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2下 通識沙龍 第一檔期節目單 (103.02.19 - 103.03.07)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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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2/19

(三)
12:10-14:00

如英
法師 在黑與白之間 1.因果的重要性。

2.無限生命的真實相狀。

1989年逢甲電機系畢業,任職於新竹科學園區
、工研院電子工程師

1999年新竹鳳山寺出家，依止上日下常老和尚，
賜予法號：釋如英

自我管裡
終身學習

1. 拒絕22K！邁向45K！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2/24

(一)
15:10-17:00 張靜宜

就業“薪”選擇
公職“薪”人生

1. 拒絕22K！邁向45K！
2. 公職考試類科推薦。

3. 公務人員福利待遇介紹。
4. 如何善用在校時間同時準備？

5. 快速打造「公職薪人生」密技公開！

現任台中志光補習班 副理
現任台中志光補習班 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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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講師

自我管裡
問題解決

逢甲大學電子系79級畢業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2/25

(二)
12:10-14:00 蘇昭旭

阿里山鐵路
深情之旅

1.阿里山森林鐵路的簡介與現況。
2.平地段鐵路之旅：嘉義-竹崎。

3.熱帶林鐵路之旅：竹崎-獨立山。
4.暖帶林鐵路之旅：獨立山-屏遮那。
5.溫帶林鐵路之旅：屏遮那-阿里山。

6.森林鐵路支線：祝山線、眠月線、水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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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館長
台灣鐵道暨國土規劃學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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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社區大學理事與講師

繁體中文鐵道著述最多的學者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6.森林鐵路支線：祝山線、眠月線、水山線。
7.結語。

著作《台灣鐵路火車百科》、《阿里山森林鐵道》
《日本鐵道經典之旅160選》

、《環遊世界鐵道之旅120選》等33冊之多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2/25

(二)
15:10-17:00 劉宇晟 品味咖啡

1.咖啡的源起。
2.咖啡器具的介紹。

3.四大產區豆種品嚐。
嶺東大學國貿系

創新
終身學習休閒消費 (二) 3.四大產區豆種品嚐。

4.找一杯屬於自己的咖啡。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2/25

(二)
18:10-21:00 施月麗 教育現場分享 歡迎至現場分享與討論。 台灣教育文化發展學會理事長

創新
問題解決

1.緣起。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2/26

(三)
12:10-14:00 陳敏先

不老單騎士
年輕心壯遊

1.緣起。
2.七次單車環島實務分享。

3. 2012～2015愛地球兼行銷臺灣
『單車環球生態文化和平之旅』

4.建議。       5.結語。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
北師大英語研究所、政大教育研究所40學分班
台中光華高工教師、導師、訓育及註冊組長
北勢國中訓導主任、清海訓導、總務主任

至善衛生組長、輔導主任、大德輔導、訓導主任
廣東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學務組長

團隊合作
終身學習

「憤青的異想世界」叛逆反骨精神，不走大家都選擇道 中部地區有數所大學，逢甲有7個院所、32個系，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2/26

