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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今年再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助，

名列前段8300萬元，連續四年獲得此殊榮，

表現亮麗

亞洲大學八八水災關懷小組拜訪桃源鄉，

在桃源國中掛牌成立關懷站，有系統規劃

長期協助社教復建服務

亞洲大學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推動品德績優

學校，8月26日接受表揚

新任衛生署長楊志良走馬上任，亞洲大學

將作楊署長後盾、全力支持，相信楊署長

會對國家做出貢獻

亞洲大學啟動緊急紓困計畫，關懷八八水

災受災學生，發放慰助金、受理紓困獎助

申請及急難救助補助

亞洲大學行政知能研習，創辦人蔡長海勉

勵要積極的執行力，態度決定高度，追求

改變、卓越及創新

亞洲大學資工系博士生劉育隆，連續兩年

獲得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研

究論文，獲益良多

亞洲大學舉辦新生親師座談，亞洲大學校

長張紘炬竭誠歡迎新生到亞洲大學就讀，

保證全心照顧

亞洲大學執行教育部就業方案，不但媒合

率百分之百，再向教育部爭取獲准85個名

額，繼續為校友找工作

亞洲大學關懷服務隊，分赴仁愛鄉眉溪部

落、東港海濱國小贈送物資，協助清理校

園及當地環境

亞洲大學外文系4位同學到韓國「城南英語

村」實習，體驗英語情境教學，指導當地

小朋友學講英語

亞洲大學舉辦「暑期電腦營」，50多位弱

勢家庭學童參加，學會ＰＯ網、上傳照

片、還有部落格

亞洲大學商設系真的很有創意，開辦大一

新生及轉學生10天的暑期先修輔導班，提

前開始大學生活

亞洲大學民俗文物館舉辦台灣新七夕活

動，鑽七娘媽亭、點花魁、拜床母、合諧

祭及掛絭保平安，七夕民俗精彩盡出

亞洲大學民俗文物館拍賣台中監獄八件漆

器珍品，首次拍賣「大哥」民俗藝品，氣

氛熱絡，拍賣所得全數捐贈公益。另舉辦

「鬼畫鬼話」特展

亞洲大學休憩系輔導 8 位學生，到美國阿

拉斯加、波土頓等州的國際企業暑假見

習，體驗三個月的打工之旅

亞洲大學今年再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助金8300萬元，連續四年獲得
此項殊榮，名列前段，表現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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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辦學績效良好，今年再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助，獎助

