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教授 講題 演講內容摘要

何智堯 廣告創意與設計
廣告的呈現是城市重要的經濟文化現象，而任何廣告的傳播暨為社會文化的產物 。廣告創意與設計的領域中，

獨創性的思維及策略，其鮮明的魅力和幽默會觸發消費者們強烈的興趣，並且能夠在眾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衝擊。本專題將介紹案例與賞析分享，創意的5個共鳴因子：1.創藝，2.創異，3.創議，4.創益，5.創憶。

杜聖聰 如何用手機來拍攝微電影？

該如何用手機來拍攝微電影？

每個人都有手機。但是，如何用手機來拍攝微電影？將會介紹簡易的腳本撰寫、手機拍攝時的注意事項、相關

構圖與運動攝影，另亦會介紹簡單的分鏡概念，希望能夠協助同學群策群力，完成自己的影視故事。

杜聖聰 如何用手機完成電視新聞稿？

該如何用手機來拍攝電視新聞？

每個人都有手機。但是，如何用手機來拍攝電視新聞？將會介紹簡易的電視新聞稿結構、書寫方式、過音技

巧、拍攝方式、手機剪輯軟體的應用。希望能夠協助同學，用自己的視角，學會怎樣來製作自己的電視新聞。

張桂綸 剖析新媒體行銷

你能夠有一天與媒體斷絕來往嗎？日常生活中，充斥著許多媒體訊息在向你行銷，訊息來自於傳統媒體與新媒

體平台，有些時候能被你一眼識破，讓效果打折(廣告)，但是有些時候根據你自願提供的使用習慣，預測你的

需求，進而殺人於無形。本專題將介紹：新媒體、新媒體行銷的方式。

李開遠 如何閱讀推理小說

推理小說是一種以推理方式解開謎題的小說，它們通常以偵探事件為主題，講述主角以敏銳的觀察和理性的分

析解決事件，亦有部份以其他事件為主要劇情走向，如找失物或解開奇異事件的謎底等。犯罪小說、神秘小說

與推理小說有密切的關係。

推理小說19世紀起源於美國，後來發展於英國，一般人認為，推理小說的發展是由愛倫.坡的莫爾格街兇殺案開

始，愛倫坡採用科學的演繹法來破案，也就是胡適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後來柯南.道爾愛其啟發創造出福

爾摩斯神探，推理小說逐漸自成一格。福爾摩斯也成為小說中名偵探的經典。本課程將介紹推理小說入門並引

導同學如何從思判下筆成一篇短篇推理小說，培養同學對法律之興。

劉秉鈞 少年非行之處理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對於少年的非行（包含虞犯行為與觸法行為），進行特別處置規定。

本專題將介紹：1.德國與日本處理少年非行的法制。2.我國現行制度仿日本立法例。3.少年事件管轄範圍。4.

少年保護事件之處理。5.少年刑事案件之處理。6.案例分享（以少年擔任詐騙集團車手為例）

林盟翔
Pepper,iPhone and Pokemon Go! Be

an Innovation-Act Leader.

1. Technology always comes from human nature.

2. Innovation ：Be a leader or a follower？

3. Big data analytics？Privacy?

4. Fintech Act.

5.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One home run is much better than two doubles.” --

Steve Jobs --

謝佳宏 品牌行銷與應用

對國內企業而言，擁有強勢品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強勢品牌可以提昇企業之競爭力並減少市場之障礙。所謂

的品牌是一個名稱、字眼、符號、設計或是以上之組合，可以用來辨別廠商所出售的產品，並與競爭者之產品

有所區別。因此，

本專題將介紹：1.品牌的意義與功能。2.品牌策略。3.自創品牌決策。4.品牌管理。5.品牌之法律問題。6.台

灣品牌行銷實例的分享。

最後，介紹未來品牌行銷領域同學畢業出路，與所應具備之職場競爭能力。

銘傳講堂

傳播學院

法律學院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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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辰華 公益行銷 vs 行銷公益：應用與案例

