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終身學習行動週＊公民素養週 講座場地將視實際報名情形調整，詳情請以本校公告為準。

※參加辦法：採通訊(網路)或現場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講座日期：102年4月29日(星期一)至5月4日(星期六)
※講座地點：台北市大安社區大學(金甌校區)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2段1號

※參加對象：大安社大學員、對講座主題有興趣的一般大眾。
　　　　　　凡參加任一場本系列講座之公務人員，可獲學習認證時數2小時。

報名專線：(02)2391-5065 傳真：(02)2391-1418

相關活動詳情，請上大安社大官方網站：http://daan.cogsh.tp.edu.tw/

凡集滿本系列講座
三場(含以上)者，
可兌換金甌校區
學分費８折抵用券一張。

更多詳情
QR Code

編號 日期 時間 講題 講師姓名 大綱 講師簡介 地點(暫)

1 4/29
(一)

19:00-
21:00

一首搖滾上月球—
臺灣男人的歡喜悲傷

黃嘉俊

一個超齡的大叔樂團，六個愛哭愛笑的老爸，他們一邊
築夢，一邊扛起照顧子女的重擔，這是2013年即將上映

的記錄片「一首搖滾上月球」。從鍵盤手、鼓手、到吉
他手、六個老爸孩子都是罕病兒，透過表演分享喜怒哀
樂，也幫彼此打氣。
　　而導演黃嘉俊，四年來用影像記錄他們籌組樂團的
故事。六位老爸他們中年，仍努力追求實現夢想，導演

希望紀錄片能為這些勇敢心酸的家庭留下最真情的記錄，
演講分享紀錄片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黃嘉俊Huang Chia-Chun  （黑糖）

世新大學廣電系電影組，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
術研究所MFA。紀錄片作品【飛行少年】獲2008
年臺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映像公與義影展首獎、
臺灣紀錄片雙年展最佳觀眾票選獎、南方影展最佳
觀眾票選獎。作品風格溫暖清新，卻有深刻沁人的
厚度力量，創作喜尋無人接觸的的新題材，期待以
平易的語調，寧靜改變世界。

805
大禮堂

暫訂

2 4/29
(一)

19:00-
21:00

原音談唱—
臺灣原住民族音樂演變

丹耐夫
正若

400年來臺灣原住民族因開朗樂觀的天性，創造出豐富與

多彩的音樂，在臺灣的歷史、生活文化的軌跡上，有著
深深的烙印。
從古謠、近代傳統歌謠、林班歌謠、流行歌謠到現在各
種曲風的音樂創作上，都有鮮明且多元的影響力與感染
力，文化演進和傳承共同寫下了社會的演變。藉由本次
講座，希望提供大家用另一種角度來認識原住民族文化
與音樂。

現職歌手、演員、原住民電視臺副臺長、臺北市原
住民族部落大學副校長，跨足政治、電視、音樂與
電影等領域中，對生活有一套獨特的解讀方式。
丹耐夫正若個人專輯《聽路》是尋求傳統歌謠出路
的嘗試，是一個回歸過去與尋求未來的心路歷程，

也是新與舊，過去與現在的互動和對答。

211
教室

暫訂

暫訂

3 4/29
(一)

19:00-
21:00

火場求生要領及住宅
火災警報器推廣

黃偉明
彭茂凱

發現火災第一件事要做甚麼？受困火場時哪裡可以躲？
半夜家裡發生火災，多久後會發現？又有多久時間可以
逃？滅火器要放在哪裡？家裡哪裡最容易發生火災？
本講座將幫助大家釐清錯誤觀念，獲得正確的知識。希
望這些知識大家永遠用不上，但更加希望緊要關頭時，
它們能夠救你一命。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金華分隊隊員。
宣導工作雖然不像在現場救災，可以立即感受到成
效。宣導若能幫助人們在火場做出正確反應，也是
救命。對我來說宣導是興趣，也是工作。

804
交誼廳

暫訂

暫訂

4 4/30
(二)

19:00-
21:00

冒險新視界—
臺北藝術節校園講座

莊增榮

面對平淡，我們需要優雅而狂野的不凡想像。翻越未知
稜線，新視界近在眼前。藝術讓想像脫韁，冒險永遠在
路上。2013臺北藝術節以「冒險新視界」為策展核心，

嚴選來自世界各文化背景下的創意之作，以當代焦點話
題，極其新穎的形式和科技，全面挑戰你我感官。用耳
朵看世界，用眼睛聆聽內心激昂。本講座邀請臺北藝術
節行銷經理莊增榮，以影像及圖片方式搭配演講，介紹
當代焦點話題，並結合新穎形式和科技之藝術發展。

