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有感青年，文化跨界」-歐亞人文知識培育系列演講 

講座資訊 
 

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108年度歐亞人文知識培育系列演講以「有感青年，

文化跨界」為主軸，規劃 6 場歐亞文化講座，期望透過不同的視角，帶領同學來

感覺及認識世界，並思考如何在這個資訊快速滾動的世代中，從藝術、音樂、公

民權益及國際參與來提升對思潮脈動的敏銳度及從中進行東西方文化上的思辨，

轉化為思想上的養分，實踐在生活中。 

 

演講日期：108 年 10 月 31 日(四)15：10-17：00 

演講題目：從文藻到華府-藝術策展與學術遠遊 

演講內容： 

想知道跟華盛頓的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合作的幕後秘密嗎？在美國學

術界闖名號，需要什麼樣的努力呢？校友王士圃教授回校分享他的策展經驗及留

美 22 年的學術旅程。 

Dr. ShiPu Wang shares his experience of curating a major artist retrospective that 

travels to five museums in the U.S. and Japan, with a final, six-month display at the 

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 in Washington, D.C. this November. 

講者簡介： 

王士圃博士 

專科部英文系第 23 屆校友 

加州大學美賽德分校(UC Merced)全球藝術系的創始教授及寇茲藝術榮譽教授，

曾任史密森尼學院資深研究員。 

特殊事蹟： 

著作 The Other American Moderns. Matsura, Ishigaki, Noda, Hayakawa 榮獲 2018

年度 Georgia O’Keeffe 美術館藝術史書大獎。 

策劃的小圃千浦回顧展 (Chiura Obata: An American Modern)於加州、猶他州、日

本岡山、美國首府進行巡迴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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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108年度歐亞人文知識培育系列演講以「有感青年，

文化跨界」為主軸，規劃 6 場歐亞文化講座，期望透過不同的視角，帶領同學來

感覺及認識世界，並思考如何在這個資訊快速滾動的世代中，從藝術、音樂、公

民權益及國際參與來提升對思潮脈動的敏銳度及從中進行東西方文化上的思辨，

轉化為思想上的養分，實踐在生活中。 

 

演講日期：108 年 11 月 14 日(四)15：10-17：00 

演講題目：氣候變遷中的青年行動 

演講內容： 

氣候變遷是近幾年來不斷在進行著討論的議題，國際間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及

行動，歐洲更是不遺餘力地推行著各式對生態環境友善的政策，台灣有一群青年

自主式的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COP)，透過國際盛會與不同國別的青年

交流，在參與過程中有那些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行動，而未來我們又能如何為生態

環境盡一份心力呢? 

演講介紹： 

15:10-15:20 氣候變遷現況簡介 

15:20-15:30 ORID 焦點討論法簡介 

15:30-16:30 分組活動：氣候行動發想與規劃 (ORID 焦點討論法) 

16:30-16:50 各組分享氣候行動計畫 

16:50-17:00 TWYCC 國際參與及氣候行動經驗分享 

講者簡介： 

王曉郎 

 現任 TWYCC 理事長 

王香尹  

 現任 TWYCC 倡議小組 PM(專案經理) 

 曾任職 EY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部資深顧問 

 曾任職 KPMG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柬埔寨分所審計部副理 

 TWYCC UNFCCC COP23 青年代表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TWYCC)簡介： 

自 2009 年成立，2012 年七月正式立案，是台灣第一個由青年自主發起、

運行的環境非營利組織，現已累積數百位志工夥伴，超過一萬五千名網路追蹤者。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核心價值為「持續發起氣候行動，為世代正義發聲；培育青

年氣候人才，擴大行動影響力。」TWYCC 持續參與、關注國際氣候談判，將

重要決議及國際要聞傳至國內，並與國際青年合作發起氣候行動。我們期望以青

年行動做為社會革新力量，凝聚關注意識，邀請台灣青年、公民社會乃至企業及

政府共同推動氣候行動，積極參與台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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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108年度歐亞人文知識培育系列演講以「有感青年，

文化跨界」為主軸，規劃 6 場歐亞文化講座，期望透過不同的視角，帶領同學來

感覺及認識世界，並思考如何在這個資訊快速滾動的世代中，從藝術、音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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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為思想上的養分，實踐在生活中。 

 

