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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他好

亞洲大學總務處募 100 人份消費券超越目

標，感謝愛心善舉，正展開救助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1 月中旬開幕　新

豐能源科技三家廠商馬上簽約進駐，開啟

產學合作新頁

亞洲大學學生會長黃姜敬與高中校長在校

園相見歡，報告校長：我在亞洲大學力爭

上游，學而有成 

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陸續推出多項職訓局

專業訓練課程，及縣市政府委託在職訓練

亞洲大學校友會舉辦新春團拜 對母校傑出

表現與有榮焉

亞洲大學外籍生春節聯歡會，唱歌、朗

誦、武術樣樣來

創意領導學程開訓典禮，張校長勉勵同學

培養優質習慣，以臻終身學習目標

台中亞洲大學師生送愛心到澎湖監獄 關懷

受刑人 迎新春表演精彩造成轟動另到蘭嶼

服務

本學期起，亞洲大學圖書館擴大增設「教

授指定用書專區」服務

亞洲大學藝術中心即日起至3月12日推出

「張淑德．畫展」 將岩彩畫古典技法賦予

新生命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勾勒辦學願景，

教卓爭第一、第 9 年進入世界 900 大等目標、三年內成立校辦企業

文／總務處

「我們需要一個改變！」、「達爾文名言，物種中會生存下來

的個體，並非最聰明，也非最強壯，而是最能適應改變 ! 」亞

洲大學 2 月 12 日 、 13 日舉辦為期兩天的校務發展執行營，創

辦人蔡長海以「基業長青」為題，立下教學卓越要拚第一名、

創校第 9 年進入世界 900 大等十大目標，及三年內創立慢性療

養照護機構等校辦事業宏願，希望董事會、學校一家，發揮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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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照護機構等校辦事業宏願，希望董事會、學校一家，發揮執

行力，共同追求卓越。

蔡創辦人在第一天的校務發展執行營中，語氣懇切、態度堅定

地勉勵全體教職員，「面對現實，隨時應變」，面對少子化下

的學生源危機，如果不努力，那就完蛋了，唯有盡己所能，不

斷努力，塑造優質的組織文化，以學生為重、老師為尊、學校

為榮，才能再創佳績。

蔡創辦人所宣示的十大目標如下：

一、 各單位、系所、處、中心立下民國 100 年校務評鑑的目

標，不能只有共識，還要有執行力。

二、 招生率 95 ％：隨著出生人口遞減，少子化的趨勢，招生面

臨挑戰，必須設法提高亞洲大學系所分數及逐年提升學生質

量。

三、民國 100 年前在中部私立大學中，亞洲大學要進入前三

名。

四、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針對下學期沒來註冊的學生，校方

要成立連絡中心，調查原因，協助解決，如果是經濟困難的因

素，除了透過捐贈消費券方式，創辦人也捐出 2000 萬元幫助失

學學生，度過難關。

五、教學卓越計畫獎勵繼續獲得，並要力拚第一。

六、民國 100 年校務評鑑 10 項全部優等，進入私校前 10 名。

七、民國 102 年進入私立大學前 7 名。

八、重視教學服務品質的研究型大學，以教學為基本，加強研

究、服務水準：建議每十年檢討系所，是否符合大環境需求，

需不需要重整？讓學生憑其所學，可以在社會上 30 年內可以賴

以維生，才算得起家長。還要加強辦活動、重視學生的品德等

成教育，讓亞洲學學生成為社會有用人才。

九、 9900 ：除了要在 9 年內進入世界 900 大，希望明年一月能

夠在西班牙網路大學排名進入 1900 名以內、五年內進入 500 名

以內。。

十、 19500 ： 19 年進入世界 500 大。

蔡創辦人在亞洲大學執行營：關懷學生，要對他好！

文／總務處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在 2 月 13 日 第二天的校務發展執行營中