金額高達8300萬元；亞洲大學已連續四年獲得教學卓越獎助，

是新設大學中，唯一能跟資深大學相互較勁，進入排行榜又名

列前段的績優大學，全體教職員生都感到光榮。

教育部8月18日公布98年獎勵大學卓越計劃審查結果，在高教司

所屬的60多所一般大學中，獲得獎助共有31所公立大學，亞洲

大學排名「教學卓越大學」第11名，是新設大學中排名第一；

該校自95年起連續四年獲教育部獎助，累計金額高達2億5400萬

元，表現相當卓越。

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說，在少子化的趨勢下，部分國內大學已

面臨招生不足的困境，創校僅8年的亞洲大學卻異軍突起，不但

招生逆勢成長，今年還名列教育部98年教學卓越排行榜，亞洲

大學的校齡雖短，但與不少資深公私立大學相較，毫不遜色，

相信只要用心辦學，同樣獲得肯定。

亞洲大學研發長李培齊指出，該校98年度計畫特色以學生為主

體，著重輔導學生從大一入學到畢業後就業，所謂「第一哩照

顧到最後一哩」，透過學涯中心從大一新生入學，輔導新生如

何學習及協助新生探索生涯興趣，到推展生涯與就業輔導，俾

利學生升學、就業。並繼續推動三品教育，實施晨昏定省計

畫，鼓勵學生常與親人聯繫，推動三品運動，成立三品書院，

期能提高學生的品德素養，發揮潛移默化的功用，培養未來優

質公民。

亞洲大學民國94年榮獲教育部「大學校務評鑑」私校第三組第

一名，接著民國95、96、97、98年連續獲得教育部「大學教學卓

越計劃」的獎助，分別獲得5500萬元、5665萬元、5948萬多元、

8300萬元，累計共獲得2億5400萬元，成績斐然。

亞洲大學八八水災關懷小組認養桃源鄉，在桃源國中成立關懷站，
有系統規劃長期協助社教復建服務

亞洲大學八八水災關懷小組8月23日南下訪視災區學生，還到高

雄縣旗山鎮內的桃源鄉公所臨時辦公處、桃源國中臨時校地拜

訪，並在桃源國中掛牌成立關懷站，將協助桃源國中學生課後

輔導、生活管理，寒暑假舉辦研習營隊，讓災區學童獲得妥善

照顧，這項工作將長期定點服務，直至災區學童重建恢復常態

為止。

關懷小組帶隊官學務處副學務長張少樑說，在桃源鄉災區內，

有亞洲大學社工系畢業校友、碩專班一年級的新生及系二年級

學生，可說與亞洲大學有著親不可分的「臍帶關係」，所以關

懷小組召集人總務長朱界陽 、學務長施能義及社工系主任李美

玲、休憩系主任林銘昌等人會商決議，希望能認養桃源鄉、設

立關懷站，長期支援服務。

亞洲大學社工系剛畢業學生謝美瑩，是高雄縣桃源鄉長謝垂耀

的女兒，八八水災時，她外出不在家幸運逃過劫難，目前洪水

退了，她也回不了家，跟著母親劉葵香留在旗山鎮舊鼓山國小

的桃源鄉公所臨時辦公處所幫忙救災。

亞洲大學心繫受災學生，八八水災發生後即成立關懷小組，多

次派員南下探視受災學生，8月23日上午，副學務長張少樑、軍

裡難過，但為了學生，還是要打起精神。林芳玫感傷地說：

「只是返鄉的路毀了、橋斷了！暫時是回不去了！」，休憩系

主任林銘昌轉交 8萬元給林芳玫同學，協助度過難關。

「桃源鄉未來的希望，都在這裡！」亞洲大學關懷小組拜訪桃

源國中校長謝忠保，學務處副學務長張少樑表達亞洲大學要將

桃源國中列為校外關懷站，盼對桃源國中學生提供實質幫助；

謝忠保校長說，感謝亞洲大學認養桃源國中，目前學生最需要

的是心理諮商、生活管理等問題，如果能獲得亞洲大學協助，

是桃源國中學生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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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室代理主任彭芳蘭、社工系主任李美玲、休憩系主任林銘昌

