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18 學群分類

(110.8.12 更

新)

講座類型 演講題目 講者

1 數位內容應用與發展 陳兆南老師

2 從人工智慧創造生涯價值 朱學亭老師

3 改變世界的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呂威甫老師

4 人工智慧的發展與應用趨勢 廖岳祥老師

5 人工智慧在生活上應用與理論 劉兆樑老師

6 人工智慧概論與應用 劉兆樑老師

7 有趣的人工智慧 時文中老師

8 程式設計有那麼難嗎？ 蔡存孝老師

9 大數據趨勢與應用 鄭家年老師

10 大數據行銷 鄭家年老師

11
人工智慧於智慧製造及醫療方面

的發展與未來
林俊淵老師 

12 讓寫程式變簡單的啟思博學習法 朱學亭老師

13 當人工智慧遇到了物聯網 陳興忠老師

14 明天過後-數位化的趨勢與衝擊 黃淑英老師

15
資訊發展 / 光電科技的發展與

應用
葉榮輝老師

16
資訊發展/ 現代生活中的半導體

世界
游瑞松老師

17 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 陳榮燊老師

18
生物醫學與精準

醫療
生物醫學工程簡介與未來發展 蘇文郁老師

19 人工智慧與大數 資訊發展 / 智慧電子設計 謝長倭老師

20
理工基礎課程應用於醫學工程的

發展與願景
宋昱霖老師

21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 張培均老師

22 是失智症! 還是健忘! 他怎麼 簡慧雯老師

23 擺脫紅唇族~ 勇敢拒絕檳榔 彭逸稘老師

24 現代南丁格爾:護理師的日常 李麗君老師

25 你所不知道的傷口照護大小事 邵佩琳老師

26 癌症找上您了嗎! 黃士滋老師

27 淺談巴金森氏症 歐秀中老師

28 成為愛奇兒的守護天使 汪佩蓉老師

29 大姨媽你好--談經期保健 林君黛老師

30 就是想要知道多元護理職涯發展 張華蘋老師

31 花樣少年的身體密碼 洪慧容老師

32 有愛的小心肝-器官捐贈 熊乃歡老師

33 美麗，運動的好夥伴-隱形眼鏡 陳經中老師

34 你知道你的眼睛很辛苦嗎? 曾榮凱老師

35
你一定要認識的衛福部第15類醫

事人員-驗光師
曾榮凱老師

36 認識聲音通路 柳佩辰老師

37 聽能輔具與人工電子耳 田輝勣老師

健康管理與身體

保健

醫藥衛生學群

工程學群

資訊學群
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

大學工程機電學

什麼

生物醫學與精準

醫療
數理化學群



38 科技輔具 張慧珊老師

39 噪音世代的聽覺保健 張慧珊老師

40 語言小天才-兒童語言發展 曾尹霆老師

41 什麼是臭乳呆 簡欣瑜老師

42 談聲帶：認識＆保護你的獨門樂 盛華老師

43 物理治療面面觀 汪佩蓉老師

44 正確姿勢知多少 李茵老師

45 高齡健康風險評估與管理 石尹華老師

46 個人健康管理 石尹華老師

47 高齡運動與健康促進 楊尚育老師

48 淺談健康產業管理 劉芷菁老師

49 認識健康照護體系 劉芷菁老師

50 認識老化及高齡者友善環境 邱鈴真老師

51 樂齡生活大不同 盧婧宜老師

52
台灣學生看美國:文化與生活之

衝擊
葉又綠老師

53 想念我自己-認識失智症 曾明月老師

54 生命週期的性發展與性健康 蔡麗雅老師

55 青春如我~認識自己，擁抱健康 鄭淑貞老師

56 失眠不吃藥~就靠這幾招! 靖永潔老師

57
Saving Lives, Restoring

Hope.我們都是自殺防治守門員!
靖永潔老師

58 孤獨咖啡館~我是憂鬱症嗎？ 靖永潔老師

59 護理工具小幫手 李慧琦老師

60 探索人體的奧秘 方維翎老師

61 你夠Chill 嗎？一起釋放壓力 王舒薇老師

62 阿呀!我的媽(新生兒照護) 鄭怡娟老師

63 燃燒吧!熱情!-用義診環遊世界 張雅雯老師

64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知多少 林鋐宇老師

65 重健人生 李雅珍老師

66 正念職能，開啟美好的人生 尤菀薈老師

67 職能治療師教你正念過生活 尤菀薈老師

68 美麗心世界 陳芝萍老師