信心喊話，蔡創辦人說，辦教育是良心、功德的事業，學生到

亞洲大學求學，就要將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孩來教導，拿出關懷

的心教育他們、「對他們好！」。蔡創辦人並宣示未來三年內

完成校辦企業，如成立慢性療養照護院所，「一定可行！」，

未來還要設立管理顧問公司、生技園區、觀光醫療健康檢查及

文化創意產業。

蔡創辦人指示，亞洲大學招生率 95 ％及進修推廣部業績今年

6000 萬元，明年訂下 1 億元的目標，都不能打折扣，要徹底執

行，其中，招生不只是招生組的事，是全體教職員的事，請大

家動員起來、一起努力；至於民國 100 年校務評鑑外籍生的量

化指標，他希望學校編預算， 1 年 1000 萬元， 3 年 3000 萬元，

希望 3 年內達到 200 位外籍生來就讀的規模。

談到對學生的關懷，蔡創辦人希望能建立導師制度，讓好的導

師來指導學生適應大學生活及課業，至於住在宿舍 4500 位的住

宿生，除了加強宿舍生活管理、安排課後輔導外，可以讓他們

多學些才藝，如推出插花、國標舞班等，讓他們來學習，不是

放場電影就打發了事。

蔡創辦人同時宣佈，今年 6 月 13 日 在亞洲大學校園的安藤忠雄

藝術館將動工，屆時會邀請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來台主持，一

．Murad)博士，也已簽署接受為本校 榮譽 教授，將於 4 月到亞

洲大學任教， 3 月 16 日 （星期一）的校慶，也將成立 200 位國

內大師級藝術家駐校，展開全面性的藝文活動，這 3 件大事對

亞洲大學極具意義。

亞洲大學舉辦兩天的校務發展執行營，除了蔡創辦人、校長張

紘炬到場致詞，講座教授前法務部長施茂林、前考試院副院長

吳容明、前教育部次長楊國賜等人也參加執行營。校方安排教

務長方國輝主講：大一要學好理念─課程學程化、主任秘書許志

賢談「面對招生困境的因應策略」、國際中心主任蕭震緯主

講：「邁向國際化」、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榮談「如何達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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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完工；另 1998 年諾貝爾醫學得主、威爾剛之父穆拉德(Ferid 修推廣之目標」及研發長李培齊主講：「如何推動產合作」，

另邀請 何玉山 教授談「研究趨勢分析」。明天是分組討論的議

程。

亞洲大學總務處募 100 人份消費券超越目標，感謝愛心善舉，正展開救助

總務處／朱界陽

亞洲大學總務處發起的「募 100 人份消費券濟助學生繳學費」

活動，已告一段落，共募 115 人份， 41 萬餘元，可說圓滿達成

任務；也感謝學校教職員及家長和社會善心人士，傳送溫暖，

共襄善舉。

去年 12 月初，政府決定要發放每人 3,600 元消費券時，總務處

同仁查覺還有 10 多位同學至學期末尚未繳清學費，顯見因金融

風暴已有學生繳不出學費。為此，總務處提出創意，預募消費

券，目標 100 人份即 36 萬元。經由總務長的一封公開募款信，

加上媒體批露後，獲得熱烈響應。元月 18 日消費券發放後，預

約捐出的善心人士，紛紛捐出，有的改捐現金，理由是「 3,600

現金給學生，自己拿消費券去拼經濟」，甚至有人捐 5 萬 8 千

元現金，是消費券的 16 倍，極為感動。

這波金融風暴，來勢洶洶。亞洲大學也緊急成立「關懷小

組」，喊出「一個也不能少，一個也不能落後」的口號。由創

辦人蔡長海捐出 2,000 萬元，教職員捐每天十元 ( 一個月 300 元 )

2 年期的扣薪捐款，以及總務處所募的消費券，共有三筆善款救

急，搶救失學及照顧生活困境的同學。

總務處同仁開會決議，消費券捐款部分的運用，不但救窮也要

救急。即經濟困難同學，如其條件無法申請到政府或學校救助

金，經系主任和導師審核，認為確實急需救助者，就由消費券

款視情況予以幫忙。使善款在機動、彈性應用下，真正幫助到

實際需要的同學，才不致使那麼多捐贈者的愛心被折扣！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1 月中旬開幕　
新豐能源科技三家廠商馬上簽約進駐，開啟產學合作新頁

 

文／總務處

台中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1 月 15 日 開幕，新豐能源科技公

司、蕈優生物科技農場、力鯨科技公司等三家廠商馬上簽約進

駐，開啟亞洲大學產學合作的新頁，創新育成中心主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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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開啟亞洲大學產學合作的新頁，創新育成中心主任、健康

