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6/03/14(三) 楊德恩理事長 台灣品格籃球協會 我的人生籃球道 

2 106/03/15(四) 黎士鳴老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開展你的幸福人生 

3 106/03/21(三) 龍冠華臨床心理師 杏陵性諮商中心 
不好意思搞砸了你對愛情的想像

－我們的問題，是誰的問題？ 

4 106/03/22 (四) 謝青龍教授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學系 生命中的 Bucket List 

5 106/04/11 (三) 劉志偉所長 嘉義縣政府人力發展所 鬼扯的文青與文青的鬼扯？  

6 106/04/12 (四) 劉志謙執行長 自然生活工坊 虎尾的大時代小日子 

7 106/04/18(三) 方慧臻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

創意應用研究所 
音樂、符號與文創 

8 106/04/19(四) 李錫錕教授 圓神出版社 
築夢的 POWER-踏出舒適圈

的第一步 

9 106/05/02(三) 沈泓颺理事長 台南玩坊桌上遊戲 虛擬世界的文化反思 

10 106/05/03 (四) 唐麗芳館長 雲林故事館 學校在窗外 

11 106/05/09(三) 陳嘉瑀音樂製作人 福茂唱片、大千電視台 音樂文學：詩樂的華麗冒險 

12 106/05/10(四) 張忠仁先生  不一樣的開始 夢想起飛 

13 106/05/23(三) 呂慶龍理事長 
中法比瑞文化經濟協會 

(前駐法國特任大使) 

疼惜台灣 放眼國際：挑戰與

機會 

14 106/05/24(四) 陳永鑫作曲家 中山醫學大學 誰在學音樂？ 

15 106/06/13 (三) 林惠珊研究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鳥類生

態研究室 

從老鷹生態看農村生態系的

綠色保育 

16 106/06/14(四) 陳志柔副所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通識教育所為何來：學會分

辨誰在胡說八道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6/09/20(三) 陳信豪執行長 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你怎麼會留在雲林 

2 
106/09/21( 四 )(

夜) 
蕭竹賀藥師 大林慈濟醫院 無藥而癒，樂來樂健康 

3 106/09/27(三) 彭立勛副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

生活設計系所 

在地服務的價值-部落

設計培力與分享 

4 
106/09/28 ( 四 ) 

(夜) 
楊日申館長 雲林布袋戲館 利他，讓你領先未來 

5 106/10/18(三) 程威銓作家 
Womany女人迷《愛情研

究室》 

他傳這句話是什麼意

思？滑世代的網路戀

愛心理學 

6 
106/10/19( 四 ) 

(夜) 
蕭俊傑博士 國家太空中心 人生實驗室 

7 106/10/25(三) 王政榮董事長 
旭泰精密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 
知識 品德 應變力 

8 106/10/26(四)  
洪淑宜助理教

授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不一樣的思考 

9 106/10/26(夜) 
高知遠助理教

授 
南華大學文學系所 

凝視生命的幽暗-從生

命敘述淺談人生的困

境與超越 

10 106/11/15(三) 吳春山董事長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從際遇中探索 

11 
106/11/16( 四 ) 

(夜) 
盧克文董事 1919食物銀行 職場與品格競爭力 

12 106/11/29(三) 郝明義董事長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閱讀的七道階梯 

13 
106/11/30( 四 ) 

(夜) 
李偉文理事長 荒野保護協會 走在山海河間的沉思 

14 106/12/06(三) 汪世旭總經理 羅布森股份有限公司 書‧生活‧馬拉松 

15 
106/12/07 ( 四 ) 

(夜) 
陳尚筠導演 上劇團 

原來我們這麼近-用戲

劇的身體認識自己 

16 106/12/20(三) 于金堂牧師 台中慕義堂 
從青年人的四個大夢

看如何擇偶？ 

17 106/12/21(四) 陳世雄院長 南華大學科技學院 生態永續與有機農業 

18 106/12/21 (夜) 蔡匡忠教授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如何自災害現場全身

