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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名  稱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亞大文化校園創意競賽 
5 月 8 日(二)~ 

10 月 19 日(三) 

圖書館/            

教卓辦公室 

2012 年中區大學新生英語強化營活動 
8 月 1 日(三)~ 

8 月 10 日(五) 
亞洲大學 

產學營運處:產學實務競賽 8 月 31 日(五)截止 產學營運處 
 

 

不用出國，卻可以享受國際名校的師資課程資源，而且還完全免費!! 
 

沒錯 沒錯，您沒有看錯，這麼大的好康全在 Coursera 網站中就可以找到 (https://www.coursera.org/ )。Coursera 網站由史丹

福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柯勒（Daphne Koller）以及副教授吳恩達（Andrew Ng）共同創辦，開始時主要由四所名校一起參

與，包括美國密西根、普林斯頓、史丹福、與賓州大學; 而現在更擴展至 17 所國際知名名校，包括加州大學 (舊金山分校)、

杜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伊利諾大學、華盛頓大學、維吉尼亞大學、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加州理

工學院、佐治亞理工學院以及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等。 

該網站所提供之線上課程橫跨 16 個領域，包含生命科學、電腦科學、電子工程、資訊、經濟金融、數學、統計、商業

管理、教育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醫學等等，目前提供 116 門課程(7/25 updated)，該網站所提供之課程不同於其他線上

教學課程之處，主要在於課程經特別設計還會有小測驗，且在每周都有會經過評分的作業。創辦人柯勒表示，其創設的願景

是能讓世界各國民眾無論貧富都能得到高品質教育; Coursera 獲得創投公司及多所大學注資，得以維持課程免費，修完課程

還可獲得證書，進而幫助學員獲得更好的工作。 

 看完了該網站的簡介，您是否心動了呢?! 趕快點選下面的網址，只要註冊就可以在家修讀，享受國際名校的師資與課程

哦! 網址如下: https://www.coursera.org/   

 

             (參考資料源: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723/34387786 

                                                                                 ＊http://betakit.com/2012/04/18/coursera-launches-online-education-platform-with-

16- million-funding 

＊http://thenextweb.com/insider/2012/07/17/education-startup-coursera-  

partners-with-12-new-universities-raises-3-7m-and-hits-1-5m-stu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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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舉辦「特色校園文化創意競賽」 

【鼓勵學生紀錄與解釋亞大追求身心靈健康尋找生命意義，社區服務、弱勢

關懷、海外志工，完成創新作品或應變計劃，考照與專業報告文化】 

 

