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3下 通識沙龍 第二檔期節目單 (104.03.19 - 104.03.31)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領域主題 日期 時  間 主講者 主    題 內  容  簡  介   講  談  者  學  經  歷 軟能力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19

(四)
12:10-14:00 蘇昭旭

阿拉伯與埃及
的亞非鐵道旅行

國人出國旅遊，到基督教國家歐洲的比例很高，但是到伊
斯蘭世界相對較少，主要是受到若干新聞的影響。其實，
伊斯蘭(回教)世界並沒有想像的可怕，鐵路旅遊也很發達。
阿拉伯聯合大國的杜拜捷運，連結阿爾發塔與帆船酒店，
美不勝收。埃及有臥舖火車連結開羅與亞斯文，金字塔與
古蹟貫穿整條尼羅河，埃及這個都市也有捷運，只是因為
戰亂的關係，目前去的旅客減少。透過作者豐富的環遊世
界經歷，您將看到電影中豐富精采的阿拉伯、埃及風貌。

逢甲大學電子系79級畢業，現任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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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獲得金鼎獎
等十座獎項，35本書著作之多，2012年2月在中華
民國總統府「治國週記」中接受訪問，為繁體中文

領域鐵道專業著作數目最多者。
至2014年親身走訪世界48國的鐵道，著作《台灣鐵

路火車百科》、《世界高速鐵路百科》、
《日本鐵道經典之旅160選》、《環遊世界鐵道之

旅120選》等35冊之多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19

(四)
15:10-17:00 陸瑞瑾

職場人才先修班

你準備好了嗎？
讓新鮮人知道在學期間要如何先準備自己的專業、能力和
人脈，在出社會之後可以輕鬆應對工作。

政治大學風保系學士畢業
逢甲大學保險學研究所碩士畢業

ING安泰襄理
富邦人壽資深專案副理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19

(四)
18:10-21:00 徐意喬

《拔什麼河》
紀錄片放映暨
導演演講

就算不被理解，也要堅持到底的信念。越是被嘲笑，
越要努力去證明的價值。
臺灣史上第一座男子拔河世界冠軍，亞洲第一面560kg男子
金牌。從2012失格事件-2014冠軍之路。
這部紀錄片想說的不只是一段拔河故事，而是希望能讓更
多人看見台灣運動員的付出與掙扎。選手們不斷在夢想與
現實間拔河，只有一起堅持到最後，才能追逐榮耀。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畢業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

2007台中小金馬影像創作競賽
銀牌獎【緊握青春－燃燒拔河魂】

2011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小偷】執行製片
2012電影【志氣】助理導演
2006開始拍攝拔河相關影片

從逢甲大學校內拔河隊至國家代表隊
二度遠赴歐洲拍攝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自然領域
科學新知

3/20

(五)
10:10-12:00 白兆偉

東海防空識別區
看中日競逐

及台灣因應之道

1.中國的國家領空策略。
2.日本的國家領空策略。
3.台灣的因應之道。

學歷：海軍官校、國立中興大學國政所
國立中山大學亞太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高中職校教官及生輔組長

東南科技大學教官
中山醫學大學教官及生輔組長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20

(五)
12:10-14:00

甄妮
小飯糰

小資背包客遊歐洲

Part1

七萬元遊法國篇

Part 1. 旅行的意義
•檢視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
•想追求怎樣的人生。     •打開五感體會城鎮之美。
Part 2. 旅行百寶箱。
•旅伴的選擇。               •自助旅遊如何規劃路線?
•食衣住行規劃。            •需攜帶什麼證件?
•金錢準備方式。            •保險/醫療的預備方案。
Part 3. 法國各地精華介紹
•法國西南部夢幻古堡6日遊。
•法國西北部自然奇觀6日遊。
•巴黎大區浪漫文化10日遊。
•法國東北部木骨建築風情5日遊。
•法國東南部壯麗冰河6日遊。

甄妮
學歷：澳洲昆士蘭大學商業碩士

國立東華大學雙主修英美語文與國際企業學系
經歷：Brisbane節慶行銷、國際貿易、展覽設計

TOEFL&IELTS&商用英文教師
HitFm廣播電台培訓DJ

現任英國公主遊艇媒體公關

小飯糰
學歷：國立東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經歷：電信、資通訊產業、馬勝外匯
、不動產相關事業

興趣：資通訊，業餘歷史、哲學愛好者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23

(一)
12:10-14:00 黃明志 一粒咖啡豆的旅行

1.咖啡產地介紹。
2.從產區咖啡走進莊園咖啡世界。
3.現場沖煮品嚐與講解沖煮技巧。

現職暖窩咖啡職人
經歷：海南上島咖啡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也門町精選咖啡烘焙師
2014台北咖啡掛耳包競賽佳作

