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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榮獲國家卓越建設金質獎，成功

打造人文藝術綠色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前副校長楊家慶等人今天參

訪亞洲大學，讚譽亞洲大學辦學卓越，認

為兩校未來有不少交流合作空間

亞洲大學全面推動三品教育 設立三品學堂

張校長率同師生簽署宣言，要做個「有品

德、有品質、有品味」的亞大人、台灣人

「2009提昇未來人才就業力」研討會，在亞

洲大學登場，邀請聯強國際總裁杜書伍等

ＣＥＯ分享創業經驗，三位大學校長談就

業輔導策略

亞洲大學首創在校園設「奉茶」站，提供

麥茶、薰衣草茶、養生茶等「三品茶」，

師生自備環保杯去找茶，把瀕臨失傳的台

灣善良風俗找回來

亞洲大學執行教育部就業方案，請求廠商

不將學生只當實習生，要有培訓、期滿能

留用三大承諾，極受業界肯定

亞洲大學在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大放異

彩，拿下3金1銀1銅，162所學校中排名24，

創校8年來成績最優

第三屆亞洲歌研挑戰賽在亞洲大學6日晚登

場，10校145位同學飆歌競技 亞洲大學經管

所碩士生張祠毓封歌王

亞洲大學休憩系今天寄出一封特別感人的

母親節賀卡，在校園高喊全系永遠的媽

媽：陳媽媽！母親節快樂！

亞洲大學原研社響應舉辦飢餓三十活動，

大小餓靈現蹤，挑戰飢餓三十，安排大地

闖關遊戲，讓飢餓營友暫時忘卻飢餓

亞洲大學花瘋時尚RUNWAY秀登場，學生

模特兒穿戴「花」飾服裝走秀，頗具時尚

感，展現自信風采，不輸專業模特兒

洲大學舉辦寵物選美大賽，豬、狗、貓及

兔登台爭寵，「好可愛！」「好大隻

哦！」台下出現尖叫聲、追逐拍照欣賞

亞洲大學將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簽訂教學

合作備忘錄，提供遠距教學學程，讓亞大

學生不必留美，也可拿到學分、學位

職訓局委託亞洲大學開辦「經典麵食達人

培訓班」 失業勞工搶破頭要筆試、面試才

能錄取

文興高中等校學生到亞洲大學參訪，留下

深刻印象，全體合照時大聲喊出「亞洲大

學！好棒！」

亞洲大學台中市民俗公園聘請出獄漆器、

書畫高手為首位民俗藝師，「大哥」變

「大師」，高牆傳奇獲肯定

亞洲大學榮獲國家卓越建設金質獎，成功打造人文藝術綠色大學

亞洲大學今年參加「國家卓越建設獎」，獲得最佳規劃設計類

金質獎。該校優質校園的設計能夠入選象徵不動產界 斯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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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質獎。該校優質校園的設計能夠入選象徵不動產界 斯卡獎

的「國家卓越建設獎」，是大學校園難得的殊榮。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頒給亞洲大學金質獎的評語說：「亞洲

大學崛起於台灣高等教育急速擴張的年代，創建者的遠見不僅

使該校得以按部就班的依照計畫逐漸成形，有秩序的將植栽與

生態融入校園建設之中，甚至還邀請國外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

蓋藝術館，預期將為台灣建築界增添勝景。」

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接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范良

銹頒贈金質獎時說，這個獎座代表亞洲大學建校8年，不但成為

風景如畫的優質校園，也是一所永續經營的綠色大學。

亞洲大學總務長朱界陽說，該校於2001年開始建造，如今十多

棟建築物，每棟都有希臘圓柱、拱門，體育館仿羅馬競技場外

牆，創意設計學院圖書館大樓有紅磚綠銅及高聳的歐美宮殿圓

頂，委實美不勝收。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及董事會的用心，令人感佩！」朱總

務長指出，建校初期，蔡創辦人偕同學校的董事們分批赴歐

美、日本等地的大學考察校園規劃，決定採取歐美式的建築設

計，因此從第一塊磚開始，始終保持同一色系及巴洛克式的風

格。

蔡創辦人說：「我們要在台灣蓋一所不一樣的大學、歐風的花

園大學，學術、人文、藝術素養都要兼顧！」8年內，他帶領團

隊向各界要來移植的喬木與大樹約1萬棵，栽種灌木約5萬棵，

草坪近3萬坪 ，全校綠覆綠面積約86%。校園四季有花，5個生

態池，荷花、蓮花長年爭艷，與宏偉的巴洛克建築群相互輝

映，再加上著名雕塑家羅丹、阿曼、楊英風等大師的作品穿插

其間，營造出獨特的魅力。

朱總務長說，電視青春偶像劇「終極三國」、電影青春偶像片

「風林火山」、電視連續劇「痞子英雄」、電視台的「用心看

台灣─霧峰專輯」等，均在亞洲大學拍攝，還有電視汽車廣告歐

洲版也在該校取景，天天都有新人來拍婚紗照，亞洲大學已被

婚紗業者選為十大勝景之一。

北京清華大學前副校長楊家慶等人參訪亞洲大學，
讚譽亞洲大學辦學卓越，認為兩校未來有不少交流合作空間

北京清華大學前副校長、清華教育基金副理事長楊家慶等一行

人，5月21日到亞洲大學參訪；楊副校長說，亞洲大學建校短短

8年，竟有如此傲人的教學成績，令人激賞；北京清華大學與亞

洲大學未來有不少合作交流的空間，兩校師生可以立即就共同

興趣的議題一起完成研究。

楊家慶率領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王進展、清華教育基金會

秘書長黃建華、清華教育基金會游睿山等一行人，由亞洲大學

總務長朱界陽導覽介紹校園、參觀法國名雕塑家羅丹「沉思

者」雕塑品、藝術中心等。

張紘炬校長在歡迎會上指出，亞洲大學創校僅8年，能夠締造各

項辦學卓越的成績，如今年大學系所評鑑，所有學系全部通過

評鑑、連續三年獲得教學卓越補助等，是全體師生努力及董事

會大力支持的成果；算起來亞洲大學還像個「小孩子」，但卻

是個很會讀書、很努力的「孩子」，且正採取追趕跑跳碰等動

作，蓄勢待發準備迎頭趕上，希望未來會有跟北京清華大學合

作交流的機會。

「亞洲大學擁有羅丹大型雕塑品─沉思者，無形中提升學生人文

素養 ，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事！」北京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王進展、清華教育基金會秘書長黃建華都異口同聲的說，他們

初到亞洲大學，只是從第一樓到五樓，就感受到亞洲大學各級

人員的熱情，尤其看到沉思者的雕塑品時，以為頂多是座複製

品，沒想到經朱總務長介紹竟然是座真品，如此年輕的亞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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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副校長稱許亞洲大學在創校8年中，成為一所辦學績優的大

