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1下 通識沙龍 第一檔期節目單 (102.03.04- 102.03.15)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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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4

(一)
12:10-14:00 林帥甫

啟動~
「新加坡打工遊學」
奇幻淬鍊之旅！

1.如何有效突破台灣目前「22K」的就業現況？
2.如何有效停止「月光現象」的現金流循環？
3.如何送給自己一趟最不一樣的出國旅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畢
曾任高中（職）專任輔導教師、「生涯規劃」

及「心理學導論」授課教師
多間機構人資系統教育訓練講師

現任沛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創新
自我管理

現任沛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3/4

(一)
15:10-17:00 羅頌恩

從〈創世記〉到〈最後審
判〉

米開朗基羅

米開朗基羅在有生之年早已贏得「神樣」（il divino）的美名（
Ludovico Ariost, 1532），在現今的藝術史中也被稱為「現代藝
術家第一人」。然而擁有「神之手」的他，卻在作品〈最後審
判〉（1541）揭幕後引來不小的批評；當教宗要他修改此畫時
，他拒絕再多添加一筆。當我們進入作品的深處，竟會發現真有
一股來自天上的勇氣……。從〈創世記〉到〈最後審判〉，述說

2010－迄今 藝術雜誌自由撰稿人
2009－迄今 德國萊比錫大學藝術史系研究生

2006「2006國際畫廊博覽會」
–亞洲青年藝術（台中縣文化局代表）
2003－2005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 終身學習

音樂美學 (一)
15:10-17:00 羅頌恩 米開朗基羅

的藝術與信仰

一股來自天上的勇氣……。從〈創世記〉到〈最後審判〉，述說
著米開朗基羅的藝術與信仰。

西斯汀教堂天棚壁畫〈創世記〉：1.雕塑家還是畫家？
2.表現風格的大膽與創新。    3.深刻的神學內涵。

西斯汀教堂祭壇畫〈最後審判〉：1.不被接受的美感。
2.不符合期待的末世觀。     3.米開朗基羅的新教傾向。

2003－2005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

1/26-5/12 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
《天堂‧審判‧重生──

米開朗基羅：文藝復興巨匠再現》展覽

終身學習

台灣鐵路從1887年迄今2013年，已經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您
想了解台灣鐵路哪裡風景最美嗎? 哪裡可以看大海、看山嶺、看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5

(二)

09:00-12:00

樂齡大學
蘇昭旭

台灣鐵道
深情記憶

想了解台灣鐵路哪裡風景最美嗎? 哪裡可以看大海、看山嶺、看
草原、溪流、峽谷、森林？蘇老師是台灣鐵道著作最多的專家學
者，他來介紹台灣的環島鐵路網；縱貫線、山線、海線、屏東

線、南迴線、花東線、北迴線、宜蘭線，與觀光支線，藉由老師
精緻圖片的歷史導覽，加上熟悉的配樂，生動的解說，用最輕鬆
的方式，將台灣鐵路的故事娓娓道來，讓我們認識台灣的地理價

值，領略台灣鐵道的偉大，對於鐵道文化有更深層的認識。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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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鐵道暨國土規畫協會顧問

值，領略台灣鐵道的偉大，對於鐵道文化有更深層的認識。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5

(二)
15:10-17:00 蘇昭旭

台灣火車
的繽紛世界

火車是我們經常搭乘的交通工具，但是您知道火車有哪些種類
嗎?當您搭乘火車時，車窗外的火車，您能認得出幾種?

其實，火車可以分成蒸汽火車SL、柴油火車DL、電力機車EL、
電聯車EMU、 柴聯車DMU、柴油客車DR、客車PC、貨車FC、
工程用車EC大約九大類。讓我們從科學的角度，認識台灣的火

車種類與功能，帶您走入台灣火車的繽紛世界。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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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5

(二)
19:10-21:00 廖本首

日本
中部北陸感性之旅

中京名古屋、岐阜郡上八幡、白川鄉合掌村、
飛驒高山、金澤兼六園、黑部立山、上高地，
讓你欣賞世界遺產以及名山大澤自然之美。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講師
台中市西大墩文史工作室文史工作者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領隊、台中市青年登山會領隊
YWCA女青年會領隊

廣播節目音樂烏托邦企劃製作主持

溝通
終身學習

1.現在到日本遊學打工，划算嗎?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6

(三)
12:10-14:00 吳寧真

日本遊學打工
「起步…走！」

1.現在到日本遊學打工，划算嗎?
2.可以學到什麼、賺到什麼?
3.台灣大學畢業生領22K，

那麼專程到日本打工是值得考慮的選項嗎?
4.基本上要了解的日本經濟、日幣升貶、日本留學、
簡單學好日語、日本社會有趣的怪現象等等問題，

透過留學生角度給予實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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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留學生角度給予實用的建議。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6

(三)
15:10-17:00 林麗娟

展開自己的
文字記者歷程

1.分享個人文字記者經驗，
從媒體採寫到文宣寫作、書籍出版。

2.您真的適合寫作嗎?
3.如何投入文字寫作，訓練自己的文字記者素養，

從小型寫作開始經營到部落格甚至投稿型、專業型寫作。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科畢業
中華日報美食記者22年

