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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1

(四)
12:10-13:30 陳俊志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與家族記憶的和解

人力飛行劇團文學劇場《台北爸爸紐約媽媽》將用蒼涼華麗的
語彙及畫面訴說一個自傳色彩強烈的台美名人家族離散故事。

這齣改編自同名自傳式小說的舞台劇將於2012年3月8日首次在
台中盛大演出。通識沙龍將邀請小說原著陳俊志親自介紹這段
屬於他的故事。且聽他訴說如何俯瞰家族暗黑史，以及最後走

台灣大學外文系、紐約市立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
紀錄片導演，關注弱勢議題，用文字和影像實踐社會
運動。常上街頭及媒體為同志議題發聲，作品社會性
強烈。歷年來作品獲邀參展巡演於各大國際影展，並
長期於國內外校園進行性別多元教育的紀錄片放映及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與家族記憶的和解

屬於他的故事。且聽他訴說如何俯瞰家族暗黑史，以及最後走
向和解的過程。  (本原著小說榮獲2012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專題演講。2009年至2010年，以副教授資格應聘為
國立中正大學駐校作家及駐校藝術家。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2

(五)
12:10-13:30 鍾得凡

從文學走入劇場

改編日本散文大家
《向田邦子》

1.向田邦子的文字魔力。
2.文學作品的改編（以《紅鬼青鬼》切入）。

3.自傳性質的單人表演（以《亞洲變態花蝴蝶》切入）。

台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萬華劇團團長。浸淫劇場界十多載的文藝青年，能跨
越性別界限，深入剖析男男女女的內心世界；創辦

『萬華劇團』四年。以日本暢銷女作家向田邦子為主
角撰寫同名劇本《向田邦子》；並具有十年以上擔任

創新
團隊合作戲劇電影 (五)

《向田邦子》作品趣談
3.自傳性質的單人表演（以《亞洲變態花蝴蝶》切入）。

4.料理進入劇場—談料理、飲食，與情慾。
角撰寫同名劇本《向田邦子》；並具有十年以上擔任
人體模特兒的經驗，曾策劃兩屆《魔朵藝術祭》，讓
人體模特兒化被動為主動，走上舞台、走入劇場。

團隊合作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3/5
12:10-13:30 蘇昭旭

阿里山森林鐵路100週年

百年深情回顧之旅

阿里山森林鐵路的百年興衰(1912-2012年)，歷經九二一地
震、莫拉克風災之後，百廢待舉，等待重生！

1.平地段鐵路的景觀：嘉義站到竹崎 (海拔30m-127m)。
2.熱帶林鐵路的景觀：竹崎到獨立山 (海拔127m-800m)。

逢甲大學電子系79級畢業
高雄餐旅大學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專技助理教授

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館長
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理事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環境生態 (一)

12:10-13:30 蘇昭旭
百年深情回顧之旅

2.熱帶林鐵路的景觀：竹崎到獨立山 (海拔127m-800m)。
3.暖帶林鐵路的景觀：獨立山到屏遮那 (海拔800m-1800m) 。
4.溫帶林鐵路的景觀：屏遮那到阿里山 (海拔1800m-2274m) 。

5.阿里山鐵路的支線：祝山線、眠月線、水山線。

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理事
台灣鐵道暨國土規畫協會顧問

人人出版公司鐵道圖書資深總編輯
繁體中文鐵道著述最多的學者，出版共30冊之多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5

(一)
15:10-16:30 張致恩 在美食中找到

我對生命的自我核心

1.沒有未來的我。     2.新的世界。
3.美食的人生過程。     4.夢想的開始。

5.看到自己的幸福。

Casa UNO(行政主廚)、華泰王子大飯店(西點廚師)
Shaw Conference Centre – Alberta, Canada

 (Pastry Sous Chef, Chef de partie)
創新

自我管理休閒消費 (一)
15:10-16:30 張致恩

我對生命的自我核心 5.看到自己的幸福。
6.不斷學習和大家一起努力！

 (Pastry Sous Chef, Chef de partie)
Pauk High School – Edmonton, St.Alberta, Canada

 (Cooking Chef)

自我管理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6

(二)
12:10-13:30 吳寧真

留學生如何
融入日本在地生活？

1.留學生剛到日本的開始及準備事務。
2.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如何融入在地環境？

