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大學之道：中山通識教育講座」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因應疫情增列受理認證工作坊(活動)彙整表(3-4月場次) 
製表日期：109.3.24 

重要提醒： 

1. 疫情期間增開認證管道，由西灣學院所屬單位舉辦之工作坊或活動，如亦提供微學分之場次，參與學生僅可擇一認計。凡參加 2場可認證 1

場大學之道(如該工作坊或相關活動可認計微學分，僅可擇一認證/認計) 

（例如：參與該場工作坊或活動簽到時，擇一認列大學之道講座或認計微學分，不可重複認證(計)。 

2. 如欲至圖資大樓 10樓，請持學生證感應電梯始可搭乘。 
 

No. 
邀請講者姓名/ 

單位/職稱 
時間 工作坊/活動名稱 承辦單位 報名網址 備註 

1 
楊婉儀副教授/ 
中山哲學所教師 

109/3/23(一) 

14:00-17:00 

西灣學院 

 (圖資大樓 10樓

SW1008) 

跨域微學分工作坊 
─以哲思跨域飛翔 

「視觸與觸視：從對於

視覺意涵的反思談視覺

的逃逸」 

西灣學院 
基礎教育中

心 
已辦理完畢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簽到退方式： 

■請洽主辦單位 

□以學生證刷卡進出紀錄為準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參加學生「微學分及大學之道」擇一認計)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2 

駁二駐村藝術家 

Seung youn Lee/ 

  西灣學院教師   

伊藤佳代助理教授 

109/3/25(三) 

13:10-17:00 

西灣學院 

 (圖資大樓 10樓

SW1001) 

駁二藝術家到西灣 

「生活神、人人都是

神」藝術工作坊 

西灣學院 

院本部 

報名網址：
https://pse.is/PY3LE 

(報名額滿) 

本場為實作工作坊，參加者需自

備部分材料 

※需提前索票：□是 ■否 

※網路報名：■是□否 

(本工作坊屬於課程一部分，另開放 10個非

課程學生報名參加) 

※簽到退方式： 

到場時於簽到單簽名。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選課學生參與本場次不可另認列微學分及

大學之道；非課程學生「微學分及大學之道」

擇一認計)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https://pse.is/PY3LE


No. 
邀請講者姓名/ 

單位/職稱 
時間 工作坊/活動名稱 承辦單位 報名網址 備註 

3 

宋世祥助理教授/ 

人科學程教師 

 

李怡萱/ 
視覺設計師 

3/27(五) 

13:00-17:00 

西灣學院 

(圖資大樓 10樓 

西 SW1005) 

【鹽夏不夜埕】 
平面設計進階實務工作

坊 
（需有 Adobe Illustrator

基本能力） 

西灣學院 

人科學程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LrLrLgEDadvE

Acrm8 
 

3/24晚間 19:00 開放報名 

報名上限 15人不接受現場報名 

聯絡人： 
黃于庭 

flyingthebreeze@gmail.com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本工作坊屬「創意街區發展實務與藝術管

理」課程一部分，另開放 3個非課程學生報

名參加) 

※簽到退方式：請洽主辦(聯絡人)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選課學生參與本場次不可另認列微學分及

大學之道)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4 
宋世祥助理教授/ 

人科學程教師 

109/3/28(六) 

10:00-16:30 

鹽埕區忠孝國小 

後棟五樓 e化教室 

【鹽夏不夜埕】 

版畫藝術工作坊 

西灣學院 

人科學程 

報名網址： 
https://www.surveycake.com/s/BlN7
g?fbclid=IwAR24iuOm-yK8an31PK
vnTnFqEzbjXPGKBT3K2GpMPLb5

aG8sZKDhwcfKX28 
已開放報名 

報名上限 15人不接受現場報名 

聯絡人： 
王瑋潔 

michiong87@gmail.com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本工作坊屬於「跨領域創新專題（一）」課

程一部分，另開放 15個非課程學生報名參

加) 

※簽到退方式：請洽主辦(聯絡人)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選課學生參與本場次不可另認列微學分及

大學之道)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5 
陳品如藝術治療師

/ 
中山哲學碩士 

109/3/30(一) 

14:00-17:00 

西灣學院 

 (圖資 10樓 SW1008) 

跨域微學分工作坊 
─以哲思跨域飛翔 

「當我從螢幕觀看─科

技時代的感知形變」 

西灣學院 
基礎教育中

心 

報名網址：
http://bit.ly/2m7HRW4 

3/20(五)晚間 19:00 開放報名 

報名上限 50人不接受現場報名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簽到退方式： 

■請洽主辦單位 

□以學生證刷卡進出紀錄為準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參加學生「微學分及大學之道」擇一認計)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https://forms.gle/LrLrLgEDadvEAcrm8
https://forms.gle/LrLrLgEDadvEAcrm8
https://www.surveycake.com/s/BlN7g?fbclid=IwAR24iuOm-yK8an31PKvnTnFqEzbjXPGKBT3K2GpMPLb5aG8sZKDhwcfKX28
https://www.surveycake.com/s/BlN7g?fbclid=IwAR24iuOm-yK8an31PKvnTnFqEzbjXPGKBT3K2GpMPLb5aG8sZKDhwcfKX28
https://www.surveycake.com/s/BlN7g?fbclid=IwAR24iuOm-yK8an31PKvnTnFqEzbjXPGKBT3K2GpMPLb5aG8sZKDhwcfKX28
https://www.surveycake.com/s/BlN7g?fbclid=IwAR24iuOm-yK8an31PKvnTnFqEzbjXPGKBT3K2GpMPLb5aG8sZKDhwcfKX28
http://bit.ly/2m7HRW4


