所採用。同樣的，我們也在專題製作課程的

框架下，推出「學生自主課程」的模組，多年來收獲豐碩。 

逢甲學生被動、消極、不善於表現自己，偶有較積極想法，也被大環境壓下

去了，在心理學上叫做 Learned Helplessness。他們在別人眼中看到自己的平凡和

不優秀，久而久之也就相信自己是平凡無助的。解決之道必須「重新啟動」。我

的想法是，找出逢甲積極主動的 10%學生，鼓勵他們挑戰有難度的專題課程，這

些學生會成為學校改革的種子，是具備熱情的一群。一旦他們被擾動起來，就可

以影響身邊其他，也想要挑戰有難度的學習，逐漸朝向 20%邁進。我的目標值是

30%，一個學校有三成學生是認真積極的，這個學校就是認真積極的。台成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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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學生也不超過三成是認真積極的，但他們的大環境是鼓勵要表現自己的，所

以看起來每個都很積極。只要我們學生有三成是認真積極的，逢甲學生就和台成

清交政的學生沒有差別，就是積極而優秀的。 

這個過程的艱辛不足為外人道，長期辦各種說明會，更為有效與學生溝通，

淑慧秘書管控超過 180 個 FB 社群，加上 Line 群組及 IG，通識同仁每天都和學生

打成一片，慢慢地，許多「通識系」的學生繞著我們找尋具有挑戰性的資源，為

他們的學習而努力。我們很驕傲地說，修習專題製作課程、微學分、學生自主課

程的人次已經超過三成，逢甲學生已經是主動、積極又有自信的千里馬了! 

專題製作課程  

學期 課程數/人數 學期 課程數/人數 學期 課程數/人數 

101 下 3 班 89 人 105 上 44 班 1380 人 108 下 80 班 2745 人 

102 上 10 班 1104 人 105 下 35 班 1317 人 109 上 85 班 3044 人 

102 下 35 班 1016 人 106 上 48 班 1616 人 109 下 89 班 3466 人 

103 上 29 班 864 人 106 下 57 班 2125 人 110 上 90 班 3290 人 

103 下 27 班 1150 人 107 上 54 班 2113 人 110 下 109班 5030人 

104 上 31 班 1380 人 107 下 63 班 2398 人   

104 下 36 班 1464 人 108 上 80 班 2752 人   

微學分  

學期 開課數 修課人次 學期 開課數 修課人次 

104 上 91 班 597 人次 107 下 148 班 2269 人次 

104 下 100 班 1216 人次 108 上 154 班 2343 人次 

105 上 118 班 1272 人次 108 下 184 班 2118 人次 

105 下 109 班 1336 人次 109 上 200 班 3061 人次 

106 上 101 班 2160 人次 109 下 145 班 2355 人次 

106 下 87 班 1498 人次 110 上 124 班 1710 人次 

107 上 121 班 1540 人次 110 下 174 班 2222 人次 

學生自主課程  

學期 課程數/人數 學期 課程數/人數 學期 課程數/人數 

102 下 3 班/30 人 105 下 3 班/25 人 108 下 6 班/135 人 

103 上 2 班/14 人 106 上 7 班/50 人 109 上 7 班/110 人 

103 下 1 班/21 人 106 下 3 班/54 人 109 下 5 班/125 人 

104 上 3 班/3 人 107 上 4 班/80 人 110 上 7 班/86 人 

104 下 3 班/43 人 107 下 2 班/72 人 110 下 6 班/171 人 

105 上 3 班/31 人 108 上 8 班/104 人   

通識的所有必修課程我們都全部改過，都不再只是傳統講授課程。選修課程超過

三成已是專題類的課程，但仍有許多傳統課程需要調整。2014 年底逢甲通識通

過外部評鑑，得到委員的肯定，認為逢甲通識評鑑「已經不是通不通過的問題」，

而是「能否成為全國典範的問題」。肯定之餘，委員也私下表示，專題製作課程

固然深具特色，但一般選修課程仍然存在相當多問題，希望我們能多加改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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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諾在下一期程評鑑前會盡力推動改革。於是在 2015 年上半年通過指導委員

