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活動名稱（講座名稱） 舉辦日期及時間 舉辦地點 活動（講座）內容（請簡要說明） 主辦單位 備註

1 《種下 ‧ 萌芽》王雄國雕塑個展 9/5(一)~10/31(一) 圖書館藝術迴廊

雕塑家王雄國以「種下‧萌芽」為創作主題，將

女體造形與植物種子的萌芽形態相結合，呈現嶄

新的生命造形，傳達生命力的和諧，以及有機的

互動關係。

圖書館藝文中心

2 烈風光影-陳聯薰個展 9/5起，常設展 圖書館藝文展覽室

烈風光影 陳聯薰個展，本次展覽以紀實攝影作品

為主，1961年民雄鐵路大車禍，1959年的八七水災

等，走入1960年代的民雄時空、走入陳聯薰眼中的

家鄉。

重構大學路計畫

3
《忘齡築夢》侯雲雀國畫、油畫

個展

9/20(二)~11/14(一)

9/30(五)14:00開幕
圖書館視聽閱覽室

作品除了國畫、油創作外，更可以看見曾經於移

民阿根廷的異國風情畫作。回到臺灣後，於各種

課程的學習中體悟人生七十才是全新的開始，在

學習和創作的過程中忘記年齡。

圖書館藝文中心

4 變聲偵探-故事工廠

10/12(三)

19:00-20:30

18:30開放入場

免索票

大禮堂

以two men show 將口技、脫口秀、擬音、戲劇、模

仿、影像、打鬥互動等不同形式混搭串連，以聲

音表現作為承載戲劇想像力的機翼，探索人聲使

用極限，高默契的新表演型態！

圖書館藝文中心

5 健康有約 10月19、20日11~14時 活動中心 健康相關議題之宣導攤展 衛生保健組

6 第十一屆「藝游未盡」紫荊美展 10月20日至11月23日
共同教室大樓紫荊藝

廊/紫荊美學網頁

於紫荊藝廊展出通識課程學生創作作品，主題分

為:向大師致敬-XI、版圖ㆍ印象、圓ㆍ夢、流金歲

月等。

通識教育中心
紫荊美學(詳細美展資訊更

新):https://www.ccu-cbae.com/

7 全校越野賽 111年10月26日 16:00 行政大樓前廣場 男子組、女子組 體育中心

8 系際拔河
預賽111年10月27日 12:30

決賽111年10月29日 17:30
田徑場 男子組、女子組 體育中心

9 紫荊美展開幕茶會 10月27日(四) 12:30 共同教室大樓R106
藉由開幕茶會鼓勵同學並簡介第十一屆紫荊美展

，接著由策展老師至紫荊藝廊作品導覽。
通識教育中心

10 「璀璨新聲」音樂會 10月27日(四) 19:00 活動中心演藝廳

由通識教育中心黃富琴教師協同張介凡、邱亭雅2

位教師，與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合作，演奏除了

經典的古典音樂，更邀請台灣音樂家為本團創作

，演奏跨時代新作與豐富多元的室內樂曲。

通識教育中心

11 校慶歌唱大賽暨校園演唱會 10月28日 演藝廳 歌唱比賽及邀請藝人表演 學生會

12 田徑賽
預賽111年10月28日 18:30

決賽111年10月29日 14:30
田徑場 100公尺、400公尺、1500公尺、5000公尺、4*100公尺接力、跳遠、壘球擲遠體育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111年度(33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含講座、研討會)調查表──活動期程 111年10月1日至111年11月30日

