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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媒系莊禾獲國際設計競賽「金獎」及40萬
獎金

「亞洲之星」包裝設計大賽，「亞洲大學」
創意設計學院摘星

台中公園日月湖船競圖，商設系美事「船」
千里

亞洲大學校名招牌再造創意

亞洲大學將成立「創新育成中心」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Murad 教授訪問
亞洲大學

你想在校園中擁有一坪土地的耕作樂趣嗎？

美國哈佛大學Wilkinson教授蒞校演講 ，分
享哈佛經驗

圖書館的工讀經驗，讓校友易獲取工作

黑豆可能具有做為美白產品素材的潛
力

校長與教師有約，暢談提升教師研究
績效

導師知能研習，強化導師班級經營與
溝通技巧

85年，長海協同林創辦人增連先生和許多有志於

奉獻教育事業的學者專家及企業界領袖們，共同

捐資、群策群力，希望創設一所培養具有恢宏視

野、高度人文關懷人才的國際化高等學府，遂於

87年開始積極尋覓適合校地，88年10月，成立臺

中健康暨管理學院籌備處，90年3月，通過教育部

審查正式開始招生。

創校以來，辦學成果獲得肯定，各系所之規劃設

立，皆經過審慎評估考量，以「健康」為核心主

軸，培養「健康、管理、資訊、人文社會、創意

設計」等新世代領袖菁英。94年榮獲教育部「大

學校務評鑑」私校第三組第一名，且連續三年榮

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97年獎金增加

比例更榮獲全國第二名。

亞洲大學，秉持「健康、關懷、創新、卓越」之

辦學精神，積極發揮「以學生為重、以老師為

尊、以學校為榮」之核心價值，塑造優質健康的

校園文化，建設

 

完備的藝術化校園環境，兼顧「教學、研究、服

務」三方面之品質，不斷追求卓越，努力實現

「成為國際一流之綜合大學」之願景。

未來，除積極致力於培育人才外，也將本著「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回饋理念，結合教

育、醫療、資訊、科技、設計和管理等暨其它事

業，建構完整的產學體系網，為全民提供一個優

質的 育、研究和服務環境。

「亞洲大學新聞電子報」之創立，乃秉持不斷追

求卓越之精神，希望藉此橋樑增強校內、外之互

動與溝通，加速知識的傳遞，激發新的創造力，

凝聚厚實的教育 能量，培養團隊的力量並共同成

長。值此「亞洲大學新聞電子報」創刊，感謝所

有參與編輯的師生同仁，並在此祝賀發刊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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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純純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訊】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莊禾

同學， 以「人‧觀」為主題，獲得台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

（2008 Taiwan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數位動

畫設計類「金獎」！

「台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是台灣舉辦最具權威及國際

知名度的設計競賽，由經濟部工業局及教育部共同主

辦，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執行，今年共計吸引來自全球27

個國家1544件作品參賽。

今年參賽類別除以往的產品設計類專業組之外，還新增

學生組，並分成產品設計類、視覺設計類、數位動畫設

計3類。數位動畫設計類僅18件入圍作品，其中亞洲大學

即有三組同學獲入圍決選資格，包含由廖冠智老師指

導，張重仁、陳冠佑、曾國書、陳彥辰、高仲德等五位

同學所創作的「粉筆與板擦」；以及鄭家弦、黃智偉、

潘俊宏、蘇柏諭、黃偉哲等五位同學所創作的「發生什

麼事？」。

「人‧觀」即是入圍決選資格並獲得數位動畫設計類金獎

的一項優秀作品。獲獎的同學莊禾說：「人‧觀，以人類

最原始的創世紀為出發點，花了一年的時間，以手繪方

式詮釋片長約五分鐘的動畫影片，藉以討論一個現代議

題，即人類與觀念之間的關係」。在數媒系顏名宏、羅

書宜老師的指導下，他認為不論古今中外相同的環境因

不同觀點可能複雜混亂，可能平靜如止水。他想在這存

在於心中之門裡外的兩極創作一個「打破對立」的作

品。

 

