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 103下 通識沙龍 第四檔期節目單 (104.05.04 - 10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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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教育

5/4

(一)
17:10-19:00 謝蕙如

在泰北

一趟遇見自己
愛與被愛的旅程

你是否曾經跨出自己的舒適圈？你是否夢想著有天能去鄉
村生活？你是否曾有和一群見面兩三次就要一起出國當志
工十四天的經驗？你是否知道原來世界上有一些人的生日
願望是：有一天能有身分證。有多久的時間，你只是為了
生活而生活，忘卻了純粹的美好、單純的喜樂、心靈的富
足呢？來聽這場「在泰北，一趟遇見自己、愛與被愛的旅
程」吧！願你也能遇見自己，感受到其實你是被愛著的，
同時，你也是有付出愛的能力。

逢甲大學國貿四甲
 曾任逢甲團契文書

 現任逢甲團契小家長

自我管理
團隊合作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5/4

(一)
19:10-21:00 王婉柔

夢想就在眼前
醜小鴨變model

1開啟model夢。
2試煉與考驗。
3如何實現所有夢想。

東海日文系畢
 沖繩、北海道留學生、 斯里蘭卡國際志工

 一中益民商圈代言人選拔冠軍
 平面模特兒(六年)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5/5

(二)
12:10-13:00 周轼如

【沙龍觀世界-10】

中國篇
分享中國文化(習俗、服裝、音樂、食物)。 逢甲大學財金二丙

溝通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5/5

(二)
15:10-17:00 吳柔萱 角色面具

創造虛擬世界的真實情感

挖掘表演者的特色，從中發現其魅力，面對鏡頭前的演員
可如何引導呢？
好的表演者不一定會是好導演，但導演通常不會是太差勁
的表演者，因此透過兩小時的講座，讓學生在演員的幾個
基本能力：專注力、想像力、創造力、感受力、觀察力、
模仿力及肢體與表情的運用，有基本的認識與了解。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主修：導演、編劇
副修：教育劇場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碩士班
專長各類主持、戲劇教育（課程設計）

、戲劇表演、國劇武功、婚禮主持

創新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6

(三)
12:10-14:00 蘇昭旭

土耳其的鐵道與
世界遺產都市旅行

國人出國旅遊，到伊斯蘭世界相對較少，主要是受到若干
新聞的影響。 土耳其是個伊斯蘭(回教)世界，鐵路旅遊也
很發達。 土耳其是個物價非常便宜，人文地景非常豐富，
貓咪非常多，人們很友善的國家。 土耳其橫跨歐亞兩洲的
伊斯坦堡，是全世界最值得旅遊的城市之一， 土耳其的高
鐵，2014年已經通達首都安卡拉，還有鐵道博物館等等。
許多名世界遺產都市，番紅花城，卡帕多細亞，棉堡，特
洛伊的木馬屠城記，透過作者豐富的環遊世界經歷，您將
看到豐富精采的土耳其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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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消費

5/6

(三)
19:10-21:00

甄妮
小飯糰

小資背包客遊歐洲

Part2

五萬元遊西班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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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各地精華介紹
․西班牙巴塞隆納旅遊攻略分享。
․西班牙東部山城旅遊攻略分享。
․馬德里旅遊攻略分享。
․西班牙南部陽光海岸旅遊攻略分享。
․西班牙西部朝聖之路旅遊攻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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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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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四)
12:10-14:00 粘丁文 服裝搭配 學生形象打造與基礎搭配。

現為plain-me共同創辦人與商品總監
 輔大日文系畢業、Bobbie Brown專業彩妝師

Agnes B資深銷售、Aesop天母及忠孝雙門市經理
 各知名節目造型講師

創新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8

(五)
12:10-13:00 鄭育竑

國際體驗計畫成果發表

HOŞ GELDİNİZ！
來去土耳其！

土耳其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伊斯蘭教國家﹐被稱為「文
明的搖籃」。西台帝國、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
國、拜占庭帝國、塞爾柱帝國、鄂圖曼帝國先後進駐，留
下了許多歷史古蹟，不論是古城遺址，還是神殿遺跡，亦
或是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及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收藏的
許多出土的古文明文物，總能讓外地來訪的遊客身歷其境
，像是回到中古時代的社會一樣！去土耳其自助旅行，不
僅僅是搭著飛機前去壯遊，更像是搭乘時光飛機回到過去
，用手觸摸著有溫度的歷史課本。