No. 
邀請講者姓名/ 

單位/職稱 
時間 工作坊/活動名稱 承辦單位 報名網址 備註 

6 

林芝宇/ 
採集藝術家/視覺

設計師/青草藥製

造職業工會會員 

109/4/10(五) 

09:00-12:00 

西灣學院 

 (圖資大樓 10樓

SW1008) 

跨域微學分工作坊 
─斜槓時代跨域知能 
「回歸當下，採集真實

的自己」 

西灣學院 
基礎教育中

心 

報名網址：
http://bit.ly/36MA2rd 

3/27(五)晚間 19:00 開放報名 

報名上限 50人不接受現場報名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簽到退方式： 

■請洽主辦單位 

□以學生證刷卡進出紀錄為準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參加學生「微學分及大學之道」擇一認計)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7 

宋世祥助理教授/ 

人科學程教師 

 

李怡萱/ 
視覺設計師 

109/4/10（五） 

13:00-16:00 

西灣學院 

(圖資大樓 10樓 

西 SW1005) 

【鹽夏不夜埕】 
裝置藝術工作坊 

西灣學院 

人科學程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NQ4YxbHKuVJgbj

Zk7 
已開放報名 

報名上限 20人不接受現場報名 

聯絡人： 
林竹煖 

sebrina870203@gmail.com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本工作坊屬於「跨領域創新專題（一）」課

程一部分，另開放 20個非課程學生報名參

加) 

※簽到退方式：請洽主辦單位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選課學生參與本場次不可另認列微學分及

大學之道)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8 
席德恩助理教授/ 
西灣學院教師 

109/4/14日(二) 

12:00~13:00及 

109/4/21(二) 

12:00~13:00 

綜合大樓 通 GE3013 

英語微學分課程活動
Wonder of Taiwan 

西灣學院 
博雅教育中

心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ipEDBeK

wVWB5woYQ6 
(報名額滿)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2 個時段皆須參加始完成本場活動，每時段

開放 30個學生報名參加) 

※簽到退方式： 

■請洽主辦單位 

□以學生證刷卡進出紀錄為準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本場次參與學生可獲得本校「英語學習歷

程點數 5 點」，與「大學之道」擇一認計)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http://bit.ly/36MA2rd
https://forms.gle/NQ4YxbHKuVJgbjZk7
https://forms.gle/NQ4YxbHKuVJgbjZk7
https://forms.gle/ipEDBeKwVWB5woYQ6
https://forms.gle/ipEDBeKwVWB5woYQ6


No. 
邀請講者姓名/ 

單位/職稱 
時間 工作坊/活動名稱 承辦單位 報名網址 備註 

9 

趙可卿(英國約克

大學藝術史博士)/ 
西灣學院 

109/4/16(四) 

12:30-13:30 

需有 Skype 帳號參加

線上交流 

 
 

[國際沙龍系列活動] 
LiveTalk 漫談留學英

美義大利的小日子 

西灣學院 
院本部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WdLppe 

(報名額滿)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簽到退方式：Skype完成線上登錄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本場次參與學生可獲得本校「英語學習歷

程點數 10點」，與「大學之道」擇一認計)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10 

宋世祥助理教授/ 

人科學程教師 

 

蔡怡芬主持人 

4/24(五) 

13:00-16:00 

西灣學院 

(圖資大樓 10樓 

西 SW1008) 

【鹽夏不夜埕】 
活動主持人工作坊 

 

西灣學院 

人科學程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2tcNUd1bq6Xzvhxr

7 
 

已開放報名 

報名上限 25人不接受現場報名 

 
聯絡人： 
柯信存 

abc51216@gmail.com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本工作坊屬「創意街區發展實務與藝術管

理」課程一部分，課程同學優先，另開放 5

個非課程學生報名參加) 

※簽到退方式： 

█以現場簽到活動參與攝影為準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選課學生參與本場次不可另認列微學分及

大學之道)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11 

趙可卿(英國約克

大學藝術史博士)/ 
西灣學院 

109/4/29(三) 

16:30-18:00 

西灣學院 

(圖資大樓 10樓 

SW1005) 

 
 
 

[國際沙龍系列活動] 
奧林匹克 IPA 派對遊

戲競賽 
西灣學院 
院本部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WdLjM5 

(報名額滿) 

※需提前索票：□是■否 

※網路報名：■是□否 

(完成報名且當日前 30名到場者可領取精美

餐盒) 

※簽到退方式： 

■請洽主辦單位 

□以學生證刷卡進出紀錄為準 

※活動或演講屬於課程一部分或可取得學

分者：□是 █否 

(本場次參與學生可獲得本校「英語學習歷

程點數 10點」，與「大學之道」擇一認計) 

(※需參加 2場工作坊可認證 1場大學之道) 

                                               

https://reurl.cc/WdLppe
https://forms.gle/2tcNUd1bq6Xzvhxr7
https://forms.gle/2tcNUd1bq6Xzvhxr7
https://reurl.cc/WdLjM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