學院長林俊義說，以後還會有廠商陸續進駐，校方盼以此平台

提供企業創新產品，領導產學業界新潮流。

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與新豐能源科技公司負責人林憲秋、蕈優

生物科技農場總經理方世文、力鯨科技公司經理陳志成等人在

開幕當天簽約進駐，張校長和來賓一起剪彩，宣告亞洲大學創

新育成中心成立，氣氛相當熱絡。

進駐亞洲大學的三家廠商各具特色，新豐能源科技以開發生質

能源及再生能源為主要業務，用最科技將塑膠廢棄物、廢樹

脂、廢溶劑及廢油等裂解成燃油，讓垃圾變黃金，減少焚化及

掩埋處理的有毒廢氣及廢水排放；尤其非食用的痲瘋樹及篦麻

己被當成是產製生質柴油最為可亍的作物，是該公司生質能源

未來開發重點。

蕈優生物科技農場致力菇菌類的栽培、菌種的研發，去年一月

拿到國內第一張杏鮑菇農產品產銷履歷，去年四月取得各類菇

蕈類農產品履歷，是國內頂尖的菇蕈專業生產者，未來將致力

杏鮑菇、秀珍菇、靈芝耳、黃金菇及杏香菇等重點栽植。

此外，力鯨科技公司也致力無線傳輸的應用與改良，包括高功

率天線、無線基地台、電子標籤、無線教學模組及企業型電腦

軟體，同時積極投入ＲＦＩＤ無線射頻識別系統的相關應用與

問題解決，另有門禁管理系統、門禁讀卡機、保全系統等硬軟

體開發建置，相關監控系統也運用在老人照護服務。

張校長說，亞洲大學成立近八年來，持續跟中部科學園區、行

政院職訓局中區職訓中心及各廠商產學合作，已獲績效，尤其

霧峰在地的農產品如菇類、香米都極具特色，都適合廠商與亞

洲大學創新育中心合作研究推銷。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副局長陳銘煌、國際扶輪社總監陳福振及

台中縣議員陳清龍、中彰投就業中心主任黃孟儒等人都到場祝

賀，他們說，亞洲大學成立創新育成中心，可協助國內企業廠

商實力往上提升、更上一層樓，同時配合產官學的協助，讓廠

商更具研發能力，開發新產品，更希望未來能提升霧峰鄉的農

業發展。

兼任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的健康管理學院長林俊義說，

該中心已著手研究開發白木耳、牛樟菇等產品，且可用太空包

量產白木耳，甚至用栽培瓶也可以生產白木耳菇體（實子

體），有不錯的績效，且和蕈優生物科技農場簽約，將培育白

木耳技術轉移，計畫明年合作推出相關產品；該中心也另著手

研究篦麻、甜高梁等生質能源，並與民間產業合作生產。

亞洲大學學生會長黃姜敬與高中校長在校園相見歡
報告校長：我在亞洲大學力爭上游，學而有成

文／總務處

亞洲大學學生會長黃姜敬，上月巧遇率領師生到亞洲大學辦活

動的台中縣后綜高中校長林本川，黃同學是林校長擔任台中縣

大里高中校長時的學生，兩人相見歡；黃同學得知林校長就住

在學校附近， 2 月 20 日特別約見拜訪，當面向林校長報告在亞

洲大學努力學成，連中三校研究所的過程，並感謝林校長當年

的教導。林校長對黃會長能懂得感恩，又學業有成勉勵有加，

期待他將來做位出類拔萃的人物。

「把優秀的學生教好是應該，但把不優秀的學生教好，那才是

成就！」亞洲大學總務長兼發言人朱界陽指出，黃姜敬同學大

學聯考那年，因沒考上理想學校，到亞洲大學報名參加 80 學分

班隨班附讀。依規定，他在兩年內修完 80 學分，再插班考上亞

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三年級，黃姜敬原本很內向，在朱總務長

動，該校林本川校長也親自至亞洲大學來關心學生參與活動，

林校長原本是台中縣縣立大里高中校長，最近調派到縣立后綜

高中。當林校長參觀校園時，巧遇原在大里高中就讀黃姜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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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授的「新聞與生活」課堂上，得到鼓勵與勇氣，黃同學不