而退？消防策略面面

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5/03/15(三) 
Patricia Smith 

副處長 
澳洲駐台辦事處 

Australia and Taiwan: an 

overview 

2 105/03/16(四) 陳永鑫作曲家 中山醫大 音樂語言-解析文化密碼 

3 105/03/22(三) 吳素芬教授 台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翻轉觀點玩肢體 

4 105/03/23(四) 葉欣執行長 古典音樂台 聽見"無線"美好 

5 105/03/29(三) 洪堯泰創辦人 Fablab  Taipei FabLab與未來 

6 105/03/30(四) 賴明道總經理 帝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轉變心念 

       -創造科技人的燦爛人生 

7 105/04/12(三) 蔡明哲處長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創新經營一翻轉臺大實驗林 

8 105/04/13(四) 范情教授 東海大學 性別的定義正在改變 

9 105/04/26(三) 陳瑩山醫師 國泰綜合醫院(眼科) 
內服外用抗 3C 

-搶救惡視力大作戰 

10 105/04/27(四) 林汶鑫博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

生產系 
荷蘭設施園藝的產業參訪與學習 

11 105/05/03(三) 許炳堅講座教授 長庚大學電子系 
數 位 雙 智 慧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12 105/05/04(四) 李仁芳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管理 

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青春進鄕與地方創生浪潮 

13 105/05/17(三) 龔書章所長 交通大學建築所 
創造改變。創新未來－從義築、

蘭花屋、城市設計到社會創新 

14 105/05/18(四) 高銘謙表演藝術者 雲門流浪者之歌  

15 105/05/24(三) 楊善國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

械工程系 
更美的大學生活 

16 105/05/25(四) 謝士雲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

暨研究所 
走過提琴音樂的三百年風華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5/09/28 陳永鑫作曲家 中山醫大 音樂與語言-解析文化密碼 

2 105/09/29(夜) 林慧如專員 黃金博物館教學研究組 博物館不只是博物館 

3 105/10/05 鄭佑軒執行長 RTM泛旅遊 玩轉數位 x文化觀光 x旅遊新創 

4 105/10/06(夜) 陳良棟副組長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

組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5 105/10/19 

Judith 

Hidaisi  

國際長 

匈牙利布達佩斯商業大

學 
文化價值的社會經濟影響力 

6 105/10/20 范雲教授 台大社會系 
從野百合、太陽花到社會民主：在

理想與現實之間前進 

7 105/10/20(夜) 沈泓颺理事長 台南玩坊桌上遊戲 從歐式遊戲看哲學教育 

8 105/10/26 汪兆謙團長 阮劇團 
把「我」的事變成「我們」的事：

談阮劇團的展演製作思考 

9 105/10/27(夜) 羅美蘭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

產業學系 
送你三個禮物：創意、美感、思維 

10 105/11/16 邱英雄董事長 宏碁集團 贏向虎尾科大菁英的挑戰與契機 

11 105/11/17 洪綺鎂團長 蒙納米豎琴樂團  

12 105/11/17(夜) 阮安祖主持人 公共電視 勝利催落去 尋找台灣的聲音跟故事 

13 105/11/30 曾耀寰理事長 科學月刊社 網路公民科學-以天文学為例 

14 105/12/01(夜) 楊瑪莉社長 遠見雜誌 預見大未來-小島的大挑戰 

15 105/12/14 游本志副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 自然要生態 - 工程也生態 

16 105/12/15(夜) 黃兆欣藝術家 辜公亮文教協會 京劇好好玩 

17 105/12/21 曾國藩副校長 慈濟大學 以身相許：付出與承擔 

18 105/12/22(夜) 施貞仰副署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潮啊！青年勞動力發展未來趨勢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5/03/23 余遠炫作家 客家電視台新聞部採訪組 
贏在人生的轉折處-歷史大