3.省錢的玩樂方式
（二手書、二手票、學校活動、免費美術館照樣通）。

4.找打工應注意的文化差異。

國立文華高中畢業
日本國學院大學在學中

日語最高一級檢定資格、領獎學金，並工讀中

溝通
問題解決

4.找打工應注意的文化差異。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3/6

(二)
17:10-18:30 陳怡靜

分手才知愛得深~

向逝去的愛說再見！

品嚐分手滋味，以為世上無人可懂，無人可解；走過才知，
其實，嘗試向過去道別，才有機會昂首闊步地邁向未來。

有人說，學會分手，就更懂愛情了。你，覺得呢？

現任逢甲大學諮商輔導老師
曾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專職心理師

國立聯合大學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諮商輔導員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3/7
12:10-13:30 廖翊凱

~百萬年薪不是夢~ 1.房仲的價值？     2.仲介人生的一天。
3.如何開發房子委託？     4.如何經營客戶？

逢甲大學財稅系畢業 溝通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7

(三)
12:10-13:30 廖翊凱

~百萬年薪不是夢~
房仲人生甘苦談

3.如何開發房子委託？     4.如何經營客戶？
5.我適不適合做房仲？     6.群義愛家文化介紹。

逢甲大學財稅系畢業
群義房屋專案經理

溝通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7

(三)
15:10-16:30 黃銘宏 來賣咖啡吧！

1.簡訴咖啡。     2.虹吸式咖啡的特色及價值。
3.個人行動咖啡的概念、架構及實作。
4.如何花5000塊建立自己的咖啡事業？

澄豆咖啡負責人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社會領域 3/8 台灣學生赴陸求學 1.前言。     2.台生赴陸求學之認知。 政治大學國發所博士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8

(四)
12:10-13:30 劉性仁

台灣學生赴陸求學
之認知與挑戰

1.前言。     2.台生赴陸求學之認知。
3.台生所面臨到的問題。     4.結論。

政治大學國發所博士
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

現任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所助理教授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8

(四)
17:10-18:30 楊裕仁 大學生的時間管理

1.如何做好個人時間管理，增加讀書與做事效能？
2.提升有效時間管理之策略。

3.提升時間管理的實用技巧分享與討論。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碩士、博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通識沙龍網址：http://tc.genedu.fcu.edu.tw/salon/      ◎所有場次皆可刷卡認證。      ◎通識沙龍可攜帶飲食入內享用，參加中午場次別餓肚子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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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12

(一)
12:10-13:30 郭耀方

我不要放無薪假！
給我更好的選擇！

1.你要什麼樣的工作環境？
2.科技新貴平民化。

3.幸福一陣子or幸福一輩子？
4.如何畢業不用擔心失業？

5.兼顧升學及就業的準備方法。

現任台中志光補習班執行資深副理
中區大專院校國營事業考試巡迴專任講師

志光科技教育集團資深內訓講師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國立台灣美術館於1/10-4/4正在舉辦「手塚治虫的世界特展」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12

(一)
15:10-16:30 陳仲偉

手塚治虫對
日本漫畫文化的貢獻

國立台灣美術館於1/10-4/4正在舉辦「手塚治虫的世界特展」
，本演講將從影響日本漫畫最重要的大師，手塚治虫對於日本
漫畫文化的貢獻談起，特別著眼於兩大重點：一、手塚治虫的
「故事漫畫」造成的深遠影響。二、手塚治虫與日本社會各界
的對話，讓日本漫畫深刻地與社會結合。由此來認識手塚治虫

作為動漫創作者與動漫文化人的角色。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開拓動漫畫情報誌Frontier』專欄作家
著有動漫畫研究專書『台灣漫畫文化史』、

『日本動漫畫的全球化與迷的文化』、
『台灣漫畫年鑑』、『動畫講堂』等

創新

求職前，別忽略了 1.透過適性測驗(DISC)了解自我。 逢甲大學、勤益科大、中興大學、朝陽科大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13

(二)
12:10-13:30 董福志

求職前，別忽略了
自己的優勢！

1.透過適性測驗(DISC)了解自我。
2.透過分析找到自我成長的方向。

3.了解自己的特質與態度，創造屬於您的社會競爭力！

逢甲大學、勤益科大、中興大學、朝陽科大
產學合作專題講師

富邦人壽企業大學管理學院、壽險學院特聘講師
富邦人壽中辰通訊處處經理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3/14