但選上學生會會長，且在今年度同時考上彰化師範大學、中國

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等三校的碩士班，學業有成，實為難能可

貴。

林校長說，他對黃姜敬同學印象深刻，黃同學原是大里高中擔

任升旗大隊隊長，能夠被選為大隊長，一定是循規蹈矩、堪為

模範的學生，當他亞洲大學參訪時，巧遇黃同學，黃同學馬上

問好說：「校長好！」，展現有禮貌的風度，「凡事從小看

大」，他相信黃同學在亞洲大學受教薰陶下，將來出社會一定

會出類拔萃，前途無可限量。

朱總務長說，與亞洲大學簽訂策略聯盟的台中縣后綜高中於 1

月 22 日 到亞洲大學參觀，並參與簡報、演講及體驗等系列活

學，黃姜敬停下腳步很高興地跟林校長聊天，並當場背出林校

長的教學理念「心中有愛，溫馨常在」，讓林校長非常感動。

黃姜敬同學今天拜訪林校長顯得拘謹有禮，黃同學說，林校長

在縣立大里高中公開場合中，常提醒同學要常懷感恩的心，時

時保持榮譽的心，有機會就要幫助別人，回饋社會，他都謹記

在心，不敢忘記，很感謝林校長的諄諄教誨。

「學校有愛，學生學習無礙」，言談之中，林校長還稱許亞洲

大學教職員在經濟風暴來臨時，為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度過難

關，不但發起捐消費券活動，不少願意教職員每日捐十元，來

濟助需要幫助的同學，且「一個都不能少」的辦學理念，使得

原本就名列優質大學之林的亞洲大學，繼「晨昏定省」活動之

後，再添「人間有愛」的文化，相當難得，更讓家長放心把孩

子交到亞洲大學求學。

 

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陸續推出多項職訓局專業訓練課程，

及縣市政府委託在職訓練

文／進修推廣部

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積極爭取勞委會職訓局、縣市政府委外訓

練專案，頗有成效，不但已標得觀光導覽專業人才培訓班等 20

多案專班；目前亞洲大學計畫送審中的專案也不少，如長期照

顧碩士學分班，就是職訓局委辦的課程之一。

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榮說，亞洲大學已向職訓局標得的專案訓

練課程包括職訓局補助課程－養生複合茶點專業人才養成班，

訓練補助經費 111 萬元， 2 月 16 日 上午 9 時已在亞洲大學管理

大樓 M520 教室開訓，學員 30 人；從 2 月 16 日 至 4 月 17 日 ，

由本校保健系副教授韓建國等人傳授食品營養、烘培概論等學

習課程，還將到保健營養生技學系的專業教室進行飲調製作、

西點、蛋糕製作等實習製作。

參訓學員陳俞汝說，她很珍惜這次參訓的課程，會把握這個機

會努力學習，習得一計之長，也希望考取技術士證，將來能順

利就業。

李主任也提到，就業安定基金補助辦理 98 年度台中縣政府職業

訓練－觀光導覽專業人才培訓班，訓練補助經費 73 萬元， 3 月

3 日 至 4 月 27 日 訓練，正接受報名中，詢問人潮也十分踴躍，

歡迎有興趣學員參加本次課程。

李主任指出，還有勞委會職訓局中區職訓中心 98 年度資訊軟體

品質實務運用班、風險管理與資產保全人才培訓班、服務產業

企業訓練與發展實務班、服務業銷售達人實戰班等 7 班， 3 月

至 6 月上課訓練，接受報名中。

此外，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的觸角也伸向各縣市府委託訓練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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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主任指出，還有勞委會職訓局中區職訓中心 98 年度資訊軟體

科技人才職業訓練－網路工程師班， 3 月 30 至 8 月 18 日 訓

練，職訓中心已公佈亞洲大學得標，補助訓練經費 159 萬元，

正接受報名中。

有關台中市政府勞工大學規劃的在職勞工進修課程，亞洲大學

也規劃安排旅遊規劃與導覽實務達人班、製造業職場創意管理

實戰班、製造業主管才能發展訓練實務班、製造業高績效訓練

案，已取得的專案有台中市政府委託辦理 98 、 99 年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核心及在職訓練（ 2 月至 12 月是訓練

期）、台中縣政府委託亞洲大學辦理 98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主管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核心課程（ 1 月至 12 月是訓練期

