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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3/18

(一)
12:10-14:00 楊璦菱

旅行產品你挑對了嗎？
買張機票

也有大學問！

全台灣將近3200間旅行社，網路資訊千奇百種，行程價
錢起伏不定，朋友啊！你肯定有被這些龐大的資訊弄得頭
昏眼花過！消費心理學說，挑小便宜又怕受傷害的你，到

底該怎麼選怎麼比才不吃虧，玩得開心愉快呢?

中原大學-企管系
靜宜大學-觀光系研所

經歷：如意旅行社
玩過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大陸
美洲:整個北美/加拿大橫越10省/美國橫越東西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美洲:整個北美/加拿大橫越10省/美國橫越東西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18

(一)
18:10-20:00 黃信堯

影像紀錄
與社會觀察

如何用攝影機觀察社會事件。從「帶水雲」、88風災的
拍攝談起，用影像紀錄觀察社會事件，參與公共討論。

(本場次與社會傳播學程合作)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創作碩士
目前為「出日頭電影有限公司」編導

「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常務理事
紀錄片作品擅長以戲謔的口吻道出青春的夢想與失落

，以其幽默的敘事凸顯人生的荒謬意境 。

創新
問題解決

歌劇在西方古典音樂裡被視為相當重要的藝術之一，不單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3/19

(二)
13:10-15:00 陳俊逸

歌劇賞析

蝴蝶夫人

歌劇在西方古典音樂裡被視為相當重要的藝術之一，不單
單只是音樂，包含了文學、舞台設計、服裝造型、燈光效
果、戲劇效果…等，藉由歌劇「蝴蝶夫人」，帶領大家進

入歌劇的世界，了解歌劇的美。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現任拉皮歐加音樂館藝術總監

終身學習

從土地管理到影像創作，從拔河紀錄片到電影工作。
逢甲大學電視台志工隊

逢甲大學社會傳播學程結業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19

(二)
18:10-20:00 徐意喬

與夢想拔河~
不 放 手！

從土地管理到影像創作，從拔河紀錄片到電影工作。
掌握資源、挖掘機會、堅持夢想、築夢踏實，

非相關科系也能闖出不一樣的夢。
與夢想拔河，不能放手。
(本場次與社會傳播學程合作)

逢甲大學社會傳播學程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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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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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介紹多采多姿的義大利文化：如手勢文化(相較於語言文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20

(三)
15:10-17:00 柏加祿

「義」想天開！
義大利的奇幻世界

介紹多采多姿的義大利文化：如手勢文化(相較於語言文
化的不同)、義大利人的迷信、異想天開的樂觀想法等

等。另外，也將結合義大利從北到南著名的大城市，結合
台灣人最感興趣的美食文化，由正港義大利人來告知您，
當地人真的認為值得旅遊的地方，及不可錯過的道地美

食。

義大利2009年7月
義大利文化語言教學碩士 (分數: 110/110)

義文老師 (兼課程設計者) 2005-迄今
(1)東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2)文藻外語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3)夏爾歐語中心 (台中分校)

溝通
終身學習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20

(三)
17:10-19:00 高嵩明

活力遊德國！
浪漫大道北段Part 1

1.文藝復興時期德意志地區的雕刻藝術。
2.德國巴洛克建築的極品─符茲堡主教宮殿。

3.是療養院也是酒莊。
4.「兒童慶典」( Kinderzec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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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家精神
1.運動家精神，堅持、努力、不放棄！ 簡佑峰：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董福志：.逢甲大學、勤益科大、中興大學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1

(四)
15:10-17:00

簡佑峰
董福志

運動家精神
在職場上登峰造極

1.運動家精神，堅持、努力、不放棄！
2.年輕人出社會該面對的工作態度？

3.過往的選手生涯所體會及學習到的態度
，運用在未來每個工作上！

董福志：.逢甲大學、勤益科大、中興大學
、朝陽科大產學合作專題講師

富邦人壽企業大學管理學院、壽險學院特聘講師
富邦人壽中辰通訊處處經理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25

(一)
15:10-17:00 李佳凌

存錢好容易！
完成夢想真Easy

1.如何透過理財工具輕易存錢？
2.協助列下夢想清單，計劃夢想！

富邦人壽業務襄理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社會現實 (一) 完成夢想真Easy 2.協助列下夢想清單，計劃夢想！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26

(二)
15:10-17:00 董福志

觀念一轉
換顆有錢人的腦袋！

1.有錢人和你想的不一樣！
2.觀念的改變，協助我們往成功人士邁進！

3.了解成功人士的思維，改變我們平凡中不平凡的一生！

逢甲大學、勤益科大、中興大學
、朝陽科大產學合作專題講師

富邦人壽企業大學管理學院、壽險學院特聘講師
富邦人壽中辰通訊處處經理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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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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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26

(二)
18:10-20:00 涂耿綸

~飛翔的力量~
我的逢甲與未來

2011年，我剛從逢甲大學畢業、當了兵、退伍了！在大
家還在找尋工作的時候，我已經順利的投入職場。很多人
好奇，我是因為甚麼樣的關係能在退伍前一個月，就自己
找到了夢想中的職場工作？或者你好奇DJ廣播主持人的
工作內容是甚麼？歡迎你、一起來進入我的廣播世界。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畢業
逢甲大學社會傳播學程修習完畢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畢業
(本場次與社會傳播學程合作)

溝通
創新

1.從台灣留學生角度看日本大學校園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27

(三)
12:10-14:00 吳寧真

觀察日本大學
到職場的有趣現象
從學習中獲益

1.從台灣留學生角度看日本大學校園
，和進入社會職場的有趣現象。

2.日本人的做事精神還那麼完美嗎?
值得向日本學習什麼?

