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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9/24

(二)
18:30-21:30

陳介英
施聖元
施月麗

教育文化論壇

台灣教育
的困境與未來

探討台灣教育的困境與未來。
陳介英：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施聖元：台灣教育文化發展學會成員
施月麗：台灣教育文化發展學會理事長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施月麗 的困境與未來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9/26

(四)
19:10-21:00 蔡登進

城鄉文化論壇

從虱目魚文化談台南市
鹿耳社區的文化與發展

從虱目魚文化談台南市鹿耳社區的文化與發展。 社區發展協會
創新
溝通

開展
1.人需要自覺。

強調「遠離俗念，戮力實踐，老實修行」的學風，弘
法化眾唯以經教、禪法，既不受取、不使用、不積蓄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9/27

(五)
12:20-14:00

隨佛
尊者

開展
光明人生的智慧

1.人需要自覺。
2.生命的發現。

3.遍照人生的光明。
4.生活更好，困難更少，遠離煩惱。

法化眾唯以經教、禪法，既不受取、不使用、不積蓄
錢財。教導原始佛法及禪觀，除坐禪、行禪及臥禪等
方法外，另有諸多調身、調氣的善方便。常年遊化十
方，預計近幾年在台灣中部成立國際禪修中心，致力

於興隆佛陀的真實教法，確立原始佛教僧團。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9/30
13:10-15:00 林文嶽

~美在人間行走~ 1.蓮的生態。
2.美的創造。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畢業
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畢業 創新

音樂美學 (一)
13:10-15:00 林文嶽

清香流動的蓮花藝術
2.美的創造。
3.人間行走。

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畢業
白荷陶坊〜蓮想文化館 館長

創新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9/30

(一)
17:10-19:00

劉乃華
陳夢珊

2013 第四屆蒙古國際志工隊

 文化啟蒙，i 相逢

因著共同的目標──蒙古，我們相聚在一起，一同討
論、一同募款、一同奮鬥，只為要將最好的送給當地孩
子們！因著上屆學長姐的家訪得知當地的數位落差極大
，有些小朋友連機本開關機都不會，因著這需要，我們

劉乃華：中文三
國際交流志工隊 隊員

IAVE Taiwan新加坡國際青年志工初體驗 隊員
逢甲大學 蒙古國際志工隊 隊員

陳夢珊：行銷三乙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生活教育 (一) 陳夢珊  文化啟蒙，i 相逢 ，有些小朋友連機本開關機都不會，因著這需要，我們

決定要將電腦課程帶給他們，與世界接軌，用「i」相
逢！

陳夢珊：行銷三乙
2012 領導知能中階班 班代

逢甲大學 蒙古國際志工隊 隊員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1

(二)
19:10-21:00 廖本首 日本東北紅葉之旅

嚴美溪賞楓紅、最上川遊船、十和田湖、松島灣遊船順
遊五大堂、奧入瀨溪、風雅之國、陸奧小京都〜角館武
家屋敷，還有戰國名將伊達政宗的青葉城跡，讓你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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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學習
(二)

美麗的楓紅以及名山大澤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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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0/2

(三)
12:10-14:00 林麗娟

當心誤蹈
黑心食品的陷阱

1.黑心食品就在你身邊，到底有哪些？
2.如何辨識？有何附作用？

3.保命保健康？怎麼吃才安全？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科系畢業
中華日報美食記者22年

曾任翰林茶館國際企業經理兼台灣茶饌雜誌總編輯
現任「今周刊」雜誌中部特派員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1.前言：失業世代的集體困境與面試契機。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2

(三)
15:10-17:00 劉性仁

重拾失業世代信心
青年人

面試之攻守須知

1.前言：失業世代的集體困境與面試契機。
2.面試前的注意事項。
3.面試時的注意事項。

4.面試的危機狀況處理。
5.履歷表製作之注意事項。

6.小結：面試後的心態調適。

學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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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國發所大陸組碩士、文化大學中山所碩士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畢

現職：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所助理教授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3

(四)
12:10-14:00 董福志

重視你最重要的財富
──你自己！

1.開始掌控你的經濟生活。
 2.人生最大的財富就是能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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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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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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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0/3

(四)
15:10-17:00 張景泓

20歲
你的人生開始不一樣

1.哲學性問題V.S技術性問題
2.如果創業的話，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3.大學畢業後，該聽爸媽的話或隨波逐流去考研究所嗎？
4.該不該為了薪水、為了怕失去競爭力而選擇研究所？

5.找工作要先做什麼準備？

77年次現年25歲，中原大學化學系畢業，現任豐盛加
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詠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克
靈清潔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22歲大學畢業以後
，由於不想當上班族，創業開始從事開辦教育訓練課
程，前半年每月賺不到3000元，曾經一個月有半個月
睡在公司，即使租屋處離公司走路只有5分鐘。至今開
課期數已逾30期，年營業額超過800萬。成功的背後

溝通
終身學習你的人生開始不一樣

5.找工作要先做什麼準備？
6.對於未來就業、第一份工作該有什麼期待？

課期數已逾30期，年營業額超過800萬。成功的背後
當然伴隨著失敗的過程。2012半年內打造六家連鎖滷
味店，維持不久後公司慘賠700萬。重新審視自己的合
作模式與不斷的修正，成功在24歲時已累積共同投資

了七間房地產。

社會領域 10/3 楊長耕
MAD

MAD吸引全亞洲1600青年、1600思維在 2.5天的多元活動中
創意撞擊，活動在同一時段就有舞蹈、演講、對談、戶外等活
動，你可以選擇最適合你的項目去參與，在這裡你可以勇敢的

2013 1/25~1/27 MAD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副領隊
101級逢甲思沙龍志工隊總監

逢甲電子系副班代
溝通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3

(四)
19:10-21:00 楊長耕

MAD
你想創不同嗎?

