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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5/6

(一)
13:10-15:00

倪秋茹
詹美慧 午后牧笛之聲 神話中的傳奇國度，有著綺麗、動人的故事，

午后牧笛之聲，將引領進入夢幻的世界之旅。

倪秋茹老師：現為Latino室內樂團長笛演奏家
任教於中臺科技大學

詹美慧老師：旅義大利職業演唱家
畢業於國立莫諾波里音樂院及米蘭威爾第音樂院

現任台中市交響樂團首席女高音
創新

終身學習音樂美學 (一)
13:10-15:00

詹美慧 午后牧笛之聲 午后牧笛之聲，將引領進入夢幻的世界之旅。
現任台中市交響樂團首席女高音

逢甲大學駐校音樂家、俄國普羅高飛夫交響樂團
義大利Studio Momus

俄國Talents of World音樂組織
及中國China Art Music Agency女高音聲樂家

終身學習

1.清代文人的附庸風雅。
2.前輩畫家筆下的台灣印象。

台中師專美術組畢業
臺灣師大美術系畢業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5/6

(一)
15:10-17:00 吳福文

臺灣百年來的
藝術發展

2.前輩畫家筆下的台灣印象。
3.日治時期東洋畫的興起。
4.戰後畫壇的權力易位。

5.抽象狂潮。
6.社會寫實的鄉土運動。
7.多元開放的現代風貌。

臺灣師大美術系畢業
美國OCU研究所畢業

彰師大美術研究所畢業

4/18-5/23將在人言1樓逢甲藝廊舉辦
「迷・悟-吳福文個展」~歡迎踴躍參觀！

創新
終身學習

13:10-15:00

主題：傳承與未來 共六部片 + 《再見蹲點》
《嘉義不舞作坊》、《屏東高士社區》

《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溪底遙學習農園》
《花蓮羅山社區》、《台東卡地布部落B組》

主題：記錄˙采風 共五部片 + 《再見蹲點》
《屏東永樂社區》、《馬祖馬港社區B組》

「蹲點˙台灣」影展
點亮青春
希望札根

「蹲點‧台灣」活動自2009年開始邀請全台大專青年
利用暑假期間下鄉蹲點，一手記錄、一手服務，至今
已有160多位大學生走遍全台47個鄉鎮、累積超過

1000分鐘動人記錄，而1215天的蹲點生活不但在心
上刻下青春熱血的印記，也為自己和社區種下了改變
的種子。這是一個「點亮青春  希望扎根」的暑假記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5/7

(二)

15:10-17:00

《屏東永樂社區》、《馬祖馬港社區B組》
《台南林子內教會》、《台南菁寮教會A組》

《花蓮鐵份部落》
因篇幅有限，影片簡介請上本中心網頁查詢本場活動資料

你知道世界上只要有海的地方就有頭足類嗎？
你知道有些種類的牠們可以長到像台巴士一樣長嗎？

希望札根 的種子。這是一個「點亮青春  希望扎根」的暑假記
事，陽光閃亮得睜不開眼，熱情滾燙得融化你心。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5/7

(二)
18:10-20:00 林雋硯

花枝、小卷、魷魚咁五差？

認識海中的頭足類

你知道有些種類的牠們可以長到像台巴士一樣長嗎？
你知道牠們的模仿能力強大到同伴都認不出來嗎？

這裡將告訴各位牠們豈僅是好吃？
自古以來航海家、神經科學家們可為他們瘋狂呢！

(當然有愛也有恨啦…) 這類奇特的海洋生物在
食、衣、住、行、育、樂上有趣的故事可多了！

而且，菜市場頭足類分類學將使你以後看到

台中二中畢業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碩士

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 博士生
終身學習

而且，菜市場頭足類分類學將使你以後看到
花枝、小管、魷魚再也不會傻傻分不清楚囉~

社會領域 5/8

帶著味蕾到法國去旅行-上

亞爾薩斯、諾曼第

1.在亞爾薩斯區，伯尼黃金山坡地酒窖喝到飽！
2.到科爾馬體驗小德國區的豬腳、臘腸、泡菜風情

及串連勃艮地品酒行程、大蒜奶油蝸牛、
第戎的法式芥末和蜂蜜、艾伯斯乳酪。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科系畢業
中華日報美食記者22年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8

(三)
12:10-14:00 林麗娟

亞爾薩斯、諾曼第
布列塔尼

最好的去處+美食

第戎的法式芥末和蜂蜜、艾伯斯乳酪。
3.諾曼第：聖米歇爾山龍蝦+聖女貞德故鄉盧昂的

卡門貝爾乳酪、諾曼第波爾莎露乳酪、
內臟雜膾鍋，給宏得名產鹽之花。

4.布列塔尼的蘋果酒、蘋果塔、可麗餅、
酥油麵包和生猛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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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學習

◎通識沙龍網址：http://www.genedu.fcu.edu.tw/      ◎活動時間為講談者主講80分鐘，剩餘時間互動討論。    ◎通識沙龍可攜帶飲食入內享用！  ◎時間網底加深部分為特殊時段提醒您注意！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1下 通識沙龍 第四檔期節目單 (102.05.06- 102.05.10)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社會領域 5/8