「台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每年都有一個固定的主題，今

年2008年大賽的主題為「出入（In/Out）」，字面解釋意義

十分多元。獲獎同學莊禾說：「以改變一個觀點，突破固

有界線為設計的出發點，以"自在"(thing-in-itself)當作出口

(way-out)。」於是將作品以簡單的黑與白做呈現，讓黑白

共存，打破黑白對立的觀念，詮釋自在的精神。莊同學

說：「物體的本身並無黑白之分，是人類定義黑白之分，

簡單大方的黑白動畫，主要目的是要表現最原始的感覺，

呼應出創世紀的原始風貌」

在國際評審團激烈的評選後，莊禾同學的「人‧觀」動畫獲

得學生組最高首獎，獎金高達40萬元。莊禾同學說想利用這

歐美國家開擴視野，學習新觀來可以創造出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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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以恬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訊】這個學期創意商品設計系喜

事連連，繼九月份台中市政府舉辦的「日月湖『船』

創意競圖」獲獎後，十月份又傳出亞洲大學創意商品

設計系陳寶發副教授指導創意設計學院學生在Asia

Packaging Federation (APF)舉辦的「2008亞洲之星包裝

設計大賽」(AsiaStar Award 2008)中大獲全勝的喜訊！

創意商品設計系陳寶發老師上學期末帶領學生參加亞

洲區包裝設計比賽，指導的兩組學生皆傳佳績，在比

賽中脫穎而出。在來自七個國家的參賽者中，創意商

品設計系陳柏文、蕭侑儒和數媒系利庭嘉同學與Sushi

King合作的作品「Package Design for Sushi King」以

及數位媒體設計系謝宜良、劉邦鵬同學替「丸莊醬

油」設計的包裝「Wuan Chuan Soya Sauce Package

Design」獲評審青睞，成為該比賽中唯二獲獎的台灣

學生。

 

陳寶發副教授一向熱心協助學生參與國際性比賽，雖目前暫

時返回馬來西亞協助原屬設計公司的設計案，但經常致電回

台詢問學生學習進度、跨洋替學生解惑，教學熱情今人感

佩。這次獲獎的蕭侑儒同學表示，對於能夠得獎非常驚訝，

同時感謝亞洲大學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給予他們創作的機

會和動力；陳柏文同學則認為自己很幸運能在老師的指引下

參加國際級比賽拓廣視野、磨練設計技巧。系上其他學生受

得獎同學鼓舞，也摩拳擦掌，等著在下次比賽中一展身手！

 

 

文/朱以恬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訊】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蕭森老

師日前指導創意設計學院學生參加台中市政府舉辦的「台

中公園日月湖小船創意比賽」，學生表現出色，一舉拿下

第二、三名及佳作兩名，由於金牌從缺，亞洲大學創意設

計學院可說是這次比賽的最大贏家。

蕭森老師帶領學生參加台中公園競圖成果豐碩，消息傳回

學校，系上師生同感榮耀。學生以作品「音樂之船」、

「湖心花語」、「湖、琴」和「Egg Boat」分別拿下第二

名、第三名和佳作兩名，其中第二名和第三名更獲得二萬

五千元和一萬元的獎金。

為了慶祝比賽順利，得獎同學捐出部分獎金舉辦全系慶功

宴，除了和同學分享這份喜悅外，也鼓勵大家繼續創造佳

績。得獎者之一的莊順翔同學表示，雖然當初創作時常需

 

與隊友熬夜趕工，但如今能有這樣的成績真的很值得！不但

比賽過程和結果都令人滿意，也藉這次機會增進和隊友之間

的感情，而且，豐厚的獎金餵飽了荷包，有了面子也有了裡

子！

蕭森老師(右一)指導學生數媒系學生

范正、陳右欣 、李庭江、林家蓁榮獲第二名

 