曾任翰林茶館國際企業文宣部經理
兼台灣茶饌雜誌總編輯

現任「今周刊」雜誌美食記者

溝通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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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時間互動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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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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6

(三)
17:10-19:00 蔡文傑

文科生的
最佳新選擇！

1.文科生適合準備哪些高普考類科？
2.兼顧升學及就業的準備方法。
3.公務人員的福利待遇為何？
4.如何創造不一樣的人生？

現任台中志光補習班副主任
中區大專院校公職考試巡迴專任講師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自然領域 3/7
15:10-17:00 陳雅芬

從人格特質中 1.自我介紹。
2.測驗找出自己的特質。

彰化銀行櫃檯 自我管理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3/7

(四)
15:10-17:00 陳雅芬

從人格特質中
找到人生競爭力

2.測驗找出自己的特質。
3.如何依人格特質找到競爭力？

彰化銀行櫃檯
富邦人壽業務經理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福星校區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7

(四)
19:10-21:00 楊裕仁

大學生的學習困擾
與有效的學習策略

地點：福星校區

1.大學生經常會有的學習問題與困擾。
2.有效的學習策略與技巧。

3.解決大學生學習困擾的有效讀書技巧，提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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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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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地點：福星校區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11

(一)
15:10-17:00 劉性仁 青年必備寶典

我準備好了嗎？

1.健康保健篇。     2.人際關係篇。
3.家庭親子篇。     4.愛情婚姻篇。
5.理財事業篇。     6.人性陶冶篇。

7.自由討論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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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曜華 「關於媒體壟斷， 講者講述自己至今的歷程，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11

(一)
17:10-19:00

劉曜華
劉育宗
洪敦懌

「關於媒體壟斷，
你所不知道的事」
為什麼我們要反媒體壟斷？

講者講述自己至今的歷程，
並邀請劉曜華教授說明媒體的重要，

最後以互動式問題方式與聆聽同學討論
媒體壟斷的問題與延伸話題。

劉曜華：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老師
劉育宗：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成員、中部負責人

洪敦懌：反媒體壟斷逢甲大學發起人

溝通
問題解決

藝術創作

目前人言大樓一樓逢甲藝廊正在舉辦的
「迴Returning~李燕華個展」藝術創作者將蒞臨通識沙龍

2007美國北伊利諾伊州立大學藝術碩士(主修陶瓷)
2004美國達拉斯大學藝術碩士

2007~2009美國Asia arts 藝術執行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3/12

(二)
15:10-17:00 李燕華

藝術創作
與藝術駐村

「迴Returning~李燕華個展」藝術創作者將蒞臨通識沙龍
以自身的創作及駐村經驗與觀眾分享及對話。

1.分享藝術創作的經驗談。
2.分享藝術駐村經驗談。
3.觀眾提問及回答問題。

2007~2009美國Asia arts 藝術執行
2010美國Scarsdale市國際文化博覽會

中國藝術設計執行及書藝示範
    美國文化推廣書法示範美國Pace（佩斯）大學
2007美國文化推廣書法示範美國北伊利州立大學

創新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3/13 從望高寮 望高寮除了賞夜景看夕陽，從望高寮看到台灣的歷史，

學歷：逢甲大學、日本競輪學校
經歷：退休教師、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13

(三)
15:10-17:00 林松範

從望高寮
看台灣的歷史

望高寮除了賞夜景看夕陽，從望高寮看到台灣的歷史，
是這麼的真實、一幕幕泛現在您眼前！

經歷：退休教師、
世界盃自由車錦標賽中華民國代表隊教練

現任：台中縣社區規劃師協會理事長
逢甲大學單騎社指導老師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13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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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淺談專案管理 3.專案管理如何替你的職涯加分？ 仕新管理顧問公司PMP兼任講師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14

(四)
12:10-14:00 林炳賢

2013
最HOT國營事業

1.國營事業，最多考試機會！
2.國家考試最佳的踏腳石。   3.選擇最契合的國營工作。

4.如果善用時間，同時準備！
5.快速考取的技巧傳授。

現任台中學儒保成補習班執行專任
中區大專院校公職考試巡迴專任講師

志光教育科技集團內訓講師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1.誰是「小沙人」？誰是「小綠人」？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畢業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14

(四)
19:10-21:00 陳思穎 學德國人過生活

1.誰是「小沙人」？誰是「小綠人」？
2.食衣住行在德國，學德國人過生活。

3.驚奇德國！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畢業
現任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行政助理

專職通識沙龍講座安排

溝通
終身學習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3/15

(五)
12:10-14:00 蘇敏鴻

從星座的個性剖析
認識自己

透過題目作答，進而歸類出14種人格典型，
代表14種人格上與心理上的座標。

HONDA汽車業務2年
萬象出版社業務2年

富邦人壽業務經理14年

溝通
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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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時間互動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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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