(三)
12:10-13:30 趙子敬 蛇蜥不可怕！

 (現場與蛇蜥近距離接觸！)

蛇、蜥蜴之特徵行為與寵物市場。
如果你覺得蛇很可怕，那你一定要來聽聽看！

台中市野鳥救傷保育學會理事長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14

(三)
17:10-18:30 高嵩明

浴火重生的文創之都
德國柏林Berlin

1.普魯士王國的軍事首都。
2.柏林圍牆倒下與兩德合併。

3.博物館「島」。
4.文創產業的代表作─哈克謝庭園與波茨坦廣場。

台強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
活力文化咖啡館館長

史上首位榮獲捷克共和國「國家之友獎」
殊榮的台灣人

終身學習

感情、愛情、友情－戀戀風塵，「情」何以堪？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習氣」總是駕馭你？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3/15

(四)
12:10-14:00 黃奕彥

追尋生命究竟路

感性與理性之間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習氣」總是駕馭你？
案牘勞形、生活壓力、家庭包袱－剪不斷、理還亂？

到底，這一生，為誰辛苦？為誰忙？
生命終極到底是什麼？真理何處追尋？

讓「無常、無我、涅槃寂靜」為您解套。

政大哲學學士、民族所碩士
政治大學、華梵大學、圓光佛學院、

法光佛教研究所教師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喜馬拉雅山是高山探險者夢寐以求的聖地，一直希望能前往喜 [登山資歷]2005印度喜馬拉雅山怒峰攀登。2009完成
美國NOLS India Himalaya mountaineering 課程35天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3/15

(四)
15:10-16:30 林乙華

雲門流浪者計畫校園分享

喜馬拉雅山經驗
&登山學習之旅

馬拉雅山區生活一段時間，2009年流浪者計畫贊助下終於實現
夢想，前往印度山區旅行73天，並完成喜馬拉雅山登山課程。
流浪計畫回來後，帶著「山」累積的能量繼續前進，努力於個
人的登山專業領域，從事登山技術教學與環境教育工作，並於
2011年帶領一支隊伍再度回到喜馬拉雅山區，實地從事高海拔

攀登活動，希望讓更多人能夠走出台灣，攀登世界的大山。

美國NOLS India Himalaya mountaineering 課程35天
2011尼泊爾藍塘穿越Canja La路線，Yala peak攀登

2012通過WFR野外急救課程複訓(24hr)
[專業資歷]2004至今 基地營自然探索團隊高山嚮導

2005至今 道禾實驗中小學專約登山訓練老師
2008至今 台北縣消防局山區搜救訓練助教

2011年 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學校特約指導員

團隊合作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3/15

(四)
19:10-20:30 許志希

選擇相機
記錄你的人生

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1.數位相機概論。
2.挑選一台適合您的數位相機。

3.攝影知識與技巧。
4.用數位相機拍出好照片！

墨宇數位藝術公司
廣告攝影 / 平面設計 / 網頁設計

【本場次位於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現場備有小點心，歡迎踴躍參加！】

創新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3/16
12:10-13:30 卡普西

一個人的鐵腿東川行 1.「絆」，來到北海道遊學趣。
2.大家來學日本語，語文及文化課程內容介紹。

台灣大學農藝系畢業 溝通能力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16

(五)
12:10-13:30 卡普西

一個人的鐵腿東川行

北海道東川町遊學
2.大家來學日本語，語文及文化課程內容介紹。

3.炎炎夏日，熱血沸騰的日本夏日祭典。

台灣大學農藝系畢業
現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助理

溝通能力
團隊合作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16

(五)
15:10-16:30 卡普西

一個人的幸福旅程

北海道 Hokkaido

1.浪漫散策，萬紫千紅的夏季北海道。
2.你拿到一百萬了嗎？世界三大夜景的函館之旅。

3.絕對感動的視覺震撼，照亮夏季夜空的花火體驗。

台灣大學農藝系畢業
現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助理

溝通能力
問題解決

◎通識沙龍網址：http://tc.genedu.fcu.edu.tw/salon/      ◎所有場次皆可刷卡認證。      ◎通識沙龍可攜帶飲食入內享用，參加中午場次別餓肚子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