69 健康心生活~美麗人生 Role 陳芝萍老師

70
職能治療可以做的比你想像得還

多！
吳姿誼老師

71
做 LOL 及傳說真正的主人-談網

路成癮
簡才傑老師

72 遠距醫療怎麼做？ 黃郁潔老師

73 骨質疏鬆的成因與預防 陳彥年老師

74 擾人的疼痛，我們分手吧 張恆誌老師

75 物治樂園-陪你阿公阿嬤玩遊戲 張恆誌老師

76
復健醫學知多少-中風後說話不

清楚如何作言語復健
曾尹霆老師

77
現代精神疾病的處置模式- 復健

治療
簡才傑老師

健康管理與身體

保健

醫藥衛生學群

復健醫學知多少



78
大數據時代對醫療產業商業模式

的影響
楊鎮嘉老師

79 資訊科技與醫療照護的結合 邱鈴真老師

80 認識芳香精油 李傳珍老師

81 保健食品魚油的作用 鄧正賢老師

82 吃出免疫力 吳文慈老師

83 升學大哉問--醫藥衛生學群 吳樺姍老師

84 擾人的疼痛，我們分手吧 張恆誌老師

85 淺談後基因體時代的精準醫學。 胡若梅老師

86 認識病毒及其診斷技術 陳宗祺老師

87 病毒與生物科技 陳宗祺老師

88
醫學檢驗和生物科技現況的認知

與職業生涯發展之認知瞭解
張益銍老師

89 COVID-19 疫苗的功效和安全性 黃素華老師

90 醫學檢驗快速檢驗試紙之應用 黃素華老師

91 生醫檢測產業概況與發展趨勢 黃素華老師

92 免疫治療與細胞治療 賴朝陽老師

93 免疫學：人類與疾病的對抗 姚雅莉老師

94 創新醫藥生技產業概況與趨勢 施養佳老師

95
植物次級代謝物與其在醫藥上的

應用
王建國老師

96 基因改在作物之應用與倫理議題 王建國老師

97
在醫學歷史的洪流裡為何醫學檢

驗永不褪色
呂旭峯老師

98 淺談藥物開發與化學家之相關性 張清堯老師

99 奈米生醫科技 蔡政芳老師

100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於醫學檢驗之

應用
林玉鳳老師

101 認識癌症、檢驗與治療 黃元勵老師

102 新冠疫情醫檢師所扮演的角色 余志強老師

103 智慧醫學與精彩人生 陳世順老師

104 組織再生不是夢-淺談幹細胞技 沈育芳老師

105 淺談生醫大數據分析 詹雯玲老師

106 啥！電腦也會看病？！ 詹雯玲老師

107 應用人工智慧於醫學影像診斷 沈偉誌老師

108
大學生物科學學

什麼
生命教育 林秀珍老師

109
生涯規劃與未來

發展
生活的意義與平衡 何祖華老師

110 空間設計教會我的事 王志華老師

111 設計思考，我也行 施勝誠老師

112 創意空間形構 林佳慧老師

113 摺紙的空間應用 林佳慧老師

114 生活・創意・設計 詹鎔瑄老師

115 設計好好"玩 翁政凱老師

116 綠環境設計 劉師源老師

建築與設計學

群

醫藥衛生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

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

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

大學生科營養學

什麼

生物醫學與精準

醫療

大學設計藝術學

什麼



117 花花世界裡的色彩合宜術 陳麗媜老師

118 愛玩美‧懂玩美-看懂一幅畫 陳麗媜老師

119 歐洲音樂之旅 林慧君老師

120 “FUN ”音樂！ 林慧君老師

121 瘋教具，玩創意！ 卓美秀老師

122 創意音樂你和我 林慧君老師

123 廣告趣談 李新富老師

124 創意設計思考 陳俊宏老師

125 藝術是什麼？藝術怎麼看？ 朱庭逸老師

126 設計你的生活－美好巧妙 陳齊川老師

127 生活玩創意 徐宏文老師

128
新媒體藝術與設計：跨領域的無

限可能
黃茂嘉老師

129 設計生活真善美 陳齊川老師

130 設計是什麼 徐宏文老師

131 創意設計 234 劉芃均老師

132 玩設計 劉芃均老師

133 印花設計與應用 黃于恬老師

134 面料創作與應用 林卿慧老師

135 金工．飾品．與故事 高敏智老師

136 數位媒體的趨勢發展 趙文鴻老師

137 美好的時尚態度與生活靈感 黃明媛老師

138 日常生活美學～商品包裝設計 侯曉蓓老師

139
擁抱未來，成為一級玩家(數位

遊戲製作與互動設

140 計概論)