學，相當不容易。他說，該校建校已有98年，儘管辦校年資、

規模跟亞洲大學或有不同，但辦培育優秀人才的教育理念相

同，況且亞洲大學相當重視人文素質的培育，令人印象深刻，

希望未來兩校師生有互訪交流、學習及合作研究的機會。

學重視美學教育、人才培育的程度，讓負責美術教學的他相當

驚訝。

楊副理事長還透露說，他來台多次，曾經去過台中的中國醫藥

大學參訪，商談成立醫學系等相關事宜，跟中國醫藥大學董事

長蔡長海是舊識，沒想到蔡董事長還是亞洲大學的創辦人，因

此，他們一行人來到亞洲大學參訪，備感親切。

亞洲大學全面推動三品教育．設立三品書院，張校長率同師生簽署宣言，
要做個「有品德、有品質、有品味」的亞大人、台灣人，成為教學卓越特

色之一

教育部長鄭瑞城宣稱將於今年六月間在大學校園推動有「品

德、品質、品味」的三品教育。亞洲大學早於去年底推動三品

教育，並成立「三品教育推動小組」，5月1日又設立「三品書

院」，校長張紘炬率同全校教職員生簽署宣言：做一個有品德

的現代人、做一個有品質的職場人、做一個有品味的時尚人。

張校長表示，根據媒體報導，台中有便利商店高中工讀生，在

店內用茶葉蛋滷汁洗手、洗臉，ＰＯ在網站，自覺好玩；在屏

東有麥當勞連鎖店年輕店員，三更半夜將好幾桶的油炸廢油，

偷倒在鬧區排水溝，不聽勸阻。看到這些報導，覺得品德教育

已嚴重鬆脫。張校長認為，鄭部長的「三品教育」相當重要，

希望做個「有品的台灣人」，不光是學校教育而已，應該是全

民教育問題。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執行長朱界陽說，三年前，該校即設立

「晨昏定省免費專線電話中心」，鼓勵全校師生天天打電話向

父母請安，即要做個有品德的現代人，要從「親情關懷」做

起。第二年，該校設立「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培育學生職

場人格，即做一個有品質的職場人，讓父母「安心、溫心、歡

心」的三心教育計劃。

去年底，又推出「三品教育」計劃，舉辦多項生活教育活動，

如捐消費券濟助貧困同學、愛心竹筒銀行、師生種菜體驗慢活

文化、搶救老樹禮讚枯木逢春、愛心奉茶站、誠實商店等，將

品德、品質、品味落實在校園生活中。

朱執行長表示，該校「三品書院」在通識教育中心安排34堂課

程，教導學生人與人的倫理、人與自然倫理。學校也要求各學

院、各學系在專業基礎課程，教授「職業道德」觀念，其中，

自然倫理相當重要，即「做一個有品味的時尚人」。所謂時

尚，不是名牌、時髦而已，而是「節能減碳」的環保概念。所

以該校大一新生要參與「學習服務」學程外，將再設「方便哲

學服務社」，即清洗廁所服務，也將推動找尋校園生物生命共

同體，愛護校園生態。

校長張紘炬說，亞洲大學最近聘請１８位駐校藝術家，加上如

羅丹、阿曼、楊英風等國內外名家大型雕塑，在校園內處處可

見，未來又有安藤忠雄藝術館，建構藝術校園的時尚品味，也

是該校三品教育另一項特色。

張校長表示，亞洲大學從９５學年度起至今，連續三年獲得教

育部教學卓越計劃獎助，道德教育與三品教學，己成為該在

「愛與美」的計劃中受到肯定的強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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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提昇未來人才就業力」研討會，在亞洲大學登場，邀請聯強
國際總裁杜書伍等ＣＥＯ分享創茉經驗，三位大學校長談就業輔導策略

教育部、亞洲大學、cheers雜誌合辦的「2009提昇未來人才就業

力」研討會，中區場5月13日在亞洲大學登場，邀請群聯電子董

事長潘健成、全球一動董事長何薇玲、聯強國際總裁杜書伍等

著名CEO分享提升未來人才就業力的訣竅，另有亞洲大學、東

海大學、朝陽科技大學等校校長座談分享就業輔導經驗，希望

大學教育能訓練學生振翅起飛的能力、敢於築夢的勇氣。

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首先從創業歷程，談大學教育可以給年

輕人的啟發，他說，在金融風暴衝擊下，科技新貴的夢不會再

有，社會新鮮人不妨把眼光要放遠，畢業之後找工作，薪水多

寡、公司大小都不重要，要看未來的發展性，只要3到5年可以

學到東西，機會就會到來。

「態度決定一切，溝通能力也很重要！」年僅28歲，即創業有

成的潘董事長指出，人生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尤其面對當前的

金融風暴，各行各業都受到衝擊，現在什麼都不要想，先做好

現在該做好的事，肯學、肯做、務實負責、具溝通能力，按步

就班，就有成功的一天，千萬不要以為有富爸爸創業就會成

功，或一畢業興沖沖想去創業，以為創業會變得有錢，有時反

而會賠更多的錢。

全球一動公司董事長何薇玲指出，只要拚命到底的人就是天

才，由於腦力的使用，可以超乎想像達到極限。此外，她認為

創業不是選擇題、是非題，創業必須創造差異性，就是要跟別

人不一樣，且能勇於接受錯誤，才是正確的開始。

「大學應給企業什麼樣人才？」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執行長杜

書伍說，大學就是「職場先修班」，大學的教育責任，就是協

助建立目標，不妨從新生入學開始，就提醒學生思考：「我未

來要做什麼？」，還要準備各產業鏈的分工結構與特質等資

訊、職場各式職務的職能條件資訊，供學生查詢與理解，另提

供職場觀念相關文章，提早建立學生對職場的正確認知。

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朝陽科大校長鍾任琴、東海大學校長程

海東下午參加綜合座談，張校長說，時代在變，大學也在轉

型，過去是學術的殿堂，現在是就業媒合中心，老師也要跟著

轉型、組織也要改變，如亞洲大學學涯中心已為所有學生建立

「第一哩路到最後一路」的制度。

「21世紀的人才，態度決定一切！」「只要待人處事態度好，

在競爭激烈的職場內才可望成為翹楚！」東海大學校長程海東

贊成就業輔導就從學生進入大學就開始展開，大致可分為職涯

探索期、職涯的培養期、職涯規劃期，對於畢業生則採取追蹤

輔導、服務的策略。

朝陽科大校長鍾任琴也說，大學生若懂得省思，成功的機會就

占一半，他希望大學生在鑽研專業知識同時，能夠學做人、學

做事，培養專業知能與職場倫理，如此一來，必定能夠「畢業

即就業，上班即上手」。

亞洲大學首創在校園設「奉茶」站，提供麥茶、薰衣草茶、養生茶等
「三品茶」，師生自備環保杯去找茶，把瀕臨失傳的台灣善良風俗找回來！

 

