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報名！免費參加！請帶學生證刷卡！ 逢甲大學 105上 通識沙龍 第一檔期節目單 (105.09.21-10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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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9/21

(三)
12:10-14:00 釋見額

心的改變
成為生命勝利組的訣竅

態度決定生命高度與寬度，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迷悟就在一念間，迷為凡，悟為聖；心外無法，法外無心
，幫你找到圓滿與幸福的訣竅。

中台禪寺普開精舍住持
美國西北大學宗教學博士

曾任中台女眾佛教學院學務長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9/26

(一)
12:10-14:00 李建成

社區營造紀錄片

《來七逃》
《做伙來》
放映暨映後座談

《來七逃》中科山腳下的大雅社區，有一塊尚未清理的老房子，
從事童玩背景的執行長和從商的里長共同發想之下，以新奇的點
子結合機車材料作為文創使用，利用在地思維，決心營造首屈一
指的童玩公園。
《做伙來》烏日高鐵旁的中和社區，位在城市與鄉下的交界口，
田地隨著高樓大廈的發展逐漸消失，一群人為了守護社區的一磚
一瓦安排社區資源申請國際志工，讓社區與國際接軌，融入不一
樣的異國色彩，讓來過的人都能感受古早味帶來台灣傳統文化不
同的生命力，用新穎的方式讓新一代感受過去的人情味。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文學碩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駐校藝術指導
獨立影像工作者

(因篇幅關係，詳細簡介請見網頁)

創新
團隊合作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9/26

(一)
17:10-19:00 陳雅欣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

我的德國實境秀
闖出勇敢․慢活德國

對你來說旅行是什麼?換個環境?體驗不同生活?放鬆心情?陶冶
性情?還是認識不同朋友?獨自周遊國外你敢嗎?讓我來為你加點
衝動與勇氣，分享旅途經驗，不論你的目的是什麼?只要你朝著
你的方向前進，那就永不後悔，現在跟著我一起著手計畫屬於你
的旅程，讓我來告訴你注意事項、前置作業等問題，人生就需要
點衝動，踏出去，你的世界就不一樣了。

逢甲大學國貿三乙
國際體驗地點：德國慕尼黑、紐倫堡、科隆

、漢諾威、漢堡、柏林
國際體驗日期：6/24-7/8

溝通
問題解決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9/27

(二)
12:10-13:00 譚稱玲

大家來學印尼文
Lesson 1

Ayo Belajar Bahasa Indonesia Bersama-sama. 逢甲大學統計系四年級
溝通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9/28

(三)
12:10-14:00 李建成

社區營造紀錄片

《入厝哦》
《青菜啦》
放映暨映後座談

《入厝哦》位於清泉崗旁的一片土地，藍鵲關懷協會的總幹事吳
麗芬以這片土地作為社區營造的藍圖，帶領社區志工重新規劃，
透過自然環境培育觀光養殖雞場，以獨特的日本觀賞雞，讓在地
小孩體驗農村生活，凝結社區在地情感，感受自然的純樸。
《青菜啦》東勢的客家村莊，由五位女人組合的社區發展協會，
各自利用擅長的才能，兵分五路，共同打造屬於他們第一次的社
區營造。他們拿出互助精神，引起社區居民的注意，慢慢成為他
們背後的推力，然而，他們以菜園作為社區營造的主題，卻將面
臨換地的危機 ……(因篇幅關係，詳細簡介請見網頁)

影像作品：《移動教室》優良教育影片作品徵集個
人創作組優等；《看見蘭陽的曙光》優良教育影片
作品徵集個人創作組優等、噶瑪蘭國際短片節競賽
影片；《聽見遠方的聲音》神洲國際電影節入圍影
片；《我希望-員山戲夢少年》獲新聞局「優良公用
頻道節目獎勵活動」特優獎、教育影展評審團推薦
獎、宜蘭國際兒童影展紀錄片類；《走..該往哪裡
走》獲金穗獎最佳紀錄片類優等獎、丁台影像獎最
佳紀錄片、教育影展觀摩影片《後山之心》獲得日

本“TVF Award＂ and “Video Communication Prize
＂ 。

創新
團隊合作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9/29

(四)
12:10-14:00 陳睿穎

愛情秘笈1
張大眼睛看清楚

喜歡並不代表真的適合，要怎麼知道我是和什麼人呢？在
交往前或交往中該觀察什麼呢？我們一起來用愛情卡探索
適合的對象和相處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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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獲得教育部U-STAR創業補助計畫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9/29

(四)
15:10-17:00 涂鴻宇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

漫遊於
日本歷史與現代

1.行前準備與規劃。
2.教你日本神社的正確參拜禮儀。
3.教你登高欣賞日本城市的美景。
4.傳統祭典與在地融合的奧妙分享。
5.不懂日語──如何自在吃喝玩樂？
6.日本最在地體驗──美食、風景、人文照片分享。
7.交通不複雜──城市交通資訊分享。