會確立原則，我們要花 4 年時間推動通識教育的教學模式改革，並宣誓四年後

逢甲大學將沒有單純教師講授-學生聽課就通過的傳統模式通識課程，每門課至

少要有 1/4 的內容具備創新教學模式，以有效轉變通識教育學習態度。為此，我

每學期開學時都會給所有專兼任教師一封信，說明改革的意義及期程，並成立研

發創新小組，規劃創新教學模式同時舉辦工作坊。後來編輯出《創意思考與實例

演練,2016》、《透視教學現場的魔法新創意,2018》兩書，供教師參考。我們同步

著手新課綱修訂，分兩年要求所有通識選修課程都要送新課綱審議，請老師在課

程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性上，從通識六大能力及六項競爭力上各選一項，並在學

習評量上填入預期學習成效，同時在創新教學部份註明使用創意思考方法或創

新教學方法，或是自行設計的創新教學模式，不要僅以講授為教學的唯一方式，

以帶動學習氣氛。2019 年 9 月起，所有課程除了知識傳授外，也都同時重視學

生能力培養。 

當然，許多搭配與嚐試也相當重要，我們建立了導播剪輯系統，多年來累積

了超過八千部影片，其中六千多部放在逢甲電視台上，供後續觀看，也有將近兩

千部放在 youtube 上串成 60 個頻道。更與傑出校友段曉雷合作推出全台唯一的

大學數位頻道「逢甲影音 Flipr」，推出了 49 個數位教學頻道。也曾嚐試 FCU radia

逢甲大學校園電台，將優質節目全校線上廣播。 

全校性的程式設計課程是由通識中心規劃，目標要讓學生 100%會、20-30%

精、5%卓越。為此，我們和 APPLE 合作，成立全台第一個蘋果授權的區域培訓

中心(RTC)，並辦理台灣移動應用創新競賽，同時規劃推動全校大一程式設計必

修課程。直到 2019 年創能學院成立，順利把程式設計和 RTC 交接給創能學院，

完成全校程式設計課程規劃與推動。這部份，洪耀正秘書多年的努力功不可沒。

在這同時，我們也規劃「人文與科技」必修數位課程，最初和微軟 MPP 合作，

後來和 GOOGLE 合作，成為學生架接數位人文的基礎課程。 

在此之前，在李建成老師協助下，我們承接科技部科學傳播系列課程計畫，

開授六門同步遠距課程，最多時六校七門課程同時上線，成為中區的主播學校，

7 年間與七所大學合作推出 21 門課程，修習人數將近五千人。「永續發展及氣候

變遷調適通識課程與學分學程計畫」，讓相關系列課程有足夠經費辦理演講及活

動。申辦「樂齡大學」，提供長者運用通識豐富資源，開展他們不一樣的生活經

驗，成熟後再轉移到推廣教育處續辦。而持續三年六個寒暑假辦理的「夏日小學

堂」，更讓許多小朋友運用大學資源，開展出充滿想像的全新體驗，一個假期改

變一輩子。我們勇於任事，各單位找我們幫忙，都全力以赴，我們不但辦理「兩

岸四地五校創新創意創業競賽」，也承擔「Global Sustainable Gem」台灣區競賽，

更負責應諾創客社區(inno-maker community)的規劃與經營，並協助全校創業教

育的推動。當逢甲電視台轉到圖書館成為數位學習組時，全校影音記錄工作及檔

案存留，就由通識中心輔導「逢甲電視台志工隊」來推動。除了電視台志工隊外，

也輔導「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培訓同學成為有能力辦理活動的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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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除了暑修的通識課程，以及參加北二區全國夏日大學外，我們也規劃

到自然科學博物館、國家美術館、公共資訊圖書館等地的移地教學，利用他們的

場地、設備、師資，開出平常學期無法規劃的課程。我們更把握機會推出優質的

講座課程，持續四個學期的「強本高濤」講座，由胡志強、翟本喬、李濤、高承

恕擔綱，youtube 線上直播兩天後配上字幕，訂閱人數達 1,421 人，觀眾來自 25

個不同國家，最多觀看超過一萬人次。我們也曾邀夏立言等十餘位駐外大使合授

「全球化視野」，由前駐日外交官黃煇慶接待，善用他們豐富的實務經驗，開拓

逢甲師生的國際視野。為拓展同學視野，「人工智慧與未來挑戰」講座課程，透

過十餘位各領域專家，以實務經驗為學生講解人工智慧將對未來社會所產生的

影響。而持續八個學期的「春雨講堂」，更透過何寄澎、莊榮輝、魏國彥、齊肖

琪、林載爵、高承恕六位講座，高強度的知識熏陶，啟發學生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我們也辦讀書會、規劃社會領袖激勵計畫、協助同學出國及海外擔任志工、

參加國際競賽、辦理 iTalk 的學生短講，以及協助同學辧理 TEDxFCU 活動，只要

對學生有幫助的事，我們責無旁貸，總願提供資源、陪伴成長。後來成立的「社

會創新學院」(s.School)院長，以及大學社會責任中心執行長亦由我兼任，雖然辛

苦，但可以把許多資源串接起來，我就把它們當成通識的進階版，把在通識課程

不容易推動的內容，放到社會創新學院及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來推展，也讓通識課

程的成果，有進階努力的發展方向，發揮 1+1 大於 2 的綜效。 

逢甲沒有藝術相關科系，過去校園總是冷冷冰冰的，通識中心有把全校校

園柔化的責任。除了藝文活動、通識沙龍外，過去的逢甲藝廊兩個展廳，規劃並

推動靜態藝術展出。人言大樓改造後，風之廊承接了這部份責任。但一直要到游

翰堂/漢字文化中心成立，透過蕭世瓊主任的努力，藝文實作課程才具體落實，

我們喊出「逢甲有個藝術系」的口號，讓學生浸蘊在藝術薰息氛圍之中。 

但是，全面改造整體框架的契機，是我們聘了鄭月妹老師到逢甲，五年內帶

動五齣跨域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原創劇本、原創音樂、原創舞蹈、原創舞台設計、

原創服裝，2021 年 12 月 18 日，透過 14 門課程、20 位老師、700 位學生一年的

努力，「流浪漂泊的白馬」到國家歌劇院演出，並被選為該季最佳戲劇，逢甲通

識邁向另一境界。教育部多年推動「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逢甲專題製作課程則是全面推動「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而鄭

老師更導入歐洲創新模式將課程群組結合，發展出「計畫導向學習」(Program-

Based Learning)，將逢甲通識課程推到更高境界。 

2018 年 12 月逢甲通識中心得到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第一屆典範通識學

校獎。會後李校長特別指示，這當然是全校努力的成果，但我們能不能培養出一

位全國傑出通識教師，證明逢甲通識教育的價值。這個囑咐不敢或忘，但難度很

高，對通識教師而言這是最高殊榮，目前每兩年遴選四位，其難度可想而知。今

年，我們推薦月妹老師得到教育部藝術教育教學傑出獎，對沒有藝術科系的逢甲

大學具有象徵性意義。同時，我們也推薦月妹老師爭取全國傑出通識教師獎，經

過多重競爭與篩選，鄭月妹老師終於出線，完成我們在通識改革最後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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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許多學校，通識中心主要是排課的單位，頂多再舉辦些活動。逢甲通

識中心已經成為整合全校資源和學生學習的最重要場域，所有學生應具備的能

力，從 0 到 1 都是通識中心的責任，我們是一級單位，當責地負起一級單位的

責任。細數通識中心一年的業務量，可以整理如下表，數字背後正就是通識中心

同仁的辛勞及常態性的業務： 

109 學年通識中心業務彙整 

 業務、活動名稱 數量 

 

會

議 

通識指導委員會 1 次 

院級教評會 17 次 

院級課程委員會 8 次 

核心必修課程會議 5 次 

選修課程系課程委員會 15 次 

跨學院教師支援會議 2 場 

通識教育中心會議 6 次 

中心內部會議 10 次 

 

