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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臺灣書法、篆刻名家展 

 

展覽日期：2007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2 日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6:00 及 19:00~21:00(週六日不開放) 

 

展覽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12 樓 

 

開幕茶會：2007 年 10 月 22 日 10：30AM 

 

 

作品介紹導覽場次： 

 

第一場：10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9:30~11:00 

 

第二場：11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9:00~11:00 

 

 

 



通識教育專題演講 

 

講題：【旅行中的生命美學 — 雲門經典「九歌」重現】 

 

講者：梁越美(現任：雲門舞集行銷部企宣) 

 

時間：2007 年 11 月 15 日 (四)14:00~15:0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1 階梯教室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名師講座(第一場) 

 

講題：音樂與人生 

 

講者：樂壇巨擘 黃友棣教授 

 

時間：2007 年 11 月 22 日(四)14:00~16:0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1 階梯教室 

 



 

許鴻玉鋼琴獨奏會－音樂的詩情畫意 

 

時間：2007 年 12 月 7 日(五)15:30~17:0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9 小劇場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名師講座(第二場) 

 

講題：怎樣談一場戀愛 

 

講者：曾昭旭(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時間：2007 年 12 月 28 日(五)10:00~12:3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1 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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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經典好書閱讀推廣宣導(校本部) 

 

時間：2008 年 3 月 3 日~7 日 10:00~16:30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川堂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經典好書閱讀推廣宣導(燕巢分部) 

 

時間：2008 年 3 月 11 日、13 日、14 日 10:00~16:30 

 

地點：教學大樓 A 棟 1 樓大廳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人文社會關懷演講(第一場) 

 

講題：完美的告別，圓滿的人生：談殯葬服務及新式葬法 

 

講者：李金鴦(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兼課外活動組主任) 

 

時間：2008 年 3 月 18 日(二) 14:00~17:00 

 



地點：燕巢分部教學大樓 A 棟 11 樓國際會議廳 

 

 

[展覽]走過的庶民足跡-王雙福影像巡迴展 

 

展覽日期：2008 年 3 月 17 日至 28 日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每日 9:00~16:00 及 19:00~21:00(週六日不開放) 

 

展覽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12 樓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名師講座(第三場) 

 

講題：活出生命的色彩 

 

講者：謝坤山(口足畫家) 

 

時間：2008 年 3 月 24 日 (一)14:30~17:30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演講廳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人文社會關懷演講(第二場) 

 

講題：我在加爾各達「垂死之家」服務經驗 

 

講者：李家同(暨南大學教授) 

 

時間：2008 年 4 月 7 日 (一)15:00~18:00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演講廳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名師講座(第四場) 

 

 

講題：社會發展與臺灣美術 

 



講者：黃光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 

 

時間：2008 年 4 月 16 日 (三)10:30~13:3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1 階梯教室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名師講座(第五場) 

 

講題：Culture and the Language Classroom 

 

講者：Martin, P. W. 

 

時間：2008 年 4 月 22 日 (二)13:50~16:3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1 階梯教室 

 

 



世界最強即興-原田雅嗣、駱昭勻即興二重奏音樂會 

 

演奏者：原田雅嗣(鋼琴演奏)、駱昭勻(琵琶演奏) 

 

時間：2008 年 4 月 29 日 (二)15:30~17:0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9 小劇場 

 

演出的話：當代即興音樂有多樣的表演面貌與無限型態的發展可能，這是我們想與台灣觀眾分享的，今晚 

     能有機會把我們的即興演奏介紹給義守大學師生，感到無限衷心的喜悅。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英語演講展演 

 

展演者：中華民國英語演講勵進會 

 

 

時間：2008 年 5 月 16 日 (五)18:30~21:30 

 

地點：校本部教學大樓 2 樓 2200 

 



 

義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活動-名師講座(第六場) 

 

講題：美國對於中國的認知與中美關係 

 

講者：季淳教授 (Occidental College in Los Angeles, CA) 

 

時間：2008 年 6 月 12 日 (四)15:30~17:30 

 