逢甲大學應數二乙
2015.01.26-02.09赴土耳其進行國際體驗

試圖揭開伊斯蘭教神秘的面紗……

(HOŞ GELDİNİZ是土耳其文的歡迎)

溝通
問題解決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5/11

(一)
13:10-15:00 樹  葉

比利時布魯塞爾
音樂之旅

許多音樂人都有一個想出國留學的夢想，當實現的時候又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呢？在歐洲當地的音樂文化又是怎樣
的一個樣子，從台灣過去之後又會發生了什麼事？鼓手樹
葉要借由這次的機會分享一些他在出國之後遇到的音樂
⼤⼩事，並且替大家揭開歐洲不為人所知的神秘面紗。

於十八歲那年因為聽到Dave Weckl的音樂而決定開
始學習打鼓，喜愛各類風格演奏，從一開始的金

屬、搖滾、龐克、放克，一直到現在的爵士，為台
中爵士音樂節每年不可或缺的演出樂手。2014年設
立古門音樂短期補習班，為台灣中部唯一專門教學

爵士樂的學院

溝通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11

(一)
15:10-17:00 王筱函

比利時
音樂美食之旅

除了留學資訊之外，比利時的週邊食物特色及文化又有什
麼不一樣呢？居住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的環境，是否真
如大家所說的「小紐約」一樣？比利時又為什麼會被稱為
啤酒之都、巧克力之都？來聽聽這場難得的比利時當地食
物及生活分享講座喔！

2012年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院，師事爵
士鋼琴名家Diederik Wissels,Nathalie Loriers。2013
年為台中國際爵士薩克斯風大賽指定伴奏。2013年
與「天方爵士樂團」發行首張創作專輯「Where Am
I：身在何方」，並入圍第五屆音創作獎最佳爵士單

曲，最佳爵士專輯

溝通
終身學習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5/11

(一)
19:10-21:00 張哲源 生活中的中醫 以生活中的小事來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醫學。

逢甲大學企管四甲
103級中國醫學研究社社長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12

(二)
12:10-13:00 張育齊

國際體驗計畫成果發表

~出國大小事~

我去了紐西蘭！

1.紐西蘭介紹。
2.規劃行程。
3.勇敢跨出舒適圈。
4.經驗分享。

逢甲大學環境二乙
2015.01.26~02.17赴紐西蘭進行國際體驗

溝通
問題解決

自然領域
科學新知

5/12

(二)
15:10-17:00 黃德劭

從無到有提升至追求
完美的產品開發

1.專業學習的建立。
2.產品研發作業的流程介紹。
3.新科技與產品開發的連結。
4.產品研發的實例探討。

學歷：美國理海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
 經歷：1.兵整中心研發處技術室車輛動力組組長

2.兵整中心生產廠戰車所所長
3.兵整中心研發處 處長

創新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14

(四)
12:10-13:00 黃佩玲

國際體驗計畫成果發表

浪漫雪梨
遊學自由行

我住在北雪梨的Mosman每天都要搭車前往雪梨市中心的語
言學校上課，在這邊認識許多外國朋友也有比較多機會可
以跟他們聊天交流；一定要坐船看看各個方向、各個面貌
的雪梨歌劇院跟港灣大橋，也要去邦黛海灘、曼利海灘踩
沙灘玩水拍照。澳洲國慶日(1/26)跟當地的人們一起慶祝，
晚上也在雪梨歌劇院前看了一場演唱會。前往郊區的藍山
國家公園坐了三種不同的纜車，從上往下看的景色很震
撼！與大家分享我在雪梨度過愜意的二十天夏日。

逢甲大學機電二乙
2015.01.23-02.14赴澳洲雪梨進行國際體驗

溝通
問題解決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5/15

(五)
12:10-14:00 陳睿穎 愛情運通散 4

源源不絕聊天法

男女的大腦發展完全不一樣？！
異性的聊天重點和興趣在哪？
怎麼接話才能源源不絕聊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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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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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