現今愈來愈多的企業認為，一個公司想要長久經營，不僅對於其營收與品牌價值努力維繫外，企業的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許多行銷專家將企業的行銷戰略與

公益活動聯繫在一起，而此種的市場行銷成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行銷模式，亦可達到企業和所欲贊助對象的雙

贏局面。本專題將介紹：1.何謂行銷？2.市場哲學的演進3. 何謂公益行銷？4. 公益行銷的應用。5.案例分

享。

許智翔、王子湄 創業與融資決策

創業是年輕人夢想的實踐，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及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柏便是年輕人創業最佳典範，而資金籌

措是創業最關鍵的首要議題，企業籌措資金(融資)的方式以發行債券及股票為主，債券及股票也是財金領域兩

大核心課程:財務管理及投資學中最重要的兩個投資工具。本課程將以一個年輕人創業作為案例，進而介紹: 1.

何謂債券及股票；2.如何利用發行股票及債券籌措所需資金；3.此兩項投資工具的優劣；4.金融機構在其中所

扮演的角色。希望藉由此課程讓同學對財務金融有初步的瞭解並感到興趣。

盧榮和 保險概念初體驗--保險的真諦

(一) 國家愈先進，人民的保險接受度愈高﹔經濟愈發達，保險愈普及！為什麼？

(二) 本專題將介紹：

1) 誰/為什麼，需要保險？

2) 「保險」的原理？

3) 「保險」與「慈善」的差異？

4) 「保險」與「儲蓄」的差異？

5) 「保險」與「賭博」的差異？

6) 「保險制度」與「警察制度」之比較。

7) 壽險「平均餘命」(Mortality table)的意義與啟示？

8) 壽險年齡怎麼計算？

9) 社會大眾可以如何善加利用保險資訊？(你，不一定要買保險，但不可不知～隱藏在保險背後的珍貴資訊！)

10) 危險管理與保險小故事分享。

李娟菁 稅｢誤｣ 、稅務、稅｢悟｣人生

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曾說過「Nothing is certain but tax and death.」(世界上只有兩

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死亡和繳稅)。作為一個當代人，如果不認識、不了解、不規劃租稅，那一輩子辛苦打拼

的成果，有多少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呢？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但是你可知道，作為一國國民，也有權利拒絕

不屬於義務範疇內稅捐的權利喔！本演講將介紹台灣現行租稅制度背景，從而了解那些租稅是人民應繳納？又

如何依法拒絕無須繳納稅捐？並以案例分享稅務規劃心得，讓同學可以真正領受稅｢悟｣人生，而非稅｢誤｣人

生。

楊俊明 閱讀改變我的，也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閱讀是獲取這個世界廣袤知識的最好方式，而閱讀也是改變你我人生的最好方式。在這個演講中，講者想藉由

自身經驗分享，讓聽眾學生可以理解閱讀如何改變講者的生命，豐富我的心靈，甚至給了我不同的機會。也趁

這樣的演講，給予聽眾在選讀書籍，在閱讀技巧，以及在終身學習上的一些建議。

劉志興
打怪打出未來-從Pokemon 現象反思就

業態度

Pokemon從2016起在世界引起一陣不小風潮， 許多商家更是利用此噱頭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與光顧。在Pokemon席

捲全台的當下，將此一議題與人力資源議題相互結合的分享還很稀少，本演講從Pokemon抓寶現象談未來年輕人

踏入就業市場應有的態度與看法。預計分為三大部份：１）對於職場就業時應具備的學習觀；２）如何自我演

化；３）就業態度及個人經驗分享。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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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坤

Drinks, You & Me: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Beverage.

Hey you! High school students. I have one thing to tell you. Drink something.