「來喔！大家來找茶！來喝茶！」亞洲大學首開先例在校園成

立7個奉茶站，提供決明子茶、薰衣草茶、養生茶、麥茶、玫瑰

茶、香柚茶等，今天上午起擺放在校園榕樹下、步道、公車站

牌「奉茶」，立即吸引師生們紛紛來找茶，師生們齊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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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奉茶」，立即吸引師生們紛紛來找茶，師生們齊喊：「來

奉茶站找回失傳的民間善良風俗！」頓使亞洲大學校園的「三

品茶」茶香飄逸、充滿溫馨。

亞洲大學「奉茶站」5月26日上午10時成立，在校園內的榕樹

下、100號公車站牌處、管理大樓通往資訊大樓的步道上設置奉

茶站，分別擺放各式茶水，提供無遮的佈施，讓來往的師生們

喝茶，校園內的「奉茶站」將長期提供茶品，同學們得自備環

保杯來喝茶，希望重拾往日純樸的風俗民情。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執行長朱界陽說，六、七十年代，台灣

的鄉下、山上或偏遠地區到處可見熱心人士煮茶，將茶壼放在

屋簷或屋前大樹下，設「奉茶」站，提供遠地來的路人或挑

夫、騎腳踏車者，停下腳步喝杯茶水再走，人與人間靠著奉茶

拉近距離，更傳遞善良、溫心與愛心。

近年來，因奉茶站主人怕被有心人在茶水中動手腳，紛紛將奉

茶站收起。「兩年前，一位在嘉義縣民雄鄉設奉茶站52年的79

歲陳老太太，經二星期煎熬，終將奉茶站結束！」朱執行長

說，他決定在亞洲大學的校園，把這種台灣傳統善良風俗找回

來。因為該校近來推廣品德、品質、品味等三品教育，決定在

校園內首創奉茶站，發揚人性中的「服務、奉獻」、「感恩、

關懷」等美德。

學務處、總務處教職員當天一起來到榕樹下、步道上的「奉

茶」站，熱誠的為來往的同學遞上茶杯，吆喝著：「來喝

茶！」、「快來找茶！」，不少路過的同學稍微停歇腳步，喝

杯飄著麥茶香的熱茶或冰冷的香柚茶，有的同學就圍坐在榕樹

下，品味一杯好茶，沉澱了心靈，並感受到人與人間的溫情。

「有感情的茶，最好喝了！」亞洲大學學涯中心組長李紹毓

說，她是聞茶香而來，喝了再上！亞洲大學經管系老師陳瑾瑛

也到茶站找茶，她說：「這麼讚的事，要讓全校師生知

道！」， 陳 老師還特別為來自蒙古、唸ＩＭＢＡ國際學生ＯＧ

Ｉ介紹奉茶站的意義，ＯＧＩ當場試喝後說：「好喝耶！」

生物資訊系三年級同學曾可蓉腳受傷，被同學推著輪椅來到

「奉茶」站，她說，聽同學說奉茶站的茶好喝，即使腳受傷，

也要來喝一杯，「果然好喝！」，她跟同學相約以後會常來茶

站找茶。綽號「小羽」的健醫系三年級同學陳代恩到奉茶站感

受氣氛，他連喝了三杯說：「有茶的味道！甜甜的！好喝！」

保健營養系二年級的陳雁柔、社工系三年級的郭禹欣到奉茶站

試喝了決明子茶、麥茶，還有玫瑰花茶，她們說，學校設「奉

茶站」用心良苦，還滿貼心的，以後渴了，就拿環保杯去找

茶，不用多花錢買飲料，既省錢又養生，又能節能減碳，一舉

數得。

朱執行長說，他希望大家常到奉茶站來找茶，有機會也能為父

母、師長們奉茶，進而學習為週遭的人奉茶，藉一杯茶獻上誠

心祝福，化解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疏離。他說：「亞洲大學的

奉茶站的茶，除了養生外，還有善良、溫心、愛心與熱情，又

叫三品茶！」。

亞洲大學執行教育部就業方案，請求廠商不將學生只當實習生，要有

培訓、期滿能留用三大承諾，極受業界肯定

亞洲大學執行教育部「大學畢業生到職場實習」的就業方案，

特別拜託媒合廠商提出三大承諾，承諾不將學生只當實習人員

看待，承諾培訓、承諾期滿後留用。亞洲大學送畢業校友到廠

商就業前，也舉辦就業研討會、生涯及彩妝等講座，加強校友

的求職能力及職場品格；半個月來已有19家廠商到校駐點面

試，成功媒合69位校友，受到各界肯定與喜愛。

負責執行此一專案的亞洲大學學生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主任張

湘君說，教育部所提出的專案，立意甚佳，但少數廠商認為是

政府出錢，讓學生到企業實習，不用白不用，只把學生當成實

習人員，既不肯培訓，更沒有留用計畫，等一年期滿一拍兩

散，如此應付了事的心態，廠商既找不到好人才，大學畢業生
張主任說，亞洲大學舉辦「媒合週」活動，5月7日、8日邀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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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如此應付了事的心態，廠商既找不到好人才，大學畢業生

