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2021-03-05  

 ：04-22840597＃22   ：綜合教學大樓 6樓 602室 微型課程詳細資訊請掃描右方 Qrcode ☞ 
如有異動，以通識中心網頁公告及課前通知為準。 

序號 課號 類別 主題系列 單元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內容簡介 注意事項 上課日期 
○1 E  

上課日期 
A○2 E  

上課日期 
A○3 E  週 節次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1 1111 理財 
衝衝衝 

月光族
bye-bye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陳雪如 介紹簡易理財方式，讓學生獲得初步

的理財概念   03/16 03/23 03/30 週二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206 

2 1121 理財 
衝衝衝 

月光族
bye-bye 股市術語輕鬆懂 陳雪如 

股市術語、籌碼分析、看盤實務操作
等，建立正確與扎實的股票投資觀
念。 

  03/15 03/22 03/29 週一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206 

3 1122 理財 
衝衝衝 

月光族
bye-bye 股市術語輕鬆懂 陳雪如 

股市術語、籌碼分析、看盤實務操作
等，建立正確與扎實的股票投資觀
念。 

  05/04 05/11 05/18 週二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206 

4 1211 理財 
衝衝衝 

小資 
大躍進 玩遊戲學經濟 鄭保志 透過遊戲認識市場機制的運作原則

及基本的廠商生產理論   04/10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5 1212 理財 
衝衝衝 

小資 
大躍進 玩遊戲學經濟 鄭保志 透過遊戲認識市場機制的運作原則

及基本的廠商生產理論   05/01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6 1311 理財 
衝衝衝 

保險 
停看聽 

三堂課教你看懂保
單 廖秀婉 基本保險種類介紹、常見保單陷阱、

設計適合的保單 
5/6需參與勞作教育、微
積分考試者請避選本班 05/06 05/13 05/20 週四 78 15：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7 1411 理財 
衝衝衝 創新創業 優化設計服務藍圖 林澤宏 

個案教學:7P 定位圖、服務藍圖/個案
研討:工作坊討論、分組實作與成果
發表 

本課程共 2 週，分 2 週
六各進行 4小時 停開 停開 - 週六 3456 10：10~15：00 

（每次 4 小時*2 週）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8 2111 從土地 
到餐桌 食在安心 走入農夫市集共學 楊文仁 了解市集的運作與經營困境、協助農

友販售、與農友共食 

第 2週上課時間為 
上午 7-12 點 
自備環保餐具 

05/15 05/22 - 週六 34 ①5/15(六)10-12 點 
②5/22(六)7-12 點 

農夫市集入口 
(惠蓀堂後方) 

9 2121 從土地 
到餐桌 食在安心 聊聊食材這檔事兒 楊文仁 認識當季食材、動手做節氣輕食(潤

餅) 

第 1 次課程建議自備環
保杯 
第 2 次潤餅實作，自備
環保餐具 

03/20 03/27 - 週六 234 ①3/20(六)9-12 點 
②3/27(六)9-13 點 

農夫市集入口 
(惠蓀堂後方) 

10 2131 從土地 
到餐桌 食在安心 香料魔法烘焙教室 蔣慎思 介紹香料植物並應用實作餅乾麵包

或鳳梨酥   03/20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食品暨生物科技
大樓 FB418 

11 2132 從土地 
到餐桌 食在安心 香料魔法烘焙教室 蔣慎思 介紹香料植物並應用實作餅乾麵包

或鳳梨酥   05/01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食品暨生物科技
大樓 FB418 

12 2221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精油芳香保健室 洪慧芳 認識薰衣草、迷迭香、薄荷，DIY好

眠噴霧、醒神按摩油、萬用膏 
 05/06 05/13 05/20 週四 34 10：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13 2222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精油芳香保健室 洪慧芳 認識薰衣草、迷迭香、薄荷，DIY好

眠噴霧、醒神按摩油、萬用膏 
5/6下午週會，大一新生
請避選本班。 05/06 05/13 05/20 週四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14 2231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香料入生活 蔣慎思 