文/朱界陽．顏榮豐

只要用心營造，學校招牌也可以成為美美的新景

觀！

只要用心欣賞，美美的新景觀讓您有好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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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亞洲大學的招牌與景觀連成一氣，使原本單調的招牌成為入口

意象的一部份景觀。形成了園藝與建築藝術的亮麗創新結合。

此時您可拿起相機，站在招牌東北角處，把行政大樓的圓頂與入口景

觀意象，一起入鏡！亞洲大學之美，盡在鏡頭中，也是接待外賓留下

校園代表照的最佳拍攝點之ㄧ！

只要用心欣賞，美美的新景觀讓您有好好的心

境！

【總務處訊】原樹立於學校入門口的亞洲大學招

牌，它唯一的功能是告知亞洲大學到了！但因孤

立傲矗草坪上，顯得無依無靠，有點單薄不厚

實。

為了營造美美的校園入口意象，總務長朱界陽與

總務處人員動腦規劃，希望將學校校名招牌「再

造」，建構極佳視覺的入口意象。經過多次研商

後，做成了：1.招牌內移3公尺。2.招牌基地升高1

公尺。3.將招牌融入景觀，讓招牌除了有指示功能

外，還具公共藝術的入口意象。4.盡量以學校資源

就地取材。5.開學前完工，迎接全校師生。

上月中旬，首先將基地旁的中東海棗植成招牌的

背景樹，使其與招牌有步步高昇的意象；朱總務

長認為，除步步高昇外，還要讓亞洲大學能堅若

磐石。因此在平整的地面填土，塑成蟠龍狀小山

丘，並將原本置於荷花池的大石頭吊至現場，除

了佈置入口「石敢當」外，招牌也有磐石為靠。

再將原植栽的圓形龍柏與招牌串成一脈，並加植

層榕、紫檀、仙丹、蚌蘭、碎米茶及草皮等植

栽，結果渾然天成。9月16日開學那天，校門口又

煥然一新。

景觀、招牌與行政大樓連成一氣，中東海棗與

行政大樓圓頂形成對應，一幅入口意象照，

足以代表亞洲大學之美。

 

 

文/饒芯萍

【健康學院訊】為善用學校資源，落實研究成果推展，建構

完整培育環境，提供產業創新、轉型及創業服務，亞洲大學

將成立「創新育成中心」，以提升產研發能力，支援企業之

技術發展。

亞洲大學秉持著健康、關懷、創新、卓越之辦學理念，兼顧

教學、研究、服務之品質，不斷追求卓越。經過7年之努力，

不僅在教學方面得到優良成績，如亞洲大學連續三年獲得教

育部的教學卓越獎助；研究方面亦著有成效，如健康學院林

俊義院長進行之非糧食酒精作物甜高梁，替代汽油的「綠

金」。因此為了回饋社會，亞洲大學將成立「創新育成中

心」，並規劃在未來10年輔導創新育成十大產業目標，以厚

植學術研究能力與協助企業發展。

未來10年，「創新育成中心」之培育重點為：生物科技與產

品、保健食品及中草藥生技產品、健康醫療照護產業、創新

設計產業、資通服務產品、企業診斷與商務、物流配送產

業、教育文化產業及其他新技術或產品。而前三年培育重點
先以生物科技與產品、保健食品及中草藥生技產品、健康醫

療照護產業及資通服務產品等五大產業為優先。

歡迎有興趣之企業進駐本校與校內教師進行交流，提升產業

研發能力及技術發展，並增進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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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簡惠萍