逢甲大學國貿三丙
國際體驗地點：日本關西

國際體驗日期：7/11-7/24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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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報名！免費參加！請帶學生證刷卡！ 逢甲大學 105上 通識沙龍 第一檔期節目單 (105.09.21-105.10.05)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9/30

(五)
12:10-14:00

侯莘容
張茉莉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

路痴女孩都可以
暢遊紐約行了~

相信你也可以！

走在逢甲街頭上，我們都會迷路了，卻能夠很順暢的按照
計畫走完每個想要去的景點，想知道我們如何克服困難的
嗎？第一天到紐約甘迺迪機場，卻慘遭騙了近一萬塊台幣
，這段時間心裡是如何調適？在地鐵車廂內、街頭上遇到
奇怪的人要如何應對呢？還有許多生活小點滴想與大家分
享呢！

逢甲大學國貿三甲
國際體驗地點：美國紐約與波士頓

國際體驗日期：7/2-7/22

溝通
團隊合作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9/30

(五)
15:10-17:00

陳薏如
曾珮穎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

發現『澳』妙
勇闖澳洲三大都市

想知道2個女孩如何在廣大的澳洲陸地上旅行、如何在三大都市
當中解決食、衣、住、行等生活上的問題嗎？ 我們從墨爾本、雪
梨到布里斯本，一起探索這個世界。我們不但整理出來各個城市
交通的差異，還有許多特別景點，小要了解更多我們在澳洲的大
小事，等你們來通識沙龍，一同聆聽我們的分享唷！

逢甲大學土管二乙
國際體驗地點：澳洲墨爾本、雪梨、布里斯本

國際體驗日期：7/1-7/16

溝通
團隊合作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3

(一)
12:10-14:00 朱卓儀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

洪荒之力走日本

1.厚著臉皮搭話泰國帥哥。
2.跟著google騎自行車，它不會告訴你前面是一座山！
3.冷雨夜日本男孩、日本大叔帶路旅店。
4.闖入八九十年代咖啡廳。
5.日本無人山，與蛇共舞。
6.日本專業攝影大叔幫我拍出無奈遊客照。
7.強行被請吃飯。
8.任性的錢包讓剛到台灣的我飛回去日本接它！

逢甲大學國貿二甲
國際體驗地點：日本大阪、京都、奈良

國際體驗日期：6/24-7/2

溝通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3

(一)
19:10-21:00

呂佳勳
黃筑瑄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

勇闖首釜之旅

在韓國的十七天我們是怎麼過得呢？釜山跟首爾有甚麼不同呢？
要如何在不熟悉的街道上行走自如？要怎麼突破自己的語言障
礙？要怎麼購買優惠票券？要怎麼現場購買交通票？第一次出國
常常會有許多疑問！現在不用透過網路，我們將在演講中和大家
分享我們的經驗以及各種有趣、刺激、艱辛等不同的經驗喔！

逢甲大學通訊一甲 、化工一乙
國際體驗地點：韓國首爾和釜山

國際體驗日期：7/13-7/29

溝通
團隊合作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10/4

(二)
12:10-13:00 譚稱玲

大家來學印尼文
Lesson 2

Ayo Belajar Bahasa Indonesia Bersama-sama. 逢甲大學統計系四年級
溝通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5

(三)
12:10-14:00 黃逸嵐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

不一樣的旅行․最美麗的風景

我在日本․天氣晴

旅行中最美的是人情，無意間，你都可能成為旅人們心中
最美的那道風景，而我，努力為之。你常為了出遊訂飯店
傷透腦筋？價格太貴？除了打工換宿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嗎？了解沙發衝浪，讓你的旅行更不一樣。

逢甲大學會計二乙
國際體驗地點：日本關西地區
國際體驗日期：6/28-7/18

溝通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5

(三)
15:10-17:00 王亭雅 在泰國闖蕩的日子

1.相信，夢想之遠，近在眼前。
2.在陌生的國度，他看我，我看他。
3.在泰國小學的見聞。
4.調劑壓力的聖品--旅行。
5.Sawadeeka 泰語教室。

逢甲大學中文系四年級
因教育部遴選助教計畫赴泰國8個月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0/5

(三)
17:10-19:00 黃培淳 北漂生活那些事兒

1.我是北漂人。
2.工作生活甘苦談。
3.生活必備小工具(技能)。
4.兩岸差異比一比。

2014通識沙龍「擁抱熱情的島嶼」講者
逢甲風保系校友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10/5

(三)
19:10-21:00

郭佩宜
王中郁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發表

California Girls~
Normal is Boring.

1.國際體驗計畫書(需要資料、大概方向)。
2.行前準備(網路通訊、行李打包、實用app、必買) 。
3.舊金山San Francisco (住宿、交通、景點、美食) 。
4.洛杉磯Los Angeles (住宿、交通、景點、美食) 。

逢甲大學外文三乙
國際體驗地點：美國舊金山、洛杉磯

國際體驗日期：8/1~8/22

溝通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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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