3.台日大學生之間的比較，自己就業前該有什麼準備？

國立文華高中畢業
日本國學院大學在學中

日語最高一級檢定資格、領獎學金，
並工讀中，準備考研究所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1.15、16世紀時歐洲的金融中心─奧格斯堡(Augsburg)。

人文領域
歷史文化

3/27

(三)
17:10-19:00 高嵩明

活力遊德國！
浪漫大道北段Part 2

1.15、16世紀時歐洲的金融中心─奧格斯堡(Augsburg)。
2.為財富贖罪的「富格家產」(Fuggerei)貧民慈善住宅。

3.許瓦本(Schwaben)地區的家常菜
─德式餃子(嘴袋子)(Maultaschen) 。

4.豪飲能救人？羅滕堡「豪飲」( Meistertrun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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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的準備常常讓您事倍功半嗎？ 嶺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學士
千億傳播有限公司 / 創意總監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7

(三)
19:10-21:00 簡小瘦

遇不到伯樂?
【選擇自己的伯樂】

面試的準備常常讓您事倍功半嗎？
明明在家練習很OK，為何表現還是失常？

本次透過口語講授及實際演練，
讓您快速掌握面試技巧成功進入想要的學校/企業。

1.如何克服緊張？    2.用身體來說話。
3.外表，很重要！    4.小心！我會讀心術。
5.SHOW TIME！    6.培養人見人愛的魅力。

千億傳播有限公司 / 創意總監
越設計創意工作室 / 創意總監
經緯度網路電台 / 節目主持人

台中市飛雁創業協會 / 常務理事
行政院青輔會創業青年輔導網 / 台中市輔導員

救國團南投縣團委會工商青年社會服務隊 / 研發組組長

台中市中正國小 廣播記者育樂營 / 講師
(本場次與創業社合作)

溝通
自我管理

5.SHOW TIME！    6.培養人見人愛的魅力。 (本場次與創業社合作)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3/28

(四)
12:10-14:00 林帥甫

打造全球人才夢工廠培育系列

啟動你的感召領導力

1.如何讓個人的夢想與團隊的願景一致且具加乘效應？
2.團隊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三個問題：

「為什麼？」、「怎麼做？」、「做什麼？」
3.感召領導實作體驗。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畢
曾任高中（職）專任輔導教師、「生涯規劃」

及「心理學導論」授課教師
多間機構人資系統教育訓練講師

現任沛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創新
團隊合作

福星校區
大學生的挫折管理

1.大學生常見的一些挫折與正確的挫折管理方式。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碩士、博士福星校區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3/28

(四)
19:10-21:00 楊裕仁

大學生的挫折管理
與正向的生活態度

地點：福星校區

1.大學生常見的一些挫折與正確的挫折管理方式。
2.如何建立正確的生活與學習態度？

3.建立正向生活態度，達成高IQ與高EQ的大學生涯。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碩士、博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本場次位於福星校區女宿B1多元學習區】
【現場備有小點心，歡迎踴躍參加】

自我管理
問題解決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29
13:10-15:00

主題：夢想的力量 共五部片 + 《再見蹲點》
《屏東楓林教會》、《高雄六龜天主堂》、
《花蓮羅山社區》、《台東南迴協會B組》、 「蹲點‧台灣」活動自2009年開始邀請全台大專青年戲劇電影 (五)

13:10-15:00 《花蓮羅山社區》、《台東南迴協會B組》、
《苗栗野桐工坊》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3/29

(五)
15:10-17:00

主題：勇敢與希望 共六部片 + 《再見蹲點》
《南投森林紅茶》、《台東南迴協會A組》、

《嘉義山美部落B組》、《高雄那瑪夏鄉男沙魯》、
《屏東新來義部落》、《屏東永樂社區》

「蹲點˙台灣」影展
點亮青春
希望札根

「蹲點‧台灣」活動自2009年開始邀請全台大專青年
利用暑假期間下鄉蹲點，一手記錄、一手服務，至今
已有160多位大學生走遍全台47個鄉鎮、累積超過

1000分鐘動人記錄，而1215天的蹲點生活不但在心
上刻下青春熱血的印記，也為自己和社區種下了改變
的種子。這是一個「點亮青春  希望扎根」的暑假記
事，陽光閃亮得睜不開眼，熱情滾燙得融化你心。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屏東新來義部落》、《屏東永樂社區》
因篇幅有限，影片簡介請上本中心網頁查詢本場活動資料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4/3

(三)
19:10-21:00 陳景聰 毛筆工藝面面觀

1.如何挑選毛筆？
2.認識毛筆的種類與材質。

3.認識毛筆的製作過程。   4.了解保養毛筆的程序。
5.講師製筆多年的經歷。

製筆40年的老師傅
正大光明毛筆有限公司負責人
(本場次與書法社合作)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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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