 

課

程

安

排 

核心必修開課數 297 班 

核心必修期中形成性評量及期
末總結性評量協助 

225 班 

核心必修課程自行設計問卷調查 225 班 

核心必修課程自行設計問卷調查 1,612 人次 

人文與科技課程，LINE、懶人
包、學生狀況處理 

72班/4,598人 

選修課程新開課程審查數量  63 班 

選修課程數位課程數量 58 班 

選修課程開課數 452 班 

選修課程重新編碼數量 698 個 

選修暑修課程開課(開課、加
退選作業、通知老師是否開
成等業務) 

16 班 

選修課程期中形成性評量及期
末總結性評量協助 

452 班 

通識專題製作系列課程活
動、校外教學 

40班/115場次 

專題及特殊課程課程說明會
舉辦及報名 

6 場 

「國際體驗計畫」及輔導學
生執行規劃 

63場培訓活
動 

統合課程輔導與學生訪談 228 人 

專題課程(活動、成果發表、海
報、報帳業務等) 

19 門 

專題課程校外教學 9 場 

微學分課程(出缺席成績登
錄 7,883 人次) 

345 班 

企業冠名系列微學分課程 14 班 

學生自主課程 14 班 

自主課程、特色課程活動執行  4 場 

協助招生處高中自主學習課程 15 班 

通識特色課程「春雨講堂」 33 堂 

工作坊、成發協助課程教室
及會議廳借用 

117 次 

創新創業學分學程課程協調 10 門 

全英文開課/獎勵申請 30/24 班 

辦理學分學程修習資格審核作業 81 人 

辦理學分學程學分採計審核作業 27 人 

現場及電話學生加退選作業
/無法預選處理 

全校性 

轉學生抵免業務(含國際交換生) 所有轉學生 

 
 
 

基

本

業

務 

公文收發、歸檔 平均50件/周 

公文轉知相關單位、教師 平均25位/周 

公文公告 平均50件/周 

各單位資料彙整提供(研發處、招
生處、教務處、國際處、秘書處、
人資處 / 性平、智財、生命教育、
品德、人權、心理教育 / 中長程計
畫、校務會議) 

經常性 

辦理單位工讀生聘任、動支及
核銷相關作業 

79 人次 

單位設備採購及經費動支核銷 93 筆 

預算一級單位控管作業及預
算核銷(會)辦簽核 

1,174 筆 

支援招生處-回覆指考新生
問題(24 小時) 

新生 

安心就學方案學生問題詢問解決等 全校性 

師生座談反映問題處理 4 次 

通識教育新生手冊 1 冊 

通識通訊 27 期 

通識中心網站維護 經常性 

社群網頁媒體管理(FB, 

Line, IG…)/ 更新/ 回覆 

180+個/ 

每天40+次更新 

通識中心相關攝影設備、器材
之借用與管理 

336 次 

通識中心影音相關影音平台
業務維護。 

63部影片 

TEAMS 軟體操作輔導-中文
(教師) 

363 人次 

TEAMS 軟體操作輔導-英文
(教師+學生) 

184 人次 

TEAMS 軟體操作手冊製作 1冊(更新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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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 線上課程操作輔導
推動與執行 

166 人 

線上課程(Teams 等)系統支援,

實地課程現場處理 
627 人次 

通識中心相關活動文宣設計 13 張圖檔 

 

教

師

協

助 

教師升等外審 6 位 

專任教師新聘 2 位 

兼任教師新聘人數 45 位 

論文著作獎勵審查 17位/34案 

教師評鑑 1 位 

兼任教師申請教育部證書 9 位 

教師課程講授意見未達 3.5,  

3.0 以下之輔導與續聘審查 
8 位 

轉發相關學校公告、老師狀況處理
(找學生、更改成績、汽車通行證申
請、臨時狀況停課、line群組老師
問題回覆等) 

348 位 

協助師長產學合作計畫相關
作業 

14 位 

 

 

活

動

辦

理 

辦理藝文活動 

[因疫情縮減為 16 場] 
5,033人次 

辦理駐校藝術指導講座課程活動 9場/860人次 

活動錄影剪輯及上傳影音平台 82 部 

辦理通識沙龍 

(含國際體驗成果發表) 
135 場 

辦理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10 場 

辦理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座談 3 場 

通識沙龍場地設備管理與借用 164 次 

舉辦全校性Autodesk逢甲盃 86 人 

設計挑戰賽及 Fusion360 設
計精英培訓系列課程 

執行通識相關計畫案(國際體
驗、富邦 X 逢甲大學產學合作
公益教育、循環經濟解決方案、
無毒農場直銷平台計畫等 

6 案 

全校性大型競賽規劃與執行 2 場 

執行健康促進計畫(撰寫計
畫書、辦理演講、宣傳海報、
統整報帳業務) 

5 場 

共善 60-路跑活動/藝文季 2 場次 

通識修課相關資訊英文翻譯 3 份 

中英即席口譯-外籍師生 129 人 

通識研討會規劃與編輯 1 場 

學

生

輔

導 

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督導
[活動 212 次] 

大會8/培訓9次 

輔導志工隊偏鄉服務隊 162 人次 

電視台志工隊志工督導/協調志
工隊拍攝剪輯校內影音紀實 

[製作69部影片] 

16場培訓 

輔導創客學生團隊 多次 

學生國外留學申請之諮詢、輔導，
英文檢定輔導(多益、雅思、托福) 

6 人 

學生社團藝文活動申請 25 場 

學生狀況處理(找老師、課程問
題、學分詢問、成績查詢、更
改成績等) 

全校性 

外籍生英文詢問服務櫃台 全校性 

 
一將功成萬骨枯，別人只看到通識中心的成果，卻沒看到同仁對同學的陪

伴，逢甲學生需要更多的鼓勵與陪伴，才能激發他們的潛能，這個過程是緩慢的，

但正就是學生最需要的。「那怕只有一位同學需要，我們也要設法提供協助。」

通識中心常常到晚上十點以後還有一些同仁留在辦公室，對同學而言，這就是他

們最大的支持力量。而通識之友許多各系所的老師，對我們轉介的學生，多能針

對個別化需求提供適性協助，讓學生感受到溫暖而倍加努力。  

一年內能夠辧理這麼多活動，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同仁，除了李建成、陳淑慧

兩位秘書多年付出外，洪耀正、呂長禮兩位秘書的調和鼎鼐，以及陳麗如、吳書

萁、李律奇、陳思穎、許雅婷、林依瑩、古瑞菊等人的勇於任事，沒有你們，逢

甲通識中心不會有今天的成果，所有的榮譽，是因為你們的付出。在此，為大家

長期無私的付出，致上本人和本瑞最誠摯的敬意，謝謝! 