率同侯念祖、廖淑娟等位老師再到舊鼓山國小桃源鄉公所臨時

辦公處，拜訪桃源鄉公所秘書陳正德、民政課課員高惠珠等

人，社工系主任李美玲致贈一萬元，作為關懷受災學生之用。

副學務長張少樑也表達學校準備將桃源鄉列為長期關懷點，寒

暑假會有社團人員安排活動營隊輔導學童課業、帶團康活動；

陳正德秘書欣然接受，他說：「災後重建的路雖遙遠，但終究

還是要回去的，感謝各界伸出援手！」

亞洲大學碩專班新生林芳玫也住在高雄縣桃源鄉，莫拉克颱風

來襲，她任教的桃源國中校園被沖毀、家也沒了，她因到台南

參加研習逃過一劫，林芳玫說，看到家園殘破，不能住人，心

是桃源國中學生的福氣。

家住桃源鄉建山村的亞洲大學幼教系二年級杜捷熙，八八水災

逃離家園後，她跟著父親杜珍義、伯父杜章等家族暫時被安置

在旗山鎮靈山寺收容中心。杜珍義說，當時山上的洪水來得又

快又急，差一點走避不及，水災後幾天，靠著摘樹上龍眼度

日，日子相當難捱，現在連生活及孩子的學費都出了問題。

亞洲大學軍訓室代理主任彭芳蘭致贈學校補助金兩萬元給杜捷

熙，彭總教官說，只要災區學生繳不起學費、生活有困難，可

以向校方提出申請，都可獲得補助，不用太擔心。杜熙捷的伯

父、桃源鄉代表會代表杜章說，八八水災災後多天，只有看到

亞洲大學師長來慰問，亞洲大學主動關懷災區學生，令人感

動。

亞洲大學推動三品教育，績效卓著，教育部評選為績優學校

亞洲大學推動三品教育，培育學生成為有品德、有品質、有品

味的現代人，績效卓著，最近還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推動品德教

育績優學校，在中區各大專院校中，唯一獲獎的高教體系大

學，8月26日 獲頒獎牌表揚，全體教職員生都感到光榮。

教育部26日下午1時30分起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98年

品德教育績優學校觀摩及表揚大會，主辦單位分北區、中區、

南區大專院校評比，中區大專院校有四所學校入選為推動品德

教育績優學校，亞洲大學是唯一高教體系的大學，由學務長施

能義、總教官彭芳蘭北上受獎，由教育部訓委會常委羅清水代

表教育部頒獎。

亞洲大學軍訓室代理主任彭芳蘭說，亞洲大學的品德教育，除

了積極推動三品教育外，強調生活教育，以「自治、自律、自

尊、自愛」的方式，培養學生自律守法的習慣，激發個人發揮

潛能、吸收課外知識、學習情緒管理與培養良善的人際關係。

軍訓室代理主任彭芳蘭強調，亞洲大學自97年度申請教育部獎

助，品德教育的主題特色是「ＹＥＳ Ｉ ＤＯ─亞洲新生活」，

透過品德教育宣導活動、體驗活動、研討會，強化學生品格實

踐、內化學生品德，進而達到學生身、心、靈都健康，充分發

揮個人潛能建立，利人利己，開創幸福人生。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執行長朱界陽說，其實，早在3年前，亞洲大

學就推動「晨昏定省」品格教育，鼓勵學生天天打電話與親人

聯繫，讓父母安心、溫心、歡心；今年年初再推動三品運動，

舉辦系列活動，如禮讚百年老樹重生、設立奉茶站、誠實商

店、成立竹筒愛心銀行等，並成立「三品書院」，安排通識課

程授課，期盼能提高學生「做人有品德、服務有品質、生活有

品味」的人文素養，個個培養為優質公民。

亞洲大學副校長楊志良新任衛生署長，全校師生倍感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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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副校長楊志良新任衛生署長，全校師生倍感光榮，
相信楊署長會對國家做出貢獻