動，你可以選擇最適合你的項目去參與，在這裡你可以勇敢的
說出自己的想法，只要敢挑戰，你也可以創不同。希望在演講

當中，你可以勇敢的做自己，讓自己真的與眾不同。

逢甲電子系副班代
2013逢甲及人獎

逢甲思沙龍小沙龍活動講師

溝通
終身學習

在台灣，我們可以常吃到飽滿的米飯、多樣豐富的蔬菜及甜美的季節水
果，這些豐美的食材很多都是來自於台灣在地的新鮮農產。其實台灣的
農業生產技術，可以說是世界一流的優等生，但同時我們卻也發現，農
村中青壯年人口的流失；農民收入所得的低落，長久以來務農就不是一

抗議政府未照顧農民與小孩，而放置爆裂物，獲判刑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10/4

(四)

10:30-12:00

(10:00入場)
楊儒門

校際學生團體交流會─公民論

壇

248農學市集

村中青壯年人口的流失；農民收入所得的低落，長久以來務農就不是一
個被優先考慮的選擇，我們的農業出了什麼問題？

為了解答心中的困惑，很幸運地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有一塊空地的使用
機會，我們便想要讓生產者和消費者可以直接溝通作為開始，那就舉辦
一個固定的農夫市集，每個禮拜都讓農夫可以把自己生產的農產品當面
介紹給都市的消費者。而我們市集的要求很簡單：不使用農藥和化學肥
料。因為長久以來很多農民因為過量地使用農藥而導致中毒，而消費者
也對食物的來源與安全感到憂心忡忡，而且孕育人類和作物的土地是需

抗議政府未照顧農民與小孩，而放置爆裂物，獲判刑
五年十個月，96年六月總統特赦出獄。在獄中與友人
的通信，集結成「白米不是炸彈」一書出版。97年在
文山社大教農業相關課程，「農業的困境與出路」、
「農業的另一種可能」。97年起在台北定期舉辦248
農學市集，協助農友推廣無毒，安全，友善的農產

品。99年成立天母農學園，並把門面做成城市花園。
100年成立猴硐生態教育園區。

溝通
問題解決

也對食物的來源與安全感到憂心忡忡，而且孕育人類和作物的土地是需
要能夠長久永續的，因此，我們從人和環境的最簡單連結出發，找尋一

種永續農業的可能。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10/4

(四)
12:10-14:00 陳淑萍 揭開生命密碼

(生命靈數)

每個人的誕生，都是上天特別量身訂制的，因此每個人的生日
都是一種喜悅的經典，為此我們準備了366份生日禮物，包括
每一天的性格、財運、配對生日等等，願與每一天的你分享，

讓你更珍惜屬於你誕生的驚喜與奧祕！

台北市泰北美工廣告設計畢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讓你更珍惜屬於你誕生的驚喜與奧祕！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7

(一)
17:10-19:00

吳紀昀
吳承桓

2013 第四屆蒙古國際志工隊

 在蒙古丟了自己
卻找到最真實的感動

我們在蒙古的藍天白雲綠地下體驗無邊無際的感覺，在蒙古的
食物、生活中發現滿足常樂其實很容易，在蒙古孩童嬉鬧中找
純真的笑容，我們帶著一顆開闊的心，把在台灣的自己丟棄在

蒙古大草原上，於是我們從蒙古找到最真實的感動。

吳紀昀：都資四甲  蒙古國際志工隊總召
財團法人美化環境基金會 柬埔寨國際志工

吳承桓：風保四甲
萬里山社OB秘書、單騎風輪社文書

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隊長、蒙古國際志工隊隊員

溝通
團隊合作

有趣的音樂改編曲
你認識古典音樂改編曲嗎？在音樂界燃燒了四百年的改編曲熱潮，別說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10/8

(二)
13:10-15:00 李麗蓉 有趣的音樂改編曲

Part 1

你認識古典音樂改編曲嗎？在音樂界燃燒了四百年的改編曲熱潮，別說
你一首曲子都不知道。就由音樂博士李麗蓉以音樂欣賞的角度，帶領愛
樂者探索多采多姿的改編曲世界，聆聽創意十足、各樣組合形式的音樂

，在老師詳盡地解說下，相信你不會再對古典音樂 Say No！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音樂演奏博士
現為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創新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10/8

(二)
15:10-17:00 徐惠民

如何正確使用
塑膠食品容器具？

1.認識塑膠：介紹常用食品塑膠材質之特性與應用。
2.如何正確使用塑膠食品容器具？
3.塑膠食品容器宣導網站介紹。

4.我國塑膠食品容器具標示及實例說明。

現任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驗證技術部 副理 (81年12月~訖今)

擔任TFDA專任全省各縣市塑膠類食品容器具
衛生稽查人員講師

終身學習
塑膠食品容器具？

4.我國塑膠食品容器具標示及實例說明。 衛生稽查人員講師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9

(三)
12:10-14:00 蔡銘禮 日本自助行

第一次當背包客就上手

1.日本自助的三個簡單步驟，讓你規劃好行程。
2.住的學問大不同！要怎麼挑選才不會在旅程害到自己。

3.青旅好有趣，認識世界各國的旅人，共譜出一個有趣的夜晚。
4.旅遊比體力更比運氣，但是重要的是事前的功課，來聽聽怎麼做才能

簡單不費力。

逢甲大學國貿系四乙
國際志工交流隊隊員

曾旅行至日本”東京、橫濱、大阪、京都
奈良、廣島、山口、福岡、熊本、長崎

、鹿兒島、宮崎”十二個城市

溝通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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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