贏家告訴我們的成功故事 

2 105/03/24 林豪鏘教授 國立台南大學 情感運算與互動數位內容 

3 105/03/30 王哲夫博士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921

地震教育園區 
地震來了，往哪兒躲？ 

4 105/03/31 
張其棟助理教

授 

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暨微

積分教學中心 
小數界大學問 

5 105/04/13 楊士範總監 關鍵評論網 
講題：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

者？你該怎麼「看」媒體 

6 105/04/14 陳素香理事長 國際勞工協會 
台灣產業變化與勞工人權

處境 

7 105/04/27 

Christian 

Fuchssteiner 

Director  

奧地利駐台代表 

ADVANTAGE AUSTRIA All 

about Austria: Overview, 

Economy & Trade 

8 105/04/28 楊永斌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寧靜致遠   擇善固執 

9 105/05/04 林煜喆董事長 常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界經歷---(如何成立一

家公司   開創一個事業) 

10 105/05/05 葉哲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動機工程系 
工業物聯：速度與準度的進

擊 

11 105/05/11 葉怡均團長 台北曲藝團 I-Fun,.I-Play,I---說笑 

12 105/05/12 陳春利管理師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嘉

義酒廠 
工安管理職場的甘苦談 

13 105/05/18 林昭維醫師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心臟血

管醫學中心 
如何判斷正確的健康訊息 

14 105/05/19 趙家麟主任 國泰人壽昌峰通訊處 人生，保險嗎？ 

15 105/05/25 
郭乃禎助理教

授 
美國奧古斯塔大學 

從池田大作的角度談青年

與職業選擇 

16 105/05/26 潘世偉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全球化經濟與勞資關係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4/09/30 呂承耀先生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從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法令談上班族勞動權

益 

2. 104/10/01 張淑美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談談生命之最重要 

3. 104/10/7 張傳嵩志工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關心健康，關愛世界 

4. 104/10/8(夜) 廖鴻基海洋作家  人與海的對話 

5. 104/10/21 劉哲瑜講師 英格國際行銷公司 勇氣是追夢的入場卷 

6. 104/10/22(夜) 楊澤民執行長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pm2.5與健康 

7. 104/11/04 許菁芸講師 
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助理教授 
俄羅斯的政治與文化 

8. 104/11/05 丁威仁副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 詩的創意，創意的詩 

9. 104/11/05(夜) 劉欣維講師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2025 台灣環境危機與

挑戰 

10 104/11/25 魏百谷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

所 
探索中亞國度 

11. 104/11/26 劉安真助理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認識多元性別 

12. 104/11/26(夜) 簡政展導演 舊視界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紀錄片導演的社會責

任 

13. 104/12/02 何明果校長 大同大學 職場成功致勝之道 

14. 104/12/03 甘耀明作家  
沒有一條路是捷徑-

我的小說書寫之旅 

15. 104/12/03(夜) 簡政展導演 舊視界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紀錄片導演的社會責

任 

16. 104/12/16 
A CAPELLA 人聲

合唱團 
台中室內合唱團  

17. 104/12/17 張至廷兼任講師 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 
文學彩度：規劃之效

與非預期之驗 

18. 104/12/17(夜) 吳明烈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務長/

特聘教授 

終身學習與學習型人

才 

19. 104/12/30 劉欣維講師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最綠的保育之旅-生

態工作假期 

20. 104/12/31(夜) 胡文豐校內講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活著-點亮生命的光

彩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3/03/18 蔡清池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智能行動機器人之發展與應用 