亞洲大學副校長楊志良8月6日接任衛生署長，即碰到監察院卻

針對以前的全民健保財務問題，糾正過去的衛生署與中央健保

局，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表示，這是對楊副校長、即楊署長的

鼓勵與期待，校方對楊副校長擔任衛生署長頗具信心，將作為

後盾、全力支持，相信憑藉他豐富學養、健保及公共衛生領域

豐沛人脈，一定會做好衛生署的業務，對國家做出貢獻。

楊志良副校長是台師大衛教系畢業、台大公衛所碩士、美國密

西根大學公衛博士，他是國內健保制度規劃、起草人之一，我

國健保制度實施以來，造福不少民眾，成為各國來台取經學習

的制度，2001年，楊志良轉到亞洲大學任教授、副校長，鑽研

學術、作育人才，推動二代健保制度，有蒙古、印尼、越南、

馬來西亞等地衛生官員、學生相繼來台到亞洲大學唸研究所，

接受楊副校長指導，就國內健保、公共衛生等領域取經。

楊副校長曾任財團法人老吾老基金會董事長，也主導行政院推

動民國一百年即將實施的長期照護制度，楊副校長強調，我國

長期照護制度起步已晚，但如果現在不做，將來還是會後悔，

他主張長期照護制度可以先從最需要的族群做起，再逐步擴大

實施不遲。

九二一大地震時，楊志良以副署長身分參與全國各地災區防疫

的調度、指揮，頗具領導風範，楊副校長說，衛生署的工作吃

力不討好，是個「苦命署」，真正是「做好沒賞、弄破要

賠」，他最喜歡從事教書、學術研究；不過，一旦接任衛生署

長，他將會全力以赴，達成上級交付的任務。

亞洲大學啟動緊急紓困行動，關懷八八水災受災學生，發放慰助金、
受理紓困獎助申請及急難救助補助 

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亞洲大學啟動緊急紓困計畫，主動關懷

學生受災情況，除了派員南下探訪學生，致贈急難救助金、物

資外，8月21日還在學務處掛牌成立 緊急紓困服務處，受理受災

學生申請減免學雜費及發放學生慰問金，協助受災學生度過難

關，免於失學的困境。

亞洲大學即日起發放八八水災受災學生慰助金如下： 

一、 因家庭遭受重大變故或災害（遭逢八八水災災害）：每人

發給一萬元。 

二、 因意外事故而死亡者：每人發給五萬元。

三、 房屋全毀：每戶發給五萬元。房屋毀損：每戶發給三萬

元。

亞洲大學學務長施能義說，亞洲大學八八水災受災學生，可到

緊急紓困服務處申請本校創辦人蔡長海「緊急紓困獎助學

金」、弱勢學生生活濟助、學雜費分期付款、欠繳學雜費的濟

資系三年級的陳建翰等5位同學家中罹患水災，後來陸續傳來訊

息，又有生資四年級盧慶達等人罹災，累計達14位同學家中罹

災。 亞洲大學13日組成關懷服務隊，分赴屏東縣林邊、東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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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弱勢學生生活濟助、學雜費分期付款、欠繳學雜費的濟

助、生活學習助學金及免費住宿等。

施能義學務長說，莫拉克颱風襲台，造成南部地區重創，摧毀

不少家園、人員傷亡，亞洲大學成立關懷服務中心關心災情嚴

重縣市學生，提供中南部學生連絡資料2361人，促請各系所打

電話關懷、建立受災學生檔案。初步獲知有住屏東縣林邊鄉生

 

南投縣仁愛鄉等地，攜帶慰助金、白米、泡麵、藥品及飲用水

等，到受災學生家中慰問，並動手協助清理學生汙泥堆積的家

園。

值得一提的是，亞洲大學校外關懷站─東港海濱國小受到莫拉克

颱風侵襲後，校園內滿地泥濘不堪，不少樹木倒塌傾斜，亞洲

大學服學組長許昌賢率領關懷服務隊，8月14日攜帶清掃用具南

下屏東縣加入清理行列，打掃教室及清理操場、校園環境等。

亞洲大學行政知能研習，創辦人蔡長海勉勵要積極的執行力，態度決定
高度， 不斷追求改變、卓越及創新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8月27日在98學年度行政知能研習中，勉