） 、嘉義市政府委託亞洲大學辦理 98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

管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核心課程（ 1 月至 12 月是訓練

期）。

亞洲大學現正送審的專案，包括職訓局中區職訓中心產業人才

投資補助課程－長期照護碩士學分班、供應鏈管理碩士學分

班、產業政策與企業競爭力碩士學分班、科技與創新管理碩士

學分班、企業資源管理碩士學分班、社會團體工作學士學分

班、社會個案工作學士學分班、基層主管核心職能人才培訓班 -

基礎班、基層主管核心職能人才培訓班 - 進階班、勞工職場提

昇競爭力充電班等 10 班， 2 月 16 日 至 6 月 30 日 訓練。

亞洲大學校友會舉辦新春團拜 對母校傑出表現與有榮焉！

文／總務處

亞洲大學第一屆校友會新春團拜， 2 月 6 日 晚間在台中市舉

辦，由校友會理事長吳錫金主持，校長張紘炬應邀列席，吳理

事長讚許亞洲大學辦學卓越，教育部最近系所評鑑成績相當優

良，年僅 8 歲的母校，就擠進績優公私立大學之林，表現出類

拔萃，尤其發起用消費券幫助貧困學生，創辦人蔡長海也捐出

2000 萬元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度過難關，能安心就學，身為校

友們與有榮焉。

張校長致詞說，過去一年亞洲大學在全體師生、員工的的努力

下，達成三項滿意的成果，除了教育部系所評鑑成績亮麗，大

學部、博士全部通過，及教學卓越獎助名列第二名外，亞洲大

學中長程計劃，是極少數獲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增加的學校之

一，顯見學校發展計劃極獲肯定。

張紘炬校長指出，在創辦人、董事會及校友會的支持下，亞洲

大學進步神速、雄心勃勃，今年全體教職員還要拚教學卓越獎

助第一名，他建議提供每位校友終身使用的電子郵件帳號，將

學校訊息與校友分享，並建立追蹤機制，積極與校友聯繫。

亞洲大學第一屆校友會春節團拜晚宴，在台中市台中擔仔麵餐

廳舉行，理事長吳錫金、常務理事彭慶添、許美雲、常務監事

賴仲亮及劉慶桐、何年春、謝永賜等位理事、秘書長陳慶華、

副秘書長蔡少洲等人與會，校長張紘炬、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

榮等人應邀出席。

校友會在團拜前召開會議，討論協助待業校友就業相關措施，

將請企業界的校友提供就業機會；另提供「亞洲大學校友

證」，校友參加母校各類推廣教育課程可享優惠、免費申請電

子郵件帳號等。

負責校友業務的亞洲大學學生學習與生涯發展中心主 任張湘 君

在會中指出，亞洲大學校友會目前會員僅有 118 人，但各地歷

屆校友多達 7413 人，校友會決定積極聯繫各地校友，鼓勵加入

校友會的運作，並將於 3 月 21 日 進行第二屆理監事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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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外籍生春節聯歡會，唱歌、朗誦、武術樣樣來

文 /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黃玟萃

今年農曆春節假期到來，亞洲大學外籍學生大多是第一次在台

灣過新年，外籍學生除了舉辦歲末迎新春活動，表演唱歌、舞

蹈、武術樣樣來，炒熱年節氣氛，還拱手說：「新年快

樂！」、「恭喜！恭喜！」、「身體健康！」等吉祥話，現場

喜氣洋洋。

亞洲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為外籍學生舉辦歲末迎新春活動，

由外文系及健管系二年級學生郭文琪擔任主持工作，外文系四

年級學生蕭玲吟、張殷鳳向外籍生解說各項中國過年的典故及

習俗，外籍學生都聽的很津津有味，也瞭解中國農曆新年的由

來及民俗。

過年時，在台灣有不少家庭成員會打「麻將」守歲，引起外籍

學生好奇，經外文系學生介紹「麻將」之後，來自印度的白倪

星同學興奮的說：「我原本不知道麻將是什麼，經你們介紹之

後，我一定要去體驗一下！」，他雙手攤開，擺出搓洗麻將牌

的樣子，有模有樣，使得在場的外籍生們捧腹大笑。

來自 印尼 、蒙古、印度、聖路西亞、土耳其等地的外籍生輪流

上台回答中國過年習俗的機智問答，大家還逐一拱手抱拳、鞠

躬說好話，一時「新年快樂！」「新春吉祥！」「恭喜！恭

喜！」此起彼落，感受濃濃中國農曆春節氣氛。

到了表演時刻，來自印尼的學生楊拓上台表演武術，動作虎虎

生風，看似輕柔卻伶俐，獲得掌聲喝采；印尼學生沙弗林也不

讓鬚眉，帶領10 多位學生表演傳統舞蹈，他說：「這段舞蹈是

我們在節慶時會全家大小一同表演的，亞洲大學就像我第二個

家人，獻給你們 ! 」，其中，來自印尼健管所二年級學生馬蒂

安納還帶著就讀幼稚園的女兒一同表演，場面溫馨感人。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蕭震緯主任說，隨著校園國際化程度大幅躍