2. 103/03/19(夜) 李後璁作者 
李後璁(山鹿)，

山鹿自然工作室 
從醫院到森林-不同的人生選擇 

3. 103/03/25 邱信富董事長 晁陽綠能園區 農業經營新創意-綠經濟 

4. 103/03/26 蔣耀賢執行長 橋仔頭文史協會 金甘蔗影展 

5. 103/04/01 盧銘世老師 小樹藝術工作室 種樹的男人●綠手指的夢 

6. 103/04/08 陳美芬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俄羅斯不相信眼淚 

7. 103/04/09(夜) 陳佩軍醫師 
成大醫院斗六分

院 
通往美麗的秘密-認識美容醫學 

8. 103/04/15 
雲林縣遠景發

展協會 

雲林縣遠景發展

協會 
現代藝術交流展 

9. 103/04/16 李國禎先生 音樂人 雞湯的烏克麗麗鍋 

10 103/04/23 
楊佳嫻助理教

授 
國立清華大學 張愛玲與攝影 

11. 103/04/29 龐維德處長 歐洲經貿辦事處 歐洲聯盟與青年願景 

12. 103/04/30(夜) 陳世憲老師 在人文創 生命多想想 

13. 103/05/06 吳洛櫻編劇 台北藝術大學 一位台灣電影創作者的修練 

14. 103/05/07 施克和先生 建設處 環境資源的權利關係 

15. 103/05/13 鄭智偉主任 
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 

燒毀歧視網羅平等-淺談性別多

元與人權 

16. 103/05/14 陳向榮副總裁 友嘉實業集團 有嘉集團國際化經營策略分享 

17. 103/05/20 林長寬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理解伊斯蘭 

18. 103/05/21(夜) 楊書軒先生 
國立台北科技大

學 

發現新之谷，一趟愛與療癒的旅

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3/09/24 鄭石岩教授 
台灣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培養自己的軟實力 

2. 103/09/25 蔡競賢執行長 
湛天創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跟著全球一起瘋創業！ 

3. 103/10/1 郭麗安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 生活與性別：性別平等 

4. 103/10/2(夜) 
王瓊玲教授 

VS豫劇團 
國立中正大學 

小說‧戲劇‧電影 一家

親 

5. 103/10/8 
Professor 

Vendor 
 

歐洲人眼中的台灣與中

國關係 

6. 103/10/9 江明龍團長 正明龍歌劇團 百年歌仔廟藝傳埕 

7. 103/10/15 鄭同僚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南方四島的美麗與哀愁 

8. 103/10/16(夜) 蔡昇達先生 歐北來共同創辦人 這座島嶼教我的事 

9. 103/10/22 方梓老師 自由作家 
女性的言說與旅程-我的

創作 

10 103/10/23 廖祿立董事長 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關照生活 

11. 103/10/29 蘇評揮教授 經濟部 
台灣學術研究與產業發

展之國際化挑戰與策略 

12. 103/10/30 邱銘源副執行長 
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

會 

十年磨一劍，我和素蘭媽

媽的追夢人生 

13. 103/11/12 李淵百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福祉系列講座 

14. 103/11/13(夜) 陳永鑫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 從語言開始的一場冒險 

15. 103/11/26 當代傳奇劇場 當代傳奇劇場 當代傳奇劇場 

16. 103/11/27 黃翠梅教授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大話古玉-地偉‧天經‧

世事‧人情 

17. 103/12/03 蔣伯欣教授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動搖的時代：日治時期台

灣文化運動的視覺敘事 

18. 103/12/04 李法憲理事 有機農夫 
鋤頭是一種生活價值的

研究 

19. 103/12/11 施富盛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 另一種歐洲是存在的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3/03/12 上劇團   

2 103/03/13 陳禎祥校長 臺東專科學校 時間管理 

3 103/03/13(夜) 陳禎祥校長 臺東專科學校 時間管理 

4 103/03/19 張明杰副總經理 和泰汽車 豐田模式服務流程改善 

5 103/03/20 陳昭雄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少點生氣、多點爭氣-學習做

一個有教養的人 

6 103/03/26 莊明達先生 沙畫藝術家  

7 103/03/27 何明果校長 大同大學 無法置身事外的國際化潮流 

8 103/04/02 王瓊玲教授 中正大學 走進人生，寫出感動 

9 103/04/03 賴榮孝理事長 荒野保護協會 我們要的未來 

10 103/04/09 林煜喆董事長 常陽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太陽能電廠設置面面觀 

