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三五教學卓 計 逢甲大學 102上 通識沙龍 第三檔期節目單 (102.10.17- 102.11.14)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領域主題領域主題領域主題領域主題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 主    題主    題主    題主    題 內  容  簡  介內  容  簡  介內  容  簡  介內  容  簡  介   講  談  者  學  經  歷  講  談  者  學  經  歷  講  談  者  學  經  歷  講  談  者  學  經  歷 軟能力軟能力軟能力軟能力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10/17

(四)
19:10-21:00 劉鎮登

城鄉文化論壇

台灣農村
的再生與發展

台灣農村的再生與發展
──以苗栗大湖鄉栗林社區為例。

(本場次由公共政策研究所主辦)
創新
溝通歷史文化 (四) 的再生與發展

以苗栗大湖鄉栗林社區為例

──以苗栗大湖鄉栗林社區為例。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21

(一)
12:10-14:00 官俊宏

逢甲大學心田國際服務隊

泰四料理X主廚特餐
X勇敢追夢去吧！

1.泰北服務過程(簡介)。
2.泰北孤軍歷史介紹。

3.榮民民之家參訪經驗分享。

曾就讀紐西蘭基督Canterbury University(工程學系)
曾就讀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二年甲班
目前就讀逢甲大學建築學系三年乙班

目前擔任逢甲大學轉學生聯誼會美宣幹部

溝通
團隊合作(一) X勇敢追夢去吧！

Part1
4.國際服務對個人的影響與心得分享。 目前擔任逢甲大學轉學生聯誼會美宣幹部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10/22

(二)
15:10-17:00 簡義哲 鏡頭表演啟發 鏡頭表演啟發。

(本場次與社會傳播學程合辦)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
台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班肄業

現職戲劇教師、演員、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
擎寶國際演藝事業有限公司常董

創新
團隊合作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10/22

(二)
19:10-21:00 廖本首

走入張家界
水墨畫感性之旅

來到3000年歷史的古城長沙，
欣賞1900年前三國時代的馬王堆，

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的武陵源自然風景區，以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

經典名著"邊城"鳳凰古城，
讓你倘佯在歷史文化以及自然美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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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學習

讓你倘佯在歷史文化以及自然美景之中。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0/23

(三)
15:10-17:00 林麗娟

【反制22K】
怎麼踏出當SOHO族

的第一步？

1.什麼是SOHO族？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自由彈性的在家工作族）

2.要做SOHO族行不行？
3.怎樣開始第一步？怎樣賺到高於22K的接CASE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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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專技助理教授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23

(三)
19:10-21:00 唐受衡

旅行業從業人員
工作內涵解析

1.領隊人員的工作內涵解析。
2.導遊人員的工作內涵解析。

3.旅行業從業人員工作內涵解析。
(本場次與創業社合辦)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專技助理教授
金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顧問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旅遊糾紛協調委員

溝通
創新

1969，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電影編劇）
曾任教於淡江大學、文化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10/24

(四)
15:10-17:00 翁文信

夢想的起點
台灣原創動畫電影
《夢見》的產銷過程

1.從電影的最前端製作談到最後端的行銷
，電影製作過程遇到哪些困難？

2.如何整合跨界的資源？
跨界整合產生哪些火花？如何克服各種挑戰？

曾任教於淡江大學、文化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曾任職於聯合報副刊編輯

現為文瀾資訊總經理
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並列首獎之一）
爾雅年度小說選、桃園文學獎（二屆首獎）

皇冠大眾百萬小說獎（佳作）
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二屆評審獎）

4C競賽動畫腳本銀牌獎

創新
團隊合作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0/24

(四)
19:10-21:00 楊裕仁

大學生的讀書方法
(記憶術)

地點：福星校區

1.如何達成有意義的學習，增進記憶量、提高在校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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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術
，以及自我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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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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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2上 通識沙龍 第三檔期節目單 (102.10.17- 102.11.14)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0/25

(五)
12:10-14:00 黃炳輝 交通安全停看聽

當危機來臨時如何處理？

1.當交通事故發生時，第一時間該做什麼事呢?
2.哪些是理賠該注意的小撇步?