地點：燕巢分部教學大樓 1 樓 A0101 教室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卓暨通識教育中心藝文活動 

主辦單位：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本活動由義守大學 98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 

凡參加活動者可蓋通識護照參與活動認證章 

2010大學影展：國際台灣電影節  影展海報介紹--> 

活動場次  活動日期 播放影片 片長(分) 放映場所 

第一場 
10/13(三) 

1400-1525 
台北星期天 85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第二場 
10/14(四) 

1530-1730 
陽陽 110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第三場 
10/21(四) 

1330-1530 
聽說 109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燕巢分部 A0102 

第四場 
10/21(四) 

1530-1705 
台北異想 95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燕巢分部 A0102 

第五場 
11/12(五) 

1800-2000 
眼淚 110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第六場 
10/29(五) 

1800-2000 
家在台北 108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http://www2.isu.edu.tw/ipages/26-4-10307.html


第七場 
11/5(五) 

1800-2000 
愛情來了 113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第八場 
11/26(五) 

1800-1930 
謝錦 90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第九場 
12/3(五) 

1800-1900 
狂顏 55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第十場 
12/10(五) 

1800-1910 
她們的故事 66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人文時事與社會關懷系列講座   

活動場次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講題 講者 演講地點 報名 

第一場 10/21(四) 1030-1210 
環境永續發展 

與法治國家 
詹順貴律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701   

第二場 11/30(二) 1020-1210 尋找生命的知己 見見法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燕巢 A0102 
  

第三場 12/2(四) 1030-1200 電影賞析，從電影配樂談起 余濟倫老師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報名 

第四場 12/14(二) 1330-1520 讓生活更有光彩 陳瑢娟主任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16   

藝文展覽   

展覽場次 展覽日期 展覽時間 展覽名稱 展覽地點 展覽茶會   

第一場 12/1~12/14 1000-1600 
一位台灣美術收藏 

家的 50 至 70 年代收藏展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12 樓 12/3  10:30   

http://www.etp.isu.edu.tw/old/a_view.php?p=278


第二場 12/27~12/31 
0900-1200 

1330-1630 

2010 年「珍愛地球 

‧真愛台灣」希望展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1 樓大廳 12/27  14:00   

藝文講座 

第一場 11/23 
13:30-15:00 

15:30-17:00 
美不勝收是京劇 

林秀偉團長 

(當代傳奇劇場)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報名 

3/17(四)15:30~16:30 

果陀藝文講座 

講者：楊玉玲(果陀劇團行銷經理) 

講題：《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啟示分

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遠距教室 
進入 

3/30(三)13:30~15:30 

人文時事與社會關懷系列講座 

 

2011 雲門舞集流浪者校園講座 

講者：崔愫欣 

講題：從三里塚到水俣－追尋紀錄片與社

會運動的軌跡 

燕巢分部教學大樓

C0146 
進入 

3/31(四)14:00~15:30 

人文時事與社會關懷系列講座 

講者：布拉瑞揚、張完珠 

講題：找一個角度  讓自己發光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遠距教室 
進入 

3 月~5 月 

2011 溫馨傳情「感恩心一世情」系列活動 

 

母親節感恩歌唱比賽 

初賽日期:4/13 

校本部、燕巢分部 進入 

http://www.etp.isu.edu.tw/old/a_view.php?p=311
http://www.etp.isu.edu.tw/old/a_view.php?p=313
http://www.etp.isu.edu.tw/old/a_view.php?p=314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howpage.php?dept_mno=26&dept_id=4&page_id=11208
http://www.etp.isu.edu.tw/old/a_view.php?p=309


決賽日期:5/5 

5/10(二)13:30~15:30 

人文時事與社會關懷系列講座 

講者：簡上仁 

講題：土地的歌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

樓 2 樓 50201 
進入 

5/12(四)10:00~16:00 經典好書悅讀展 
校本部行政大樓 3

樓穿堂 
  

5/16(一)15:30~17:20 

人文時事與社會關懷系列講座 

 