【秘書室訊】亞洲大學10月30日特地邀請到1998年諾貝爾生

理醫學獎得主斐里得‧姆勒德(Murad, Ferid)蒞臨本校與師生

座談。師生們對Murad教授的專業深感興趣，希望能籍由

座談中獲得更多Murad 教授的知識。本校印尼籍學生Dedi

對Murad 教授的研究成果有趣的提問；Murad 教授當時因

發現一氧化氮能擴張心血管而成為1998年諾貝爾生理醫學

獎得主，然而這項研究也促使威爾剛的發現。Dedi問及

Murad教授對此項發明有何想法。Murad教授打趣地說：

「這完全是個意外，但這個意外的發明也幫助了一些

人。」

Murad教授是1956年獲得凱斯西儲大學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

雙博士學位，1965年獲得美國俄亥俄州西瑞澤大學醫學院

碩士，同年獲得該校醫學院藥理學博士。 他也是少數獲諾

貝爾獎且對中草藥有興趣的得主。過去，他已來過台灣七

次，研究中草藥的發展，希望在未來能與台灣有更多的合

作。亞洲大學此次邀請Murad教授蒞校，除了提昇本校國

際交流，也藉此讓該校師生與Murad教授交流更多生理醫

學專業知識。

本校講座教授張秋政問Murad教授說：「各國科學論文及

政府都花很多經費在癌症的研究上，為何世界癌症的發生

率依然呈現爆炸性的成長？」Murad教授回答說：「很多

因素造成疾病越來越複雜，生理、心理、環境及人類的生
活習慣等都是主因之一，因此人們都應該要為自己的健康

改變自己的生活型態」。

Murad教授生於美國印地安那州，從小家境並不好，雙親也

沒有受到很高的教育，但他憑著自己的努力與認真而獲諾

貝爾生理醫學獎。他藉此鼓勵亞洲大學的學生：「要找到

自己的興趣，並要有上進的動機，只要努力再辛苦的環境

都會成功」。亞洲大學資料系學生曾彥欣問教授說「教授

遇到困難時都如何排除？」。Murad教授相信任何人都會遇

到困難，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努力克服它。 他鼓勵同學說

「勇於面對困難，就是解決困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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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界陽．顏榮豐

【總務處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的

悠閒生活一直為人們所嚮往，它正是現代「慢活文

化」的最佳寫照。

從速食文化的衝擊，現代人的生活被時間所掌控；加

快腳步，無厘頭的忙，淺碟型的思維，「不快樂」已

成為多數現代人的通病。此時不禁省思：可否慢下腳

步、拿下手錶；悠閒的運用時間，細細的品味生活。

鑒於此，總務處在校園中撥出200坪景觀優美的土地，

規劃每人1坪左右、180個單元的菜圃，提供師生們享

受陶淵明式的耕讀生活；品味慢下腳步，觀察從翻

土、播種、澆水、施肥、抓蟲、收割、烹食的「慢食

文化」。而什麼叫「慢食」呢？不是慢慢的吃叫慢

食，而是要從生活的過程就要慢慢來，除了享受過程

樂趣外，植栽、烹食天然、新鮮、潔淨、高品質的有

機蔬食，自己動手，就是最好的慢食文化。

總務處將此計畫命名為綠色大學「體驗經濟-慢食文

化」計畫，業於97年10月15日上總務處網站公布，有

意報名者請至總務處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寫後擲至總

務處公文交換櫃（事務組_園藝），總務處將依報名

順序編號提供，共180個名額，1坪大的菜圃，額滿為

止。

總務長朱界陽表示，學校除了提供土地外，也將提供有

機肥、菜苗及澆灌設施，同時學校園藝同仁也將隨時駐

場指導以有機辛辣驅蟲方法，讓菜園的蔬菜在天然的環

境成長，自己生產天然、潔淨的有機蔬果，帶回家自己

享用。

您心動了嗎？只有180個機會，老師、學生均具同樣資

格，當然男、女學生合組認養一單元也可以，享受「體

驗經濟-慢食文化」，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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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簡惠萍