通識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通識的價值是做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

十年磨一劍，我較駑鈍，十一年的努力才能磨出這一劍!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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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機會改變一生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翟本瑞 

 
通識做了多少，都不必然等於其價值。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

勞，這想法是錯的。沒有功勞就什麼都沒有，不必說自己有多辛苦。所有的一切，

不是以我們做了什麼為評量，而是以學生本位的成果導向為判斷基準，以下，附

上為《逢甲人月刊》寫的短文〈一個機會改變一生〉，誌念這幾年「通識系」同

學的蛻變! 因為有篇幅限制，只能挑幾位代表，否則，可以寫出十倍的案例。謝

謝我們的同學，讓我在大學教書將近四十年後，仍能保持熱情，感恩! 

 
* * * 
每個校友都告訴我：「主任，當年我們口才不好、英文不好，就業和升遷時

吃了大虧，希望學校協助學弟妹加強英文、口語表達能力。」幾年的努力，情況

有些改善。 

A 哥，大學時當過社長並舉辦中區五校聯合競賽，在一堂通識課程中激起學

習熱情，進入實驗室吃苦，被送到義大利國家研究院和全球一流科學家一起做研

究，拿到逢甲和泰國雙碩士學位，其間參加過 3 場國際競賽並拿到佳績、2 場國

際研討會、4 次國外實習、發表 5 篇國際期刊論文(其中超過 3 篇 IF>3)、去過 6

個國家學習，如今進入台大博士班就讀。他說：「老師，我現在真的認為沒有什

麼會難倒我的，我真的是個國際人。」 

B 姐，底標英文透過國際體驗計畫到斯里蘭卡、吉爾吉斯、捷克擔任國際志

工，大學時到過 9 個國家 15 個城市，畢業當年就考上專業執照，取得北京清華

大學碩士，走遍大江南北。她說：「原來我的英文沒有想像中的爛。在全英語環

境下，為了溝通，非說不可，只有靠自己，沒人能幫你。」 

C 姐，立志 4 年要把繳的學費賺回來，到史瓦濟蘭、約旦、菲律賓擔任國際

志工，走訪義大利、以色列、梵蒂岡、越南等 15 個國家，1/3 是透過逢甲資源。

畢業公演及大型舞台演出，接洽 Discovery 逢甲校園講座擔任主持人，與美國總

公司聯絡引進 TEDxFCU 擔任副策展人。畢業後打敗眾多競爭者進入奧美廣告。

她告訴學弟妹「選擇跨出舒適圈，會改變與別人的關係。」 

D 哥，逢甲電視台志工隊，國際體驗到美國、交換學生到德國、海外實習到

泰國，突破講英文的心理障礙，透過通識課程訓練口才及簡報，自我要求嚴格，

成為斜槓青年。畢業應徵到台積電不去、ASML 也沒去，選擇到 Applied Materials 

Taiwan，每天都和世界各國工程師視訊會議，疫情期間仍派赴到韓國、法國等國

出差，十足的國際人。 

E 哥，國際體驗到菲律賓、卓越領導力專案到印度、唯一的私校生獲青年署

補助到荷蘭，隨著系上到馬來西亞做專題。碩士階段到義大利參加學術會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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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多篇教授及博士候選人的論文中，唯一一個碩士候選人，他來自逢甲大學。 

F 哥，第一批應諾創客成員，工學院學生大一就開始寫程式，週末都到台北

和台清交高年級及碩士生一起在公司實習，很驕傲地說「寫程式我比他們還厲

害」。畢業後到工研院自駕車團隊，後到芬蘭與德國讀書，同時在芬蘭 Nokia 及

BMW 合作的自駕車公司上班，目前在籌劃 Robotics +AI 課程。 

G 姐，陸生，擔任通識沙龍志工隊隊長，國際體驗到日本，交換學生到奧地

利，Hult Prize 競賽亞洲區第 2 名。目前在菲律賓擔任中國 500 強公司採購經理，

計畫兩年後到德國讀書。 

H 姐，通識沙龍志工，國際體驗到荷蘭，交換學生再回荷蘭，爭取到海外實

習機會，畢業後到 ASML 供應鏈管理，工作兩年存錢出國，目前在德國讀科學管

理碩士。 

I 姐，打三份工存錢出國，爭取兩份獎學金到捷克交換學生，畢業後留校工

作，逢甲 6 年走訪過 26 國，其中 20 個國家是透過逢甲資源出去。到澳洲研究

剩食處理、到斐濟透過生質能源解決土壤貧瘠問題……。目前在歐洲修讀在丹麥

-斯洛維尼亞-西班牙加上實習的跨國碩士學位。 

這只是幾位代表，他們自稱「通識系」的學生，許多是需要打工才能維持生

活，但被啟蒙之後，從眼神就可以認出來，他們專挑難的、花時間的、有挑戰性

的活動與課程，超修通識課程一、二十個學分彼彼皆是。參與國際體驗計畫、通

識沙龍、應諾創客社區、專題、微學分、工作坊、自主課程、講座課程、擔任志

工、咬著牙充實自己、彼此分享合作、協助學弟妹，是最積極且具有自主學習能

力的學生。 

當學生告訴你，「老師，我想要不平凡」，這時，我們只需要陪伴就夠了!! 