也沒有好的出路。張主任說，該中心因而搭起連繫及媒合平

台，為廠商及校友、應屆畢業生雙方設想，使廠商能找到好伙

伴，校友能找到好職場。

張主任指出，該中心決定先嚴選參與媒合的廠商，請求廠商提

出以本專案聘任學生的職務、工作內容、培訓計畫、期滿後聘

任計畫及留用比例等書面資料；並提出「三大」承諾，即承諾

不將學生只當實習人員看待、承諾培訓及承諾有留用機會，學

校才放心把學生媒介到廠商上班實習。

學涯中心同時要求各系辦公室先跟校友、應屆畢業生溝通，做

好篩選工作。為了提升學生的職場品格及就業競爭力，亞洲大

學於四月中舉辦職場趨勢與青年競爭力論壇，邀請１１１１人

力銀行總經理王孝慈、勞委會中彰投服務中心主任黃孟儒等人

與談，5月13日還將舉辦「提升未來人才就業力」研討會，邀請

聯強國際總裁杜書伍、全球一動董事長何薇玲到校演講。另安

排「媒合週」系列座談，如中英文面試教戰、就業講座及職場

彩妝實作等，讓校友、應屆畢業生學習更多求職技巧。

張主任說，亞洲大學舉辦「媒合週」活動，5月7日、8日邀請19

家廠商到校駐點面試，已成功媒合41名校友及應屆畢業生到企

業上班實習。其中，如桐核麥生物科技公司承諾對實習人員有

一套專案計畫，承諾實習後人員留用比例不低30％。圓桌會議

顧問公司也有實習作業流程，實習後升等為專案管理師，派任

實際籌備會展工作，表現良好者，前三個月按規定支薪，之後

每月加薪2000元以上，實習後至少留用一半。

參加媒合週的明湖水漾會館總經理林吉財說，亞洲大學對廠商

及學生的嚴選，改變了企業及學生看待此一專案的態度，讓學

生充滿自信心，認為自己不只是到企業實習，而是去上班；廠

商也以聘任正式員工的態度，遴選未來需求的人力，確保這些

學生要到的不是一只紙飯碗。他說，亞洲大學相當用心，業界

就是喜這種優質的服務。

張湘君主任指出，教育部的「大學畢業生至職場實習方案」，

亞洲大學配額215名，目前報名與亞洲大學合作廠商有191家，

登記報名學生有275人，預計今年9月前執行完畢，未來學校還

會派老師到媒合的職場探望校友，追蹤輔導，期使亞洲大學校

友於1年期滿後，個個被留用，不再失業，這才是教育部和學校

衷心的期盼。

亞洲大學在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大放異彩，拿下3金1銀1銅，162所

學校中排名24，創校8年來成績最優

亞洲大學參加98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共派出43位選手，參

加田徑、桌球、羽球、游泳、空手道及跆拳道等項競賽，競賽

結果，亞洲大學共獲得3金1銀1銅，另有2位第五名、1位第六

名，在全國162所大專院校中，獎牌總排名第24名，創校8年來

最耀眼的成績，對一所年資不深的大學而言，這種亮麗成績難

能可貴。

98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3月13日至3月15日先經過分區預賽激

烈競技後，亞洲大學有15位選手共晉級全國會內賽的為田徑、

羽球、游泳、空手道及跆拳道等項目。

亞洲大學體育室主任李明榮指出，5月2日至5月6日會內賽在台

北市舉行，全國共有162所院校派選手參賽。比賽的第一天，亞

洲大學即傳出捷報，財金系蘇裕盛同學在游泳池畔50公尺仰式

勇奪第一面金牌。比賽第二日，再傳捷報，蘇裕盛同學再奪50

公尺 蝶式第二面金牌，空手道女子公開第一量級休憩系曾慧仙

同學也拿下銅牌。

比賽第三天，休憩系鄧世瑀同學又摘下空手道公開級第二量級

．羽球 : 男子單打、混合雙打劉冠騏 ( 健管系 ) 、陳怡雅 ( 休憩

　 系研究所 ) 

．空手道 : 女子第一量級曾慧仙 ( 休憩系 ) 、男子第二量級鄧世

　 瑀 ( 休憩系 ) 

．游泳：財金系蘇裕盛同學 ( 晉級項目 50M 自由式、 50M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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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第三天，休憩系鄧世瑀同學又摘下空手道公開級第二量級

金牌，他是在此一量級的二連霸。女子跆拳道休憩系余淑君同

學繼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取得重量級銀牌後，今年再為本校拿

下重量級銀牌。

亞洲大學選手們晉級全國會內賽項目如下： 

．田徑 : 110公尺跨欄周佑樺(休憩系)

　 式、 50M 仰式 ) 

．跆拳道：女子組鰭量級張依倫 ( 休憩系 ) 、雛量級趙佩虹 ( 休

　 憩系 ) 、中量級余暌秋 ( 休憩系 ) 及重量級 余淑 君 ( 休憩系 ) 

．跆拳道：男子組蠅量級邱?翔 ( 國企系 ) 、雛量級陳雋詠 ( 休

　 憩系 ) 、羽量級汪丞偉 ( 休憩系 ) 、輕量級陳鵬文 ( 休憩系 )

第三屆亞洲歌研挑戰賽在亞洲大學6日晚登場10校145位同學飆歌競技
亞洲大學經管所碩士生張祠毓封歌王

第三屆亞洲歌研挑戰賽5月6日晚間來自10所大學同學在亞洲大

學ＳＨＯＷ ＴＩＭＥ廣場登場飆歌，並由亞洲舞團ＢＭＣ成員

帶來熱歌勁舞，亞洲大學ＳＩＮＧ新人王的許廷尉、蔡孝德等

人，跟來自各地大專院校的歌唱好手同台飆歌，最後由民視明

日之星參賽者黃晨軒壓軸演出，台下尖叫聲四起，比賽結果亞

洲大學經管所碩士生張祠毓奪冠、第二名是中華技術學院尤鴻

銘、第三名是亞洲大學商設系一年級蔡孝德。

亞洲大學歌研社主辦的歌唱挑戰賽，吸引來自東海、亞洲、明

道、玄奘、元智大學、朝陽、建國科大、台中、中華、新民技

術學院10所大學院校145位愛好歌唱同學飆歌競技，經過初賽

後，昨晚有26人進入決賽；亞洲大學ＳＩＮＧ新人王資傳系二

年級許廷尉、第三名商設系一年級蔡孝德等人，也來參加挑

戰，他們出場唱「愛什麼稀罕」、「殘酷月光」，即贏得台下

最多尖叫聲、掌聲不斷，不過，許廷尉上台表現失常，未得

獎，蔡孝德則再奪下第三名。

亞洲大學幼教系三年級的吳展昀、劉興竹同學、幼教系二年級

張 方同學都進入決賽，在幼教系學弟妹加油團的助陣下，獲

得最多的掌聲。吳展昀第一個上台演唱，她說，一開始唱還有

點緊張，但很快掌握節拍，馬上把歌研社練唱的實力表現出

來，能來參加歌唱決賽，就很快樂，「一切盡力就好！」

全場表現最動感演出的參賽者是亞洲大學資傳系四年級的闕志

，他唱羅志祥主唱的「一枝獨秀」，在亞洲舞團ＢＭＣ的同

學伴舞下，熱歌勁舞，邊唱邊跳，炒熱現場氣氛，表演之後滿

頭大汗的闕志 說，他熱愛跳舞，唱歌只是興趣，能夠跟一群

愛歌舞的同學上台表演，自覺很有成就感。

來自元智大學的林育群有著粗獷的模樣，但唱起順子主唱的

「回家」，有女聲變音強力演唱，讓台下同學聽得驚嘆連連，

主持人也調侃他說，如果沒有沒看他本人，還以為是女歌手在

唱歌；原住民的台中技術學院洪瑜秋同學，聲音宏亮，唱阿妹

的歌「維多利亞的秘密」，相當動聽，加上動感的舞技，也博

得不少掌聲。

「手舉起來！」、「大家一起來！」民視明日之星黃晨軒不但

擔任評審，也擔任壓軸表演，他連唱了「終結孤單」、「忘記

你，我做不到！」首歌，帶動現場氣氛。黃晨軒說，他評審時

發現不少參賽者上台會緊張，這是缺乏舞台的經驗，有的參賽

者唱歌並不明瞭歌詞的意涵，沒辦法融入情感，他建議參賽者

選曲，要選符合自己音域的歌曲，才能平穩唱出歌曲的意境。

最後評審結果，亞洲大學經管所碩士生張祠毓奪冠、第二名是

中華技術學院觀光系尤鴻銘、第三名是亞洲大學商設系一年級

蔡孝德，第四名是亞洲大學財法系三年級蔡克強，各得5000

元、3000元、1000元、500元獎金，優勝兩名：東海大學齊婷

婷、元智大學的林育群，最佳人氣王是亞洲大學視覺傳達系一

年級蔡東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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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休憩系寄出一封特別感人的母親節賀卡，