勵各級行政人員要有積極的做事態度，態度決定高度，希望創

造和諧、團結、互助的工作環境，且要有執行力、行動力，天

天改變、進步，愈變愈好，進而追求創新、卓越，最後要贏，

在民國100年校務評鑑10項全部要優等。

蔡創辦人27日上午蒞臨行政知能研習會，他首先提到，98年大

學考試分發入學缺額最多的前10所大學，面臨生存危機，教職

員也會被裁員，亞洲大學招生分發率達近97％，雖然贏了10多

所大學，且逆勢成長，但未達理想境界，還是令人擔憂。

「亞洲大學唯一的不變，就是天天在變，愈變愈好！」蔡創辦

人說，「變」的英文是ＣＨＡＮＧＥ，其中，Ｃ：confidence是

信心，努力勇敢向前，愈變愈好，變到最後，要能贏才有意

義。Ｈ：harmony 是和諧，內部要和諧、團結，互相幫助，追

求創新、卓越目標；Ａ：action 是行動，就是執行力，不是光

說說，要起而行。

至於Ｎ：novelty 是創新，不只是教師的教學要創新，行政工作

也要創新，如縮短公文流程等，Ｇ：growth 是成長；Ｅ：

excelence 是追求卓越，愈變愈好，每個人的態度很重要，尤其

是要有積極的態度，能全心全力投入，如果所完成的工作可達

到十分，卻努力做到十一分、十二分，就會得到應有激賞。

蔡創辦人強調，學校的內部顧客就是學生最重要，招生第一，

要設法招到學生，提升學生素質，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尤其

學生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對待學生要好一點，把學生當成

自己的弟弟、妹妹來照顧，能夠照顧好學生、教好他，也是做

件功德的事。

蔡創辦人要求各級行政人員繼續秉持「健康、關懷、創新、卓

越」的辦學精神，培養健康的「身、心、靈」，用「信心、愛

心、細心、耐心」教導傳承，積極發揮「以學生為重、以老師

為尊、以學校為榮」的核心價值，隨時關心需要幫助的同學、

老師及同仁，進而思考辦學的目標在那裡，以優質的大學為辦

學指標、學習對象，最重要是民國100年校務評鑑10項全部要優

等。

亞洲大學98學年度行政知能研習會，今天在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各級行政人員200多人參加，校長張紘炬致詞說，亞洲大學

創校8年來，一直以跳躍方式成長，今後更應再躍高前進，希望

所有行政人員一起努力，攜手創造亞洲大學更美好的未來。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楊玉惠今天下午以「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

展趨勢」為題發表演講時，她提醒說，國內少子化，來得快又

兇猛，97學年度已有部分大學呈現招生不足的現象，98學年度

各校招生不足數達6802人；預估在民國110年，大學招生人數將

首度超越該年度高中職畢業生，民國110年之後，大學招生人數

均高於應屆高中職畢業生，這是不容忽視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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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資工系博士生劉育隆，連續兩年獲得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研
討會， 發表研究論文，獲益良多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班學生劉育隆，今年7月底爭取國科會

補助代表本校參加 Pacific Rim Objective Measurement Symposium

2009 (PROMS 2009)研討會，發表論文並耹聽國際學者研究成

果，讓劉育隆獲益良多；劉育隆去年11月即曾參加「第八屆海

峽兩岸心理與教育測驗學術研討會」，他是亞洲大學唯一連續

兩年榮獲國科會出席國際會議的學生。

劉育隆同學說，今年7月27至30日，他隨著台灣測驗統計界先進

們一起到香港教育學院參與Pacific Rim Objective Measurement

Symposium 2009，即(ROMS 2009)泛太平洋客觀測量研討會，三

天的會議中，聆聽Professor Trevor BOND、Dr. A. Jackson

STENNER、Mr. Jeffrey DURAND、Professor PeterTYMMS、Dr.

Margaret WU等國際著名的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相關研究心得。

劉育隆同學表示，他在會中發表「A MRCMAL based

Computerized AdaptiveTest」論文，獲得熱烈的迴響；正好這一

個區塊大家研究的比較少，但資訊領域結合曝光率控制應用在

MIRT 的重要是大家很注重的議題，除發問熱烈，私底下也與許

多測驗方面的研究者交換名片，未來可以保持聯繫，針對相關

問題再進行探討。

劉育隆的指導教授是亞洲大學生物資訊學系教授劉湘川、台中

教育大學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所長郭伯臣，劉湘川 教授說：劉

育隆同學在論文的選擇上都站在務實工作者的角度，敏銳察覺

電腦適性化測驗在施測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實際問題，提出對實

際問題的困惑與困擾，並激發劉育隆不斷持續追求專業成長的

動力，透國際研討會的發表，除了分享國際學者研究成果，還

提供國外學者有新的思考與研究方向。

劉育隆同學也感謝國科會補助，他建議學弟妹可以跟國科會申

請補助，只要是非在職研究生，不論是碩、博士班，每年都有

一次跟國科會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的機會，只要出國前一個

多月提出申請，國科會審核後補助機票及註冊費，到國外發表

論文，還可以兼觀光，一舉數得。

亞洲大學舉辦新生親師座談，校長張紘炬保證每位同學將受到校方全心
照顧 ，學生、家長與師長、學長相見歡

 