 

回首頁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九期)2022/7/16  13 

 

 

 

通識沙龍利用暑假年度大整修 
  

陳思穎撰文 

 隸屬本中心的十樓大地板教室通識沙龍，常年密集性舉辦通識沙龍活動，

亦搭配為數門通識選修課程授課場地，目前已使用超過十五年，許多裝潢與設備

漸不堪使用，感謝本中心經費支持，趁暑假進行二項更新工程，期許新學期能提

供更好的通識沙龍環境給師生。 

 首先將靠窗邊損壞的柚木地板撤除，改採用SPC綠保石石塑地板，雖無法找

到與舊地板相符的顏色，但新材質耐磨耐刮，可避免地板因長期陽光照射與雨後

滲水造成破損。 

 另通識沙龍十二台空調送風機清洗，挑高二層樓的關係需搭鷹架高空施作，

危險性與難度皆較高，僅能數年保養一次；這次亦將鋁合金天花板多開十二個維

修孔，以利之後保養方便，並將更新成數位控制器以利精準控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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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教會我的“勢”』成果發表會 
  

許雅婷撰文 

『攝影教會我的〝勢〞』是一門由國貿系的陳玫雅同學自主申請的課程，課

程延續著前一年陳同學申請的自主課程「山城－你所不知道的那些「勢」」。同學

在去年的計畫及課程時已和社會局的社工接洽並挑選三位社會局輔導下、目前

可以獨立操作的三位小農，但礙於疫情的阻礙尚有一位個案並未拜訪。這學期申

請的課程再次前往拜訪，雖然本學期仍受到疫情的影響，但同學們仍在3月1日~ 

5月30日之間到此個案的農場進行訪談了解其特色及背景，並完成拍攝一部 3-5

分鐘的紀錄片，影片將用於個案之感動行銷以維持小農的生計。 

在採訪過程中，同時將相關知識傳授給受訪的弱勢小農的小孩。我們希望透

過活動協助有疾病的小農脫離貧窮，並且改善他們遇到的品牌發展問題。最後欲

透過課程活動來幫助個案提高曝光度、協助銷售個案的農產品，找到穩定的銷售

通路，達到脫貧的可能性；同時以教導輔助個案小孩的方法，建立日後能夠自己

行銷的能力，不需一直仰賴外界的幫助來維持生計，並讓參與課程的同學也能習

得拍攝與剪輯的技巧。 

課程於111年06月02日(四)12:00~14:00於線上及通識沙龍同步舉辦成果分享

會，同學分享了在過程中的學習歷程。這次的自主課程分享會參與成為「綠色諧

能•循環永續之國際共好計畫」計畫團隊暨學生成果發表分享會，作為計畫案的

展示的一部分，會中除了到現場的師長同學外，亦有在線上與會的計畫案委員及

計畫案主持人。分享會中課程由陳玫雅同學報告，以及展示課程中學習所拍攝的

影片，並由各組同學分享心得，參與會分享會的委員們對於同學的表現給予讚

許、支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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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識沙龍及線上同步舉辦分享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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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課程「篆刻書法進階」 
  

許雅婷撰文 

由同學們自己申請開設的通識自主專題課程「篆刻書法進階」課，延續著前

一學期「書法藝術進階」與「篆刻進階」的課程，同學們在分別學習通識選修課

程書法及篆刻基礎課程後希望能再更進一步學習。這學期的課程由洪健豪老師

指導，以篆刻藝術史出發，除於課堂上介紹歷代流行印風及明清篆刻流派之外，

更帶領學生拜訪篆刻名家、參觀展覽進而培養策展與參加相關篆刻藝術競賽之

能量。課程最後，希望能引導學生依其學習成果，進行篆刻文創商品設計。 

課程因期末疫情關係取消了原定的實體展覽，但同學們仍將作品收集起，作

品預計將於游翰堂實體的展覽櫃以及網站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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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老師指導、臨摹、練習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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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書藝展，老師帶同學們到展覽現場參觀講解。 

參觀 凌雲健筆 蕭世瓊 梁永斐 筆鋒會 杜忠誥「墨海掣鯨」書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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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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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課程「遠距線上教學之各領域課程設計應用

（進階）」成果發表會 
  

許雅婷撰文 

通識自主專題課程「遠距線上教學之各領域課程設計應用（進階）」，課程邀

請洪耀正老師指導，起源是來自Covid-19疫情的衝擊已促成了遠距教學的發展。

由於不受距離影響，遠距教學有助於將教育資源帶給偏鄉與弱勢地區，促進教育

平等。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外語志工隊、程堡程式教育創業團隊的同學們聯合

一起申請了「遠距教學方法研究與實務」(109-2)、「遠距線上教學的實務演練」

(110-1)等課程，接著於本學期(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遠距線上教學之各領域

課程設計應用（進階）」課程，將之前兩學期累計的經驗作為基礎，修正之前的

錯誤經驗並將其調正設計與規劃，同學們希望將大家的力量凝聚，使用各自的專

業發展長才，以遠距線上教學的上課模式，以及輔助措施，最後進行實踐。 

課程於111年06月09日(四)在線上舉辦成果發表會，同學們在報告中說明在本

學期的實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各項挑戰，以及改善方式，希望之後能夠持續招募更

多的對於遠距教學以及偏鄉服務有志向的同學們一起來發揮自己的專長並能於

未來持續實際操作線上教學的方式。 

  

  
線上分享會中同學說明設計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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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成果發表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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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微學分音樂舞台系列課程 
  

許雅婷撰文 

因製作「跨校跨域原創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呼應國際潮流開發「舞台」場域

作為創意創新學習的核心，搭配開設了相關音樂舞台系列微學分課程，招攬更多

對舞台藝術有興趣的同學，讓同學們可以跨領域相互合作，另透過這些系列課程

來補強及串聯相關專業或通識課程，最終目標為整合成一場大型跨域音樂舞台

劇場的演出。110-2開設「AE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人體姿態之動作識辨別偵

測與應用」、「中階現代舞蹈」、「活動攝影與網路直播」、「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