介紹暖暖去腥的薑科植物跟熱情椒
客(胡椒、花椒、辣椒)，實作三色麵
條、辣味丸、五色湯圓 

第 2 次上課實作，請自
備餐具。 03/22 03/29 - 週一 234 09：10～12：00 

(每次 3小時*2 週) 
食品暨生物科技
大樓 FB418 

15 2232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香料入生活 蔣慎思 

介紹暖暖去腥的薑科植物跟熱情椒
客(胡椒、花椒、辣椒)，實作三色麵
條、辣味丸、五色湯圓 

第 2 次上課實作，請自
備餐具。 03/22 03/29 - 週一 678 14：10～17：00 

(每次 3小時*2 週) 
食品暨生物科技
大樓 FB418 

16 2241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東方造紙術簡介 沈熙巖 造紙歷史與纖維材料、製漿造紙程序

介紹與實作 
教室周遭樹木花草多，
自備防蚊用品 04/10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森林一館 1樓

V101 

17 2242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東方造紙術簡介 沈熙巖 造紙歷史與纖維材料、製漿造紙程序

介紹與實作 
教室周遭樹木花草多，
自備防蚊用品 04/24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森林一館 1樓

V101 

18 2411 從土地 
到餐桌 無毒生活 無毒生活自己來 許文馨 透過 DIY手工皂、紫雲膏、護手霜、

水果醋、果醬，認識無毒家庭生活   03/19 03/26 04/09 週五 34 10：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19 2412 從土地 
到餐桌 無毒生活 無毒生活自己來 許文馨 透過 DIY手工皂、紫雲膏、護手霜、

水果醋、果醬，認識無毒家庭生活   05/03 05/10 05/17 週一 34 10：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0 3211 悠遊 
樂活 健走踏查 省城憶往今猶在 蘇全正 走訪台中舊城區，了解興大與省城的

關聯性及在地文化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
量體力再報名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05/22 - - 週六 12345678 08：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台中市區） 

21 3271 悠遊 
樂活 健走踏查 前進八卦山 蘇全正 

清代彰化縣城的設置與規模/開化寺
及其觀音信仰/全台第一觀、汀州會
館定光古佛廟巡禮/踏查八卦山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
量體力再報名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03/20 - - 週六 12345678 08：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彰化八卦山） 

22 3281 悠遊 
樂活 健走踏查 彰化縣志采風行 吳政憲 行程：竹山老街/林祀埔墓/鳳凰山寺

/八通關古道講解/萬年亨衢/鳳凰眼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
量體力再報名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03/13 - - 週六 123456789 08：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南投） 

23 3282 悠遊 
樂活 健走踏查 彰化縣志采風行 吳政憲 行程：竹山老街/林祀埔墓/鳳凰山寺

/八通關古道講解/萬年亨衢/鳳凰眼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
量體力再報名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05/29 - - 週六 123456789 08：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南投） 

24 3321 悠遊 
樂活 

芥納須彌
靜修禪 安般正念禪修 蔡金昌 

基礎禪修概念及禪修姿勢介紹/安般
禪法介紹及呼吸練習/從安般禪法觀
察自我情緒及調整 

建議自備坐墊 03/15 03/22 03/29 週一 AB 18：20~20：05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25 3461 悠遊 
樂活 生活美學 油畫浮世繪 蕭怡姍 油畫技巧示範、分組實作體驗油畫創

作 

本課程為團體創作且限
定主題為浮世繪，可接
受再選課 

05/01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6 3462 悠遊 
樂活 生活美學 油畫浮世繪 蕭怡姍 油畫技巧示範、分組實作體驗油畫創

作 

本課程為團體創作且限
定主題為浮世繪，可接
受再選課 

05/15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7 3471 悠遊 
樂活 生活美學 曼陀羅與創意書寫 周玟觀 結合圖像象徵進行曼陀羅的繪製，並