我們每天都需要喝水，但是你知道液體飲料世界中除了水、可樂、茶、咖啡、果汁、牛奶，還有些什麼可以選

擇嗎?什麼是氣泡水、手搖茶、手沖咖啡、漸層果汁，你有聽說過雞尾酒嗎?威士忌、白蘭地，還有葡萄酒與啤

酒，這些高中生可以喝嗎?如果可以又該怎麼飲用呢?我可以自己在家做嗎?將來想跟兄弟姊妹、男女朋友一起創

業開店?咖啡店或手搖茶店?為什麼85度C新推出Beer冰茶呢*? So many choices. So little time. Decision,

decision & decisions? 現在就來杯XX飲料吧!暢談飲料與你我之間的關係；生活的哲學。

*經SGS檢驗其酒精含量為0.34%，菸酒管理法中，每杯的酒精含量低於0.5%規範為飲料，而非酒類。(仍建議未

成年人、孕婦及對酒精成分過敏者，不適宜飲用。)

*建議此演講可讓參與者有無酒精性飲料一杯，以吸引更多客群，使同學印象深刻，吸引就讀本校。

顏志龍 心理學與科學
什麼是心理學？心理學和星座算命有什麼不同？心理學就只是心理輔導嗎？真正的心理學是一門科學，它的內

容與本質和一般人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本演講將引領同學們進入心理學的世界，讓同學們理解：（一）何謂

心理學。（二）心理學為什麼是一門科學。（三）心理學家如何用科學的方式來理解人。

范國勇 犯罪防治的領域
建立學生對於犯罪預防概念的基礎認識以及對於相關議題的瞭解，並對相關的公共政策以及其實證基礎培養出

良好的批判力。。

本專題將介紹：1.犯罪防治的領域。2.多種犯罪預防的策略3.犯罪防治實務工作的介紹。5.案例分享。

胡學穎 全民健保資料之統計分析
本演講的內容是針對民國86年到92年，共7年度的全民健保調查資料，進行資料探勘及統計分析。我們主要是利

用分類迴歸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的方法對於某一些收支變數在不同年齡層以及不

同收入之家庭的重要性做探討。

王光賢 數位成癮與焦慮的成因和影響

自1990年代後期，資通訊工具與網路服務大量滲透到台灣社會開始，台灣民眾因資訊近用獲得了許多好處，舉

凡資訊的獲取、額外商機的取得、人際關係網絡的連結等等。然而，在享受好處的同時，民眾忽略掉可能伴隨

而生的缺點，包括對於數位化的成癮性、甚至可能形成的焦慮性等等。此場演講在與學生分享大量使用資通訊

工具與網路服務的「下場」，即在說說資通訊工具與網路服務的「壞話」。對於學生每天離不開資通訊工具與

網路服務的情形下，給予另一層面的思考。

吳鯤魯 公眾 媒體 評論 與 言論自由

本演講的內容是公共事務：人人需要學習的志業，志業不止是職業、不止是專業、不止是事業。美國大選媒體

民調失準，這次不是第一次，公共事務是民主時代每個公民需要學習的志業。希望國家會更好，「拒絕參與政

治的懲罰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 Plato。就學習參與的志業，以下介紹最基本的公眾、媒體、評論、

言論自由。

馮承芝 設計超人-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當代設計已然跳脫以往實用、美感傳達為主的傳統走向，傾向以活潑有趣的手法呈現意念，Design for Fun可

說是現今設計產業的潮流。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將快樂的做設計這件事轉化成本系的品牌核心精神，並期許

將這樣愉快的氛圍透過四年的設計教育傳達給大家，因此，在教學中注入「人人都可以成為無所不能的設計超

人」概念，強調享受學習、強化設計基礎、認真玩創意，讓「設計力化身成為超能力」。用活潑熱情詮釋「文

化創意」、「在地產業」、「環保意識」、與「社會公益」等等嚴肅的議題。馮承芝老師將介紹近幾屆銘傳商

設「畢業專題設計」及其於「新一代設計展」中得獎的優秀作品，剖析「快樂設計」的精神。

高凱寧
時尚文青選物推薦—從經典設計作品

談起

設計師常被認定為是有品味及美感的一個族群，因此希望藉由分享設計科系大學生偏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及心