計」、「舞台設計入門」、「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多媒體與空間應用」、「身

體‧語言‧概念–張逸軍的肢體開發」、「互動藝術創意編程」等各式課程。雖到最後

一個月因疫情因素讓舞台劇需延後演出，部分課程也被迫轉為線上，無法於各課

程完成後來一場實際串聯的實作演出，但修課的同學已有不少表達預計於明年1

月的演出可以一起參加。 

 

※課程回顧 

  
「 AE基礎動畫設計與製作」課程。 

    課程中學習數位影像處理技術，將之運用於動態設計、影片製作、數位合成。

課程以After Effects為主要使用軟體，輔助教學Photoshop繪圖軟體與應用技巧，指導

同學製作水波紋動畫特效。 

    學生以〈天河神水〉開場動畫為製作目標，學習設計字形、色彩規劃、影格特

效、輸出成品，課堂中，老師分享國外知名動畫網站以及開源特效程式碼，讓製作

技術降低下，同學更有機會將創造力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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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姿態之動作識辨別偵測與應用」課程。 

    課程中帶領學生學習設計故事腳本，透過 Python編程教學程式語言，從基礎程

式語言學習影像分析建築、幾何形數量，再到人體關節辨識，課程中學生分組去拍

攝分析數據中，需要的指定動作大量照片，利用簡易視訊相機組裝即時人體姿態辨

識系統等。 

  

  
「中階現代舞蹈」課程。 

    由知名舞蹈家張慈妤老師擔任舞蹈指導，引導學生從基礎肢體語言開發，學習

現代舞組合動作，以〈天河神水〉音樂劇劇本與原創音樂，作為創作編舞的腳本，

一共完成4支舞作，分別為「序曲」、「罪惡之城」、「歡迎來到山谷莊園」、「天使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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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攝影與網路直播」課程。 

    課程帶領學生實際操作攝影機學習多機拍攝作業，如何觀察舞台上演員的動

作，根據實際演員演出走位、場景燈光設計、佈景設計，在導播的調度指揮下，與

其他攝影師合作拍攝。課程的第二階段學習現場投影轉播的連線視訊工程，操作線

上直播平台，輔以平面設計配合線上直播節目撥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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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特殊化妝與造型設計」課程。 

    課程以學習舞台戲劇妝容以及基礎髮型設計，課程中以〈天河神水〉舞台劇為

執行目標，教導學生基礎底妝技巧、化妝用具使用、化妝品的混用技巧、基礎髮型

編與燙，每位學生以圖紙設計劇中三位角色的妝容，並在課程中實際繪畫並逐次調

整細緻度，此外每位同學的設計須與其他人互相配合以協調整體一致性，以定裝照

拍攝的化妝任務為實作考核，每位學生執行2個不同角色的妝容繪製。 

  

  
「舞台設計入門」課程。 

    舞台設計為劇本打造專屬的空間，帶領領觀眾走進故事。舞台必須能夠適當的

表達展演氛圍、為故事進展提供鋪陳情境，並需考慮表演空間、後台和設備結合之

可行性。 

    本課程將配合本校「天河神水」音樂劇製作，帶領學生學習舞台設計的設計及

實踐，包括解讀劇本、思考場景風格及設定、認識劇場形式與結構、佈景設計的基

本概念、視覺色彩的運用、製作模擬設計圖或模型、實際製作及裝台。 



逢甲通識通訊(第一一九期)2022/7/16  26 

 

 

 

  

  
「社群行銷與票務管理實務」課程。 

    課程透過內容行銷與社群行銷策略，實際為一部音樂舞台劇行銷。以劇團

Facebook粉專、Instangran、官方網站為宣傳平台，透過每週檢視數據，討論真實市

場反應來檢視與修正行銷推廣的提案，原定課程以執行公演前台任務為實作目標，

因疫情影響，致公演取消。改以公演取消之公關處理與延期宣傳為期末執行目標，

整體成果共發布45篇宣傳影音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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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與空間應用」課程。 

    配合音樂舞台生命劇場《天河神水》，學習Qlab投影軟體技術，課程中將動畫設

計內容以投影機、標準劇院模型、控台，實驗各種不種投影技巧與影像關係，巧妙

製造劇場奇幻影像氛圍，過程中需與舞台設計班以及動畫設計班互相協調。 

  

  
「身體•語言•概念–張逸軍的肢體開發」課程。 

    人的身體結構正如地球上的其他物質一樣，人體是由不同的化學元素組成。每

種元素只包含著單一種的原子，元素中能夠單獨存在的最細小部分。地球上有超過

九十種天然的元素，在人體內約可找到當中的二十五種。藉由在寧靜中的感受與感

覺，感受身體內最單純的細小感受，舉凡一呼一吸、一閉一開、一顰一 笑、一上一

下，像漣漪般慢慢擴散到其他身體感官，並漸進式的誘發其他身體漸漸甦醒活過來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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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藝術創意編程」課程。 

    課程從創意編程的概念淺談開始，協助學生建立當代以多媒體影像、程式語

言、投影與空間……，等多元裝置與藝術與互動體驗，其層面涵蓋個人與社會大眾

不同之體驗，依據同學興趣與其原專業科系，分成視覺設計組與程式設計組，互相

合作設計互動腳本、動畫影像、光雕影像設計、感測之程式語言、訊號與投影機串

接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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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午後中正紀念堂迴廊響起薩克斯風北國之春 
  