141 繪本文學面面觀 王晴慧老師

142 故事設計 林家安老師

143 動畫表演 李政宗老師

144
數位遊戲設計之人工智慧概念

(遊戲 AI 與英數學習之關係)
侯愷均老師

145 創意思考的右腦開發訓練 張裕幸老師

146 創意無限・有感設計 陳慧霞老師

147 動畫設計 100 年 蔡明欣老師

148 桌上遊戲與遊戲設計 蔡明欣老師

149 人工智慧與大數 設計會動的設計 陳瓊蕙老師

150
當代設計思潮與

藝術史
當代藝術與設計 倪又安老師

151
大學人文社會學

什麼

文化是根，生活為本/台灣文化

創意產業的根本
林磐聳老師

152 現代社會心理學 有趣的繪本世界 謝省民老師

153 大學生活適應
打遍天下無敵手-亞大國際設計

競賽經驗分享
游明龍老師

154 手機成癮心理 柯慧貞老師

155 遊戲成癮心理 柯慧貞老師

156 網路成癮之辨識與輔導 柯慧貞老師

社會心理學群

藝術學群

現代社會心理學

侯愷均老師

大學設計藝術學

什麼

時尚、設計與藝

術



157 遊戲成癮之辨識與輔導 柯慧貞老師

158 校園憂鬱自傷三級預防 柯慧貞老師

159 憂鬱自傷的危機處遇 柯慧貞老師

160 霸凌的心理與防治 柯慧貞老師

161 成為抗壓高手 柯慧貞老師

162 如何與青少年的大腦共處 廖御圻老師

163 青少年常見的物質成癮防治 廖御圻老師

164 人際關係 呂欣蔓老師

165 溝通技巧 呂欣蔓老師

166 正向心理學 呂欣蔓老師

167 人生管理：重要與不重要的學問 李志鴻老師

168
當你開始寫履歷自傳：先認識你

的讀者
李志鴻老師

169 成功學：前瞻智慧的觀點與證據 李志鴻老師

170 幸福學：科學證據與個人反思 李志鴻老師

171 青少年的大腦發展與情緒因應 張瀚云老師

172 支持覺察對就業與學習的影響 張瀚云老師

173 心理學是什麼？ 郭俊顯老師

174 認識特殊族群 林秀珍老師

175 壓力與情緒管理 吳信輝老師

176 認識情緒壓力與紓壓 孫旻暐老師

177 親子關係與溝通 黃松林老師

178 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 黃松林老師

179 百年滄桑話人口 李美玲老師

180 人口與社會劇本 李美玲老師

181 家庭如何塑造人 洪千惠老師

182 家暴與性侵防治 洪千惠老師

183 認識身心障礙 陳美智老師

184 家庭照顧 曾竹寧老師

185 福利資源 曾竹寧老師

186
愛上文字與插畫-進入繪本的魔

法世界
林妮燕老師

187 繪本，捎來幸福的青鳥 林妮燕老師

188 讓自己幸福快樂的小訣竅 陳貽照老師

189 自我探索與潛能激發 孫旻暐老師

190 職涯探索與認識自已的價值觀 孫旻暐老師

191 大學，我來了！ 詹雯玲老師

192 時間不夠用?-做好時間管理 許昌賢老師

193 新世紀的核心能力 柯慧貞老師

194 自我探索與自我了解 吳信輝老師

195 如何提升職場競爭力 陳瓊燕老師

196 社區你我他 廖淑娟老師

197 AI 趨勢下的生涯發展 陳貽照老師

198 自我成長與探索 陳秀靜老師

199 生涯規劃與發展 陳秀靜老師

200 生命探索與自我肯定 謝玉玲老師

生涯規劃與未來

發展

社會心理學群

現代社會心理學



201 生涯規劃議題 曾竹寧老師

202 銀髮族議題:老人心理 曾竹寧老師

203
做自己的人生設計師-發掘優勢

力與生涯力
