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1上 通識沙龍 第二檔期節目單 (101.10.11- 101.10.26)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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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 10/11
12:10-14:00 蘇昭旭

告別花東的山海戀曲
與田園交響詩

1.南迴線鐵路之美~東海岸的山海戀曲。
2.花東線鐵路之美~花東縱谷的田園交響詩。

3.昔日花東線鐵路762mm軌距~窄軌時代回顧。
4.現在花東線鐵路1067mm軌距~第一次革命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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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學習
歷史文化 (四)

12:10-14:00 蘇昭旭 與田園交響詩
南迴線鐵路與花東線鐵路

4.現在花東線鐵路1067mm軌距~第一次革命之後。
5.花東線鐵路全面雙線電氣化~第二次革命即將來臨。
6.南迴線也即將電氣化~台灣的純樸美景即將消失！

7.珍惜花東最後的美景~奢侈的幸福。

鐵道智庫中心執行長
中華民國環遊世界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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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學習

福星校區
社會領域

10/11
19:10-21:00 楊裕仁 大學生的讀書方法

1.如何達成有意義的學習，提高在校成績？
2.如何提升個人的讀書成效，紮根學問基礎？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碩士、博士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本場次位於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四)
19:10-21:00 楊裕仁 大學生的讀書方法

(地點：福星校區)
2.如何提升個人的讀書成效，紮根學問基礎？

3.分享不同學科領域的讀書技巧與自我學習策略。
【本場次位於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現場備有小點心，歡迎參加】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0/12

(五)
12:10-14:00 張右仕 錢進公職幸福路

1.何謂國家考試？     2.何謂高普考試？
3.什麼樣的高普考類科適合我？
4.辛苦一陣子，幸福一輩子！

5.兼顧升學及就業的準備方法。

現任志光數位學院大中區經理
志光科技教育集團資深內訓講師

中區大專院校公職考試巡迴專任講師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5.兼顧升學及就業的準備方法。

人文領域 10/15 朱曙明

從莎士比亞
《暴風雨》

舞台上，什麼樣的作品才叫「好作品」？當戲劇表演褪去了
「華麗」與「人數」，留在舞台上給予觀眾的是什麼？

「讓戲劇回歸創意」一直是九歌作品創作的理念。從創團第一
年起，九歌即前往兒童戲劇的起源地-歐洲，參加各國兒童及偶
戲藝術節之觀摩、演出，足跡遍及奧地利、德國、瑞士、南斯
拉夫、克羅埃西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現任九歌兒童劇團團長暨藝術總監
台北市兒童藝術協會榮譽理事長

國立政治大學EMBA 碩士
編導作品：九歌兒童劇團《飛吧！小飛飛～》
《強盜的女兒》《小紙箱》《幸福小王子》 創新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10/15

(一)
12:10-14:00 朱曙明 《暴風雨》

分享戲劇創作
與舞台創意

拉夫、克羅埃西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丹麥等國。歐洲兒童戲劇返樸、以極簡形式讓戲劇回歸創意方

向，讓九歌看見戲劇創作與舞台藝術應有的本質。
九歌25週年，與東歐克羅埃西亞知名劇場導演合作，將全球聞
名的劇作家「莎士比亞」最後一部經典劇作《暴風雨》搬上舞
台。國際藝術交流擦撞出的創意火花，透過分享講座將帶給逢

甲大學師生對於舞台戲劇欣賞更寬闊的視角與驚豔感受。

《強盜的女兒》《小紙箱》《幸福小王子》
《雪后與魔鏡》《想飛的小孩》《吃鐵的怪獸》

《寶貝小咕嚕》《鸚鵡肥肥流浪記》《星星、蝴蝶、
三輪車》《大眼蛙的瞇瞇眼》《小白兔歷險記》

《噴火小恐龍》等數十餘齣；雲門舞集2 波波歷險記
四之《怪怪胡桃鉗》

創新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15

(一)
17:10-19:00 陳怡靜 「蘇格蘭西高地」

之長長健行，小小確幸

一趟蘇格蘭西高地健行，7天走156公里？！
沿途是遼闊的山景、寬闊視野、成群的牛羊，

還有走不完的路，與痠痛不已的全身，
這樣的生活，令人感覺好幸福？！

現任逢甲大學諮商輔導老師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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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證照：高考合格諮商心理師（96年）