目中希望收藏的設計作品，向高中生們介紹各國經典設計作品及設計師的設計理念，並經由講述一件設計作品

呈現在消費者面前之前所必須經歷的過程，說明設計科系所學。

石婉瑜 氣候變遷與城市未來

都市化已經是全球趨勢，未來超過70%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中。然而，全球暖化已經帶來一連串極端氣候與災害

，如颶風、水災、乾旱、高溫…等。臺灣原本就位於地震、颱風頻仍的地區，再加上氣候變遷的影響與都市化

所造成的環境惡化，未來我們居住的環境將面臨高溫日數增加、旱澇交替、海平面上升、疾病流行、水資源短

缺…等環境課題。居住在城市裡的我們除了要減緩災害的發生，更要思考與氣候性危害和諧共生的永續之道。

觀光學院

社科院

設計學院



江惜美 如何準備大考作文

高中生在面臨國文科大考時，會包括指定考試和學力測驗，兩者都要考非選題。因應大考中心考試方式的變革

，明年將分為上午考選擇題，下午考非選題，非選題又分為考抒情類和論述類，造成了高中生極大的考試壓

力。本講題即是針對此一變革，擬進入結盟高中，說明如何因應國文科非選題的大考新型態，做萬全的準備。

首先，說明如何應試以及應考國文科應注意的事項，其次，就非選題的兩大題型進行說明。經過指引，可消除

高中生面對國文考試方法變革的恐慌，同時，讓他們知道如何作答，以取得理想的成績。

汪娟
大學生不能不知道的三件事──從

「大學生了沒」說起

為大學生量身訂做的電視節目「大學生了沒」，自2007年7月30日首播，至2016年9月14日停播，將近十年的時

間，對大學生族群的影響不可小覷，卻少有人留意節目名稱的語法錯誤，更遑論深入思考大學的真正涵意，以

及如何養成大學生應有的人文素養。究竟大學生不能不知道的三件事是什麼？是每一位高中生、大學生都應該

澈底明白的事，而且唯獨能夠具體實踐「做人做口碑，做事做到位，學問做到底」的精神，才能成為全世界獨

一無二的菁英分子，並創造出自我的不可取代性。

許均瑞 相撲之路

日本國技-大相撲，是日本國際知名的傳統運動。不知道的人或許以為這項運動很無聊，可是若是有興趣好好的

花時間觀賞，就會發現相撲是一項既需要技巧，又很激烈，並且相當刺激感官的運動。

雖然如此，大部分的人卻都無緣參與此項運動，即使參與也與職業力士(相撲選手)的龐大身軀及猛烈衝擊的比

賽魄力，有相當程度的距離。因此講座當中將先帶領大家看看幾場精彩絕倫的相撲競技，重新審視這項運動。

接下來，將從相撲力士如何入門的介紹開始，來看看力士的一天以及力士們如何邁向橫綱(相撲力士最高等級)

之路。[設備要求:須有可以上網之電腦設備，及與電腦連線之投影機，投影幕]

徐伶蕙 英語3C面面觀

●何謂3C?

●Ready to talk about your achievements, unique experiences

●What’s your goal (ambition)?

●Intelligent

湯士滄 蜘蛛人與八爪博士

八爪博士是蜘蛛人電影裡面的壞人，但是不禁令人想到：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蜘蛛人，甚至在現實世界裏根本