【秘書室訊】在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張善

楠組長積極安排盛邀下，哈佛大學教學中心主任Wilkinson

教授於10月中由張組長陪同蒞臨亞洲大學，為本校師生演

講，讓師生共同了解「支援良好的教學為何」。

Wilkinson教授認為有好的「教師資源中心」，分享老師教

學的資源不但可以讓老師相互成長，亦可讓學生受益良

多。他說：「學生對老師的回應、師生間的互動關係等都

是提昇教學效果的重要因素」。只要和學生有互動，就能

了解學生要的是什麼，就算是對超過兩、三百人授課的大

班級，都能因此增加學生學習效益。Wilkinson教授演講內

容生動有趣，與台上互動良好，讓現場所有師生立即感受

他所提出的論點。

來自印尼的Fenni同學目前就

讀本校醫務管理系碩士班二

年級；她覺得Wilkinson教授

的話讓她感受很深，東西方

的教學方式有異，他從印尼

的教學方式、台灣的教學方

式、和Wilkinson教授口中的

教學方式，了解更多文化差異，也學到更多。她說：「學

生要有自己的想法，諴實對教授提出自己要的東西，才是

學習進步的主因」。這也是Wilkinson教授今天強調的方法

之一，他認為學生誠實的反應出教師不適的教學方法，可

以更有效幫助老師教學，也是認真的學生應有的學習態

度。

亞洲大學劉育東副校長，負責此次哈佛大學Wilkinson教授

蒞校的接待事宜。劉副校長過去是哈佛大學建築博士，他

在聽完Wilkinson教授精諶的演說後，也分享了他當時在哈

佛求學時與指導教授互動的過程。他說：「當時我以60頁

以上的論文交給我的指導教授時，教授要我濃縮到10頁以

內。內心雖然覺得不可能，但仍努力地改了幾次版本，終

於縮到10頁內。

當時，教授要我比照第一版和最後一版中的差異」。劉副校

長終於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讓他自己從中自我學習到很多；

然而，這樣師生間的互動確實也讓學生無形中學習更多。

哈佛大學Wilkinson(右三)與 張善楠組長(左三)蒞臨亞洲大學

除了對本校師生演講，Wilkinson教授也與曾前往美國哈佛大

學取經的教授座談。亞洲大學曾選派教授至美國哈佛大學，

引進該「個案教學法」，並採購200多套教學個案。目前，本

校已培養30位左右個案教學種子教師，並成立個案教學中心，

建置媲美哈佛大學的個案教學專業教室。Wilkinson教授對本

校如此用心學習哈佛大學的個案教學法，感到非常欣慰與開

心，頻頻針對此議題與本校教師討論及回答提問。

呂承璋教授是本校遴派至美國哈佛大學取經的四位教授之

一，目前負責亞洲大學的個案教學中心，他說：「亞洲大學

在前往哈佛大學取經回國後，根據哈佛大學的個案教材結合

本土個案，編列了34套個案教學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

也相互成長。」本校目前更積極籌畫舉辦個案教學研討會，

邀請其它大學具個案教學經驗的教師蒞臨該校與師生座談及

分享交流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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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孟宜