創新
終身學習

社會新鮮人穿著
1.妳是否還在擔心未來面試時的穿著打扮?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10/16

(二)
15:10-17:00 阮雪琴

社會新鮮人穿著
與基礎保養

1.妳是否還在擔心未來面試時的穿著打扮?
2.到底什麼樣的儀容才算是到工作職場以前必備的呢?

3.透過這堂穿著與皮膚基本保養的課程，
打造愛美的妳~美麗又自信的外表！

美容經歷18年(美容保養,教學,彩妝,創業)
保險業經歷5年(專業財務規劃,保險規劃)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10/17

(三)

09:10-12:00

樂齡大學
趙子敬 認識台灣的鳥類1 台灣鳥類種類與基本生態介紹。 台中市野鳥救傷保育學會理事長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17

(三)
12:10-14:00 廖如萱 壯遊千里，始於台灣

青年壯遊台灣！
1.何謂壯遊？為何壯遊？   2.如何開始？如何準備？

3.壯遊台灣達人經驗分享：窯到鶯歌砌─麵包窯燒與陶鄉探
索、藻到和平島、移動的國境~外傘頂洲探祕、黃金山水蝠滿

天、雙溪河獨木舟逍遙遊、布袋趕鬼去等行程介紹。

曾任逢甲大學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副隊長
逢甲大學宿舍學生自治會總幹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肄業
於聯華電子當了一年半高科技女工(傳說中的作業員)

現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於南投縣竹山鎮富州里擔任竹農生活體驗營輔導員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通識沙龍網址：http://www.genedu.fcu.edu.tw/      ◎活動時間更改為講談者主講80分鐘，互動討論30分鐘，共計1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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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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10/17

(三)
15:10-17:00 蕭濬暉

~記錄幸福之章~
婚禮攝影師之眼

婚禮攝影，貼近你我，卻似乎有些陌生的一個行業，它
是記錄，也是記憶，保留下婚禮當天最美的一切，藉由
這場分享，讓參加的各位瞭解這個行業的辛苦與幸福。

UME婚紗攝影助理、時尚攝彩婚紗燈光師
凱撒米蘿婚紗特約攝影師
艾肯影像工房攝影總監

創新
團隊合作

人文領域 10/17
17:10-19:00 高嵩明

德國漢薩同盟商業大港

漢堡、呂北克

1.漢薩同盟的故事。     2.漢薩同盟的港都。
3.吸引巴赫徒步三百公里來聆賞的管風琴。 台強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

活力文化咖啡館館長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10/17

(三)
17:10-19:00 高嵩明 漢堡、呂北克

3.吸引巴赫徒步三百公里來聆賞的管風琴。
4.德國也有杏仁糖。     5.真正的「漢堡」。

6.「漢堡之子」─布拉姆斯。

活力文化咖啡館館長
首位榮獲捷克共和國「國家之友獎」殊榮的台灣人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10/18

(四)
12:10-14:00 何偉韋

~廣播人生~
手拿MIC的日子

1.如何踏入廣播媒體界的領域？
2.是什麼吸引我待在麥克風領域近十年？

3.廣播節目甘苦談。   4.我適合做廣播嗎？
5.自我信心建立與形象轉型。

全國廣播節目部助理
好事903電台記者、中天新聞 文字記者

經緯度廣播電台 兩性異言堂 節目主持人 新聞主播
仁德廣播 音樂多一點 節目主持人

創新
終身學習手拿MIC的日子

5.自我信心建立與形象轉型。 仁德廣播 音樂多一點 節目主持人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10/18