以自由書寫為創意書寫工具   05/22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8 3472 悠遊 
樂活 生活美學 曼陀羅與創意書寫 周玟觀 結合圖像象徵進行曼陀羅的繪製，並

以自由書寫為創意書寫工具   05/29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9 3481 悠遊 
樂活 生活美學 景泰藍工藝— 

金絲琺瑯畫 蕭怡姍 
使用景泰藍釉料，於載體以金絲構
圖，將釉料以點藍方式覆蓋，作品將
呈現相當不同的風格。 

  03/27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30 3482 悠遊 
樂活 生活美學 景泰藍工藝— 

金絲琺瑯畫 蕭怡姍 
使用景泰藍釉料，於載體以金絲構
圖，將釉料以點藍方式覆蓋，作品將
呈現相當不同的風格。 

  04/24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31 3491 悠遊 
樂活 生活美學 輕黏土浮雕畫 蕭怡姍 

教授美術浮雕畫、立體浮雕造型等相
關的知識技能，以超輕黏土將作品製
作成半立體的想像空間。 

  03/13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32 3492 悠遊 
樂活 生活美學 輕黏土浮雕畫 蕭怡姍 

教授美術浮雕畫、立體浮雕造型等相
關的知識技能，以超輕黏土將作品製
作成半立體的想像空間。 

  03/20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33 - - - - - - - - - - - - - - 



更新日期：2021-03-05  

 ：04-22840597＃22   ：綜合教學大樓 6樓 602室 微型課程詳細資訊請掃描右方 Qrcode ☞ 
如有異動，以通識中心網頁公告及課前通知為準。 

序號 課號 類別 主題系列 單元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內容簡介 注意事項 上課日期 
A○1 E  

上課日期 
A○2 E  

上課日期 
A○3 E  週 節次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34 3611 悠遊 
樂活 

黑白配 
茗閒情 啡嚐有趣 簡世昌 介紹咖啡主要產區及品種、實作咖啡

沖泡(虹吸式、滴濾式)及品嚐   05/07 05/14 05/21 週五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35 3612 悠遊 
樂活 

黑白配 
茗閒情 啡嚐有趣 簡世昌 介紹咖啡主要產區及品種、實作咖啡

沖泡(虹吸式、滴濾式)及品嚐   05/07 05/14 05/21 週五 78 15：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36 3711 悠遊 
樂活 拈花惹草 療育手作壓花 林慧玲 

認識適用乾燥壓花之園藝植物，學習
壓花乾燥製程，實作壓花杯墊、壓花
磁鐵、壓花書籤 

  03/23 03/30 - 週二 567 13：10～16：00 
作物大樓 3F 
園藝系實驗室

H306 

37 3721 悠遊 
樂活 拈花惹草 淺談植物組織培養 廖松淵 

介紹植物組織培養在生技、農業及花
卉產業的應用，實作植物組織栽培
（玻璃罐裝小植栽） 

  03/17 03/24 03/31 週三 34 10：10～12：00 生命科學大樓 2F 
Z210 實驗室 

38 3741 悠遊 
樂活 拈花惹草 家庭園藝植物繁殖 陳錦木 

宋妤 

基本植物繁殖技術介紹/種子認識及
播種實習/繁殖結果討論檢討及種苗
管理技術介紹 

  04/07 04/14 04/21 週三 89 16：10~18：00 作物大樓 1F 
園藝系 H105 

39 3811 悠遊 
樂活 藝術賞析 舒心粉彩畫 饒凱斐 繪畫工具介紹、和諧粉彩藝術賞析與

心理放鬆/和諧粉彩實作   停開 停開 - 週四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40 3821 悠遊 
樂活 藝術賞析 印象派油畫賞析與創作 何智勇 

印象派起源與畫作介紹/構圖、用色
與筆觸概念解析/油畫創作器材並進
行創作示範/ 靜物寫生創作練習 

  03/19 03/26 - 週五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41 4131 科技 
好好玩 數位自造 3D列印（SLA光固