林妮燕老師

204 兒少性別發展與性別平等 陳秀靜老師

205 台灣的多元文化 陳秀靜老師

206 生涯規劃與發展 林哲瑩老師

207 志願服務相關議題 吳信輝老師

208
走出去、看世界：國際志願服務

之路
謝玉玲老師

209 志願服務相關議題 蕭至邦老師

210 志願服務相關議題 南玉芬老師

211 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相關議題 曾竹寧老師

212 社會福利資源的議題 曾竹寧老師

213 人際關係 林秀珍老師

214 溝通與人際關係 楊婷媖老師

215 「和諧人際、雙贏溝通」 陳朝鍵老師

216 人際關係與溝通 黃松林老師

217 人際關係與溝通 南玉芬老師

218 性平主題 林秀珍老師

219 戀愛、失戀與分手 吳信輝老師

220
兩性關係碰不得_談兩性尊重與

身體界線
孫旻暐老師

221
性平調查申訴教我的事—談性別

尊重與案例分享
孫旻暐老師

222
做個最夯的溝通達人—談人際關

係與人際溝通
孫旻暐老師

223 批判性思考 林哲瑩老師

224 AI 世代的來臨與挑戰 卓美秀老師

225 備審資料的準備 郭俊顯老師

226 心理系面試的準備 郭俊顯老師

227
國際移動力與語

言學習
你(妳)想出國留學嗎? 黃美華老師

228 台灣移民潮之過去與未來

229
 西洋美術史- 從文藝復興到近

代
230  青少年次文化和網路時代的變

231 影音新聞 從看到懂到寫 張建人老師

232 關於假新聞，你了解多少? 陳啟英老師

233
紀錄片不無聊!花招百出的紀錄

片手法大解析!
曾也慎老師

234
什麼是未來媒體?未來媒體的雛

型是什麼?
陳勇國老師

235 浮空投影在未來媒體的應用 陳勇國老師

236
為何媒體版權是每位學生都必須

認識的?
陳勇國老師

237 你也可以當個 YouTuber 張建人老師

生涯規劃與未來

發展

考試準備與相關

技巧

人際關係與溝通

技巧

大眾傳播學群 媒體識讀

社會心理學群

蕭至邦老師

大學生活適應

兩性議題

志願服務與貢獻

社會

大學人文社會學

什麼



238 當代電影：風格與形式探索 曾也慎老師

239
影像破解術：導演沒有說出來的

小心機解密
曾也慎老師

240
生涯規劃與未來

發展
影像生活與創意人生 張建人老師

241
人與機器的對話 - 談人機互動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林佳漢老師

242 人工智慧在資訊傳播的應用 陸清達老師

243
資訊與數位傳播內容的整合應用

案例分享
陸清達老師

244 AIoT 在未來媒體的應用 陳勇國老師

245 國際志工你我他 吳信輝老師

246 "想要出國嗎? 留學打工面面觀" 賴政豪老師

247 英語學習與跨領域人才 陳淑娟老師

248
從荷包蛋、公筷母匙，談高中

(職) 生國際移動力
陳英輝老師

249 國際移動力與跨文化思維 陳謝鈞老師

250 2030 新常態：日常生活中學英 毛元臻老師

251
如何妥善運用亞大資源：世界各

國趴趴走成為全球公民
吳文琪老師

252 外語與國際移動力 王莉娟老師

253
台灣學生英語學習的盲點與改善

方法
李舒萍老師

254 語言不只是語言 劉秀瑩老師

255

德意志文化史- 1.德國, 2.奧地

利. 3.瑞士, 盧森堡(歷史,國

情, 產業,學制,留學及遊學)