【創意領導中心訊】創意領導中心之核心價值觀在培育具

有國際觀與創造力之領導人才，透過實地參訪企業活動，

探究如何激發創意、創業，增進個人領導之特質。在健鼎

科技(股)公司內瞧見董事長及人力資源處經理特為亞洲大

學的學子們做簡報，分享經營哲學、人生態度及如何培養

自我競爭力，學生們都說：「可以與公司CEO面對面交談

提問，機會真難得！」

位於桃園平鎮工業區內之健鼎科技(股)公司從1998年正式量

產至今，已成為桃園地區具有全球數量最多的印刷電路板

協力廠商。創意領導中心主任李志鴻說，「特別邀請公司

之董事長談論他的經營經驗、人生態度及人生規劃，給予

創意領導學生們一番鼓勵及學習動力」。同時也安排人力

資源處張志仁經理用企業的角度，來讓學子們學習如何培

養自我競爭力。

健鼎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王景春說：錢不是萬能的，沒有

錢卻萬萬不能，指出企業中資金之觀念，企業如何將金錢

做有效的運用，就必需懂得運用在社會的關懷與公益活動

上，現今眾多企業想發展成為社會企業，將企業之盈餘幫

助弱勢團體、關懷社會及解決社會問題。

人力資源處經理張志仁也指出，培養自我競爭力首先要

know yourself，找出自我優點及專長後，才可以尋找自我

競爭力；企業界所期待的人才，勇於表達能力60.4%、學習

意願57%、創新能力36.2%、團隊合作25.7%、專業知識及

技術24.9%，環境的因素，也是影響個人未來之發展，更不

忘提醒著要學習做為有廣度及深度的T型人。創意領導學

程學生黃福祥說：「透過本次活動給我啟發及學習動力，

應該自我加強時間管理，珍惜在校所學習的時間

並從學程設計的口語傳達(Toastmasters)課程中加強學習及

訓練技巧，才能奠基優質的英文外語能力」。平日要磨練

自我勇於表達的能力、資訊收集及語言能力等，最後儲存

更多的能量，方能掌握主流趨勢、持續深化專業、創造力

等多元智慧，勇敢接受未來挑戰，重要的是從現在起，改

變學習的態度，態度轉變才是一切求新創新履新的鑰籲，

更是職場上重要的利器。

透過本次參訪活動結束，觀察同學們回到校園，汲汲求知

若渴的學習態度轉變，儼然自己已是科技公司CEO領導群

的一員，衷心期望也祝福同學們在這次寶貴經驗中獲得成

長，在求學過程中找尋並培養出自我認識與未來競爭力，

亦在未來求職經驗裡添加更多助益，成為企業裡不可或缺

的人才，最終成為企業之創意、創業領導人，這才是本中

心的教育目標宗旨。

亞洲大學師生與健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前排中）

、人力資源　經理（前排左一）合影

文/沈玉慧

【圖書館訊】當全國失業率不斷攀升，大學生感嘆畢業即

失業時，也有學生靠著在校4年的工讀經驗，學的一技之

長，並順利找到一份工作；亞洲大學社工系畢業生康乃云

在圖書館工讀約3年，累積了豐富的流通櫃台業務的工作經

驗，所以在畢業後，順利地找到了一份在國中圖書館工作

的機會。

康乃云同學回想起當年工讀生面試時，除了對電腦文書處

理基本要求考試外，更重視個人的口條，因圖書館櫃台是

圖書館對外聯絡窗口，工作量大且重，需要機靈且聰明的

工讀生，不論是接待校內外貴賓，或是處理讀者事務時，

皆要能獨立應付，光是櫃檯實習期間就需花約一週時間，

才能夠全部學會，再加上工讀生及館員的最後一關口頭考

機會，就像每次上班都要面對讀者千奇百怪的問題與抱怨，

甚至有時需要安撫讀者不滿的情緒，但只要秉持著一種熱心

服務的態度，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也藉由之前累積的工

作經驗，我順利地找到人生中第一份的工作，由於之前在學

校櫃台工讀的經驗，讓我在處理目前圖書館業務時遊刃有

餘，所以千萬不要小看在校的工讀經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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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全部學會，再加上工讀生及館員的最後一關口頭考

試，真是困難重重，才發現櫃台原來不是想像中的借書及

還書那麼容易。

康乃云同學勉勵在目前在在校工讀的學弟妹，她說：「工

讀可做為就業前踏板，工作經驗的累積可以提未來就業的

 