101/05 月起圖書館與教卓辦公室聯合辦理文化創意競賽，目前初審已

辦理完成，以下為此次通過之初審名單： 
 

組  別 組    員 

1 黃鉦洋、劉宇軒、王政評 

2 何佳蓉、夏育誠 

3 曾子容、謝幸芷、羅翊云、劉婷妤、許紘誠 

4 黃馨瑩、王政評、余郁姍 

5 黃彥智、王貞懿、王羚毓、張于萱 

6 張銘傑、彭立儀 

7 劉耀鉉、洪淨珮、劉偉庭、林泰瑩、蔡宜欣 

8 徐尉甯、陳囿仁、趙鈺娟、蔡承勳、陳穩羽、蔡松翰 

9 沈廷翰、王郁筑、盧麒佩、陳瑩靜 

10 林威辰、蔡易達、賴柏堅 

11 管家青、劉惠中、吳品襄 

12 張慧敏、吳倩、邱莘媞、鍾幸宜 

13 黃惠梅、林佳慧、陳珮雯、王晴薇、古謹瑜、曾文婷 

14 邱柏鈞、黃國瑋、楊佳勳、林哲璿 

15 管家青、吳品襄、劉惠中 

16 林顥、沈威、張倬瑜、霍續華 

17 謝昭文、劉柏伸、李易竺、謝明哲、陳則旭 

18 廖昱涵、王斯瑩、陳宓頎 

19 柯翔文、黃意涵、黃懷萱、劉雅幸 

20 廖芷苒、陳筠潔、王伊如、林怡君 

21 劉品慧、洪美琇、林宓瑤、黃湛中 

22 廖珏儀、黃憲鴻、嚴梓寧、劉怡涓 

23 陳桂娥、陳郁婷、曾韋倫、許伶玉 

24 黃芷軒、呂璧如、吳亭妤 

25 陳囿仁、陳蔓寧、陳珮雯、陳雅婕 

26 鄭蕙儀、廖偲妤、賴姿君、廖英彤 

27 蔡幸芳、黃子璇、鄞妤軒、陳佩茹 

28 蔡崇昱、廖伊波、楊佳勳、劉雅萍 

29 翁如儀、葉奕劭、林時緯、陳奕翰 

30 李健志、章容愷、顏任廷、麥健康 

31 彭凱逸、張晉軒、廖善尉、賴承威、謝岳璋、楊永強 

32 黃筑歆、許文馨、林凱鈞、顧抿而 

33 楊宇舜、蔡孟哲、謝志揚 

34 姜君柔、朱家瑩、郭芷均、莊惠心 

35 林鋌僑、王韻茵、黃思穎、吳品襄 

36 梁瑛芝、魏廷築、徐信渝、王俐靜 

37 戴佩軒、陳岱琳、吳佳霖、呂秉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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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張彥鈞、陳忠澤 

39 鄭晴、黎蕙宇、陳怡臻、黃敬鈞 

40 駱韋誠、林志睿、黃翊婷 

41 林茗謙、施竣惟、林世軒、廖家駒 

42 王聖茵、王伊如、林怡君、吳威俐 

43 吳威俐、張慧敏、鐘幸宜 

44 陳毅慈、繆宇寧、林冠妘、蔡宇燁、柯怡安、蔡雨工 

45 陳惠芳、董雅惠、廖慧婷、黃佩綺、劉子嫻、劉蕥葶 

46 黃冠甄、陳詩涵、紀家欣、李嘉君 

47 黎巧媛、王祖文、林于芹、葉姿吟 

48 張瓊云、劉榛苓、倪華苓、侯宥瑋、林曉憶、陳廷楓 

49 連翊翔、彭凱逸、楊永強 

50 戴谷蒨、潘蕙菁、林聖喆 

51 黃湛中、張宏慈、尹凱萍、林芷瑄 

52 張佩芬、施承旻、楊子誼、邱上芝、呂依芹、羅翊文 

53 周孟慧、周承翰、蔡志賢、黃智豪、蕭博仁 

54 林利軒、林婷唯、葉佳舜、吳至婷、陳君宜、王志傑 

55 李泉富、吳承恩、林佳玲、郭晏銘、葉軒妤 

56 劉韋群、林岳廷、陳永力 

57 賴乃瑄、黃敬淳、高培馨、古伃妘 

58 陳巧容、王錦翎、吳亭誼、廖子珺 

59 陳怡安、陳延延、鍾幸宜 
 

 

  【課程改革的教育理念與當今重要趨勢】 

黃政傑 教授/101 年 7 月 11 日- A502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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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1 日(三) 行政大樓 A502 會議室，邀請靜宜大學教

育研究所講座教授黃政傑教授主講「課程改革的教育理念與當今重要趨勢」，

參與老師共計 54 人。  

黃政傑教授分析說明目前大學課程的理念與重要趨勢，在大學課程的三大

基礎，包括學生、社會及知識，在課程的設計上學生基礎以及社會基礎為導向

的哲學，應重視學生的學習本位課程設計，以及知識和本位的課程設計。 

黃政傑教授說大學課程需要改革才能與時俱進，改革需要注意大學課程的

連結及落實課程品保制度，型塑課改的環境。大學課程需要改革才能與時俱

進，課程方案及教學科目的評鑑是品質保證的重要方向。 

 
分項計畫 B：創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教師教學與評量 



 

 

 

 

 

