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5 月 份電子報>>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外籍教師 TopicTalk: Ultimate Frisbee 05 月 03 日(四) English Corner 

青年志工特殊訓練(二) 05 月 03 日(二) 亞洲大學國際會議

中心 

創領學程暨陸生心靈輔導講座-3 5 月 3 日(四) A115 亞洲講堂 

亞洲大學 100 學年度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志工特殊訓練(三) 05 月 05 日、06 日(六、日) 亞洲大學國際會議

中心 

母親節教孝活動 5 月 8 日(二) 太極湖畔 

校園文化創意競賽 5 月 8 日(二)-10 月 19 日

(五) 

圖書館、教卓網站

/網路報名繳件 

大一通識英文後測測驗 05 月 09 日(三) 各班訓輔教室 

飛雁領航：大學教育與教學講座(五)   題目：『大學課程問題與改革』 

講師：靜宜大學講座教授 黃政傑 博士    

05 月 09 日(三) A116 

成功創業家講座:大學生準備好了沒? 創業規劃與市場分析    05 月 11 日(五) I 104 

外籍教師 TopicTalk: Stereotype 05 月 15 日(二) English Corner 

國際視野與全球化議題講座-2「全球化科技英文時事評論」 5 月 16 日(三) A116 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系列講座-3「如何提升自我英文學習能力」 5 月 17 日(四) A115 亞洲講堂 

全球英檢校園考 05 月 18 日(五) 亞洲大學 

2012 百書喜閱心得徵文競賽 04 月 23 日(一)-05 月 15 日

(二) 

圖書館、教卓網站

/網路報名繳件 

美食電影名句學英文 05 月 23 日(三) 行政大樓與資訊大

樓間草皮 

多益證照搶分衝刺講座 05 月 25 日(五) M001 

我在亞大慶豐收 5 月 28 日(一)-5 月 31 日

(四) 

健康大樓前草皮 

飛雁領航：大學教育與教學講座(六)   題目：『大學的教學創新』 

講師：逢甲大學副校長 李秉乾 教授    

5 月 30 日(三) A116 

外文系畢業公演 05 月 30 日(三) 亞洲大學國際會議

中心 

創意領導系列講座-4    5 月 31 日(四) A115 亞洲講堂 
 

亞洲大學 2012 年 5 月份精彩未來活動快訊  



 

 

 

 

亞洲大學 2012 年 4 月教卓計晝剪集  

101年綠能與環保創新高峰論壇 

         產學營運處產學合作組於 2012 年 04 月 26 日(四) 在國際會議廳 A101

舉辦一場產學論壇，邀請產官學界對此會議主題關心之官員、學者、社會人士

及相關系所研究生、大學生參與。其中討論我國從 2009 年提出「綠色能源產

業旭升方案」，來積極推展太陽光電、LED 光電照明、風力發電、生質燃

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電動車輛等 7 項綠色能源產業外，在這

新能源發展之際，尤其在 2011 年日本發生 311 大地震使得原唯一核能發電

作為目前節能減碳最佳工具大為改觀。可是碳排放量所造成的氣候變遷以及能

源短缺持續發生下，因此節能服務技術(ESCO/GIPC)作為節能減碳成為當前

最重要之課題。 
 

 

亞洲大學商設系畢業展在臺中世貿中心展示 

        中區設計聯盟，集結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大葉大學工業設計學

系、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嶺東科技大學科技商品設計系，今（27 日）天

起至 30 日於台中世界貿易中心展出，參展的作品豐富又多元化，且創意新

穎，其中，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舉辦畢業展，79 位應屆畢業生，提供

30 組畢業創作作品到場展示，最近獲得德國 IF 設計大獎、瑞士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金牌獎的作品也在場展示，成為聯展一大特色，矚目焦點。 

 

亞洲大學在巴黎國際發明展全臺大贏家 

       臺灣發明人組成的代表團參加第 111 屆法國巴黎國際發明展，共獲 6

金、11 銀、36 銅。團長徐義權說，臺灣的表現是外國代表團中第一名；臺灣

團中，又以亞洲大學（Asia University, Taiwan）1 金、2 銀、5 銅共 8 件作

品全壘打得冠，明年將擴大參與規模。 

                                                                                                                                 
 
 

亞洲大學舉辦多益高分秘笈講座 

亞洲大學語文教育中心這學期開設「多益密集班」，聘請頂尖業界名師及

專業外籍教師授課，4 月 12 日下午 4 時起在國際會議中心 A101 舉辦「多益

高分秘笈講座」，吸引了 300 多位有志提升英文能力、考取多益測驗證照的

同學到場聆聽，氣氛熱絡。 

 ETS 講師 Judy Tai 在講座中指出，臺灣多益測驗成績於全球排名位居第

八，超前的亞洲國家包括第三名的馬來西亞、第六名的南韓及第七名的中國，

她並鼓勵同學努力考取高分，為台灣排名爭光。JudyTai 老師還當場帶領同學

們試做多益測驗的聽力及閱讀測驗，除了提供實用的解題技巧外，更舉辦有獎

徵答，在場同學紛紛踴躍舉手搶答。 
 

http://www.asia.edu.tw/Main_pages/hot_news/doc/news_12_05_08_6.pdf


 

 

 

 

  

 