升，年年吸引不少外國學子至亞洲大學就讀，未來也將擴大招

收外籍學生，期望能逐年倍增，國籍多元化。 98 學年度外國學

生申請入學提供 4 個全英語學程，並設有免費中文及英文語言

課程，且提供獎助學金和減免學雜費、住宿費給優秀之外籍

生。聖路西亞學生阿妮塔說，霧峰很美，可以專心做學術研究

的好地方。第一次在台灣過年，她特別感受台灣濃厚的人情

味。

亞洲大學 98 學年度秋季班外籍生申請入學開始報名，至 98 年 6

月 30 日 截止申請。從去年 12 月簡章陸續公佈上網，已陸續接

獲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奈及利亞、馬來西亞、智利及伊朗

等學生的詢問信，申請者需完成申請表後，連同申請文件，在

規定期限內以掛號方式寄送至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方能完成報

名。詳細資訊可至 http://ciae.asia.edu.tw/Admissions.html 查詢或

電洽（ 04 ） 23323456 轉 6278 黃小姐。

創意領導學程開訓典禮，張校長勉勵同學培養優質習慣，達終身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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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創意領導中心 林孟宜

亞洲大學創意領導中心 2 月 18 日下午舉辦創意領導學程開訓典

禮，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致詞時勉勵參與創意領導學程的同

學，務必善用學習資源、開創光明前程，他還提醒同學培養優

質習慣，不要盲目、非理性地遷就習慣或環境，要從長遠的觀

點，構思該如何建立正確而良好的習慣，才能具有未來領袖的

競爭力。

張校長說，創意領導學程學生，不只要期許自己努力學習，紮

實個人學養的根基，更要終身學習；同學們可以運用電腦、但

非役於電腦，強化語文與溝通的能耐，將各種學習體驗與知

識，鏈結成自己的寶庫，肯定會受用一生。

參加創意領導學程的外文系四年級的學生林彩平說，透過各類

活動及講座的洗禮，讓她成長不少，此次能在畢業前夕與學程

全體同學共聚一堂，機會難得；瞧見學弟妹們充滿活力朝氣的

模樣，相信他們在往後的日子裡，也會像我們一樣．能在這裡

獲得許多無價之寶。

數媒系三年級的林麗也說，以前看學長姐在中心和學程裡得到

各種新知與學習，更如同家人般的互勵共勉，那時就下定決

心，一定要申請加入學程，而今夢想成真，一定要珍惜這難得

的機會。

創意領導中心主任李志鴻說，創意領導學程每年 10 、 11 月招

募新生，以大二、三學生為主， 97 學年招收本校 35 名學生，

連同舊生共有72 名學生參與研習課程，每人共要修習創意領導

學程 16 學分，在畢業前取得創意領導學程結業證書。有意報名

參加的同學，須成績在該班前 30 ％及系所推介，經遴選後才能

參與創意領導學程。

為提升本校創意領導學程同學們在研究與寫作上的競爭力，創

意領導中心舉辦「寫作領導精進營」，邀請本校經營管理系助

理教授陳永信主講，參加寫作精進營的同學們學習情緒高昂，

都很認真學習。

創意領導中心 2 月 18 日 至 3 月 4 日 ，連續三週，每週三下午 1

時 10 分至 4 時在管理大樓 M405 教室，舉辦 2009 創意領導與管

理寫作精進營； 2 月 18 日 的課程是「論文理論架構」，討論研

究論文的綱要，協助學員打好基礎； 2 月 25 日 的課程是「論文

寫作常見缺點與解析」，藉由若干遭退件的論文或計畫，釐清

寫作常見的問題，並逐一檢討改進。 3 月 4 日的課程是統整與

總結，講授「論文寫作的精進之道」後，頒發研習證書以資鼓

勵。

台中亞洲大學師生送愛心到澎湖監獄 關懷受刑人 
迎新春 表演精彩 造成轟動 另到蘭嶼服務

文／總務處

「這是澎湖前所未有的精彩演出，太棒了！」、「沒想到學生

社團的演出，有這麼高的水準！」台中亞洲大學學生社團 1 月

18 日 至 20 日三天應澎湖檢察署邀請，到澎湖監獄舉辦「送愛

心到高牆」迎新春活動的演出，造成轟動，讓在場受刑人及更

生保護會澎湖分會志工讚不絕口、讚嘆這種場面，前所未見，

叫人難忘。

法務部保護司與台中地檢署委託亞洲大學在該校成立「司法保

護及社區關懷中心」，該中心執行長 李明榮 教授、學務長施能

義等人 1 月 18 日 帶領學生社團，到澎湖監獄進行春節關懷活動

─送愛心到高牆，亞洲大學學生表演國標舞、青春熱舞、地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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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心到高牆，亞洲大學學生表演國標舞、青春熱舞、地板街

