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1下 通識沙龍 第五檔期節目單 (102.05.13- 102.06.03)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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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5/13

(一)
13:10-15:00

Liudmila
詹美慧

~時勢造英雄~
歌劇巨擘

1813年誕生，青年時期威爾第歷經喪妻、喪子之痛，他
將苦痛投注於歌劇創作上，也因在創作時期間，義大利正
飽受著奧軍占領之苦，威爾第借於創作表現出強烈的民族

意識，義大利終於得與統一。

Stanislavskaya Liudmila老師：俄國大提琴演奏家
現任普羅高菲夫俄國交響樂團—國際駐外部經理

詹美慧老師：旅義大利職業演唱家
畢業於國立莫諾波里音樂院及米蘭威爾第音樂院

現任台中市交響樂團首席女高音 終身學習
音樂美學 (一)

13:10-15:00
詹美慧 歌劇巨擘

威爾第的一生
意識，義大利終於得與統一。

本講座將講述Giuseppe Verdi全盛時期的創作，諸如：弄
臣、茶花女、阿伊達等名著。今年全世界為這位偉大音樂
家慶生，更藉此特別日子與大家分享威爾第的一生精華。

現任台中市交響樂團首席女高音
逢甲大學駐校音樂家、俄國普羅高飛夫交響樂團

義大利Studio Momus
俄國Talents of World音樂組織

及中國China Art Music Agency女高音聲樂家

終身學習

不可言喻：
1.不可言喻的美—透過語言與文字的侷限性

嘗試音樂與建築美學對話。 許學禮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5/14

(二)
13:10-15:00 許學禮

不可言喻：
一場音樂與建築
的美學對話

嘗試音樂與建築美學對話。
2.五感共體—音樂美學與建築美學的基本概念說明。

3.美學遊戲—透過譜記法尋找音樂美學與建築美學當中
的遊戲規則。

4.看與聽的遊戲重構—看見音樂與聽到建築。

許學禮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都市計劃暨空間資訊學系碩士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室內與景觀設計進修學士班

兼任講師

創新
終身學習

自然領域 5/14 系統工程管理概念 1.系統工程的定義。     2.產品開發階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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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自然領域

科學新知
5/14

(二)
15:10-17:00 黃德劭

系統工程管理概念
介紹

1.系統工程的定義。     2.產品開發階段介紹。
3. 系統工程管理的內涵。     4.系統工程的決策分析。

5.系統工程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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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領域
環境生態

5/15
15:10-17:00

李榮峰
(EMT)

我這樣戰鬥，一起來嗎！？

尊重生命 改變這個世界....從人心開始。
與其說是「動物保護」...我們比較喜歡「尊重生命」!!!

EMT Tough 生命急難救助團隊負責人
台中市豐原消防分隊救護員
台中20號倉庫藝術家助理

彰化縣員林動物收容所志工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環境生態 (三)

15:10-17:00
(EMT) 尊重生命

從動物保護開始
與其說是「動物保護」...我們比較喜歡「尊重生命」!!!

彰化縣員林動物收容所志工
彰化縣防疫所特約動保稽查員

生命攝影師、動物救援者
電影「十二夜」動物照護執行長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15

(三)
19:10-21:00 孫洪梅 品一杯咖啡 創業歷程分享。

(本場次與創業社合作)

逢甲大學EMBA經營管理組
日光咖啡館負責人

護理之家院長

團隊合作
終身學習休閒消費 (三)

品一杯咖啡 (本場次與創業社合作) 護理之家院長
終身學習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16

(四)
12:10-14:00 林鈺偉

環遊世界請小心
省錢省時也快樂

環遊世界一直是許多人的夢想之一，世界這麼大，該怎樣
完成夢想就是很大的一門學問了！旅行社是夢想行業，並
不是它賺的多，而是它責任重大。我是快樂夢想家的發起

人，我正在實現人們的快樂夢想。

九十八學年廈門大學交換學生
九十九學年第九屆北國風情冬令營

畢業後前去大陸雲南四川西藏一帶感受美麗的風光
九十九學年蒙古國暑期國際志工服務

退伍後繼續實現染紅大陸的夢想踏進新疆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

人，我正在實現人們的快樂夢想。 退伍後繼續實現染紅大陸的夢想踏進新疆
現職如意旅行社業務領隊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5/16

(四)
19:10-21:00 林玲如

臺中巿社區營造
與環境改善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2004年，台灣首度爆發H5N2禽流感疫情時，台灣官僚系統堅稱是候鳥傳染給雞隻，但經過調查，卻