(四)
15:10-17:00 溫文卿

漫談
鹿港先賢書畫展

鹿港是台灣地區著名的文化古鎮，居民熱愛傳統文化，薪火相
傳、文人輩出，「文化」是鹿港人的共同的自豪。書畫是中華
傳統文化中極具特色的一門藝術，鹿港的書法風氣之盛，由家
家戶戶提掛之文字畫，以及過年的春聯水平可見一斑。鹿港先
賢書法為數甚多，而且成就非凡，例如家喻戶曉的莊士勳、施

鹿港文教基金會董事
資深收藏家

創新
終身學習音樂美學 (四) 鹿港先賢書畫展

少雨、王席聘、蔡壽石、鄭鴻猷、鄭貽林、施梅樵、施讓甫、
陳懷澄、黃祖輝、朱啟南、陳百川、王漢英、黃天素等，都堪

稱書壇一時之選，值得吾輩景仰。

福星校區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18

(四)
19:10-21:00 張弘昇

~從生活思維出發~

淺談專案管理

1.良好的專案管理能力，不學嗎？
2.生活中做好你的專案管理。

3.專案管理如何替你的職涯加分？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碩士
富商企業董事長特助

仕新管理顧問公司PMP兼任講師
【本場次位於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生活教育 (四) 淺談專案管理
 (地點：福星校區)

3.專案管理如何替你的職涯加分？
4.Q&A。

【本場次位於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現場備有小點心，歡迎參加】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0/19

(五)
12:10-14:00 謝嘉昌 公職正夯！

給你更聰明的準備方法！

1.應屆考取公職難不難?
2.在校生準備公職的錯誤盲點。

3.比別人更S.M.A.R.T.(聰明)的規劃！

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
現任志聖研究所文教機構台中班資深執行經理

中區大專院校研究所巡迴專任講師

創新
自我管理

賴昱嘉 2012蒙古國際志工隊 2012的盛夏，我們帶著滿腔的愛回到蒙古，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10/22

(一)
12:10-14:00

賴昱嘉
蘇玓

利欣怡

2012蒙古國際志工隊

用愛看見世界的
另一個角落

2012的盛夏，我們帶著滿腔的愛回到蒙古，
進行延續性的國際服務。

　　　現在讓我們以愛為眼，
帶大家一同看見世界的另一個角落。

逢甲大學第三屆夏季蒙古國際志工服務隊隊員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ndia !ncredible~!ndia !ncredible~!ndia !ncredible~!ndia !ncredible~

很難相信自己曾經到過這個國家，一個算是混亂、髒亂
的代名詞，而且一去還是2個月，重點是還能活著回來。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四年級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22

(一)
17:10-19:00 蔡承良

!ndia !ncredible~!ndia !ncredible~!ndia !ncredible~!ndia !ncredible~
AIESEC海外成長計畫
印度流浪服務分享

的代名詞，而且一去還是2個月，重點是還能活著回來。
在印度，任何事情、時間完全不會按照你所想的發生。

體驗世界，發現一個從未發現的自己。
想去服務就去做吧！ 想去流浪就出發吧！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四年級
98級瀛海校友會會長

第二屆外蒙古國際志工隊
AIESEC海外成長計畫 印度專案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10/24

(三)

09:10-12:00

樂齡大學
趙子敬 認識台灣的鳥類2 不同棲地演變出不同的生理結構與食性，

造就繽紛的鳥類世界。
台中市野鳥救傷保育學會理事長 終身學習

環境生態 (三) 樂齡大學 造就繽紛的鳥類世界。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10/26

(五)
12:20-14:00 釋宗麟 生活大師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古今聖哲都從生活境緣覺悟超越時空的宇宙真理。

聖哲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在「正向思考、正面用詞、迴向祝福」中，你我都可以體驗生

活大師「悲智、雄力、善願必成」的心地功夫。

歸元精舍住持
圓光佛學院、慈明佛學所、慈光禪學所教授師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通識沙龍網址：http://www.genedu.fcu.edu.tw/      ◎活動時間更改為講談者主講80分鐘，互動討論30分鐘，共計110分鐘。    ◎通識沙龍可攜帶飲食入內享用，參加中午場次別餓肚子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