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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3/10

(一)
15:10-17:00 張淑儀

生活夢響家
VS.

音樂健身房

一個人一生中要做多少事，想做多少事，能做多少事？到了中年
，你的人生是前進的、是停留的，或是後退的？可曾想過年輕的
活力有一天會消失？當你再一次嘗試「學習」，你會發現音樂的
魔力會讓你再一次找到自己。身價超過兩億的企業家們，組成了
比兩億更有價值的企業家爵士大樂團，不僅在音樂裡重拾生命的

台中市交響樂團團長
企業家爵士大樂團團長

張佳琳彩繪薩克斯風館執行長
生活夢響家作者

創新
自我管理

音樂健身房 比兩億更有價值的企業家爵士大樂團，不僅在音樂裡重拾生命的
記憶與回憶，更創造了生活中的純美品質，走向另一個更加耀眼

的舞台。

生活夢響家作者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10

(一)
19:10-21:00 羅柏盛 育成事業創新

1.志工協會業務與執行方式。
2.育成中心業務概況。

3.創造自身人脈網絡與價值。歡迎青年學子一起來聽喔！
中華國際創新育成志工協會理事長

創新
自我管理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11

(二)
15:10-17:00 洪聖倫

創業
最重要的十件事

1.「為什麼做」比「做了什麼」重要。     2.別輕易說不可能！
3.凡事都要以最小的消耗換取最大的價值。

4.做一個連敵人都信任你的人。
5.花90%的時間思考失敗與退路。

6.不懂節制就是災難的開始！   7.即使是小團隊也需要管理。
8.別借錢創業但可以借錢賺錢。

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財務金融研究所畢業
華南永昌證券 承銷襄理、台灣奧黛麗 行銷襄理

歐漾美妝 營運長、艾珂國際 總經理
研究所時期帶領大學部學弟妹

參與第八屆TIC100獲得人文組冠軍
與朋友有過三次合夥創業

分別在家事管理、資訊科技、美妝通路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9.找適合的人才而不是優秀的人才。
10.聰明與狡詐只在一線之隔。

分別在家事管理、資訊科技、美妝通路
有自創品牌的保養品公司

現任Hands Up創業育成中心執行長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12

(三)
12:10-14:00 董玉明 自由暹羅

找不到旅伴就自己出遊吧！分享編預算、訂機票、找旅
社、安排交通等全自助旅行指南，以及曼谷旅遊防呆防迷
路攻略與推薦景點，讓您第一次旅行就上手，然後發現旅

行其實沒想像遙遠複雜。

運管一乙班代、運管三乙　班代
運管四乙班代、交管碩一 班代

長春吉林大學交流參訪學員
華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習生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行其實沒想像遙遠複雜。 華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習生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12

(三)
17:10-19:00 高嵩明

臺中市深度文化
與古蹟導覽

1.十九世紀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都市。
2.「小京都」美名傳。

3.用熱帶水果點綴的台中火車站。
4.繪製精確台灣地圖從台中開始。

台強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
活力文化咖啡館館長

史上首位榮獲捷克共和國
「國家之友獎」殊榮的台灣人

終身學習

1.中國鐵道落後嗎? ──您不知道的價值與真相。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3/13

(四)
12:10-14:00 蘇昭旭 中國鐵道之旅

1.中國鐵道落後嗎? ──您不知道的價值與真相。
2.大江南北縱橫千里──認識中國鐵道路網。

3.軟臥硬臥軟座硬座──認識中國鐵道客運資訊。
4.韶山東風上游和諧─認識中國鐵道車輛。

5.江山萬里行──中國鐵道主題旅行。
6.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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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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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台灣鐵路火車

百科》、《阿里山森林鐵道》等33冊之多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13

(四)
15:10-17:00 陳珮瑀 一般警察特考簡介

1.行政/消防警察超高錄取率分析。
2.行政/消防警察優渥福利、待遇說明。

3.行政/消防警察工作內容。
4.如何兼顧學業與公職考試，畢業立即就業。

5.快速考取密技大公開。

現任台中學儒保成補習班資深執行主任
中區大專院校警政考試巡迴專任講師

志光教育科技集團資深內訓講師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人文領域 3/13 從朝陽社區 台中市大甲區朝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創新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13

(四)
19:10-21:00 劉國能 從朝陽社區

看大甲區的社區發展
從朝陽社區看大甲區的社區發展。

台中市大甲區朝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本場次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

創新
溝通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14

(五)
12:10-14:00

林延隆
高鈺舒

不放手
直到夢想到手

為什麼人生第一份工作就選擇業務工作呢?
想尋找什麼的機會?築夢的過程難免會有挫折，要如何克

服?又有什麼不一樣的收穫呢?