黃煇慶撰文 

每年夏至前後總是帶來酷熱、午後雷陣雨甚至颱風的天氣。本年四月下旬國

內每日新增COVID-19確診病例破萬之後，新聞媒體紛紛擴大報導，聽來極為聳

動，尤以雙北地區為甚。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在台北校友友會、張立義傑出校友

新北樹林慈善基金會松林大學以及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的日文班等課

程，皆隨同疫情嚴峻而暫停課，致黃老師回北後較有空於傍晚漫步中正紀念堂，

重拾昔日徒步上班外交部必經中正紀念堂的記憶。本年夏至為6月21日，台北仍

是午後雷陣雨，然來得急去得也快，雨後又現晴空萬里。因時逢畢業期，見好多

年青學子人著傳統大學服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拍照留念，充分顯露青春活力，雄心

壯志之像，令人羨慕。6時15分，降旗典禮準時如常舉行，隨著疫情較前稍緩，

到此觀禮民眾遊客人潮漸有增加。大家圍觀國軍儀兵精神氣色飽滿配合「國旗

歌」執行降旗典禮，規律動作，令人叫好。儀式結束後，大家又回復原來動作，

在夕陽下，散步者散步，運動者持續運動，聊天者又是三五成群各自大談闊論，

小孩還是高興到處跑跳，真現人間美境。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也隨後再沿著信義路

旁迴廊，經凱達格蘭大道、中山南路旁的自由廣場繼續漫步。若偶遇昔日外交部

老同事下班，相互問候數句，藉續友誼。途經國家兩廳院，見眾多青年們各組隊

伍，或練唱或練舞，樂聲人聲回復不少熱情氣氛。再經愛國東路旁迴廊，看到了

下棋對弈的遊客，雖人煙雖稀，至少已有人氣，只是一旁的咖啡廳，依然沒見顧

客，可能是近晚餐時刻?忽聞杭州南路旁的迴廊，響起日本演歌「北國之春(北国

の春)」的薩克斯風樂聲。該「北国の春」於1977年日本男歌星千昌夫唱紅，迄

今仍歷久不衰，翻唱成多國語言，華語則以余天的「榕樹下」廣受喜愛。黃老師

已在台北校友會等日文班教唱過，因歌詞甚易引起鄉愁，常被外鄉遊子點唱，今

聽其薩克斯風樂聲，頓起歸去來兮之感。 

 
圖1-夏至時節中正紀念堂廣場再現人潮觀看降旗儀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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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夏至時節中正紀念堂廣場再現人潮觀看降旗儀式之二 

  
圖3-兩廳院前練舞青年們之一 圖4-兩廳院前練舞青年們之二 

 
圖5-中正紀念堂廣場應屆畢業生拍攝畢業照 

  
圖6-愛國東路旁迴廊邊寂靜的咖啡廳 圖7-愛國東路旁迴廊再現下棋對弈人影 

 
圖8-中正紀念堂杭州南路旁迴廊響起薩克斯風吹奏日本演歌「北國之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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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教唱「北國之春」課程ppt之一 圖10-教唱「北國之春」課程ppt之二 

 
圖11-中正紀念堂杭州南路旁迴廊響起薩克斯風吹奏日本演歌「北國之春」之二 

  
圖12-教唱「北國之春」課程ppt之三 圖13-教唱「北國之春」課程ppt之四 

 
圖14-中正紀念堂杭州南路旁迴廊響起薩克斯風吹奏日本演歌「北國之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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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趙理事長再召開台日視訊會議 
  

黃煇慶撰文 

由本校張故前校長希哲所主導籌劃於1958年創設的「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現任趙文瑜理事長為求協會之永續傳承發展，再度於6月24日邀集包含擔任副理

事長職務的企管系校友邱伯達學長、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以及曾蒞校參訪的前

日本全國中華聯合總會長新垣旬子僑務委員等數位幹部，召開臨時諮詢會議，以

備七月間舉行理監事會議及八月間召開會員大會之參考。本次會議仍以台日遠

距線上視訊進行，主要討論:(1)繼續加強該協會前所設「學術研究」、「教育文化」、

「經濟貿易」、「體育觀光」、「農林漁牧」等五個交流委員會機能。(2)擬增設「中

琉文經協會沖繩辦事處」及「召集人」，以協助召募日本境內之榮譽會員或學生

會員。(3)新入會員及會員常年會費繳交與建立理監事幹部捐款機制等事宜。經

趙理事長一一徵詢各出席幹部意見後，做成備案再提出理監事會議決，過程非常

祥和順暢。本中心黃煇慶老師也相應說明，所兼任主委之「經濟貿易交流委員

會」，經協助本校EMBA校友與日本沖繩飯糰業者接洽後，產品已經在台各地販

售，與傳統日本壽司口味不同，據聞評價頗佳，已獲績效，深值繼續推廣。至增

設「沖繩辦事處」及在地「召集人」乙節，建議與外交部所派駐那霸辦事處協商

並洽請現地僑會熱心僑領與友我人士協助，藉利推展。 

  

 
圖1-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趙元瑜理事長(左上)主持會議、黃煇慶老師(右)報告 

 
圖2-曾蒞校參訪的前日本聯合中華總會長新垣旬子僑務委員(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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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接種莫德納追加第二劑疫苗獲贈禮品 
  

黃煇慶撰文 

公費新冠疫苗第二次追加劑長者開打後，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擇於6月24日

續在臺大醫院接種。是日午後台北一陣暴風雨，致前往者個個落湯雞，使原本繁

忙的醫護人員增添引導及清潔工作。黃老師此次仍選莫德納疫苗，以期方便往後

出訪日本。據報導，追加二劑年長者打氣大不如前，臺大醫院也是如此，不見以

前人潮洶湧。報到問診後，很快就進入注射區打針，再休息約15分鐘若無其他不

良反應就可離開。很意外，登記聯絡電話以利後續追蹤後，從醫護工作人員手中

獲贈500元的7-11禮券以及兩份快篩劑，在風雨中備感溫馨，真感謝疫情指揮中

心鼓勵長者接種疫苗，以提升保護力的美意。 

  
圖1-臺大醫院疫苗接種站入口 圖2-臺大醫院疫苗接種情形之一 

 
圖3-臺大醫院疫苗接種情形之二 

   
圖4-疫苗接種廣告招牌 圖5-黃煇慶接種後攝影 圖6-獲贈快篩劑及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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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6月24日宣布獎勵長者接種疫苗政策(摘錄自新聞) 