莊增榮，臺北藝術節行銷經理。
現任臺北藝術節行銷經理。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
管理研究所碩士。工作領域橫跨表演藝術與視覺藝
術，曾任職雲門舞集、驫舞劇場及竹圍創藝國際有
限公司等。

805
大禮堂

暫訂

5 4/30
(二)

19:00-
21:00

典當人生 吳慶生

1.古今中外當舖業概述。

2.臺北市動產質借處（公營當舖）業務簡述。

3.華人的最愛－黃金辨識及投資。

4.燦爛奪目－鑽石簡易辨識及選購要領。

現職：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稽核
工作經歷：銀行14年、動產質借處11年 804

交誼廳

暫訂

6 5/1
(三)

19:00-
21:00

不老騎士：
不老靈魂，新追夢人

林依瑩

2007年，17位平均81歲的長者騎上摩托車，完成了為

期13天、總路程長達1178公里的環島壯舉！在這17位
長者中，有兩位曾罹患癌症、四位需帶助聽器、五位患
有高血壓；途中歷經險峻的蘇花公路、歷經團長三進三

出醫院，但他們一一克服困難，用無懼的心、熱血的行
動，完成了這個在外人眼中「不可能的夢想」。帶著他
們圓夢的依瑩執行長，將為我們解開這一路陪伴老人圓
夢，所看見的點點滴滴。

林依瑩，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自小生長在
一個幸福和樂三代同堂家庭中的林依瑩，投人老人
服務工作最大的力量來自於家中的靈魂人物－高齡
的阿嬤，擔任弘道執行長近七年的時間，用心帶領
工作團隊，照顧全國4千多位失能、獨居的阿公阿

嬤，鼓勵長輩重拾生命價值，也為3萬多位長輩創

造不老舞臺；而《不老騎士》環臺活動即是林依瑩
在2007年的創意發想下完成的。

805
大禮堂

暫訂

7 5/2
(四)

19:00-
21:00

核電安全又便宜嗎？
與核共存危機何在？

陳藹玲

兩年前發生的日本福島核災目前還是進行式，影響所及
甚至到美國西岸，沒有人知道何時可以「告一段落」。
這樣的事實提醒，我們應該警覺並反省我們與核電廠共
存的生活和可能危機。
每一個臺灣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應當關心。因為一
旦發生問題，沒有一人可以置身事外。“這並不是政治議

題，而是民生議題”，富邦文教基金會董事陳藹玲和許多

各行各業的女性共同成立「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想
知道為什麼要成立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其他朋友可以
一起做些什麼？歡迎關心臺灣這塊土地的您一起來討論
核電議題。

陳藹玲，現任富邦文教基金會董事。
政治大學新聞系、美國南加大傳播碩士畢業，曾任
廣告公司企劃、臺視新聞採訪記者╱主播。
1998年獲得金鐘獎最佳新聞主播，2009年並榮獲

國際兒少電影工作者協會（CIFEJ）終身成就獎。

著作：意飛族（大村）、美夢成真計劃書（皇冠文
化）、何必含著金湯匙（時報出版）及他們心中的
蜜蒂亞～之「Irene媽媽的媒體碎碎唸」（富邦文

教基金會）。

805
大禮堂

暫訂

8 5/3
(五)

19:00-
21:00

溫柔，是最堅強的力量 賴佩霞

賴佩霞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能陪伴所有一心渴望回家
的人，一起回源頭、回本心、回歸自己。
而今，她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與每一位準備好的生命
交流，一起探索「愛」的宏偉，窮盡「善」的可能。 因
為，感恩是一切力量的來源。

賴佩霞，專業心理諮商師、身心靈導師，也是譯
者、音樂人、畫家、攝影家。目前正在準備暨南大
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論文。

淡出螢光幕二十年來，她在「家」這個道場裡，經
歷了一場難以想像的靈魂之旅，直到生命覺醒，回
到了心靈的家。

805
大禮堂

暫訂

9 5/4
(六)

10:00-
12:00

《看不見的跑道》
電影賞析＆導演座談

章大中

2013最激勵人心的紀錄片《看不見的跑道》，描述生命

鬥士 超馬媽媽邱淑容的人生故事，一場縱橫18天  跨越

1150公里的超級馬拉松改變了她的人生命運…如果你也

曾經歷人生低谷，或有朋友正面臨重大轉折，可以隨著
導演的腳步，用兩個小時的時間，一起跑過挑戰。

曾以紀錄片「唱歌吧！」獲金曲獎評審團獎，音樂
專輯與紀錄片也獲得金曲獎及高雄電影節的肯定。
作品：Discovery頻道「臺灣人物誌」、「謎樣臺

灣」系列紀錄片監製／導演、「唱歌吧！」音樂專
輯、紀錄片監製、公視「福爾摩沙的指環」紀錄片
企劃／製作經理。

805
大禮堂

暫訂

10 5/4
(六)