帶著味蕾到法國去旅行-下

巴斯克、普羅旺斯

1.巴斯克區Bayonne的生火腿、櫻桃蛋糕、近海淡菜，
Lanquedoc的侯格霍藍乳酪，再跨海體會西班牙風情。
2.普羅旺斯的燉菜、香草茶、粉紅酒、紅酒燉兔肉、
橄欖油、野味，亞爾勒的香料市集、黃色咖啡屋。

3.尼斯的沙拉、薄麵包（馬賽海鮮濃湯）
、傳統法式布丁，蔚藍海岸柳橙香。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科系畢業
中華日報美食記者22年

溝通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8

(三)
15:10-17:00 林麗娟

巴斯克、普羅旺斯
尼斯蔚藍海岸

巴黎最好的去處+美食

、傳統法式布丁，蔚藍海岸柳橙香。
4.離開花都巴黎之前：在巴黎吃馬卡龍、杏仁金磚、
焦糖布丁、歌劇院蛋糕、拿破崙千層派、法國麵包、

純正巧克力點心、巴黎風牛軋糖、
南西的馬卡龍杏仁蛋白餅，波爾多螺紋、

阿爾卑斯山蒙布朗、地中海岸的奴加(牛軋糖)
，搭配法式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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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學習

，搭配法式咖啡…。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5/8
18:10-20:00 楊淇勝

我的電視人生─
從Communication

大家看電視的時候不知道是否會好奇
這些畫面是怎麼拍出來的？

可以想像陸海空十幾台攝影機同時拍攝的場面嗎？
Communication是通訊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傳播，

2010畢業於逢甲通訊系，在學期間曾任
第六屆校園記者志工隊大隊長
第七屆校園記者志工隊大隊長
第十四屆學生會新聞部部長

紀錄片「一比一」導演、攝影、剪輯
獲2011新北市全民攝手20分鐘長紀錄片組首獎

創新
問題解決戲劇電影 (三)

18:10-20:00 楊淇勝 從Communication
到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是通訊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傳播，
從通訊系畢業後不是變成科技新貴，

而是變成在電視圈的傳播人，
到底在電視圈的幕後生活是什麼樣的生活勒？

獲2011新北市全民攝手20分鐘長紀錄片組首獎
公共電視紀錄觀點「功夫寶島」導演、攝影

現為電視節目執行製作，參與製作的節目有「瘋台灣
大挑戰」、「台灣保庇」
(本場次與社會傳播學程合作)

問題解決

在決定勇闖中美洲之前，聽說那裡很可怕，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9

(四)
15:10-17:00 鄧安然

~墨瓜貝古原貌~
中美洲的旅遊體驗

在決定勇闖中美洲之前，聽說那裡很可怕，
毒梟、罪犯，和一望無際乾燥的沙漠；

但在我們歸來後，墨西哥、古巴竟是熱情多元的代名詞，
他們教會我們的比想像要多得太多！

年代久遠的馬雅遺址，隱沒在雨林之中，
站在高聳的金字塔下，讚嘆著古老的文明。
在隔海遠望古巴之前，卡斯楚的共產帝國，

師範大學山地服務社
台灣大學集郵筆友社

現為新北市立清水高中地理老師
Postcrossing台灣地區第13名

2012年暑假赴墨瓜貝古自助旅遊28天

溝通
問題解決中美洲的旅遊體驗 在隔海遠望古巴之前，卡斯楚的共產帝國，

雪茄、獨裁、是個封閉自守的神秘國度；
但在那裡歡迎我們的，是美麗的城市和純樸的風情！
從大西洋的東岸返回太平洋的東岸，感動依然記得！

讓我們一起飛向中美洲，看看這些陌生國度的真實樣貌！

2012年暑假赴墨瓜貝古自助旅遊28天

李安製作團隊專業操偶師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5/9

(四)
18:10-20:00 李佳懷

跟李安一起創作少年PI
動畫操偶經歷

跟李安一起創作少年PI～動畫操偶經歷。

(本場次與社會傳播學程合作)

李安製作團隊專業操偶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

現職齊堉影像有限公司 編導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 兼任講師

經歷【2010-2011】優影設計有限公司 編導
【2006-2009】呈采傳播有限公司 製作

【2005-2006】青春達康文化事業台中分公司總監
【2001-2005】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技佐

【2000-2001】群健有線電視公司製作部攝影師

溝通
團隊合作

【2000-2001】群健有線電視公司製作部攝影師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5/10

(五)
12:10-14:00 李晏瑜

~腳踏大陸實習趣~
勇敢闖夢吧！

2012年暑假，我決定到大陸當兩個月的小上班族，
想把這次在廣東省生活的點點滴滴分享給大家！:D

逢甲大學國貿系四年級
大一開始就在逢甲圖書館咖啡廳服務近3年

2012年赴大陸廣東省實習2個月
2012年赴吉林大學參加第十一屆北國風情冬令營

問題解決
團隊合作

◎通識沙龍網址：http://www.genedu.fcu.edu.tw/      ◎活動時間為講談者主講80分鐘，剩餘時間互動討論。    ◎通識沙龍可攜帶飲食入內享用！  ◎時間網底加深部分為特殊時段提醒您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