舞及熱門樂曲演唱，演出精彩、曲目悠揚，造成轟動。

亞洲大學師生去年曾應邀到馬祖表演，參加反賄選宣傳晚會活

動，當時朱檢察長正好擔任連江（即馬祖）地檢署檢察長，現

任澎湖地檢署檢察長朱坤茂說，那次的演出，在馬祖也造成轟

動，成為地方頭條新聞，成效良好。所以，他轉任湖地檢署

後，立即再次籌備，也請亞洲大學師生到監獄送暖迎春，也為

高牆內的受刑人做一次良好的藝治療。

在澎湖監獄演出時，學生們的精堪的演出也帶動了澎湖地檢署

檢察長朱坤茂、典獄長詹哲峰及更生保護會志工等多人上台軋

舞，一起跳「陪我來練武功」，不但炒熱氣氛，也贏得受刑人

滿堂彩、掌聲不絕。

此外，也有 5 位澎湖監獄的受刑人看到街舞技癢，上台與亞洲

大學熱舞社同學軋街舞，各自使出高難度的街舞動作，讓現場

氣氛ＨＩＧＨ到最高點。

值得一提的是，亞洲大學國際標準舞表演學生，是中華代表隊

高手，也是世界國標舞排名前三名的舞林高手，舞姿之美，如

詩如畫，讓大家看得目不轉睛、掌聲不斷。

澎湖監獄典獄長詹哲峰稱讚說，這是他在獄政單位三十年看到

最精采的演出；朱坤茂檢察長則盛讚亞洲大學學生高水準的表

演，是對受刑人最佳的藝術治療，尤其在春節前的關懷演出，

更溫暖受刑人的心，澎湖監獄的已將學生的演出錄製成影片，

在春節期間時重播給受刑人觀賞。

亞洲大學學生社團這次澎湖之行，最受歡迎的是熱舞社的同

學，他們在跨海大橋前、西台古堡及國家公園管理處即席的街

舞表演，讓很少看街舞表演的澎湖民眾，留下印象深刻，他們

的舞藝超群，青春洋溢，更為亞洲大學在澎湖打出響亮的名

號。

此外，亞洲大學幼教系蘭嶼服務隊 16 位同學，在寒假期間 2 月

5 日 至 2 月 9 日，一連五天展開關懷活動，在蘭嶼東清村活動

中心舉辦「達悟族文化成長營」，為當地原住小朋友安排兒童

美語、大地遊戲、製作兒童玩具、戲劇表演等活動，透過教

學、帶動唱等方式，為小朋友留下難忘的回憶；亞洲大學幼教

系四年級、隊長薛立宇同學說，到蘭嶼服務後發現，有很多東

西是課堂上學不到的，收獲很大，隊員們相約「今年暑假蘭嶼

再見！」

 

本學期起，亞洲大學圖書館擴大增設「教授指定用書專區」服務

文 /圖書館 黃斐籃

亞洲大學圖書館從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教授指定用書的圖書

資料冊數，由原有平均 1 冊增加為 4 冊，且隨時保留 1 冊在流

通櫃檯 教授指定用書專區，保障到館查詢的讀者有書可用，另

3 冊維持原借閱方式，開放給學生使用，盼能透過圖書館的升級

服務，落實教授指定用書服務的目的。

圖書館長韓建國說，教授指定用書，是圖書館支援教學所提供

的服務，主要是配合教學課程所需，每學期初將與課程有關的

圖書或資料由館藏中抽出，專架陳列管理，並限定閱覽時間，

確保選修該課程的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能隨時借用，不至於像

一般圖書因借閱天數較長，影響借閱權利。

教授指定用書的資料來源，不限圖書館館藏，類型也不僅限圖

書，還包含講義、期刊單篇文章影印本、指定作業、技術報

告、會議論文、剪報、小冊子、地圖、考古題及多媒體資料

等，都可做為教授指定用書的內容。

申請件數由 90 學年度的 13 件增至 96 學年度的 289 件，借閱率

可說是逐年攀升成長。

此次增加教授指定用書的冊數，是希望善用圖書館經費，一方

面保障並增加學生使用課堂所需資料的權利，另一方面可落實

宣導智慧財產權觀念，減輕學生的負擔。

韓建國館長說，本學期教授指定用書服務 2 月 5 日 起開放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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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館長表示，本校圖書館自創校以來，在每學期開始前都會主