亞洲大學8月15日舉辦新生親師座談會，邀請大學考試分發入學

考生，偕同家長們一起參加座談；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以亞洲

大學近年來頂尖的辦學成就、典雅又具藝術氣息的大學校園及

愛護自己兒女的心境用心培育學生等三大理由，歡迎大家來亞

洲大學就讀，開始充實人生最重要的四年大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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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各學系師生今天總動員，在高鐵站、台中火車站有專

車接送，體育館前也成立招待服務隊伍，熱情迎接各學系的大

學考試分發入學新生、家長們到校參加座談，體育館前還特別

成立「奉茶站」，提供決明子、菊花、桂花、洛神花等，在亞

洲大學公車候車亭則有麥茶等茶水解渴，也準備了午餐、晚餐

等服務，新生與家長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社團是大學生的主要活動之一，主辦單位安排歌研社、經管所

碩二生張祠毓上台獻唱三首歌，他是亞洲歌研挑賽第一名，他

嘹亮、好聽的歌聲，獲得熱烈掌聲，也為新生親師座談會暖

場，揭開序幕。

「亞洲大學辦學理念就是要辦卓越的大學！」、「要給，就給

最好的！」張校長說，亞洲大學從新生入學第一天，就會全心

照顧，直到畢業、進入社會，「從第一哩路照顧到最後一哩

路」，如剛入學的新生，就會要求做學習策略量表、生涯興趣

量表及心理諮商量表，畢業後，只要校友有需要，學校一定作

後盾，全力相挺。

張校長還提列20個可以慶賀新生考上亞洲大學的理由，如改名

大學成功，升格速度創記錄，多次教學評鑑優良、優良師資堅

強、品牌名師多、國際交流頻繁、設有創意領導學程、重視產

學合作，加上校園典雅藝術、社團多采多姿等理由，迎接新生

到亞洲大學就學。

張校長還宣布，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將在9月22日舉行動土

典禮，9月21日晚間在體育館安排安藤忠雄大師對外演講，校方

預留近千個座位給新生，可以跟國際知名建築大師對話，聆聽

安藤大師建築理念及人生經驗，是很難得的學習機會。

各學系新生稍後到各學系指定教室，由各學系主任介紹課程，

並跟新生及家長們交流溝通，然後各自做校園巡禮。亞洲大學

今天上、下午各舉辦一場新生親師座談會，有上千位考生、家

長參加，氣氛相當熱絡。

亞洲大學執行教育部215人校友就業方案，不但成 功率百分之百，

再獲教育部多給85個名額，繼續為校友找工作 

亞洲大學執行教育部大學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215位在

7月底媒合率達百分之百，即215位校友透過學校找到工作，在

高教體系的大學中拔得頭籌；亞洲大學再向教育部申請85個名

額，8月11日獲得教育部確定通過，將繼續為校友媒合找頭路。

教育部為加速畢業大學生企業職場實習媒合進度，7月底前全台

各地舉辦數場企業媒合活動，亞洲大學學涯中心同仁一連5天走

訪各地就業服務中心及媒合場次，不僅推銷亞洲大學的優質校

友，也樹立亞洲大學在企業心中的形象，不少企業指稱亞洲大

學對校友的付出讓他們感到動容，有的堅持「就是要亞洲大學

的學生！」

亞洲大學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主任張湘君說，教育部原核定給

亞洲大學有215個名額，一開始媒合並不如預期順利，後來透過

生涯、就業講座、中、英文面試教戰、廠商駐校面試及職場彩

妝講座等系互活動，在7月28日媒合率已達到百分百，是最認真

 