化） 蔡孟原 
3D列印 SLA（光敏樹脂選擇性固化）
技術、建模軟體介紹、光固化 3D列
印機操作、3D 繪圖雪人實作 

自備筆電、隨身碟或 SD
卡 8G 以上(需至數位自
造工坊「自學空間系統」
預約實作) 

04/09 04/16 - 週五 567 13：10~16：00 圖書館 5F 
數位自造工坊 

42 4141 科技 
好好玩 數位自造 3D列印（FDM） 楊俊湧 

3D列印技術 FDM（熔融沉積)簡介、
3D 掃描器軟硬體介紹、個性化 3D
名片製作 

自備筆電、20cm內可掃
描物件、隨身碟或 SD卡
8G 以上(需至數位自造
工坊「自學空間系統」預
約實作) 

03/12 03/19 03/26 週五 56 13：10~15：00 圖書館 5F 
數位自造工坊 

43 4151 科技 
好好玩 數位自造 熱昇華轉印原理及實作 羅威 

設計原理概述、繪畫軟體實作及熱昇
華轉印實機操作（製作馬克杯與飲料
提袋） 

  05/14 05/21 05/28 週五 56 13：10~15：00 圖書館 5F 
數位自造工坊 

44 4211 科技 
好好玩 

ROBOT 
機器人 

樂高 Maker：自走
避障車 陳昭亮 組裝自走避障車、學習撰寫簡易樂高

程式、避障車競走 
自備筆電＆安裝 LEGO 
EV3 程式 03/20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45 4212 科技 
好好玩 

ROBOT 
機器人 

樂高 Maker：自走
避障車 陳昭亮 組裝自走避障車、學習撰寫簡易樂高

程式、避障車競走 
自備筆電＆安裝 LEGO 
EV3 程式 04/10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46 4311 科技 
好好玩 攝身處地 用手機說故事 黃世明 手機微電影拍攝技巧及實作   03/27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47 4321 科技 
好好玩 攝身處地 網紅的手機拍照技巧 黃世明 基礎攝影技巧、美食漂浮照、逆光美

照、自拍方法、照片後製   03/13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48 4511 科技 
好好玩 

鳥瞰 
興視界 空拍初體驗 許鈺群 無人機飛行教學、實地空拍興大校

園、影像處理與 3D 建模 
自備筆電＆安裝模擬飛
行軟體 05/01 - - 週六 23456789 09：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49 4512 科技 
好好玩 

鳥瞰 
興視界 空拍初體驗 許鈺群 無人機飛行教學、實地空拍興大校

園、影像處理與 3D 建模 
自備筆電＆安裝模擬飛
行軟體 05/22 - - 週六 23456789 09：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50 4521 科技 
好好玩 

鳥瞰 
興視界 空拍初體驗(進階) 許鈺群 複習初階課程、法規介紹、無人遙控

載具考照基礎飛行 

限已具無人機操作基礎
者選修。自備筆電＆安
裝模擬飛行軟體 

05/29 - - 週六 23456789 09：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51 4731 科技 
好好玩 資訊開講 資訊素養建立：以密室脫逃為例 范耀中 資訊技術未來重點技術概觀說明、密

室脫逃空間實際體驗 

密室脫逃為 4 人一組，
每週(三)晚上 A-C 節進
行 1組，共分 12 週/組，
需配合分組 

03/11 
週四 

03/17 
| 

06/09 
- 週三 ABC 

① 全體前導課程 3/11 
(四)18:20~21:00 

② 密室脫逃分組體驗
(三)18:20~21:00 

①應用科技大樓 
335教室 
②應用科技大樓
358實驗室 

52 5221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
沒 惠蓀林場生態之旅 劉思謙 走訪惠蓀林場、雙冬吊橋、九九峰、

七股大樟樹、烏溪、蘭島溪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
量體力再報名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03/20 - - 週六 123456789 08：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惠蓀林場） 

53 5222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
沒 惠蓀林場生態之旅 劉思謙 走訪惠蓀林場、雙冬吊橋、九九峰、