動提供教授指定用書的申請服務，本校專兼任教師都可視課務

需要，將欲指定的資料委請圖書館放置於教授指定用書區，供

本校學生借閱。

請，歡迎老師申請利用，請將申請單以書面或電子檔 (

http://lib.asia.edu.tw/apply.htm ) 回傳至圖書館流通櫃檯或信箱

lib@asia.edu.tw 。開學後，若需使用教授指定用書的同學，請

至圖書館 2 樓流通櫃檯辦理借閱手續。

亞洲大學藝術中心即日起至 3 月 12 日 推出「張淑德．畫展」 
將岩彩畫古典技法賦予新生命

文／總務處

台中亞洲大學即日起至 3 月 12 日 ，在亞洲大學藝術中心推出

「張淑德 ． 畫展」，展出 張淑 德 教授 51 件岩彩繪畫、水墨及

書法等作品，題材包括花卉、風景、雪景等，將唐朝古典畫作

技法賦予新的生命，歡迎校內外人士參觀。

張淑德 教授在亞洲大學藝術中心展出的作品，包括月世界、桔

梗、蘭花、櫻花、荷花、蝴蝶蘭、紅白梅屏風、紅白牡丹、雪

梅、普明寺、漢城等，其中岩彩繪畫，是 張 教授極力推廣的古

典技法。

張 教授說，岩彩畫又稱膠彩畫，是人類最古老的繪畫形式，源

起唐代的工筆金碧畫繪畫技法，流傳到日本，日本人將其加入

西洋的寫實技法而成「大和繪」，二、三十年代引進台灣，即

俗稱的「東洋畫」又稱日本畫。

張 教授說，她聽聞日本人對於「膠彩畫」的文化保存相當完

整，大學畢業 13 年後，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情，踏上

日本國土學膠彩畫，成為東京藝術大學日本畫教福 井爽人 先生

的第一名台灣留學生，且在 2000 年膠彩畫「雪景」獲得洄瀾獎

及 2002 年 4 月以膠彩畫「雪獄山」得日本國際公募（藝術未來

展）膠彩 畫秀作獎，成績斐然。

張 教授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京藝術大學，主修美術教

育，目前是高雄醫學大學通識中心美術課程專 任助理 教授。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副校長陳瓊花在畫冊撰文介紹說， 張 老師負笈

東瀛，投入東京藝術大學福 井爽人 教授門下研究現代膠彩畫，

再跟東京學藝大學 金子亨 教授學習油畫﹑卵彩畫，並從歌 田真

介 教授與佐藤一 郎 教授研究技法實驗等，多年的萃鍊，擴張了

創作技法，開創所謂「岩彩畫」。

不過，陳瓊花副校長強調，若以材料來看，東方的膠彩和水

墨，類似西洋的油畫和水彩，其實很有前途，可惜膠彩材料目

前尚不夠普及，繪製手續繁複，在教學上也較難推廣。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主辦單位

3月5日 16:00-18:00 社會工作在毒癮矯治上的著力點 M505 社會工作學系

http://lib.asia.edu.tw/app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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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 10:00-11:30 研究練功房（七）： 如何撰寫第一篇國際期刊論文 I404 教發中心

3月7日 09:00-16:00 志工特殊訓練 校內 諮輔組

3月10日 09:00-12:00 大學教育與教學專題(一)新競爭時代：培育活躍21世紀的人才 A115 教發中心

3月12日 16:00-18: 00 談咖啡公平貿易 - 貧窮與不公平 M505 社會工作學系

3月16日 08:30-17:00 第二屆亞洲大學生物科技研討會暨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

樓 B1 國際會議廳(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亞洲大學生物科

技學系及中國醫

藥大學

3月18日 15:30-17:00 研究練功房(八)(題目待訂) M627 教發中心

3月18日 02:00-18:00 香香傳情逛宿舍 學校四棟宿舍 宿服組

3月24日 09:00-12:00 大學教育與教學專題(二)增進大學師生間良好關係的有效策略 A115 教發中心

3月25日 整天 資源教室聯歡活動 校外 諮輔組

1 
電影欣賞 活動將於 2009 年 03 月 25 日 下午 7:00 在 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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