在校園高喊全系永遠的媽媽：陳媽媽！母親節快樂！

亞洲大學休閒遊憩暨管理學系一千多名學生，5月7日署名寄出

一封特別感人的母親節賀卡，他們由系主任林銘昌帶領，將去

年五月離他們而去的大二同學陳炳誠的母親，當為「休憩系永

遠的媽媽」，今後每年母親節，該系要為陳同學舉辦「生命

周」活動，還要寄母親卡給陳媽媽，因為休憩系的同學們就是

陳媽媽、陳爸爸「永遠的孩子！」

「我們是妳永遠的孩子、永遠愛妳！祝妳母親節快樂！」母親

節前夕，亞洲大學休憩系為了紀念因交通事故意外驟逝的陳炳

誠同學，特別製作卡片、大型海報，在管理大樓前廣場排隊簽

名致意，齊聲向遠在台北的陳炳誠母親 ─ 吳淑琴女士致意，表

達休憩系學生是她永遠的孩子，一再齊聲高喊：「陳媽媽，我

愛妳！母親節快樂！」

亞洲大學總務長兼發言人朱界陽表示，陳炳誠同學雖然離開休

憩系一年了，但這期間，發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陳同學是獨

子，父母之不捨把小愛化成大愛，捐２００萬元給學校成立

「陳炳誠紀念基金會」，學校買兩輛七人座廂型車，供學生及

師長外出使用；另每年５月辦「生命周」的徵文，及交通安全

飆歌比賽。5月6日晚，就有來自東海、元智等10所大學院校145

同學到亞洲大學參加歌唱活動；尤其是陳同學的爸爸在母親節

前夕，寫給休憩系的一封信，說他要騎單車看炳誠到老、到體

弱、到死…，道出父母至深之愛，教人動容，該系才決定將陳

媽媽當為「休憩系永遠的媽媽！」

「陳媽媽！我們永遠愛妳！」陳炳誠休憩系的同班同學黃政

憲、林偉楨說，看到陳炳誠的父母對炳誠的愛，真的好感動，

因此同學們自動自發搜集好多祝福的話，製成各式卡片，在母

親節前夕，寄給陳炳誠的媽媽致意，也希望炳誠的父母無論人

在那裡，未來的日子裡，都可以過得平安順心。

陳炳誠的父親陳忠雄於母親節前夕，寫信給休憩系主任林銘昌

及全系師生一封信，信裡提到陳炳誠生前在亞洲大學那兩年，

他每回要南下看炳誠，都是從台北縣騎單車到亞洲大學看炳

誠，兩年來共探視5次，每次200多公里，共騎了１千多公里，

多少的汗水融合父子深情，如今他只能再騎單車到炳誠的龍殿

觸摸那冰冷骨骸，一年內已騎了300多趟，陳爸爸字字血淚說：

「騎到我老、我體弱、我死 … 」。

陳爸爸信中又說，他字裡行間有著涓滴的淚珠，憶我愛兒，更

深愛休憩系每位同學，「我真有福報，雖失去我的至愛炳誠，

卻得到所有休憩系的孩子！」

休憩系主任林銘昌說，原先該系想請陳媽媽及陳爸爸來亞洲大

學，住實習的休閒會館，由休憩系的「孩子們」為陳媽媽服

務，祝福母親節。因陳媽媽怕觸景傷情婉拒，由陳爸爸寫封看

了讓人熱淚的信，讓該系全體師生過得最有意義的一次母親

節。

亞洲大學原研社響應舉辦飢餓三十活動，大小餓靈現蹤，
挑戰飢餓三十，安排大地闖關遊戲，讓飢餓營友暫時忘卻飢餓

亞洲大學原住民文化研習社響應台灣世界展望會第20屆「飢餓

三十」自辦營會活動，5月23日在亞洲大學校園豋場，共邀230

位校內外的同學參與飢餓三十活動，從下午1時前吃完中餐後，

展開三十小時不進食任何固定食物的飢餓體驗，活動持續至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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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三十小時不進食任何固定食物的飢餓體驗，活動持續至5月