2011 雲門舞集流浪者校園講座 

講者：崔愫欣 

講題：從三里塚到水俣－追尋紀錄片與社

會運動的軌跡 

燕巢分部教學大樓

C0146 
進入 

5/18(三)10:00~16:00 

經典好書悅讀展暨讀書講座 

講者：何燿光 

講題：經典好書導讀 

燕巢分部教學大樓

A 棟 1 樓大廳 
  

5/25(三)10:30~12:00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培訓專題演講 

 

講者：郭洪國雄 

講題：TA 的自我探索 

校本部行政大樓

10F 第六研討室 
進入 

http://www.etp.isu.edu.tw/old/a_view.php?p=342
http://www.etp.isu.edu.tw/old/a_vote.php?p=340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114


5/26(四)13:30~15:30 

人文時事與社會關懷系列講座-藝術 

講者：【麥克傑克森】製作人 陳汗青 

講題：【麥克傑克森】與 80 年代常民文化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遠距教室 

自由入

場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報

名 

10/4(二)10:30~12:00 

藝文講座-陳澄波音樂劇 

講者：黃秋萍 

（力譔堂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講題：《我是油彩的化身》原創音樂劇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10/4(二) 

13:30~15:00 

藝文講座-陳澄波音樂劇 

講者：黃秋萍 

（力譔堂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講題：《我是油彩的化身》原創音樂劇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10/6(四)10:00~16:00 經典好書悅讀展 校本部行政大樓 3 樓穿堂   

10/6(四)13:30~15:20 

15:30~17:20 
多元文化展演-巴洛克，華麗的饗宴（導聆音樂會） 

校本部科技大樓 4 樓 3401

遠距教室 

燕巢分部教學大樓 A 棟

A0102 教室 

進

入 

10/12(三)10:00~16:00 經典好書悅讀展 
燕巢分部教學大樓 A 棟 1

樓大廳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393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393


10/13(四)10:30~12:30 

學生專題演講 

講者：盧國慶 

講題：從高峰經驗與前世今生研究談人際關係的經營智慧 

燕巢分部教學大樓 A 棟

A0102 教室 

進

入 

10/19(三)13:30~15:20 

多元文化講演 

講者：台北民族舞團 

講題：台灣民族舞蹈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9 小劇場 

進

入 

11/14(一)15:30~17:20 多元文化演講-建國百年紀錄片暨座談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1 教室 

進

入 

11/24(四)13:30~15:30 

多元文化講演 

講者：林文中舞團藝術總監/林文中 

講題：來吧!跟著我們一起看懂現代舞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50209 小劇場 

進

入 

12/12(一)13:30~15:30 

學生專題演講 

講者：王中砥 

講題：性別大不同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9 樓

50916 教室 
  

12/13(二)10:20~12:20 

名人講座 

講者：林秀華(五餅二魚親子書店創辦負責人) 

講題：一窺高雄繪本花園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3 樓

50301 教室 

進

入 

101/1/2(一)13:30~15:30 

學生專題演講 

講者：李麗凰 

講題：親密關係---看見多元議題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9 樓

50916 教室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391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391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392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392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426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426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394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394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434
http://www.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434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0/17(四) 

13:30~15:00 

藝文活動-臺灣豫劇團校園戲曲講座 

講者：臺灣豫劇團 

講題：豫劇的表演賞析― 一甲子的愛情故事 

校本部綜合教學

大樓 50901 教室 

11/4(一) 

13:30~15:00 

專題講座-校園巡迴人權講座 

講者：許文英助理教授(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題：社會創新人權 

校本部綜合教學

大樓 50301 教室 

11/5(二) 

15:30~17:00 

專題講座 

講者：許君如副處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聯絡處) 

講題：政府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 

校本部綜合教學

大樓 50201 教室 

11/6(三) 

15:30~17:00 

102 年「大學生理財通識系列講座」  

講者：蔡明哲(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商務部電子規劃處經理) 

講題：股市散戶應該知道的事 

校本部綜合教學

大樓 50916 教室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3/25(二) 