3.當事故發生時，肇事責任應該怎麼判定呢?

學歷：樹德工專
工作經歷：79年進富邦產險至今，年資22年

曾擔任車險理賠、車險核保、
個人營業、集團通路服務。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城鄉文化論壇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11/7

(四)
19:10-21:00 余奕靖 惡地情濃

談台南龍崎鄉龍興社區
的人文鄉土情

談台南龍崎鄉龍興社區的人文鄉土情。 (本場次由公共政策研究所主辦)
創新
溝通

台灣解嚴已將近三十個年頭，當初那些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
都已步入青壯年，然而預備接棒的青年世代們，準備好了嗎？都已步入青壯年，然而預備接棒的青年世代們，準備好了嗎？
對於當前的青年世代們，幾乎生下來就處於擁有全民直選總統
的制度、言論也沒有管制的年代，我們的社會有因為「民主」

變得更「好」嗎？
或者，換另外一種問法，「民主」是什麼？如果是「人民作

主」，為什麼談到「政治」，能聯想到的都是「選舉」跟「藍
綠」？學校說要關心社會議題跟公共事務，這跟參與「政治」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1/11

(一)
13:10-15:00 易俊宏

還在理想的半路上
──公民參與
的歷程與反思

綠」？學校說要關心社會議題跟公共事務，這跟參與「政治」
有什麼不一樣？特別是近幾年，社會運動開始出現大量年輕人
的身影，無論是文林苑都市更新爭議、國光石化開發爭議，抑
或是媒體併購爭議，不乏年輕面孔出現，可是，這樣真的有用
嗎？如果是去偏鄉部落，或是孤兒院、老人院等去做志工服務

，會比較好嗎？
本次演講邀請到的青年分享者，曾任獨立媒體並獲得過新聞獎
，同時長期與非營利組織有所互動，也曾接受相關單位補助，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現職台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TYCF)理事
冠億建設活動企劃

行政院青輔會「學生自治人才培訓」講師

溝通
問題解決

，同時長期與非營利組織有所互動，也曾接受相關單位補助，
代表出國交流；但是另一方面，街頭的遊行活動，也有相當涉
入，甚至有被警察扛走的經驗。對他而言，如何看當前青年世
代的公民參與？無論參與在體制內或外，他將要分享關於當前
台灣青年世代在公共參與方面的觀察，並與聽眾同學們一起面

對這些課題與挑戰！

自然領域
科學新知

11/11

(一)
19:10-21:00 蔡岳倫

VBS聲音平衡
系列講座之聲音剖析

講座將用科學的角度分析聲音之形成方式，
以及如何有效率使用個人的發聲器官為主。

希望藉由直接接觸人群來解答
許多人對歌唱相關問題之疑問，

並破除以往認知中許多對歌唱的迷思。
(本場次與熱音社合辦)

加拿大多倫多Humber College主修 編曲 / 作曲畢業
「馬臉水手的夏天」- 拾樂團製作人
「I’m 蕭蕭」- 蕭蕭配唱製作 , 錄音師

「一個故事」- 黎明詞曲創作
「Kone」- Kone配唱製作 , 合聲編寫
「打開眾城門」- 約書亞樂團合聲

「孩子」- 魏雪曼詞曲創作

創新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1/14

(四)
12:10-14:00

侯雅純
蘇愛鈴

逢甲大學心田國際服務隊

泰四料理X主廚特餐
X勇敢追夢去吧！

Part2

1.泰北服務過程(簡介)。
2.泰北孤軍歷史介紹。

3.榮民民之家參訪經驗分享。
4.國際服務對個人的影響與心得分享。

侯雅純：萬里登山社副社長/總務組長/活動組長
心田國際志工隊志工

蘇愛鈴：逢甲大學行銷系
心田國際志工隊志工

溝通
團隊合作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1/14

(四)
19:10-21:00 楊裕仁 大學生的生涯規劃

地點：福星校區

1.大學生如何知道自己的優點、長處、興趣
、發揮個人所長？

2.大學生如何知道未來就業市場的趨勢與就業條件？
3.大學生如何做好未來就業之準備，以締造成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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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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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