24日晚間7時，學生們透過親身體驗飢腸轆轆的感覺，表達他們

對世界飢童的關懷。

「伊呀喔嗨呀…伊呀喔嗨呀…」活潑輕快的原住民戰舞為飢餓

三十在亞洲─餓靈祭揭開序幕，象徵部落大餓靈加上四個惡靈的

降臨，帶領大家挑戰飢餓，「餓靈祭」除了發揮原住民文化的

創意特色，也透過餓靈呈現來宣傳世界展望會的飢餓三十精

神，讓營友在活動中體驗飢餓情境，同時學習關懷弱勢之不同

族群。

亞洲大學原研社社長、布農族的胡子孝擔任此次營隊營長，她

小時候曾接受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幫助，相當感恩，構想以「餓

靈祭」活動，發揮原住民文化特色，宣揚飢餓三十的精神。她

說，活動除了要親自體會到飢餓的感覺外，每人省下兩天的餐

費及繳交的100元，捐助非洲飽受天災、戰亂及飢荒的民眾，協

助救援世界各地的災民。

下午1時，亞洲大學校內外230位同學集合在亞洲大學校園，先

由原住民牧師、原住大專中心主任卡照．撒都主持祈福儀式，

再由由布農族的巴力帶領同學們在牧師卡照．撒都前舉手大聲

宣誓，同學並將「飢餓中」貼紙貼在身上、臉頰上，就在草地

上、體育館內進行動長達三十小時的飢餓活動。

此次活動執行長、亞洲大學社工系四年級的蘇浩平說，活動期

間提供多項改編自原住民習俗的創意大地遊戲，如布農族傳統

的打耳祭儀式、紋面傳統的泰雅族背籃挑戰及太魯閣族的傳統

獵首出草習俗等，體驗原住民傳統文化，同時安排闖關、尋找

食物等遊戲，讓所有參與飢餓營的營友暫時忘了飢餓，堅持成

為飢餓勇士。

第一次參加飢餓三十活動的亞洲大學社工系二年級謝琇尹、?陽

科大營建工程三年級朱鈺淳同學曾看過援助非洲的記錄片後，

讓他們覺得參加飢餓三十是非常光榮的事，藉由此次機會體驗

飢腸轆轆的感覺，「一定要堅持下去！」雖然只能喝水，但想

到非洲的孩子有的正在餓肚子，連潔淨的水都是奢侈品，就自

己覺得幸福。 

第二次加飢餓三十的亞大學社工系二年級游以青說，第一天晚

上睡前是最難熬的時刻，飢餓的感覺最難受，但是堅持下去達

到圓滿時最快樂，由於主辦單還位安排豐富、有趣的活動，並

不覺得餓。亞洲大學課外話動組長張庭彰說，原研社同學孩子

們主動的付出愛，主導「餓靈祭」，從活動設計到會場佈置，

都自動自發的參與，令人激賞，大家一定要有秩序的   完成飢餓

三十的活動，更珍惜生命的價值。

亞洲大學花瘋時尚RUNWAY秀登場，學生模特兒穿戴「花」飾服裝走秀，
頗具時尚感，展現自信風采，不輸專業模特兒。

一場比美時尚模特兒走秀 ─花瘋時尚RUNWAY秀在亞洲大學校

園登場，21名亮麗的模特兒由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資訊

傳播系學生擔任，以「花」為主題，服裝設計具時尚感，由學

生模特兒上台走秀，在伸展台上秀出青春美麗與自信風采，博

得台下滿場彩，驚豔不已。

花瘋時尚RUNWAY秀5月22日晚間在亞洲大學增連圖書館前羅

丹廣場舉行，在法國名雕塑家羅丹雕塑品「沈思者」的見證，

炫麗耀眼的燈光、輕快柔和的音樂聲中，展開亮麗耀眼的時尚

派對，模特兒走秀爭奇鬥豔、節奏輕快，吸引600多位盛裝出席

的師生、家長們到場欣賞。

主辦單位以「花」為主題，學生們選擇海芋、棉花、曇花、鳶

尾蘭、繡球花、天堂鳥、吊鐘花等主題，在服飾上運用簡潔線

條剪裁，加上休閒風元素，及時尚感的水鑽、鋁片配飾和復古

黃信源等人設計的「曇花」服飾上台走秀；她的服裝色彩華

麗，走秀台風穩健，頗有模特兒架勢，令人刮目相看，一舉奪

冠獲得「金獎」。胡育綺說，她從高二就參加走秀，已累積了

四年的走秀經驗，上台走秀有自信、不緊張，希望未來能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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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剪裁，加上休閒風元素，及時尚感的水鑽、鋁片配飾和復古

豔麗「花」的圖案，盡情綻放繽紛色彩，使整體設計風格更具

時尚感。

「花瘋時尚RUNWAY秀！走秀開始！」21位學生模特兒們依序

出場，繞著羅丹廣場走秀，有的努力展現自信，有的顯得落落

大方，不論是走秀動作、表情大多有專業水準的演出，他們認

真快樂的表情，感染了所有觀眾，紛紛抱以熱烈掌聲，師生及

家長們拿著相機，不斷捕捉模特兒們的自信美麗風采，展現一

場名符其實的時尚校園派對。

比賽結果：第一名「金獎」是資傳系二年級胡育琦穿著主題剎

豔「曇 花」、獎金3000元，製作金獎是商設系一年級吳心宇穿

著主題紫鳶迷徒「鳶尾蘭」，最佳製作獎是商設系一年級黃梓

良穿著主題white ocean「海芋」，最佳創意是商設系一年級廖

逸平穿著主題白棉的紅「棉花」，最佳舞台效果是商設系一年

級林昭穆穿著主題 apegyptson「魔芋」，各得500元獎金。

資訊傳播系二年級胡育綺，身高173公分，她穿上視傳系二年級

會朝模特兒界發展。

黃信源與參與設計的同學張琬培、謝玥瑢、吳海立等人獲知得

獎高興歡呼，直說：「太意外了！」、「沒想到會奪冠！」，

他們的服飾設計，呈現了曇花乍現永恆的美麗，加上模特兒胡

育琦走秀台風佳，是奪冠的原因。 

第一次走秀、身高190公分的商設系一年級的鄭竣聰穿著「海

芋」上台走秀，鄭峻聰說，走秀時間緊湊，雖然有點緊張，但

感覺卻「很酷」、「很特別」，也獲得一次寶貴的走秀經驗。

經過反覆練習， 背熟肢體動作才上台走秀的學生模特兒商設系

一年級李侑庭也說： 「超興奮的！」、「只要能上台，就是最

棒的！」。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陳俊宏、總評審陳國華老師說，今

晚的花瘋時尚RUNWAY，希望藉由學生的青春、活力氣息，展

現自然不做作的時尚風格，在「沉思者」的見證下，讓學生的

生活注入美學 ，體驗時尚派對，希望學生們都能發揮潛能展現

自信。

亞洲大學舉辦寵物選美大賽，豬、狗、貓及兔登台爭寵，
「好可愛！」「好大隻哦！」台下出現尖叫聲、追逐拍照欣賞

「誰來爭寵？！」亞洲大學生物科技系5月21日舉辦別開生面的

生科週─寵物選美大賽，全校各學系同學有47組寵物報名參賽，

狗、貓、兔、豬等寵物分別上台亮相、爭寵，引來台下師生讚

嘆聲不斷，直呼：「好可愛！」、「好大隻哦！」、「好美

哦！」，現場愛好寵物的同學追逐欣賞尊貴好看的各式寵物。

比賽結果，保健系三年級潘品灃所帶來可愛的紅貴賓犬「球

球」奪冠，第二名是健醫系四年級高儀珊、企管系四年級羅雅

齡共養的博美犬「跟屁蟲」，第三名是財經系三年級施善姿的

馬爾濟斯犬「小寶貝」。

生科系學會副會長鄧雅黛說，這是該學系第一次舉辦寵物選美

大賽，也是亞洲大學的首次，獲得很大的回響，各學系的同學

紛紛報名參加，總共有47組寵物報名，獲得前三名同學，各得

2000元、1500元、1000元獎金。亞洲大學生物科技系主任范宗宸

也說，寵物選美比人選美還要有趣，很高興有這麼多的同學支

持此一「選美」活動。

亞洲大學健管系研究助理周慧婷帶著迷你麝香豬來參賽，周慧

婷說，這隻麝香豬喜歡曬太陽，從不挑食，也不想吃肉，只愛

國古代牧羊犬，到處走動轉悠，吸引不少的注目的眼光，葉家

樺說，這隻叫Ｍarlboro的牧羊犬剛滿一歲，他是帶在身旁養

牠，一起生活，Ｍarlboro不會咬人，也不會亂叫、惹麻煩，只

是比較好動，有時愛擺無辜狀，很討人喜歡。

「跟屁蟲」是隻小號的博美犬，是全場最受歡迎的寵物，不但

有助陣團到場吆喝加油，大喊「跟屁蟲！」、「七號！七

號！」，牠走起路來超可愛的，狗主人企管系四年級羅雅齡、

健醫系四年級高儀珊說，兩歲大的「跟屁蟲」，從小很愛搶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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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果，牠是家中的寶貝「豬兒子」，跟家中的兩隻狗生活在