七股大樟樹、烏溪、蘭島溪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
量體力再報名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05/15 - - 週六 123456789 08：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惠蓀林場） 

54 5241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
沒 

康橋第一次釣魚就
上手 吳政憲 

釣具介紹、餌料搭配、釣線繩結種類
與打法、線組零組件與調整等/於康
橋實釣，透過討論調整釣具與技巧 

  03/27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釣魚實作:康堤) 

55 5331 通識 
萬花筒 軟實力 玩桌遊學活動管理 童秋霞 透過桌遊的操作讓同學學習活動中

的領導、溝通、團隊合作等管理能力   04/09 04/16 04/23 週五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56 5361 通識 
萬花筒 軟實力 情境遊戲學—做場

遊戲很簡單 江孝昇 
蒐集與分析遊戲化應用族群資訊、擬
定各類型遊戲化活動企劃、各類型桌
遊活動操作、活動結案報告與分析 

  03/15 03/22 03/29 週一 34 10：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57 5421 通識 
萬花筒 

前進 
東南亞 我的東南亞日常 官安妮 

印尼與越南節慶服飾文化、庶民飲食
文化、童玩遊戲、手作體驗（印尼椰
絲球、越南春捲） 

  05/28 06/04 06/11 週五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58 5511 通識 
萬花筒 生命教育 毛小孩的居家護理 林荀龍 建立與寵物良性互動、了解狗的毛髮

知識，建立正確護理觀念 
攜帶寵物狗 1 隻，必須
使用牽繩，自備剃剪 05/15 05/22 - 週六 234 09：10～12：00 

（每次 3 小時*2 週） 
動物疾病診斷 
中心QB201 

59 5521 通識 
萬花筒 生命教育 從依戀風格談愛情 林育如 透過課堂討論自己的愛情依附風格   03/27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60 5541 通識 
萬花筒 生命教育 築夢樹生涯探索 林育如 透過築夢樹探索，對自我有更進一步

的了解   05/22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61 5621 通識 
萬花筒 探索自我 點亮情緒迷霧 謝文軒 

了解情緒原因及探索自我真實感受/
了解正、負向情緒及其影響/果凍蠟
燭製作 

  05/29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62 5631 通識 
萬花筒 探索自我 玩馬雅曆探索自我 饒凱斐 

認識工具馬雅曆及各圖騰含意/了解
人生旅程中 13 個議題/梳理情緒內
在，規劃與管理美好人生藍圖 

  05/04 05/11 05/18 週二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63 5711 通識 
萬花筒 情感教育 我的愛情角色 謝文軒 

1.自我特質及愛情價值觀探索 
2.溝通模式的了解 
3.製作特質鞋帶鑰匙圈 

  04/10 - - 週六 234567 0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64 5821 通識 
萬花筒 人際溝通 

挑對時機說對話—
趨吉避凶，打開好人
緣 

施亭因 認識自己的溝通風格/看懂適合溝通
的時機，運用有效溝通方式   05/29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65 5831 通識 
萬花筒 人際溝通 自信表達力工作坊 張永翰 

公眾表達開場技巧/聲音表情與情境
傳達/敘事技巧方法訓練/故事實戰
呈現 

  04/10 - - 週六 234567 09：10～16：30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66 5911 通識 
萬花筒 

大學社會
責任 

家屋文化-賽德克族
傳統技術共學工作
坊 

賴慶明 
野外採集：體驗鑽木取火方法/狩獵
文化：陷阱製作方法、獵徑追蹤/藤編
文化：進行家屋製作黃藤綁紮技法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
量體力再報名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04/24 - - 週六 12345678 08：0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南投清流部落) 

67 5921 通識 
萬花筒 

大學社會
責任 

國民參與審判是什
麼 周穎宏 國民法官制度介紹、刑法及刑事訴訟

法簡介、模擬演練  05/15 05/22 - 週六 234 09：10～12：00 
（每次 3 小時*2 週）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