林延隆：逢甲大學財金系100年畢業
高鈺舒：逢甲大學土管系101年畢業

 (本場次提供限量飲料，發完為止喔 ^_^ )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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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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3/17

(一)
12:10-14:00 洪若瑤

樂活人生
 本場次提供限量飲料

發完為止喔 ^_^

透過個人工作經歷整理，
分享在不同產業的問題解決能力，

如何創新思維、樂活人生。

2010大葉大學工業設計系
2010美國Y-camp營隊輔導員

2011中華民國極限輪滑協會教練
2012勁速直排輪台中推廣中心店長

創新
自我管理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18

(二)
15:10-17:00 馬克明 編劇帶你說好故事 淺談編劇實務，並以影視作品舉例

，簡介戲劇開場處理。

台大中文系，政大廣電研究所畢
作品：真心請按兩次鈴、剩女保鏢、真愛配方、有效

期限愛上你、雙心奇緣、三隻小虫、英雄秀秀
自我管理
團隊合作戲劇電影 (二)

15:10-17:00 馬克明 編劇帶你說好故事 ，簡介戲劇開場處理。 期限愛上你、雙心奇緣、三隻小虫、英雄秀秀
現為好故事工作坊編劇統籌

團隊合作

「逢甲 i talk」

「對生命的感悟」在生病的過程中，體會到的人事物，
與在病魔奮鬥中的一些心情分享。

「Working Holiday in Taitung」那年夏天我在熱氣
球~熱氣球地勤人員是我最特別的打工經驗，要學會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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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18

(二)
17:10-19:00

廖帝傑
粘家瑜
郭培聖
蔡詠福

「逢甲 i talk」
十五分鐘，說出你的故事

第二場

有重量級嘉賓蒞臨喔！

球~熱氣球地勤人員是我最特別的打工經驗，要學會看風
向、滾草地、扛瓦斯、搬重物，還要幫遊客拍照，還有更
多好玩的工作內容，想知道嗎？來聽我那年夏天的故事。
「一個媽寶的蛻變」一個凡事依照父母安排的男孩，大
學期間義無反顧的前往中國交換學生，更在畢業前決定研
究所要工轉商。是什麼原因讓他下定決心？又如何在機會

來臨時做出對的選擇？趕緊來聽我的蛻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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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重量級嘉賓蒞臨喔！ 來臨時做出對的選擇？趕緊來聽我的蛻變故事！
「設計 X 感恩」14 歲開始十年的放蕩人生，經歷人生
漲跌起伏，觀察到台灣社會的不快樂，立志用“設計”改
造世界，帶給人們快樂、感恩。挑戰世俗的觀點，絕不妥

協的設計精神！來聽聽我的設計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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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或洽詢請搜尋臉書粉絲團報名或洽詢請搜尋臉書粉絲團報名或洽詢請搜尋臉書粉絲團報名或洽詢請搜尋臉書粉絲團

「「「「逢甲 逢甲 逢甲 逢甲 i talki talki talki talk」」」」

從佛傳的出生地：藍毘尼園，生長地：迦毗羅衛城，成道地：菩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負責人,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19

(三)
12:10-14:00 釋寬謙 印度佛教朝聖之旅

從佛傳的出生地：藍毘尼園，生長地：迦毗羅衛城，成道地：菩
提伽耶，初轉法輪地：鹿野苑，轉法輪地：王舍城、舍衛城，天
上人間：僧伽施，預示涅槃地：毗舍離，涅槃地：拘尸那羅，佛

教大學：那爛陀。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負責人,
財團法人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負責人

財團法人永修精舍住持
溝通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20

(四)
12:10-14:00 蕭 靖

會計事務所
就業環境分析

1.在會計事務所的「職場百態」。
2.在會計事務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

3.個人發展職涯應如何規劃與提升？

台北大學會研所
考取會計師證照、曾任會計事務所所長

 (本場次提供限量餐盒，發完為止喔 ^_^ )

自我管理
團隊合作就業環境分析 3.個人發展職涯應如何規劃與提升？  (本場次提供限量餐盒，發完為止喔 ^_^ )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0

(四)
15:10-17:00 連掌旭

從生活中認識新的自己
在行動中追逐夢想

藉由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如工作、旅行和社團活動之間，深入淺
出地呈現生活中可以存有的人生態度，繼而堅定學員們對於自己
正在努力耕耘的道路給予支持的能量，同時給予目標還沒有非常
清楚的學員們，一種追逐夢想的勇氣，讓大家可以享受生活，同

時往夢想邁進。

中央火舞藝術研究社 社團指導老師
著作：《熾行者：澳洲冒險．挑戰．極限之旅》

專長：噴火(Fire Blast)、吞火(Eating Fire)、火紋身、
火球 (Firepoi)、火蛇 (Fire snake)、火流星槌

(firemeteor)、火棍 (Fire staff)、雙火棍(Double Staff)

創新
自我管理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0

(四)
17:10-19:00

洪鈺雯
方 瑜

曾筱筑

追尋無與倫比的自己
華碩實習計劃

我們在二○一三的夏天，不同的科系，甚至有不同的地區，為了
不同的目標而做了同一個決定──我要成為華碩實習生。不管你
是誰，只要你想讓自己更好，也許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你的答案。

逢甲大學財金系／行銷系／資工系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福星校區
社會領域

3/20
19:10-21:00 楊裕仁

大學生的讀書方法
與時間管理

1.如何達成有意義的學習，提高在校成績。
2.分享不同學科領域的讀書技巧與自我學習策略。
3.如何做好個人時間管理，增加讀書與做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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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四)

19:10-21:00 楊裕仁 與時間管理
(地點：福星校區)

3.如何做好個人時間管理，增加讀書與做事效能。
4.提升時間管理的實用技巧分享與討論。 （本場次位於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25

(二)
15:10-17:00 簡義哲 影視表演方法啟發 影視表演方法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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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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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