一起，同樣受寵。

「好大一隻哦！」亞洲大學經管系三年級的葉家樺領著白色英

健醫系四年級高儀珊說，兩歲大的「跟屁蟲」，從小很愛搶鏡

頭，只要你擺出要拍照的動作，牠就會跑過來、擺姿勢。

養兔子寵物的有財法系三年級的林淳婷、陳亭綾及幼教系三年

級的王涵，三隻寵物兔子分別叫「秀芝妮」、「ＭＩＯ」及

「傻兔」，王涵說，傻兔很愛吃，喜歡咬紙箱；林淳婷也說，

「秀芝妮」兔子超愛玩排球，卻把排球咬破，最近沒得玩了。

亞洲大學將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簽訂教學合作備忘錄，提供遠距教學學程，
讓亞大學生不必留美，也可拿到學分、學位。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工學院電腦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將與亞洲

大學資訊學院簽訂教學合作備忘錄，最快從今年九月下學期

起，佛羅里達大學工學院可望提供該校大學部、研究所遠距課

程，供給亞洲大學學生習得必修學分後，將可獲得佛羅里達大

學的學程證明。

佛羅里達大學工學院電腦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主任Prof.Sartaj

Sahni上月22日到亞洲大學參訪，洽談兩校簽訂事宜，並受邀演

講，他的講題是「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for packer

forwarding and classification」。Sartaj Sahni是佛羅里達大學電腦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傑出教授，同時也是歐洲科學院會員以及

IEEE,ACM,AAAS的Fellow，更是著名暢銷書「資料結構基礎」

的作者之一，此書是資料結構領域的聖經。

Sartaj Sahni教授演講中指出，在網際網路的傳輸中，將一個訊

息從來源端送到目的地端，會經過很多的設備轉送，因此會造

成時間上的延遲，所以能夠快速地將封包轉送或分類，是一件

頗具挑戰性的任務。

他檢視現今使用在網路封包轉送與分類的資料結構，及實際使

用於防火牆及入侵偵測系統所需的規則，認為為了快速地處理

封包，所以適當的規則表制定及即時地更新路由器資料是很重

要。

Sartaj Sahni教授並舉多位元一維及二維的方式與混型轉移的方

式為例加以說明，同時也以硬體的方式(TCAM)來實現所提出的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以加快速度。他說，資料結構和演算法對於

路由器的設計及封包的分類和入侵的偵測是很重要的，所以一

個完整的系統包含了良好的軟體規劃(資料結構設計)，再結合上

適當的硬體結構(包括TCAM、網路處理器、記憶體等)。亞洲大

學首任校長 蔡進發 教授指出，為了提高亞洲大學資訊學院學生

的國際觀，亞洲大學近期內可望與佛羅里達大學工學院簽訂教

學合作備忘錄，讓資訊學院的學生選修該校所提供遠距教學課

程，進而提升學生的素質。

亞洲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說，亞洲大學大學部的學生

只要在一學期內修滿佛羅里達大學所開設的遠距課程12個學

分，研究所學生一學期修滿9個學分，即可獲得佛羅里達大學頒

發的學程證明，預計每學分收取學費美金360元，屆時將由遠距

中心提供遠距教室給學生上課。

蕭主任又說，佛羅里達大學工學院另將提供遠距授課的碩士學

位，台灣學生不用出國留學，只要修滿該院所提供的學分，並

通過佛大所設門檻，就可以取得碩士學位；至於報名修習學分

的學生，也要符合該校要求的資格，如英文程度等 ，才會同意

讓學生修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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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局委託亞洲大學開辦「經典麵食達人」等培訓班 失業勞工搶破頭，
要筆試、口試才能錄取

經濟不景氣，中高齡失業者找工作不易，亞洲大學接受中區職

訓中心委辦的「經典麵食達人培訓班」、「養生複合茶點

班」，成為眾多失業者青睞的職訓班，報名人數是錄訓人數一

倍，參訓者必須筆試、口試才能脫穎而出，亞洲大學即將承辦

「台灣小吃班」，已有不少失業者打電話詢問，成為另一搶手

的職訓班。

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榮說，養生複合茶點班、經典麵

食達人班核定的受訓人數各僅30人，但是報名的人數達54人、

83人，由於報名人數超多，為求公平錄訓，一律需經過口試及

筆試，參訓的學員無不全力以赴，爭取學習的機會，希望兩個

月結訓後，都能直接就業或自行開店創業。

即將在6月8日開訓的「台灣小吃班」，參訓人數30人，將於5月

1日起受理報名，李明榮主任說，台灣小吃班也是很搶手的職訓

班，這幾天，已有不少失業者打電話詢問參訓的資格、時程、

報名的資格等，預計報名人數仍會超過錄訓人數一倍以上。

亞洲大學委辦的「經典麵食達人培訓班」，已在4月27日開訓，

30位學員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周五天到亞洲大學上班學習麵食

製作，除了調製可口的中、西式麵食，還將調製賦予麵食靈魂

的12種醬汁；由亞洲大學保健系副教授韓建國等人講授食品營

養、麵食概論等課程，還將到保健營養生技學系的專業教室，

進行中、西式麵點實習製作。

中區職訓中心主任曹行健指出，受全球景氣低迷的影響，台灣

經濟也陷入低潮，很多公司廠商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導致失業

人潮的湧現，尤其中高齡失業者就業不易，許多委外辦理的職

訓班都出現報名人數超爆的現象。亞洲大學曾承辦養生複合茶

點專業人才培訓班、觀光導覽專業人才培訓班等，績效很好，

如今開辦此一培訓班，不但能幫助想擁有技能專長的人，對自

己想創業開設者也會有幫助。

台中市烘焙美食推廣協會理事 張瑞雲 老師，為學員講解中式麵

食製作台中縣外燴工會理事詹淳武也為學員指導地方麵食小吃

製作； 張瑞雲 老師說，此一培訓班以學習麵食製作為主，包括

發酵麵、發粉類、冷水麵、燙麵類、酥油皮、糕漿皮等製作，

除了調製自己喜愛的麵食，進而瞭解歐美流行麵食料理，研發

具有創業品質與特色的麵食。

參訓學員陳來有、熊英說，為了參加「經典麵食達人培訓

班」，還得通過筆試、口試等選拔，從近80多位報名參訓的學

員中脫穎而出，實屬不易，由於中長期失業者很多，工作難

找，他們很珍惜這次培訓的機會，更加努力學習，除了習得一

計之長，也希望考取技術士證，並以自行創業為優先考量。

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仍將繼續爭取職訓課程來培訓，協助降低

失業率，亞洲大學除了目前正開辦的經典麵食達人培訓班、網

路工程師班，將陸續開辦保母班、台灣小吃班，接受報名中。

文興高中等校學生到亞洲大學參訪，留下深刻印象，全體合照時
大聲喊出「亞洲大學！好棒！」

「亞洲大學棒不棒！？」「好棒！」彰化縣田中鎮文興高中高

三應用外語學程的學生106人，在老師羅靜如、蕭文琇帶領下，

5月21日到亞洲大學參訪，經過校園導覽、學系介紹及動態活動

之後，參訪人員在行政大樓前合照留影，大聲表達對此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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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參訪人員在行政大樓前合照留影，大聲表達對此次參訪