13:30~15:30 

藝文活動-2014雲門舞集流浪者校園講座 

講者：拉卡巫茂(歌手、作詞作曲人、演

員) 

講題：流浪女兒國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4/30(三)9:00~12:00 
溫馨傳情感恩一世情系列活動 

母親節感恩歌唱比賽(初賽)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209

小劇場 

5/5(一) 

13:30~15:30 

專題演講 

講者：劉繼蔚律師 

講題：公民素養與公民不服從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 A0101

教室 

5/5(一)至 5/15(四) 

每週一至週五 10:00~16:00 

女性物理大師海報展－ 

西方居禮夫人 vs.東方吳健雄院士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1 樓大

廳 

5/6(二)至 5/16(五) 

每週一至週五 10:00~16:00 

耿欽謝女士畫展暨觀展心得比賽 

得獎者名單 

校本部國際學院 5 樓中華文

化教室 

  

  

溫馨傳情感恩一世情系列活動 

徵文比賽優勝名單 

  

http://www2.isu.edu.tw/ipages/26-4-17373.html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howpage.php?dept_mno=26&dept_id=4&page_id=18184
http://www2.isu.edu.tw/ipages/26-4-18050.html


5/8(四)19:00~21:00 

溫馨傳情感恩一世情系列活動 

母親節感恩歌唱比賽(決賽) 

 

1.活動計畫書 

2.歌唱比賽報名表 

3.徵文比賽報名表 

4.文宣海報 

5.決賽順序 

6.決賽得獎 

校本部活動中心 5 樓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2-2/Mother/plan0321.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2-2/Mother/01.doc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2-2/Mother/02.doc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image/2014MayMotherL.jpg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2-2/Mother/0508singing.pdf
http://www2.isu.edu.tw/ipages/26-4-18183.html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0/28(二) 

13:30~15:20 

藝文活動 

講者：蔡岳勳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

所) 

講題：再生能源的發展趨勢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11/20(四) 

13:30~15:00 

通識名師講座 

講者：林秀偉(當代傳奇劇場製作

人) 

講題：當戲曲遇上搖滾樂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教室 

11/20(四) 

15:30~17:20 

通識名師講座 

講者：林秀偉(當代傳奇劇場製作

人) 

講題：當戲曲遇上搖滾樂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教室 

11/25(二) 

10:20~12:10 

藝文活動 

講者：曹賜斌(醫師、作家)、陳青

(作家)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講題：職場心態形象整形術－小白

領職場不被整 

12/18(四)10:20~12:10 

藝文活動 

講者：艾倫（律師） 

講題：打造夢想巨人-生涯規劃分

享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201 教室 

12/24(三) 

15:30~17:20 

藝文活動 

講者：謝昕璇、林俐 

講題：活得精彩，玩得出色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

A0102 教室 

12/31(三) 

10:30~12:00 

通識名師講座 

講者：吳清基(教育部前部長、講

座教授) 

講題：組織行政管理的新視野-從

紫牛到藍海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1310 視聽教室 

3/17(二) 

13:30~15:20 

通識名師講座 

講者：林基興博士 

講題：資訊傳染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201 教室 

收件日：即日起至 

4/24(五)止，週一至週五 8:00~17:00 

2015 溫馨傳情感恩心一世情系列

活動 

徵文比賽報名表 

得獎名單 

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3-2/01.doc
http://www2.isu.edu.tw/ipages/26-4-20353.html


收件日：即日起至 

5/4(一)止，週一至週五 8:00~17:00 

2015 溫馨傳情感恩心一世情系列

活動 

微電影創意比賽報名表 

簡章 

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 

5/12(二) 

13:30~15:20 

藝文活動 

講者：郭婞淳(2010新加坡青年奧

運會舉重銀牌) 

講題：奧林匹克精神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教室 

5/14(四) 

13:30~15:20 

藝文活動 

講者：林靖傑導演 

講題：一位電影創作者的修煉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5/21(四) 

10:20~12:10 

藝文活動 

講者：趙紀綱 

講題：畢業之後:青年公務人員的

職涯分享(簡報 PPT)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教室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3-2/02.doc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3-2/03.doc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3-2/PPT1040521.pdf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9/23(三) 