為校友找工作的大學之一。

張主任說，不過，從7月底迄今尚有20位校友向學涯中心申請候

補，也分別與廠商接洽簽約中，預計8月中旬可以上工，學涯中

心決定朝向300名額努力，向教育部另爭取85個名額，因此，目

前還剩下65個名額，張主任籲請亞洲大學校友們好好把握就業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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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組成關懷服務隊，分赴林邊、東港、南投等災區贈送物資，

慰問受災學生，及時送溫暖到家

莫拉克颱風帶來88水災，重創南台灣，南投縣也傳出災情；亞

洲大學組成關懷服務隊，8月13日攜帶大批物資、緊急慰問金，

分赴屏東縣東港、林邊、東港海濱國小及南投仁愛鄉眉溪部落

探望受災學生，協助清理家園 ，及時送溫暖到家 。8月14日還

到東港海濱國小協助清理校園。

亞洲大學關懷中心關心88 水災後在各災區學生安危，找出住災

區縣市2000多名學生名單，動員全校教職員打電話連絡，組隊

到災區慰問。住林邊鄉崎峰村的會資系三年級甘敬琳，是搭橡

皮艇脫困，安置在親戚家，獨自留守家園的父親甘文福說：

「水來得又快又急，不到10分鐘，水就淹上來，真恐怖喔！」

「我是爬到二樓，搭著竹筏逃出來的！」家住東港的生物資訊

系三年級學生陳建翰說，沒想到雨量瞬間暴增，位處高處的

家、魚塭都不能倖免，水淹一樓高，10多甲魚塭、外海箱網都

被沖毀，除了廠房、設備，養殖的龍膽石斑、海鱺、金倉魚

等，都在一夕間全部流失，損失慘重。

住南投縣仁愛鄉經管系研究生王嘉勳，全家被土石流毀損，幸

好及時撤離，學校致贈1萬元慰問金給王嘉勳應急； 休憩系碩專

班新生林芳玫住在高雄縣桃源鄉，她任教的桃源國中被水沖

毀，家園也沒了，她外出研習逃過一劫，校方獲知困境，共匯

出8萬元慰問金，告知如有困難，再設法協助。

總教官彭芳蘭代表校方致贈4位住在林邊、東港受災同學各1萬

元慰助金，會資系助理教授莊淑惠也致贈會資系同學林信元、

家長甘文福各5000元慰問金；學務長施能義也帶隊到南投縣仁

愛鄉南豐村急難收容所。

東港海濱國小受莫拉克颱風侵襲，校園滿地泥濘，不少樹木倒

塌傾斜，海濱國小校長謝榮茂連日來率領許鶴議老師等人投入

清理校園，亞洲大學學務處獲知消息後，8月14日成立關懷服務

隊，在學服組組長許昌賢率領下，立刻攜帶清掃用具南下屏東

加入清理行列，打掃教室、清理環境及搬運倒下的樹幹殘骸。

亞洲大學外文系4位同學到韓國「城南英語村」實習， 實地體驗英語
情境教學，指導當地小朋友學講英語

亞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生林蕙芝等4位同學，今年暑假前往

韓國「城南英語村」實習，指導韓國當地小學生英語，為期一

個月。亞洲大學外文系主任古綺玲說， 實習的同學可藉由在韓

國情境教學，親身體驗21世紀韓國推動英語的新文化政策，提

升其國際視野。

亞洲大學外文系系主任古綺玲7月3日帶領學生林蕙芝、吳珮

蓉、楊雅祺及鄭淳文等人，跨海到韓國「城南英語村」，與該

機構人員會面後，同學們從7月6日起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實習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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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綺玲主任說，這是亞洲大學第二度執行教育部專款補助的