蕭至邦老師

256
大學人文社會學

什麼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鄭鼎耀老師

257
生涯規劃與未來

發展

從德國老人長照險談-德國老人

安養問題-兼論台灣情況
蕭至邦老師

258 如何準備推甄書審資料

宋名晰老師、

蔡佩芬老師、

陸敏清老師、

莊晏詞老師

259 如何準備推甄面試

宋名晰老師、

蔡佩芬老師、

陸敏清老師、

莊晏詞老師

大眾傳播學群 媒體識讀

大眾傳播學

群、資訊學群 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

外語學群

國際移動力與語

言學習

外語學群  社

會心理學群 法

政學群 文史哲

學群財經學群

升學準備與規劃



260 熊愛讀冊-漂書行動 廖淑娟老師

261 從文學世界到自我探索 王晴慧老師

262 閱讀與素養 閱讀樂趣多 陳正平老師

263 閱讀與寫作 如何寫撰寫出色的文章 陳正平老師

264 大學通識學什麼 文學與電影 王晴慧老師

265 唐詩趣談 一起快樂讀唐詩 陳正平老師

266 法律人的出路與生涯規劃

宋名晰老師、

蔡佩芬老師、

陸敏清老師、

莊晏詞老師

267 法政學群學生的生涯出路

宋名晰老師、

蔡佩芬老師、

陸敏清老師、

莊晏詞老師

268 給高中職的網路創業 鄭家年老師

269 全球品牌價值與消費 凃宥德老師

270 理性的黑猩猩？(行為經濟學) 林家仰老師

271 用你的消費改變世界！ 黃純真老師

272
羊毛出在狗身上，由豬埋單(大

數據時代)
詹雅嵐老師

273 給高中職的大數據 鄭家年老師

274 無所不在的電子商務 鄭家年老師

275 金融科技與財務 金融機構與風險管理 王冠婷老師

276
人不理財，財不理人(投資風險

與報酬)
李永全老師

277 稅務機關與你我的關係 陳瓊燕老師

278 平民理財之密碼 林盈利老師

279 如何增強資訊時代的競爭力 胡亞平老師

280 稅務點滴 陳瓊燕老師

281 物聯網時代的會計專業發展趨勢 邱紹群老師

282
生涯規劃與未來

發展
會計人生 龎玉涓老師

283
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

大數據時代的新策略- 會計人的

生存之道
周玲儀老師

284 覺醒中的休閒美食經濟 陳崇昊老師

285 休閒與人生-生涯規劃與未來發 王月鶯老師

286 商業智能∶不可不學的商業分析術 凃宥德老師

287 休閒與人生 王月鶯老師

288 就是要成為無國界的休憩新貴 賴政豪老師

289 就是要成為無國界的休憩新貴 張峻嘉老師

290 在地走透透-文化觀光之旅 林錫銓老師

291 旅行的意義 張嵐蘭老師

292 玩桌遊學活動管理  童秋霞老師 

293 認識學會玩樂的科系  童秋霞老師

遊憩與運動學

群

大學經營管理學

什麼

環境趨勢與專業

發展

休憩旅遊實務

文史哲學群

環境趨勢與專業

發展
法政學群

管理學群

大學經營管理學

什麼

財經學群

生涯規劃與未來

發展

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

金融科技與財務

國際移動力與語

言學習



294 休憩運動管理
全球新興運動帶著你去旅行-匹

克球
陳朝鍵老師

遊憩與運動學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