          慶祝活動



13 校慶園遊會 10/28-10/29 田徑場旁停車場 攤位擺攤 學生會

14 運動會開幕典禮 111年10月29日 09:00 田徑場 體育中心

15 33週年校慶菸害防制健走 10月29日10:20-12:00 後山步道 菸害防制健走活動 衛生保健組

16 系際大隊接力 111年10月29日 11:00 田徑場 男子組、女子組、混合組 體育中心

17 創意啦啦隊 111年10月29日 16:00 田徑場 體育中心

18 運動會閉幕典禮 111年10月29日 18:30 田徑場 體育中心

19 版畫創作工作坊 11月16日(三) 13:30-16:30 共同教室大樓R501教室

藉由單版複刻版畫的製作與重複版印過程，認識

手作之美與一版多色的特殊表現，課程一開始會

示範教學與實作：運用橡膠版與雕刻刀具進行製

版創作，以水性油墨及多次套印之技法，接這進

行實作與作品交流：色調調整與上機版印，書寫

創作心得與理念分享（含錄製影音）。

通識教育中心

20 聲音節目工作坊 11月16日(三) 13:30-16:30 共同教室大樓R121教室

傳統廣播、隨選Podcast與即時性的Club House，台

灣聲音產業從寂靜到爆發，各種可能性正在發生

，要在破碎化的聆聽時代走進產業，並抓住聽眾

耳朵，除必須瞭解各聆聽載具的使用特性，更要

有能力產製符合各種載具特性的內容，並進行多

元性的行銷推廣。

因此，本次的「聲音節目工作坊」將邀請榮獲第54

屆廣播金鐘獎、2022文創產業新聞報導獎，並任職

於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台的節目主持人吳宇

軒蒞臨本校共同開設以Podcast聲音節目製作為主之

實作工作坊。簡略介紹聲音產業特性與趨勢，並

聚焦內容為王的產製教學，期讓參與的同學能累

積基礎文本企劃、主持與製播能力，並利後續的

專長養成。

通識教育中心

21 攝影基礎工作坊 待定 共同教室大樓R121教室

工作坊課程由教師1人授課，與助教2人輔導。課程

包含「室內研習」與「戶外實作」兩個單元，將

由照相機原理與操作開始，搭配授課後即時實作

，以求結合理論與實務。

通識教育中心

22 講題：英國、日本與洪憲帝制 111/10/6上午10:10 文學院106室 邀請復旦大學歷史系唐啟華教授蒞校演講 歷史系

         學術講座



23

生醫科學系列講座 111年10月14日/ 14:10 理學院二館生醫系R335階梯教室
演講者：劉卜慈助研究員（國家衛生研究院細胞

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講　題：CD40 signaling rewires metabolic circuits in

macrophages to boost anti tumor therapy

生醫系

24 中文系111年度職涯講座 10/28（五）10：00-12：30 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邀請本系博士生陳凱琳進行職涯講座，凱琳為各

類文學創作的常勝軍，將和學士班同學分享她的

創作歷程。

中文系

25
第四十三屆南區八校中文系碩博

士生論文研討會
10月29日 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南區八校中文系（含國文系、文學系）碩博士生

論文研討會之參與者為：（依各屆輪流辦校排

序）南華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研討會內容

為中文、漢學領域，以古典文學、義理思想、現

代文學、語言文字四大主題為研究範圍

中文系

26
教育與法律研討會--教師權利與

救濟論壇

111年11月5日（六）上午9

時至下午6時
法學院116大法庭 法律系

27
講題：恩與刑——唐代法制史研

究的兩個方向
111/11/10上午10:10 文學院106室

邀請台北大學歷史系陳俊強教授兼人文學院長蒞

校演講
歷史系

28 生醫系職涯講座 111年11月11日/ 14:10 理學院二館生醫系R336階梯教室

演講者：溫仁育醫師（奇美醫院婦產部生殖醫學

科)

講    題：人工生殖-過去、現在、與未來

生醫系

29
「東亞哲學經典詮釋」國際學術

研討會
11/18-19 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中正大學東亞漢籍與儒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

「東亞哲學經典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將針對

東亞地區的哲學經典之詮釋進行研討

中文系

30 專題演講 2022/11/21 文學院143媒體教室 給未來想成為英語老師的您 外文系

31
中古粟特民族與東西文化交流第

四次研讀會
111/11/27下午2:00 文學院212室

本活動屬國科會歷史學人才培育計畫舉辦之研讀

會
歷史系

32
法律學術專題講座--日本明治大

學法學院鈴木賢教授

111年12月7日（三）下午2

時至4時
法學院101階梯教室 法律系

33 111系友回娘家 111.10.29(六)AM10:00-12:30 理二館三樓 系友經驗分享、理監事改選 化生系

       校友活動



34 財子佳人回嘉來，歡慶中正32載 111/10/29(六)14:00-17:30 管院012演講廳 財金系32週年系慶 財金系

35 系友回娘家 10月29日 地震館 系友相見歡及職涯講座 地環系

36
2022經濟系友會年會暨系友回家

活動
111年10月29日 管理學院經濟系 辦理系友大會活動 經濟學系

37 歷史系系友大會 111/10/29下午3:00 文學院135室
邀請歷史系學、碩、博士級畢業校友(約80位)返校

座談、聯誼
歷史系

38
30週年系慶系列活動—法律系友

回娘家餐會活動

111年11月5日（六）晚上6

時30分至9時
耐斯王子大飯店 法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