14:00-
16:00

【春季免費金融知識講座】

資產節稅規劃將成為
未來的潮流與趨勢！

張翔傑

資產節稅規劃將成為未來的潮流與趨勢！想了解最新稅
務制度嗎？針對稅務規劃問題，以理論講解及案例分析
的方式提供深入淺出的講座內容。
一、各類稅制介紹
二、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三、稅務規劃案例
四、Q&A

臺大保險經紀人（股）公司總經理
成大財富管理顧問（股）公司執行顧問
KFPA高雄市財富規劃顧問協會 常務理事

CFP®（第一屆）國際認證理財規劃顧問

RFC國際認證財務規劃師

金融研訓院理財規劃人員
金融研訓院信託業務人員
保險事業經營相關專業證照

805
大禮堂

暫訂

11 5/4
(六)

14:00-
16:00

火場求生要領及住宅
火災警報器推廣

黃偉明
彭茂凱

發現火災第一件事要做甚麼？受困火場時哪裡可以躲？
半夜家裡發生火災，多久後會發現？又有多久時間可以
逃？滅火器要放在哪裡？家裡哪裡最容易發生火災？
本講座將幫助大家釐清錯誤觀念，獲得正確的知識。希
望這些知識大家永遠用不上，但更加希望緊要關頭時，
它們能夠救你一命。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金華分隊隊員。
宣導工作雖然不像在現場救災，可以立即感受到成
效。宣導若能幫助人們在火場做出正確反應，也是
救命。對我來說宣導是興趣，也是工作。

804
交誼廳

暫訂

公民素養週講座一覽表(金甌校區)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本校擁有保留、修改、暫停及解釋活動內容之權利，修改訊息請見本校公告，不另行通知。

好
康



終身學習行動週＊公民素養週　2013.04.29-05.04

溫暖人
心

的力量

大安社大公民素養暨終身學習行動週 免費講座報名回條

傳真｜02-2391-1418 官網｜http://daan.cogsh.tp.edu.tw/電話｜02-2391-5065

★我要參加公民週，講座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座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免費公益講座，歡迎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凡集滿本系列講座三場(含以上)者，
可兌換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金甌校區)

學分費８折抵用券一張。

捷運
東門站

19:00-21:00
黃偉明x彭茂凱

火場求生要領
及住宅火災警報器推廣

19:00-21:00
吳慶生

公營當鋪寫真
(動產質借處)

一首搖滾上月球—
臺灣男人的歡喜悲傷

19:00-21:00
黑糖(黃嘉俊)

貢寮海洋音樂祭中最不可思議的樂團
6個愛哭的老爸x1場不可能的生命挑戰

10月
將上映!

免費電影!

有獎徵答
送禮卷!

04.29 (一)

簽書會喔!

19:00-21:00
丹耐夫正若

原音談唱—
臺灣原住民族音樂的演變
海角七號團員將現身大安社大
吟唱最優美的排灣族古調

19:00-21:00
林依瑩

不老騎士：不老靈魂，新追夢人

有一天，當你八十歲，還有多少做夢的勇氣?
騎士們的不老推手-林依瑩，喚醒想夢的心。

05.01 (三)

05.02
19:00-21:00

陳藹玲

核電安全又便宜嗎？
與核共存的危機何在？

想知道為什麼要成立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歡迎關心臺灣這塊土地的您一起來討論核電議題。

(四)

05.03
19:00-21:00

賴佩霞
溫柔，是最堅強的力量

透過賴佩霞的生命故事，陪伴所有渴望回家的人，
一起回源頭、回本心、回歸自己。

(五)

14:00-16:00
黃偉明x彭茂凱

火場求生要領
及住宅火災警報器推廣

14:00~16:00
張翔傑

資產節稅規劃
將成為未來的潮流與趨勢！

想了解最新稅務制度嗎？針對稅務規劃問題，
以理論講解及案例分析，提供深入淺出的講座內容。

10:00-12:00
章大中

《看不見的跑道》
電影欣賞＆導演座談

若您或朋友曾經歷人生低谷，面臨重大轉折，
歡迎隨著導演的腳步，用兩個小時一起跑過挑戰。

05.04 (六)

19:00-21:00
莊增榮

冒險新視界—
臺北藝術節校園講座

臺北藝術節行銷經理以影像及圖片方式，
介紹當代焦點話題，挑戰感官心靈作品。

04.30 (二)

線上報名
QR Code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本校擁有保留、修改、暫停及解釋活動內容之
權利，修改訊息請見本校公告，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