【100-2 獎勵各教學單位創新教學】 
 

為鼓勵各教學單位依據學生學習動機、學習策略、時間管理方法進行教學

之創新，提出創新教學法、創新學習評估法或創新學習輔導法，並評估學習成

效及性向，以提升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之學生學習成效。依據「亞洲大學

教學單位執行創新教學獎勵要點」法規，請各教學單位提出 100-2 學期之創

新教學法、創新學習評估法或創新學習輔導法之申請，待八月評審完畢，於共

識營中頒發獎項及獎金。 

日前申請期限由 7/11 延至 7/31，希望各教學單位鼓勵教師踴躍參加。 

※ 申請創新教學法：資應系、資工系、生醫系、視傳系、生科系、財金系、  

                                     財法系、時尚系。 

※ 申請創新學習評估法：資應系、社工系、生醫系、資工系、時尚系、財法 

                                             系、財金系、管理學院。 

※ 申請創新學習輔導法：財法系、休憩系、心理系、資工系、時尚系、資傳 

                                             系、財金系、生醫系、資應系。 

 

 

【獎勵同學考取證照，提升就業競爭力！】 
 

教學卓越計畫 C-6-2「擴大學生實務學習管道，強化學生專業能力」計畫

積極推動獎勵同學考取證照，提升就業競爭力！各系開設專業證照輔導班，加

強輔導學生證照考試能力。100 學年度開設：休憩系「領隊與導遊專門技術

人員普通考試」、保健系「國際禮儀接待員」、「美容乙級證照考試輔導

班」、資傳「ACA-Dreamweaver CS5」、「ACA-Flash CS3」、「ACA-

Photoshop CS3」、經管系「專案項目管理師乙級證照」、財法系「地政

士」、「全文英檢中（高）級」、數媒系「3DsMax」、「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CS4）」、國企系「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PowerPoint 

2007」、「國際企業管理師」、「英國 City＆Guilds 行銷管理師」、會資系

「普考會計人員」、資工系「WINDOWS SERVER 2008 MCITP 伺服器管理

工程師」、社工系「社會工作師」…等班級， 100-1 計開設 21 班，參與學生

786 人，100-2 計開設 22 班，參與學生 823 人。參與證照輔導班之學生出

席率皆相當良好，上課滿意度達 90.2％。 

學習暨生涯輔導中心也訂定有「證照獎補助要點」，最高可以補助 100%

的報名費，並辦理「考照達人」比賽，激勵同學考取證照領取優渥獎金；100

學年度共計有學生申請 1,540 張證照獎勵，成績亮麗。 

 

【亞洲大學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IEET 工程委員會議】  
 

IEET 認證鼓勵以系所為本位，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透過認證機制維繫

教育品質並追求持續改善。 

IEET 認證係六年為一週期，審查性質又分「週期性審查」與「期中審

查」二種。「週期性審查」為六年一度的整體檢視，而「期中審查」係依認證

結果，於同一週期內對受認證學程執行後續重點檢視。 

本校光電與通訊學系將於今年進行第一週期之期中審查，為此，全系進入

 
分項計畫 C：整合資源建立全方位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輔導及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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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備狀態，積極籌備再次認證所需資料、撰寫期中報告書，渴望獲得更優良的

認可，故本系於 101 年 7 月 12 日再次召開 IEET 工程委員會議，進行期中報

告書內容的最後檢核，以求整個認證更臻完美。 

 

【亞洲大學與實踐、南台共同合辦2012 ESP英語研習營！】 
      

亞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與實踐大學、南台科大合辦 2012 ESP－英語文教

學理論與實務研習營，此次研習營從 7 月 24 日至 7 月 27 日，為期四天，會

中邀請到許多重量級的講者講授英語文教學理論並分享實務經驗，他們精彩的

英語文教學技巧和經驗，讓與會老師受益良多。今年度的 ESP 英語研習營由

三所學校通力合作，分別是亞洲大學、實踐大學以及南台科大，國際學院語文

教育中心亦協助大會順利進行，此研習營共分為北中南三個會場，場場皆有精

采的演講與交流，外國講者們以接力的方式串聯北中南三個會場，是一次跨校

合作的寶貴經驗，而此研習營並獲得國科會經費補助。 

 
分項計畫 E：培育國際化創意領導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