「飛雁領航：大學教育與教學法專題」研習講座系列(三)：

批判思考與批判教學 

本校為強化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協助教師了解大學教育內涵，教學資源暨

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於 04 月 11 日(三) 行政大樓 A116 亞洲講堂，邀請華梵大

學溫明麗副校長蒞校演講「批判思考與批判教學」。溫副校長解釋進行批判思

考時會得到像是『瞭解自我、知所反省、解決問題、確立人生、追求卓越、為

己為人』的回饋。而後再提出「批判思考的重點與精神」的問題來詢問在場聽

講的學生及老師們，經過大家一翻討論後，也請大家思考剛剛討論的過程及得

到結果時，是不是有下列這幾項收益：『批判思考重在自我反省與渡人、善知

識的珍貴在於利己又利人、價值體系洗牌就是慧命的增長、懂得自我批判的人

不會貪愚癡、時時批判願意自省智慧就精進』。 在演講的過程中也以『批判

思考的主人是自己』這句話送給大家並告訴他們，要做自已的主人，且要具有

獨立不受別人影響。 

 

「飛雁領航：大學教育與教學法專題」研習講座系列(四) ：

高等教育的藍海策略 

楊教授認為國內高等教育的發展，正面臨國際環境的瞬息變化，全球化

國際競爭的衝擊及知識經濟社會終身學習的需求與資訊時代學習革命的衝

擊，亟需進行重大轉型。因此大學院校需以新的思考模式，採納「藍海策

略」的新管理機制，考量學校的資源、條件與發展特色，自己決定本身的任

務，以及在市場機制下如何定位清楚，並試圖以產品區隔突顯特色，發揮獨

特的功能。尤應針對其各自的目標，訂定品質指標及績效標準，凝聚共識，

且經由政府、產業與學校的良性互動，妥善的整合與執行，以達成校務有效

治理，全面提升大學教育的品質與競爭力，建立大學永續發展的基礎與動

力，追求卓越，迎向國際。 

 

「教學助教(TA)增能系列講座」（二）： 

「老闆要你在大學裡學什麼」 
本校為增進教學效率、型塑教學特色、並協助教師進行個案教學，任用學

生為教學助教，並為強化教學助教之專業能力，協助教學助教了解教學助教之

工作內容，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於 04 月 25 日(三) 管理大樓 M001

亞洲國際廳，邀請洪耀釧學務長來演講。洪耀釧學務長在演講時，以勵志、心

靈、學習等書籍進行開場，並從中選了一本書《老闆要你學會的 10 大技能》

來當作今天演講的主題。演講過程中，學務長以詼諧幽默並帶入啟發的方式，

使得眾教學助教們學到在未來踏入社會求職前，自己應該要在學校這個大寶庫

中挖掘、學習到什麼寶貝，才會對自己的職場生涯有莫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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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T 工程認證期中審查經驗交流演講 
光電通訊學系於 101 年 04 月 26 日舉辦 IEET 工程認證期中審查經驗交

流演講，主講人為東海大學電機系溫志宏教授，蒞校與我們分享參與 IEET 工

程認證期中審查經驗。 溫教授提到 IEET 的認證精神主要在於：系所建立具自

我特色之教育目標，以學生成果為導向(outcome-based)，佐以畢業生具備

專業核心能力，並確實執行持續改進，達成自訂之教育目標。 

    

光電與通訊學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宣導 
光通系致力於進行 IEET 工程暨科技教育的認證，目的在於提升學生的競

爭力、就業力，並且增加學生的專業能力，以求達到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進而培育學生成為兼具專業與人文素養以及良好品格態度，並能追求與實

踐健康、關懷、創新及卓越價值之世界公民為目標。 

       光通系每年皆會以各種方式對全系的學生進行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的宣

導，如到各班對學生進行宣導、利用系周會時間請系主任對全系師生進行宣

導、發放宣導筆、宣導文宣等，使學生了解系上對學生的期待，讓學生即早規

劃未來，並藉由問卷來作為檢討改進的參考，做到持續改進的目的。 

 

亞洲大學第一屆創業競賽 
        亞洲大學（Asia University, Taiwan）舉辦第一屆創業競賽，主辦單 

位從 12 組、46 名同學參賽的創業計畫報告中，選出前 3 名及 4 組佳作，其 

中，生科系黃素華老師指導的生科所碩士生宋羽涵、生科系翁麗婷、林柏 

佑、謝日升同學製作的「瘦肉精快篩試劑」，因應最夯的瘦肉精新聞議 

題，獲評為第一名，獎金 5 萬元。                                              

印尼各大學代表到亞洲大學參訪、交流 
        印尼各大學代表今（18 日）天到亞洲大學（Asia University,Taiwan）

參訪、座談，進行學術交流，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歡迎印尼各大學代表蒞校，

稱讚印尼教育環境良好，能夠培育出許多菁英人才，如美國總統歐巴馬等，印

尼教育部官員 Purwanto Subroto 副主任說，印尼已與臺灣簽署合約，預定

2011 年起五年內選送 1000 名教師赴臺灣攻讀碩博士，屆時希望臺灣能培育

出優秀的師資，提升印尼教育水準。 

        

 

http://www.asia.edu.tw/Main_pages/hot_news/doc/news_12_04_3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