演講日期：108 年 11 月 21 日(四)15：10-17：00 

演講題目：公民權益知多少?台歐國會報你瞭 

演講內容： 

「沒有正常國會，就沒有正常國家」，為何有國會的機制？立法院與歐洲議

會有何不同？立法院又有什麼重要性？為何成立許多新政黨要搶立委席次？立

委都在忙些什麼？ 

你可能很關心政治，但你是個負責任的選民嗎？除了抱怨與咒罵，真的束手無策

了嗎？為什麼要監督立法院？就讓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分享你所不知道的國會。

讓大家可以好好思考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會議員。 

講者簡介： 

張宏林 

現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理事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理事 

台灣透明組織理事 

亞洲體驗教育協會監事 

綠色和平電台「荒野有情」主持人 

世新大學公廣系兼任講師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簡介： 

成立於 2007年，以推動國會成為「文明、陽光、公益、透明、效能」為目

標，並進行立委評鑑，至今已公佈 23次評鑑成績，評鑑不佳立委，並列入落選

運動對象。同時推動各項國會改革工作與公民教育，目前更進一步協助各地方議

會監督工作。本次將分享公督盟 12年來的歷程、經驗、困難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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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108年度歐亞人文知識培育系列演講以「有感青年，

文化跨界」為主軸，規劃 6 場歐亞文化講座，期望透過不同的視角，帶領同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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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日期：108 年 11 月 27 日(三)15：10-17：00 

演講題目：屬於世界的文化客廳 : 衛武營，如何實踐眾人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 

演講內容： 

開館一年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如何在開幕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吸引世

界各大國際媒體的高度矚目? 作為南臺灣第一個國際級場館，肩負著甚麼樣的使

命和任務? 

衛武營如何透過藝術性的節目策展規劃，經營在地資源和拓展國際關係與連結? 

作為 21 世紀的島嶼青年，如何認識自己的文化優勢，再創新的契機和舞台? 

講者簡介： 

張欣怡 

現為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節目部國際事務組長。 

曾以獨立藝術經理人的身份旅居歐洲多年，以藝術性的策展及創意製作為發展主

軸，陪伴具跨文化語彙、國際視野和人文溫度的藝術創作。 

汲取臺灣人文特質與歐陸生活的經驗積累為養分，透過對話、實作和願景的擘畫，

推動具前瞻性的 360 度跨文化的國際合作模式，持續創造感動的故事並深信文化

為眾人之事，與之追求共進發展，實踐生活日常的美好。 

 

演講日期：108 年 11 月 28 日(四)15：10-17：00 

演講題目：影展之中的文化縮影 

演講內容： 

每年在世界各國皆會舉辦許多的影展，每個影展都有著它獨特的涵義及關注

的議題，讓我們從影展的起源地義大利開始，漫步在歐洲三大影展並聚焦在不同

影展特色當中，探索在影展中國際注目的議題及分享在不同國別影展中的文化縮

影。 

講者簡介： 

馬曼容 

現為台灣影評人協會理事。 

熱愛香港的台北人，著有 PONY WORLD 粉專與部落格。 

曾任金馬影展第三屆亞洲電影觀察團及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初選評審。 

遊歷世界各大影展，以文字記錄一切自我觀察，文章散見於放映週報、娛樂重擊、

釀電影、週刊編集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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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日期：108年 12月 04日(三)15：10-17：00 

演講題目：音軌中的文化脈動-從近五年獨立音樂發展漫談全球化下本土文化的

困境 

演講內容： 

「音樂，是世代和氛圍交織而成的文化，不論主流或獨立音樂，皆有不同的

生命力，在獨立音樂不斷被聽見的時代裡，透過音符和文字，述說著心中的理念，

在這樣的時代脈動中，台灣的音樂環境和人才培育是否也跟上腳步了呢?在歐美

國家的音樂環境又和台灣有什麼差別呢? 面對全球化與在地化兩難的困境，藝術

家在未來又能如何突破呢?」 

講者簡介： 

王昱辰（a.k.a 老王） 

台北與倫敦獨立音樂製作人、編曲人、錄音與混音師 

Green!Eyes 與 Moonteg 樂團主唱與創作人 

Rooftop Audio 與 MoriSound 錄音室負責人。 

經歷： 

 2008 年起曾參與製作落日飛車、盪在空中、昏鴉、來吧焙焙、老貓偵探社、

南瓜妮歌迷俱樂部、傷心欲絕、鄭宜農、巨大的轟鳴、Leo Wang、鼓鼓、英國

樂團 Transition、Robi Mitch、墨西哥樂隊 Deer 等近百張唱片。 

 作品曾獲金音獎與金曲獎入圍與得獎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