11 103/04/17 傅木龍副司長 教育部綜合規劃公司 做自己與別人的天使 

12 103/04/17(夜) 傅木龍副司長 教育部綜合規畫公司 做自己與別人的天使 

13 103/04/30 王陳鴻副總經理 慶鴻機電工業公司 職場私房學 

14 103/05/01 黃猷欽老師 台南藝術大學 台灣大眾視覺文化：郵票、

電影與漫畫 

15 103/05/01(夜) 黃猷欽老師 台南藝術大學 台灣大眾視覺文化：郵票、

電影與漫畫 

16 103/05/14 盧泰康老師 台南藝術大學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古代茶文

化與茶具 

17 103/05/18 劉怡蘋老師 台南藝術大學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古代茶文

化與茶具 

18 103/05/21 林淇瀁副教授 台北教育大學 臉書藏知己 

19 103/05/22 楊建宗總經理 鼎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工作經驗談 

20 103/05/28 陳國亮教授  翻滾吧！夢想與人生~如何

創造生命的價值 

21 103/03/29 陳秀惠女士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女人屐痕與性別主流化 

22 103/03/29(夜) 陳秀惠女士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女人屐痕與性別主流化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2/09/25 邵廣昭執行長 中央研究院 海鮮的輓歌 

2 102/09/26 鍾永豐先生 浩然基金會 志願服務作為旅行方式 

3 102/10/02 李蒼郎署長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國內農產品產銷概況 

4 102/10/03 劉大潭董事長 速跑得機械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用創意製造成功機會 

5 102/10/03(夜) 劉大潭董事長 速跑得機械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用創意製造成功機會 

6 102/10/09 莊明哲副主任 中國科技大學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7 102/10/17 吳明德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 霹靂布袋戲的表演藝術 

8 102/10/23 魚夫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數位閱讀的樂趣 

9 102/10/24 卓火土董事長 財團法人宏達文教基金會 品德教育分享 

10 102/10/30 吳欣澤同學  製造音樂改變視界-吳欣

澤的原生音樂之旅 

11 102/10/31 高怡君輔導員 樹德科技大學 性平一把罩-談尊重與愛戀 

12 102/10/31(夜) 高怡君輔導員 樹德科技大學 性平一把罩-談尊重與愛戀 

13 102/11/07 林銘遠總經理 守護天使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 

轉折點的佈局：從事業投資

到人生經營 

14 102/11/27 林福清導演 有影文化 開啟生命的奇幻旅程 

15 102/11/28 郭育吟 勵馨基金會 跳脫性別的框框 

16 102/11/28(夜) 郭育吟 勵馨基金會 跳脫性別的框框 

17 102/12/04 鄭同僚副教授 政治大學 我給故鄉澎湖的一封信-

《案山里 100 號》口述歷史

的書寫故事 

18 102/12/05 郭智輝董事長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未來的生活 

19 102/12/11 許榮哲總編輯 四也出版社 電影不只兩個字：以李安

的少年 Pi為例 

20 102/12/12 施又熙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向日葵全

人關懷協會 

牽絲萬簍的人生-談原生

家庭與我們的心關係 

21 102/12/12(夜) 施又熙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向日葵全人關

懷協會 

牽絲萬簍的人生-談原生

家庭與我們的心關係 

22 102/12/18 莊佳穎董事長 東亞文化流行協會理事長 歡迎來到微甜系時代-可愛

文化與台灣社會 

23 102/12/19 李根政執行長 地球公民基金會 解決環境問題的幾項思辨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2/03/06 馬繼康作家 作家 旅行男女大不同 

2 102/03/07 張光瑤總經理 光纖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對同仁的教導與期許 

3 102/03/13 陳明璋副教授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開啟數學與藝術的一扇

窗-結構式繪圖法的世界 

4 102/03/14 陳雪 作家 愛的各種可能 

5 102/03/20 南風劇場  界/線 

6 102/03/21 台灣戲劇表演家

劇團 

 愛時尚 

7 102/03/21(夜) 台灣戲劇表演家

劇團 

 當生活遇上戲劇 

8 102/03/27 張宏林執行長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公民監督國會的影響與改