 
圖8-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加強長者接種疫苗政策之宣傳內容(摘錄自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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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線上第二屆東亞學研習營 
  

黃煇慶撰文 

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於本年6月25日，舉行「第二屆東亞

學全國研究生研習營」。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因前於任職外交部負責對日文教交

流業務期間，即與時任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任、前中國文化大學校長且曾在

校長任內率團參訪本校的徐興慶教授熟稔，繼上(2021)年三月第一屆研習營後再

續應邀與會。惟今(2022)年因囿於疫情嚴峻，乃改全程線上共進行以「東亞學的

跨域與共生」為主題的五場次論壇，邀請我國、日本、韓國、越南共五位國際知

名學者演講。大會由文大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長徐興慶教授主持，有來自各

界各校約130位學者學員共同遠距參與，依序以「新時代之藏富（健康財）於民」、

「源氏物語における菓子（源氏物語中的菓子）」、「移民問題と宗教間協力につ

いて―ヨーロッパを中心に （移民問題與宗教間的合作－以歐洲為中心）」、

「COVID-19 이후 글로벌 통상이슈 （COVID-19 後的全球貿易問題）」以及

「台灣與越南的古與今」等專題。以期共同關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貿環保等時

代焦點，進一步探討東亞的發展新方向。其中由日本天理大學校長永尾教昭所發

表的第三場「移民問題と宗教間協力について」，因本中心黃老師前於外交部期

間多次辦理接待日本天理教、天理大學來訪事宜，主持人徐興慶教授爰順指名黃

老師於Q&A時間短暫對談。而越南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東方學系阮黃燕

助理教授，於報告「台灣與越南的古與今」時，提及與本校、逢甲夜市同名的丘

逢甲先生，曾於馬關條約後的1901年遊歷越南，留下甚多遊記詩稿，藉以加強說

明台灣與越南早已建立深厚歷史淵源。由於各學者均言之有物，在目前全球均因

新冠肺炎疫情而減緩國際文化實體交流的現況，若能透經如「東亞學全國研究生

研習營」之連結，相信對東亞的互信安全將更有助益。 

 
圖1-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長徐興慶教授(左上)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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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線上與會者合影之一(右上黃煇慶老師) 

 
圖3-越南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東方學系阮黃燕助理教授線上演講 

  
圖4-第二屆東亞學研習營DM 圖5-第二屆東亞學研習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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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博生校友來訪暢談 

台日《易經》與《孫子兵法》 
  

黃煇慶撰文 

逢甲人月刊副總編輯、本校工工博班生張國鈜，於6月27日陪同本校專案管

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楊朝仲主任及運管系、EMBA校友、台中大屯扶輪社張逢星

主委來訪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楊主任與張主委係初次造訪，對黃老師研究室內

仿日式布置如:武士盔甲道具等好奇。茶敘後，楊主任提及所擔任專案管理在職

碩專班，常有以《孫子兵法》解說經營戰略，聞日本亦有類似案例。黃老師首先

歡迎張副總編輯帶領楊主任、張主委蒞臨，以奉派駐日約二十載體驗說明日本文

化自古即深受儒家、佛家與神道教義之影響。十二世紀鎌倉幕府武家封建社會即

形成了武士道思想，十四世紀室町幕府成立後，更大量引進禪宗。所成立第一所

普通學校「足利學校」，更倡導文武兩道，青年武士除應加強體能鍛鍊及精神教

養外，更需學習兵法及易學。致十六世紀後半的戰國時代，有位大名武田信玄採

以「風林火山」為軍旗，就源自《孫子兵法》，乃家喻戶曉的故事。彼此就台日

兵法與易學交換意見，暢談至午餐敘仍樂此不彼，雙方甚開心歡樂。 

 
圖1-(左起)黃煇慶老師、楊朝仲主任、張逢星主委、張國鈜副總編輯 

 
圖2-(左起)黃煇慶老師夫婦、楊朝仲主任、張國鈜副總編輯、張逢星主委 

  
圖3-午餐敘合影之一 圖4-午餐敘合影之二(右為張國鈜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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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中心日文班七月一日復課 
  

黃煇慶撰文 

2020年秋聘本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擔任里民活動中心日文講師的北市大安區

光明里，因係柯P市長居家所轄而著名；並在張惠銓里長熱心推動，以「唱歌學

日語」的方式進行研讀日語，深受里民學員喜歡。期間雖數度受新冠疫情影響而

停課，然均因張里長夫婦適時聯絡里民，使大家學習熱情未受中斷影響。此次本

(2022)年春季班於3月初開課後，黃老師應學員要求並反映台北春季多雨現象，

乃主要採以有「雨」字的演歌練唱。同時為緬懷台語男歌星文夏不幸於4月逝世，

爰加選文夏年青時翻唱的日語演歌為教材。故除雨夜花的日語版「雨の夜の花」

外，還有翻唱為「情深深」的「雨の永東橋」、翻唱為「夜雨」的「大阪時雨」

以及文夏90高齡還登台獻唱的「再會呀港都」日語版「さよなら港」等，提高不

少以歌唱學日語的興趣。在日語以「雨」字表現的讀法(読み方)相當多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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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つゆ)等等，不勝枚舉，令人驚奇。還有常看到的「春

雨（はるさめ）」則指「冬粉」。但隨台灣疫情4月下旬升溫，雙北地區更顯嚴峻，

不得已再度停課，至7月1日始復課。惟不巧張里長因前日快篩陽性隔離，然大家

見面依旋以日語互相招呼，甚是熱鬧。當天教材選以同學點唱日本網紅翻唱自

「浪花節だよ人生は」(台語翻唱:望月想愛人)的「命がけだよお注射は」(中文

譯:賭命打疫苗)，因旋律動聽，歌詞有趣，反應甚佳。 

 
圖1-黃煇慶老師上課情況之一(2022/07/01攝於北市大安區光明里民活動中心) 

 
圖2-上課情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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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上課情況之三 

  
圖4-光明里公告7月份課程 圖5-黃煇慶老師(右立者)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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