文/林佳儒

【諮商輔導組訊】為提升導師輔導專業知能，加強導師因

應學生問題技巧，本校每學年均會根據在校學生問題及導

師輔導需求，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相關活動，延聘

校內外資深學者專家， 以專題演講、綜合座談...等方式，

兼顧問題現況，配合理論與實務，以提昇導師輔導知能，

期能適時協助學生妥善適應校園生活、規劃學習目標及未

來生涯規劃。

學生面臨的問題林林總總，舉凡環境適應、課業的準備、

人際適應、異性交往、社團選擇、轉系考慮、情緒適應困

難等等，都是直接與學生最親近的導師們所必須面對的學

生議題，因此如何透過導師知能研習讓導師了解如何與學

生建立關係、有效傾聽、同理、了解學生問題成因、可行

的因應策略計畫，使學生在具有支持系統的環境下有效學

習，了解自己的生涯興趣，並建立健全的人生觀與價值

觀。

另外，遇有危機事件、學生之情緒及人格議題、情感的不

諮輔組本學期除了延續過往，辦理數場次的導師知能研習

活動外，為了使面臨工作、家庭兩頭兼顧的導師紓解肩頭

上的壓力，儲備充足的能量，並有效協助學生度過問題困

境，特別規劃辦理二場次的紓壓團体工作坊； 邀請美國家

舞蹈治療協會認證之舞蹈治療督導蔡佩珊講師帶領「換個

角度看世界~舞蹈治療之紓壓工作坊」，及美國國家芳療協

會NAHA高階芳療師曾捷媺老師帶領體驗「傾聽身體之歌~

芳療紓壓工作坊」，期待透過工作坊的過程，讓導師們體

悟到自我照顧的方法，適時關照自己「身、心、靈」的需

要。

諮商輔導組王亦玲組長說：「與自己正向的互動與對話，

並應用到實際生活與工作，進而推展到學生輔導工作上，

可以營造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校園生活與學習環境」。藉

此，亦可培育學生健全人格的發展，提升學生積極主動學

習態度與創意，達到增強本校學生競爭力的全方位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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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表達以及特殊學生的問題處理上，則必須讓導師知悉

可採取的作法、可以運用的相關資源等等資訊的傳遞。因

此本學期仍承襲過往，導師知能研習的辦理有一個問題主

軸為方向，重點為特殊學生的關懷與輔導，除了已於期初

邀請到台中教育大學學務長魏麗敏教授講授「班級經營與

師生溝通技巧」外，未來場次將由彰師大特殊教育系林宏

熾教授講授「有礙無礙：發現學習與輔導的存在」、台中

教育大學兼任講師王麗卿老師講授「大器晚成的一族---觀

學習障礙者的優劣勢」、及心靈之美心靈治療所院長張艾

如臨床心理師講授「如何能懂妳/你的心－邊緣性格的成因

與處置」，希望透過以上研習課程，能對於導師所面臨的

問題均能提供有效之資訊與解決的策略。

 

 

台中教育大學魏麗敏學務長講授「班級經營與師生溝通技

巧」

文/許成光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訊】亞洲大學最近的研究發現，黑

豆可能具有做為美白產品素材的潛力。文獻指出黑豆種

皮含有大量的多酚類物質，具有相當高的抗氧化活性，

因此黑豆的生物活性漸漸受到注目。從事此項研究工作

的保健營養生技學系系主任許成光說，「經由試管試驗

及細胞試驗的結果顯示，黑豆種皮的萃取物能抑制參與

黑色素形成的酪胺酸酵素的活性」。未來研究則希望透

過動物試驗才能確定黑豆種皮萃取物對試驗動物皮膚的

黑色素形成之影響程度。

近年來化妝保養品產業不斷地推出具代表性的明星產

品，包括果酸、維他命A酸 、肉毒桿菌、左旋維生素

C、Q10、膠原蛋白、玻尿酸及海洋深層水等，都一再地

宣告化妝保養品產業所潛藏著無限的商機及對新產品技

術研發的需求。有感於化妝保養品的人才培育的急迫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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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亞洲大學將化妝保養品人才培育與技術研發，列成重點