變(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

手) 

9 102/03/28 馮丹白校長 明新科技大學 悟出我們都懂得事 

10 102/04/10 呂登元處長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識「台江國家公園」 

11 102/04/17 王丹客座助理教

授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客座助理教授 

從知識到知識分子 

12 102/04/18 容繼業校長 高雄餐旅大學 台灣美食全球在地化之機

會與挑戰 

13 102/04/18(夜) 謝青龍學務長 南華大學 在自我的追尋中看見他者

的存在 

14 102/05/01 鹿憶鹿教授 東吳大學中文系 虎姑婆來了----我們的

民間故事 

15 102/05/02 陳明德董事長 長泓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驅動創新、創造價值 

16 102/05/02(夜) 陳明德董事長 長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驅動創新、創造價值 

17 102/05/08 江育達先生 農村武裝青 唱給土地的歌 

18 102/05/09 周至宏教授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自動控制的發展與應用 

19 102/05/15 爵代劇場   

20 102/05/16 李倉期董事長 立期電線電纜公司 淺談泡沫的中國 

21 102/05/22 詹長權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全球衛生中心 環境汙染與防癌-從六輕談起 

22 102/05/23 李祖添講座教授 中原大學電機系 珍惜你的輕時代 

23 102/05/30 蘇陳端作家 作家 兩性溝通術 



24 102/05/31 陳保羅主任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 福島核災與慢性核災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1/09/27(夜) 劉欣維專員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氣候變遷與台灣環境現況 

2 101/10/03 孫維新館長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人生苦短，何不找些知識的趣

味？ 

3 101/10/04 劉欣維專員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氣候變遷與環境危機 

4 101/10/17 林茂賢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

灣語文學系 

台灣的熱門音樂-林茂賢梨春園

北管音樂演示 

5 101/10/18 陳攸華講座教

授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

科技研究所 

120公分的勇氣 

6 101/10/24 吳承鴻典獄長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

獄 

刑事政策之潮流與矯正機關因

應對策 

7 101/10/25 劉學慧理事長 漸凍人協會 第三個願望 

8 101/10/25(夜) 李應芳主任 虎尾稽徵所 租稅簡介 

9 101/10/31 蔡適陽秘書長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創新志業展現生命價值 

10 101/11/01 陳以真主任委

員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 

介紹政府對青年提供的服務 

11 101/11/08 管中祥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

系 

搞懂媒體：別讓媒體礙到你！ 

12 101/11/21 張正傑老師 大提琴家 絃外之音-張正傑大提琴獨奏會 

13 101/11/22 黃源盛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問世間「法」為何物-人性、規

範、秩序 

14 101/11/28 亞榮隆●薩可

努老師 

作家 不一樣的價值 

15 101/11/29 劉柏宏教授 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

識教育中心 

藝術中的數學 

16 101/11/29(夜) 劉柏宏教授 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

識教育中心 

藝術中的數學 

17 101/12/05 劉克襄老師 作家 年輕時的探險與冒險 

18 101/12/06 邱美月理事長 臺南女性權益促進會 性別與法律 

19 101/12/12 侯乃榮主播 中國電視公司 主播的秘密-新聞的幕前幕後 

20 101/12/13 江文德的董事 錠嵂保險經紀人 勇敢做大夢 

21 101/12/19 劉慶聰執行長 研華文教基金會 創造力改變世界 

22 101/12/20 許榮哲老師 四也出版社 人生是一場囚徒賽局 

23 101/12/20(夜) 許榮哲老師 四也出版社 人生是一場囚徒賽局 

24 101/12/26 王英達理事長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你不可不知的勞動權益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1/03/07 陳陽春老師 藝術家 彩色人生 

2 101/03/08 李長青老師 草湖國小 目擊文學現場：我的大

學活 

3 101/03/08(夜) 李長青老師 草湖國小 目擊文學現場：我的大

學活 

4 101/03/14 鄭元東老師 駐校藝術家 藝術大爆炸 

5 101/03/15 甘耀明作家 靜宜大學 小說之內與小說之外-

我的創作歷程 

6 101/03/21 張昭焚董事長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意、創新、創業-利用