臺中巿社區營造與環境改善。
(本場次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5/21

(二)
19:10-21:00

2013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精選影片巡迴影展

《不能戳的秘密》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2004年，台灣首度爆發H5N2禽流感疫情時，台灣官僚系統堅稱是候鳥傳染給雞隻，但經過調查，卻
是不肖業者走思禽流感病毒株，非法製造疫苗。因為官僚的謊言，H5N2病毒定居台灣同時與台灣本
土另一株H6N1病毒交換基因，甚至轉變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PAI)。為揭發這個真相，李惠仁導
演2006年開始在全台各地採集檢體、直到了2010年3月，整起調查才告一段落。本片用深入淺出的

方式，將艱深的公衛知識化為常識，讓大眾明白圍繞在身邊的謊言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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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三)
19:10-21:00 張敏書

職涯規劃方程式
打開工作大未來

分享如何透過免費的網路工具找到適合您的職務及職業，
如何用工作經驗、學歷、科系找職務，如何找出職務及職
業所需具備的職能，如何蒐集職場就業情報，如何透過多
元的管道求職，及履歷自傳與求職面試等全方位職涯規劃

密技！
(本場次與創業社合作)

職涯達人(Dareer)企業社-
社長暨創辦人(具GCDF國際職涯發展師證照)

國際創新創業領航人-
蘇治華(研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紀念官網建置人

2009 Global TIC國際創新商業模式競賽
-最佳傳統與文化獎（國際冠軍）

「再生之美」美綠樹藝工坊及「WOWUNEED」

自我管理
終身學習

(本場次與創業社合作)
「再生之美」美綠樹藝工坊及「WOWUNEED」

創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5/23

(四)
18:10-20:00

林育仙
李芷茵

~前進電影院~
院線電影的行銷

前進電影院──院線電影的行銷。
(本場次與社會傳播學程合作)

威秀影城行銷副理
創新
溝通

1.北韓簡介。

自然領域
科學新知

5/24

(五)
10:10-12:00 孫樂仁 朝鮮半島安全問題

1.北韓簡介。
2.透視世界核問題。

3.朝核問題的重要性。
4.朝核問題大事紀要。

5.朝核問題中的矛盾與爭論。
6.朝鮮半島情勢升溫。

國防大學海軍學院畢業
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航訓中心主任

海軍技術學校航海事務部主任
國防大學主任教官、武夷艦艦長、雲峰艦艦長
海軍司令部及海軍艦隊指揮部一、二級主管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活躍在魔法風雲會社群已經有10幾年，在亞洲各大魔

社會領域
休閒消費

5/24

(五)
12:10-14:00 任建明

魔法風雲會校園再起
~校園巡迴活動

藉由卡牌遊戲，刺激參加者靈活思考能力，
並學習如何為生活中增添更多娛樂與團體互動機會。

(本場次與桌遊社合作)

活躍在魔法風雲會社群已經有10幾年，在亞洲各大魔
法風雲會國際賽事，都可看到任建明的身影。同時他
也熱衷於推廣魔法風雲會，陸續多次擔任魔法風雲會
魔法小學堂的講師，在平日工作之餘，任建明亦同時
經營CardWalker網站，提供各式魔法風雲會的訊息包
括魔法風雲會競技策略、大小賽事報導等等，深受魔

法風雲會玩家的喜愛。

創新
問題解決

自然領域
生命關懷

5/27

(一)
10:10-12:00 周德榮

跨性別的
美麗與哀怨

1.釐清性別各個向度。
2.所謂「性別刻板」與「性別多元」。

3.男跨女的生命。
4.女跨男的生命。

5.跨性別的家庭、感情、婚姻、醫療、教育面面觀。
6.兩個性平法目前對應跨性別的缺失與檢討。

聯合大學助理教授
問題解決
終身學習

6.兩個性平法目前對應跨性別的缺失與檢討。

人文領域
音樂美學

5/30

(四)
18:10-20:00 謝章富 映象美學

1.映像美學的理念與意涵。
2.映像文本與敘事（內涵與形式）。

3.映像美學構成元素：場面調度與分鏡組合、攝影、燈
光、剪輯、配樂、美工、特效。

4.導演與作者論。
美國芳邦大學藝術碩士

現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創新

終身學習音樂美學 (四) 4.導演與作者論。
5.實例研析。
6.映像倫理。

(本場次與社會傳播學程合作)

自然領域
科學新知

6/3

(一)
10:10-12:00 廖光陽

認識專利
與申請實務

專利概論。

逢甲大學電子所碩士、中興大學材料博士候選人
中山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台一國際專利事務所專利工程師
創新

問題解決科學新知 (一)
廖光陽

與申請實務 台一國際專利事務所專利工程師
源道專利商標事務所、升暘科技有限公司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6/5

(三)
19:10-21:00 蔡登進

社區文化
創新與發展

創新
社區文化創新與發展。

(本場次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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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