留下的印象。

文興高中高三應用學程卓佳宜同學說，她們參觀亞洲大學校

園，聽取應用外 文系 老師們等人簡報介紹後，已有同學私下表

明要選亞洲大學應用外文系就讀，返校後，會再跟老師詢問備

審資料及面試細節。

「亞洲大學校園真的好美！尤其巴洛克建築很像歐美大學！」

文興高中高三應用外語學程的張斯婷說，以前只是聽學長姐說

亞大校園很美，辦學績效卓著，值得選校就讀，圓了大學的

夢，如今親眼目睹，果然名不虛傳。

羅靜如老師說，她們帶領高三學生到亞洲大學參訪，提前體會

大學生活，對有意升學的高三生而言，多了一層的認識，將來

選校時也會有幫助。

亞洲大學招生組安排緊湊的參訪行程，招生組長蔡少洲導覽介

紹亞洲大學，應用外文學系老師王莉娟介紹學系及準備備審資

料及面試，應用外文系還指派資工所一年級、印度籍的nithin、

健醫系博土班一年級．印尼籍的woro跟文興高中參訪同學互動

交流，氣氛熱絡。

文興高中19日已有第一批160位高三學生到亞洲大學參訪，

5月21日又有106位高三應用外語學程的同學來訪，6月2日還會有

200多位彰化縣二林工商高三學生來訪，招生組人員極為熱誠招

待。

此外，台中縣大里高中近50位師生4月18日在該校實驗研究組長

劉錫忠帶領下，到亞洲大學參訪，聽取保健營養生技系主任許

成光簡介該系的特色，隨即進行「保健營養生技科學營」的課

程學習。台中縣慈明高中106位同學5月1日到亞洲大學參訪。

此外，亞洲大學3月20日邀請各高中職策略聯盟學校，進行資源

交流訪活動，共有34校、42位圖書館主任、輔導主任等到校參

訪、座談，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說，將提供各高中職策略聯盟

學校借書證，讓教職員可以分享亞洲大學圖書資源，並提供帳

號、密碼，可以上網使用亞洲大學電子書等資料庫。

亞洲大學台中市民俗公園聘請出獄漆器、書畫高手為首位民俗藝師，
「大哥」變「大師」，高牆傳奇獲肯定

亞洲大學民俗公園管理處，5月16日起以高牆傳奇 ─大哥變大師

的故事為題，展出台中監獄、彰化監獄的民俗藝術作品，並正

式聘請甫出獄半年、在獄中習畫9年的漆藝、書畫高手江明德擔

任民俗公園首位民俗藝師。

亞洲大學民俗公園管理處副館長顏榮豐指出，江明德原是一位

默默無聞的社會人士，因案入監服刑，在台中監獄內的漆器班

的才藝舍坊內工作習藝、學畫，由於藝術天份獨具，在獄中的

作品出眾，他的繪畫作品經獄方協助參加各項展出，結果共入

選全國美展、全省美展、大墩美展、中部美展第三名等佳績。

除了漆器、繪畫外，他也從事膠彩及國畫素描的創作，亞洲大

學民俗公園特聘他為民俗藝師，並免費提供民俗館內工作室讓

江明德能在園內自由創作，如有民眾願意學習，民俗公園管理

處表示，願意安排其傳授漆藝及繪畫。

江明德正式到民俗館工作坊進駐創作，展開畫布作畫，江明德

學畫畫、學漆作，並為出獄的受刑人開闢一條藝術創作之路、

立下楷模。

朱總務長表示，台中地檢署在亞洲大學成立司法保護暨社區關

懷中心，3年來，亞洲大學兼負起教化受刑人的責任不遺餘力，

http://enews.asia.edu.tw/2009/06/#top


江明德正式到民俗館工作坊進駐創作，展開畫布作畫，江明德

說，他年輕犯了錯，入獄11年多，在獄中跟隨雕塑名師黃映

蒲、畫家王傳名等人習藝學畫，總共學了9年，愈學愈有興趣，

有時為了畫畫，忘了吃飯，能夠走上藝術之路，擺脫過去拿

刀、拿槍的生活，他覺得很快樂，現已假釋出獄半年，他會珍

惜這次的機會，努力專心創作，回報社會的期望。

亞洲大學總務長、兼發言人朱界陽今天特別在民俗館地下展覽

室，頒發民俗技藝師的證明給江明德，朱總務長希望江明德能

夠民俗館內的工作室安心創作，民眾如有興趣也可以跟江明德

懷中心，3年來，亞洲大學兼負起教化受刑人的責任不遺餘力，

加上受台中市政府委託管理台中民俗公園，以發揚民俗、民藝

為職志，因此提供民俗館地下室的展覽室展出彰化監獄及台中

監獄的受刑人所製作的民俗藝術作品。

據了解，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博士為了聘請日本安藤忠雄大

師為該校設計藝術館，選擇台中監獄的漆器作為見面禮，結果

安藤大師愛不釋手，頻頻讚美漆器手藝之精，顯然大哥的作品

受到大師的肯定。

此次約有300件高牆傳奇作品展出及龍不龍、獸不獸 ─龍生九

子、各司其職展，及稻草編織金龍、蟠龍展，維妙維肖、美不

勝收，展出期間為1個月，歡迎民眾把握一飽眼福的機會。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主辦單位

6月2日 18:00-21:00 戒菸講座
管理大樓

M505 
衛保組

6月1日~6月12日  各系聯合成果展  各系學會

6月8日  奉茶感恩晚會
行政大樓 

A113
慈青社

6月11日 17:30-19:30 畢業典禮 行政大樓前廣場 學務處

6月12日 18:00-21: 00 資源教室送舊
行政大樓

L001
諮輔組

6月13日 18:00-20:00 志工期末檢討大會
行政大樓

A110
諮輔組

1 
6/1~6/30 你的舊愛，我的新歡 校園二手教科書交易活動 (敦煌書局)

2 6/1~6/12 各系聯合送舊派對

3 6/3 「 LUCKY 7 幸運柒」 創意熱舞觀摩展 ( 體育館 )

4 6/4 智產權音樂會 Summer rocker ( 三宿前廣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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