三創開拓美麗前程 

7 101/03/28 崔愫欣老師 雲門舞集-流浪者校園講座 從三里塚到水俣追尋紀

錄片與社會的軌跡 

8 101/03/29 林榮崧總監 天下文化科學館 科學文化人的夢 

9 101/03/29(夜) 劉顯親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E化時代學英文 

10 101/04/11 羅孟諺組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

訊工程系 

那些年我們一起使用的

學習歷程檔案 

11 101/04/12 李相臣主任 內政部警政署諮詢室 網路犯罪與資訊安全 

12 101/04/26 李崇建老師 台灣青少年教育協進會 沒有圍牆的學校-我的生

命故事 

13 101/04/26(夜) 饒夢霞老師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What is Happiness？ 

14 101/05/03 姚淑文執行長 現代婦女基金會 愛情選擇權 

15 101/05/09 陳榮俊特派員 自由時報雲林新聞小組 隨時隨地從”心”出發 

16 101/05/10 曾志朗院士 中研院 人人都是科學人 

17 101/05/16 焦興鎧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工作職場性騷擾問題與

法律對策 

18 101/05/17 江偉君經理 泰集鴻科技跨國企業 坐也可比別人高 

19 101/05/17(夜) 江偉君經理 泰集鴻科技跨國企業 坐也可比別人高 

20 101/05/23 台灣曲藝團 台灣曲藝團 台灣曲藝團相生逗你玩 

21 101/05/24 賴鼎銘校長 世新大學 我的學習歷程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實施紀錄 

項次 演講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關 講題 

1 100/09/28 蘇清恭院長 雲林地方法院 法律文的社會關懷 

2 100/09/29 鄭元東老師 虎尾科技大學駐校藝術家 放鞭炮●看漫畫●做藝術 

3 100/09/29(夜) 王溢嘉老師 作家 追尋典範，實現自我 

4 100/10/05 蘇一仲董事長 和泰興業股份有公司 要最好，您非變不可 

5 100/10/06 李勤岸所長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

言文學所 

現在進行式的台灣文學 

6 100/10/12 許榮哲老師 耕莘文教基金會 在我還不是天才的時

候，就已經是天才了 

7 100/10/13 林呈光經理 中華航空公司飛機修護中心 淺談民用航空維修 

8 100/10/20 蕭建華先生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 11界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 

作後一堂生命的課~相信生

命價值的奇蹟 

9 100/10/20(夜) 蕭建華先生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 11界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 

作後一堂生命的課~相信生

命價值的奇蹟 

10 100/10/26 陳謙老師 博揚文化事業 半裸與全開-我的詩生活 

11 100/10/27 鄭義和局長 財政部台灣省中區國稅局 當前財政狀況與稅務議題

剖析 

12 100/11/02 饒邦安副司長 教育部技職師 當前技職教育政策與未來

發展方向 

13 100/11/03 王國明講座教授 元智大學工程學院 次世代青年之職涯規劃與

展望 

14 100/11/17 洪寶蓮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

運動醫學系 

情緒壓力與管理 

15 100/11/17(夜) 洪寶蓮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

運動醫學系 

情緒壓力與管理 

16 100/11/23 鄭淑勻董事長 觀音旅行社 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 

17 100/11/24 李崇建董事長 台灣青少年教育協進會 寫作即是生活-我的生命故

事 

18 100/11/30 劉廣英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要讓嫦娥想回家 

19 100/12/01 陳怡君老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所 

女性影展一：女性生體自

覺 

20 100/12/07 夏菲老師 作家 從搭訕中遇見愛情 

21 100/12/08 陳逸婷老師 國立高學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所 

女性影展三：玫瑰戰爭與家

庭議題  

22 100/12/08(夜) 張鐵志先生 作家 音樂如何改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