13:30~15:20 

通識講座 

講者：蔡長鈞教授 

(環球科技大學) 

講題：自我管理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 A棟 11樓

國際會議廳 

10/1(四) 

10:20~12:10 

通識講座 

講者：曾士杰老師 

講題：從我的少男時代到我的歐吉桑現代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16

教室 

10/7(三) 

14:30~16:30 

通識講座 

講者：劉克襄老師 

講題：漫遊台灣、慢食人生 

校本部國際大樓 60405 演講

廳 

10/8(四) 

13:30~15:20 

藝文活動 

講者：羅文秀老師 

講題：環遊四季的琴聲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201

教室 

105/3/23(三) 

15:30~17:20 

105 年大學生理財通識講座 

講者：楊智翔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新創發展部專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416

教室 



員) 

講題：青年創業 

105/3/30(三) 

13:30~15:20 

通識講座 

講者：曹啟鴻(大武山基金會董事長) 

講題：氣候變遷調適下的生存智慧 

      －從莫拉克風災到綠能發展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901

教室 

105/4/8(五) 

8:20~12:10 

通識講座 

講者：路之．瑪迪霖 

     (蒂摩爾古薪舞集 團長曁藝術總監) 

講題：現代舞的原民力量― 

      以蒂摩爾古薪舞集為例子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 A0914 教

室 

105/4/27(三) 

13:30~15:20 

通識講座 

講者：藍蕾(台北大學應外系副教授) 

講題：海外志工服務學習之經驗分享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105/5/5(四) 

13:30~15:20 

通識講座-2016流浪者校園講座 

講者：高銘謙(劇場工作者) 

講題：打出原形西遊記- 

      在土耳其遇見我自己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自即日起至 

105/4/29(五)17:00 止收件 

2016溫馨傳情「感恩心一世情」徵文比賽 

下載活動與徵件辦法 

得獎名單 

收件： 

1.華語文學與思想授課教師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4-2/01.doc
http://www2.isu.edu.tw/ipages/26-4-21485.html


2.校本部通識教育中心辦公

室 

105/5/13(五) 

13:30~15:20 

通識講座 

講者：侯和雄(前高雄市副市長) 

講題：從永續觀點談台灣海洋的開發及海

岸保護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教室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0/14(五) 

10:20~12:10 

通識講座(華語文化講座) 

講者：林天祥老師(義守大學) 

講題：華人書道精神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201 

11/17(四) 

10:20~12:10 

通識講座(華語文化講座) 

講者：李幸長老師(義守大學) 

講題：中華民俗戲曲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201 

11/22(二) 

13:50~15:20 

通識講座 

講者：戴勝益創辦人(益品書屋) 

講題：書香社會‧品味人生 

校本部行政大樓 10樓

國際演講廳 

11/29(二) 

10:30~12:00 

通識講座 

講者：林嘉文講師 

     (中國網路行銷協會) 

講題：E世代的關係與溝通 

校本部行政大樓 10樓

國際演講廳 

3/9(四) 

10:20~12:20 

藝文講座 

講者：黃文瀚 

     (優人神鼓演出製作部主任) 

講題：與古老共生的優人神鼓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301 



3/23(四) 

13:30~15:30 

藝文講座 

講者：吳欣澤 

     (西尤島樂團&世界音樂計劃發起人) 

講題：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吳欣澤的融合

音樂之旅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 A

棟 A0101教室 

自即日起至 

106/4/28(五)17:00 止收件 

2017溫馨傳情「感恩心一世情」徵文比賽 

下載活動與徵件辦法 

收件： 

1.華語文學與思想授

課教師 

2.校本部通識教育中

心辦公室 

5/3(三) 

15:30~17:30 

106年大學生理財通識講座 

講者：謝偉國 

     (元大寶來投信副總經理) 

講題：掌握財經資訊－創富自己來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0501教室 

 

http://www2.isu.edu.tw/upload/26/4/Art_activity/105-2/01.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