不可能存在蜘蛛人。但是好像只要穿上八爪裝，人人都可以具備超能力。所以如果讓中風癱瘓、肢體殘障的人

穿上八爪裝，他們是不是就可以自我照顧，重新找回生活的尊嚴。

報告的主軸是透過現況與展望，說明科技如何改善社會現況；幫助開創幸福人生。

林翰佐

[一日生科，終身顆顆]，網路上講得

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找一個生科的教

授來告訴你

網路上常常衝斥著許多悖論。有人說[生科產業是明日之星]，又有人說[生科是最爆肝的產業，CP值很低]。這

到底要叫人怎麼選擇啊! 其實[生物科技]是一個面向很廣的領域，很多事情無法如此一概而論喔!單就美國The

scientist magazine雜誌在2016年所作的生科領域薪資結構調查報告，在北美地區生技類的博士平均年薪也還

在近9萬美元(270萬台幣)的水準，看起來其實還是不錯的。要如何才能笑擁近300萬的年薪呢? 請聽生科系的教

授告訴你。

黃麗蓮 醫學與健康 藉由課程的介紹，讓學生能夠識別常見疾病的危險因子，進而選擇健康的生活型態行為。

林至中 新時代的閱讀利器-電子書

隨著網路的普及與電子書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的閱讀習慣已經從紙本閱讀改而透過手機或平板等裝置閱讀，

而所閱讀的方式也已經從靜態的文字及圖片瀏覽擴大到影音閱讀及多媒體互動，如此也更吸引了人們加入電子

書的閱讀行列。本演講將以電子書的技術及閱讀平台為主，介紹電子書的基本原理、技術發展、閱讀平台、及

閱讀範例。同時也將介紹目前資訊管理科系所學與電子書的相關性、以及畢業生未來的就業市場與方向。

葉正聖 VR虛擬實境的視覺衝擊

真的假的？感覺好真實！很好奇VR又不想排隊嗎？我們不只讓你體驗VR，也讓你了解創作過程。

用瞬間移動去感受VR街頭噴漆，爆炸性的視覺衝擊；千變萬化的3D著色本，滿足你的幻想；最後用VR錄影機(動

態捕捉)完整呈現創作的過程。

(1) 進入虛擬實境&擴增實境 (2) VR街頭噴漆、(3) 3D著色本 (4) VR錄影機 (5)體驗全世界最新Google

Glass、Google Project Tango、Microsoft HoloLens、Kinect V2、Leap Motion、Facebook Oculus、HTC

Vive

教語院

健康學院

資訊學院



李開暉 資訊大未來

最近十餘年來，由於電腦硬體技術漸臻成熟，在功能強大的電腦裝置與種類繁多的行動載具、感測器的支持下

，各式各樣的創新應用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這些應用有的已付諸實現，有的尚停留在想像中，當然也有

一些是現今科技仍無法實現的。要能成就這些創新的應用，必須要運用到許多的資訊工程領域的專業知識。本

演講將介紹資訊工程領域的幾個熱門應用，如大數據、物聯網、車聯網及人工智慧的創新應用，以及與這些應

用相關的資訊工程專業領域課程與未來的就業市場與方向。

賴守全 網際網路的美麗與哀愁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網路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可以帶來許多的便利

，然而我們是否應該使用這些新興科技，使用這些新興科技是否有潛在的危機，如何在使用各種網際網路新興

科技時，能夠趨吉避凶，更是每位科技現代人所必備的。

本專題介紹：1.網際網路新生活2.網際網路架構3.網路資訊安全。4.實務分享。

林鈺城 我的青春密碼

密碼是解開秘密的鑰匙 ! 每個人的天賦、特質、喜好、心靈…都是獨一無二的，代表著每個人都有一組獨特的

密碼。

愈早了解自己，愈早解開密碼，愈能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座標，擁抱青春 !

林老師以身為電子人的工作經歷與校園中的教書體會，藉由學生的真實故事，引導你如何解開你的青春密碼 !

通識中心 駱芬美 被扭曲的臺灣史—美國人的臺灣夢

你以為：歷史中，只有荷蘭人和日本人覬覦過臺灣

事實是：美國商人在一八五○年代曾積極建議美政府占領臺灣

過去所書寫的臺灣史中，有許多被誤解、被混淆、被扭曲的部分，期望透過此演講，讓學生認識臺灣在過往的

歷史中，在世界各強國的眼中究竟是個何樣的角色，並藉此探究臺灣在現在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資訊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