      2010世界虹吸壺大賽台灣區選拔賽第三名
及最佳熱咖啡獎

      2010台北市創意咖啡大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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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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3

(一)
18:30-20:30

楊庭懿
陳奕成
陳銘哲
秦進維

第七場
創新

自我管理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24

(二)
12:10-13:00 陳思方

【沙龍觀世界-8】

泰國篇
語言與文化分享。
1.一起學泰文(日常對話)。
2.分享泰國文化(習俗、服裝、音樂、食物)。

逢甲大學外文二乙
溝通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5

(三)
12:10-14:00

石蕙瑜
方健宇 繽紛日本行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分享。 逢甲大學土管二甲

溝通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5

(三)
17:10-19:00 林京蓉

啟程吧！
專屬你的第一次！

曾想過利用寒暑假出國旅遊，甚至到國外大學短期交流，
但卻因為種種因素而選擇放棄了嗎? 去年的我終於將這些
想法付諸行動，「荷蘭海牙大學的暑期課程」以及「英法
的自助旅行」，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國外生活體驗。只要有
勇氣決定，相信你一定也可以！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商管領導菁英榮譽學分學程

 (Leadership Honors Program)

溝通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6

(四)
12:10-14:00 楊裕仁

大學生的學習困擾
與有效的學習策略

1.大學生經常會有的學習問題與困擾。
2.有效的學習策略與技巧。
3.解決大學生學習困擾的有效讀書技巧，提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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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3/26

(四)
19:10-21:00

王婉柔
賴毓嶧

~用音樂看世界~
斯里蘭卡國際志工

1.斯里蘭卡風俗民情。
2.來自各國的志工，共同創作世界和平之歌。
3.勇敢跨出舒適圈。

王婉柔：東海日文系畢業
沖繩、北海道留學生 / 職業：平面模特兒

賴毓嶧：東海資工系四年級
曾任：複合式冰品店店長、咖啡廳店長

溝通
團隊合作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3/27

(五)
12:10-14:00 陳睿穎 愛情運通散 2

跟著FBI來讀心
偵測對方現在的情緒反應，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貼心?
別再白目當個自high人~

溫暖擁抱全人發展協會活動企劃執行
行為應用分析學(ABA)行為分析教師培訓

神經語言程式學(NLP)專業執行師
iLover愛情人課程總監

溝通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30

(一)
19:10-21:00 沈彥良 到 自助旅行

這個國家有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男生也穿裙子，右駕
與左駕的車並行於路上。他們願意散盡家財，來建造一座
佛塔。擁有世界最美的日出與日落，緬甸是個才剛對世界
開放的國家，許多許多的不思議，歡迎來體會！
1.緬甸簡介。   2.行程規劃。   3.緬甸自助旅行經驗分享。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漢語維基百科行政員

剛結束第二次緬甸自助旅行

溝通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31

(二)
12:10-13:00 譚稱玲 教育學習專題成果展 教育學習專題成果展。 逢甲大學統計系二年級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31

(二)
15:10-17:00 旅遊學習深呼吸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分享。 (分享同學名單將另行公告)

溝通
問題解決

【勇闖遊戲──我的韓劇人生】(楊庭懿─國貿四丙)
2014年3月，一個對韓語聽不懂、看不懂、不會說的女孩，只憑著看了幾齣韓劇的印象，闖入了陌生
的文化。精彩的6個月認識、體驗、回憶，同時並進的日子裡，學習、戀愛、交朋友，忙忙碌碌的充實
了我！精彩的韓劇劇情可以出現在你的生命，增添色彩！
【Just Sing a Song】(陳奕成─都資三乙、合唱團指揮)
我喜歡唱歌，但我不太喜歡獨唱，而更喜歡「為別人而唱」！大學加入了合唱團，從此踏上合唱之路
，對於人生一直很迷惘的我終於知道，我就是要唱﹗﹗
【因為平凡，所以不平凡】(陳銘哲─企管四甲)
一個外籍生在台留學的經歷，從一個照著學校規矩學習到擺爛，到找到自己的樂趣，根據自己所喜愛
的興趣找尋一堆能增進自己實力的比賽來參與，到最後成立了一間有限公司的過程。就在大學的這四
年裡。
【1+1大於2的選擇】(秦進維─行銷四甲)
現在是整合的時代，資訊整合、資源整合、資產整合、專長整合、人才整合，什麼都在整合；而你有
沒有把你所做的選擇做整合？或是在選擇前思考兩個或多個選擇中做整合？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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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