(三)
17:10-19:00

蔡銘禮
曾善齊
謝語瑄

「逢甲 i talk」
十五分鐘，說出你的故事

「憤青的異想世界」叛逆反骨精神，不走大家都選擇道
路，放棄當交換學生，開啟背包客生涯。常常語不驚人死

不休，聽聽他是怎麼選擇獨特的人生原則。
「It’s All About 勇氣而已」休學和創業是很多人
25歲前想做的事，我就是做了！一旦真的開始進行，

會發現每件事都簡單得超乎你的想像。
「在那遙遠的地方-滇北昆麗見聞錄」在2012年8月底

中部地區有數所大學，逢甲有7個院所、32個系，
充滿各式各樣的人們，何不撥出一個晚上，

聽聽他們的故事、跟他們成為朋友或交換想法。
首創逢甲 i talk是一個平台，提供說故事的舞台

每個人都有機會在台上花十五分鐘說出你的故事。
這是一場足以影響你大學四年的講談會，

錯過將會流下悔恨的眼淚。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生活教育 (三) 謝語瑄

李俊達 第一場

「在那遙遠的地方-滇北昆麗見聞錄」在2012年8月底
踏上中國大陸，從西南的雲南省出發，用我的每一步路，

體會不同的文化、民情，讓我訴說兩岸故事。
「太子極限徒步環台夢」畢旅？我的畢旅是扛著三太子

徒步環島，我是一個想用雙腿來認識台灣的年輕人，
若你也想環島，一定不能錯過我的分享。

※本場次有來自嘉義大學和靜宜大學同學
前來跨校分享。

※※※※本系列分享者持續募集中本系列分享者持續募集中本系列分享者持續募集中本系列分享者持續募集中，，，，主題不限主題不限主題不限主題不限
每人每人每人每人15151515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報名請洽通識教育中心陳小姐報名請洽通識教育中心陳小姐報名請洽通識教育中心陳小姐報名請洽通識教育中心陳小姐
((((szuychenszuychenszuychenszuychen@@@@fcufcufcufcu....eduedueduedu....twtwtwtw////04040404----2451245124512451----7250725072507250轉轉轉轉214621462146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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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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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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3/4

(一)
13:10-15:00 黃利安

自我成長
跳躍的畫面與悸動

一位爬著長大及歷經火災和罹癌的原生畫家！
1.我的逢甲精神~大學生活面面觀與廖校長的福證。

2.家庭事業觀~家庭教養與社會的回饋。
3.淺談藝術療癒~~ 面對未來只要活著就有成功的機會。

逢甲大學銀行保險系
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在職專班

2014/02/21~2014/04/10 於逢甲藝廊展出
「活出自我-黃利安繪畫創作展」

本場次結束後將於人言1樓舉辦開幕茶會

自我管裡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4

(一)
17:10-19:00 鄭詩翰 權證的投資魅力

免萬元也能創造大財富？

ㄧ個高職轉學生，從高二受到媽媽的潛移默化接觸了投資
，投資路途中，跌倒了無數次，甚至把３０萬賠光又累積
到３０萬又賠光無數次，到最後半年內靠著打工賺來的５
萬塊累積到近百萬元。透過經驗分享的方式，讓大學生瞭
解權證這項金融商品以小博大的特性，透過SOP程序做對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三年級學生
非凡新聞權民理財王（第六集）專訪來賓2013.12

用打工的5萬元資金半年內累積到近百萬元
甜味無名人氣網 創辦人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第一名
 (累積三次，年化報酬最高976％)

淡江大學投資競賽第二名

自我管裡
終身學習免萬元也能創造大財富？ 解權證這項金融商品以小博大的特性，透過SOP程序做對

方向，選對權證，給自己一堂課的機會，用幾千塊的零用
錢，累積大財富！

淡江大學投資競賽第二名
著作：股海鄭撼彈 2010.08

證照：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券商業務員、企業內部控制人員

信託業務員、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會計事務丙級

社會領域 3/5
12:10-14:00 楊裕仁

做一個跨領域的 1.迅速變遷的現代社會。
2.單一專長 VS 多元領域人才。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碩士、博士 創新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5

(三)
12:10-14:00 楊裕仁

做一個跨領域的
π型人才

2.單一專長 VS 多元領域人才。
3.做一個適應社會變遷的π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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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
自我管裡

社會領域 3/5 劉性仁
公民記者

  1.前言。
2.新聞採訪技巧。

  3.新聞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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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5

(三)
17:10-19:00 劉性仁

公民記者
的新聞採訪與寫作

4.如何做好專題報導？
  5.對於人物的描寫。

  6.常見新聞採訪與寫作之十二大問題。
  7.自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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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
溝通

1.天上的交通。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6

(四)
12:10-14:00 盧映龍

� 來看飛機 �
航空管制工作介紹

1.天上的交通。
2.航空管制做什麼？

  (1)塔臺管制：許可頒發、地面管制、機場管制。
  (2)近場管制：離場、到場、等待。
  (3)區域管制：航路、國際交接。

3.我要成為管制員！
  (1)如何準備入門 。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塔臺管制員
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學士

溝通
自我管裡

  (1)如何準備入門 。
(2)管制員的職涯發展。

4.大家塔上見！

社會領域 3/7
12:10-14:00 盧映龍

Voyager en France

à vélo

1.Bonjour! 法國：為什麼去法國騎自行車？
2.Préparation：一個月的家當。

3.En route：有規劃有方向，如何且戰且走。

中華民國領隊、導遊
2009農委會漁業署正港尚水部落格徵文漁港達人

2008農委會Let’s Go農村趣：123農村達人 溝通

休閒消費 (五)
12:10-14:00 盧映龍 à vélo

到法國騎單車
3.En route：有規劃有方向，如何且戰且走。

4.Agir：住宿、交通。
5.On voit: 旅途風景、文化很有感。

2006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交換學生
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學士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塔臺管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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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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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