發展方向之一。
亞洲女性最愛的化妝品主要為皮膚保養品，其中美白

產品佔有率相當高，因此開發具美白的天然植物產品

是化妝保養品技術研發的重要方向之一。

文/劉玉純

【研究發展處訊】由於台灣少子化的環境與趨勢，使得高

等學府邁向國際是無可抵擋的方向，再加上教育市場的開

放，來自國外以及中國大陸的競爭將越來越白熱化，更凸

顯出台灣的大學院校必須走出台灣的迫切性。

這種現象對於台灣的私立大學而言尤其明顯，長久以來台

灣的高等教育環境一直存在著公立與私立失衡的現象，此

種失衡現象不僅僅存在於資源分配的不均，同時也存在於

一般社會大眾的傳統認知與評比。除了少數流行或社會需

要的學科之外，私立大學不管辦的再好，任何大專院校只

要冠上「國立」兩個字，在台灣都會躍升到私立大學之

戰，已決定將本校定位成「重教學品質的研究型大學」。在

此一定位之下肩負研究成果產出重擔之全體教師責任尤為重

要。為促進全校教師在研究專業發展，校長特別擬定計畫將

全校各系所(96學年度新設立之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及視覺傳達

設計學系除外)及通識教育中心，依照學門的相近程度分為8

個梯次，擇期分別與教師進行提升研究績效之座談會，並推

動屬性相近或可跨研究領域合作之相關系所教師，進行全面

性提升研究對話。

座談會並邀請副校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及資深講座教授

等共同與會，在邀請與會之教師扼要說明其研究領域、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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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成為家長或學生在選擇學校時的優先考量。

在這種競爭環境之下，台灣的私立大學亟需深思永續生存

之道，而且腳步必需要快，否則必將趕不上未來環境所帶

來的變化與嚴峻考驗。

隨著台灣教育大環境的改變，大專校院未來的定位及方向

必須及早作應變，本校董事會為了迎接未來接踵而至的挑

等共同與會，在邀請與會之教師扼要說明其研究領域、現有

的研究計畫、發表的論文數及目前正在進行中之研究計畫及

撰寫中的論文後，再提出現階段研究之困境與問題，以提供

資訊予校長思考如何進一步提升本校的研究環境與教師的研

究績效。校長另亦針對尚未有具體研究成果之教師提供研究

方向及參與資深教授研究團隊之媒合，該座談會同時提供教

師於研究專業上與他系教師互動之平台，參與座談會之教師

皆表示高度肯定。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主辦單位

11月06日 10:10-15:00 愛護地球，由您做起 A101 通識中心

11月06日 15:00-17:00 透過設計打造無形競爭力 A101 設計學院

11月12日 10:10-11:30 研究練功房：從Jim Collins 的“Good to Great(從A到A+)”這本書談起 I404 教發中心

11月19日 14:10-15:30 研究練功房：產業調查研究應用的經驗 M627 教發中心

11月20日 14:30-17：00 CEO講座- My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experience at Seagate

Technology

M009 教卓辦公室/學涯中心

11月22日 08:00-17:00 奇美博物館導覽活動 台南 通識中心

11月25日 09:00-12:00 大學課程改革與教育創新 M009 教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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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13:00-15:00 玩‧設計 A101 設計學院

11月28日 14:00-16:00 卓越講座：最美好的一課系列 A101 教卓辦公室

12月01日 10:10-12:00 企業喜歡的大學生 A101 通識中心

1 
亞洲大學無名部落格成立嘍！

2 
汽車廣告至亞洲大學取景！

3 
歡迎報名校花、吉祥物甄選活動！ 

報著作權均屬「亞洲大學」或授權「亞洲大學」使用之合法權利人所有，禁止未經授權轉貼或節錄。

若對本報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或要求轉貼授權，請e-mail至enews@asia.edu.tw。

若欲取消訂閱，請直接在「亞洲大學新聞電子報」網站取消。

41354 台中縣霧峰鄉柳豐路500號 TEL: 886+4+2332-3456

「亞洲大學新聞電子報」發行委員： 發行人/張紘炬校長‧顧問/朱界陽． 總編輯/侯純純‧副總編輯/顏榮豐

文字編輯/鄭靖時、王晴慧、黃淑貞‧美術編輯/蔡頌德． 編輯委員/陳耀宗、吳瑞一‧編輯助理/余惠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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