「學海築夢」海外專業實習計劃，本校外文系去年就選派6名學

生到韓國實習，成效不錯，今年再度爭取教育部預算選派4位同

學到韓國實習。

亞洲大學外文系研究生林蕙芝指出，她們來到韓國「城南英語

村」，雖然不諳韓文，但韓國城南英語村多數教師為外籍人

士，到校實習的小學生需隨時以英語溝通，宛如置身在國外，

她們的英語能力尤其口說能力也隨之提升。

林蕙芝同學說， 韓國英語村分成五大區包括都市區、學校區、

娛樂區、戶外區及住宿區等，都是在「情境教室」裡上課，如

教烹飪課時，就在烹飪教室上課，外籍老師用英語把烹飪所需

的器具、器皿、菜色、煮法等，用英語教一遍，學生很快就學

會烹飪的相關術語。如要寄信、劃撥，也要到村內的「郵

局」，用英語交談、寄信。

同學說，反觀國內，目前桃園縣英語村已率先設立，其他縣市

政府正相繼推廣設置英語村，預期將來英語村會普遍在台灣各

角落設立，她們這批有現場實務經驗的學生，屆時可以發揮所

學，協助各縣市善用其特色及資源規劃「在地化」英語村。

亞洲大學舉辦縮短城鄉差距的「暑期電腦營」，50多位弱勢家庭學童
參加， 學會ＰＯ網、上傳照片、還有部落格

亞洲大學8月3日起舉辦縮短城鄉差距的「暑期電腦研習營」，

有來自霧峰、大里等地區弱勢族群50多位國小學童，參加為期

兩週的研習。電腦研習課程中，以多媒體美工設計創作、網頁

部落格設計製作等，最能吸引學童們的學習興趣；大里市益民

國小四年級王麒豪同學說，現在他已有個人專屬部落格，很有

成就感，也滿有趣的，明年他還會再來參加電腦進階研習班。

亞洲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主任廖岳祥說，此一電腦研習

營，是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委託本校承辦，至今已邁入第五年，

向來以低收入戶、原住民、偏遠地區、身心障礙、單親家庭、

外籍配偶子女及失業勞工子女等優先，今年仍有來自台中縣大

里市美群、益民、瑞城國小、霧峰鄉峰谷、吉峰國小50位學童

免費參加；8月3日至17日在亞洲大學電腦教室展開為期兩週的

研習活動。

今年暑期電腦研習營，由亞洲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博碩士

班、大學部共計15位同學所組成服務團隊，亞洲大學資訊多媒

體應用學系博士生廖晉宏說，此次電腦研習營，除了指導電腦

系統基本概論外，還有多媒體美工創作、個人網頁部落格設計

製作、Ｐower Ｐoint-入門與實作等，課程多元化，希望藉由關

懷弱勢，進而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亞洲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研究生林逢春、簡敬倫、林玎盈

及執行長林雅華說，來加電腦研習營的學童們，程度不一，有

的電腦都不會，有的電腦已學了一陣子，會ＰＯ網、寫作業，

聚在一起上課只好因材施教。其中，以多媒體美工創作─非常好

色的課程最受歡迎，學童們學會上傳、修改照片，然後ＰＯ上

個人部落格，再撰稿說明，製作了很棒的網頁，都興奮不已；

有的學童從來不用文書處理系統，現在也學會利用此一系統打

作業、寫心得及製作Ｐower Ｐoint 。

大里市益民國小四年級同學王麒豪說，他到電腦研習營學了不

少，如圖貼、部落格及「非常好色」的美工操作等，都增長了

知識，除了好玩，還滿有成就感的，尤其是認識其他小朋友，

還有會電腦的隊輔大哥哥、大姐姐，以後電腦操作、上網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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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會電腦的隊輔大哥哥、大姐姐，以後電腦操作、上網若有

問題，就有請教、諮詢的對象。

亞洲大學商設系真的很有創意，開辦大一新生及轉學生10天的暑期先
修輔導班，提前開始大學生活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真的很有創意！還沒有開學即開辦

大一新生及轉學生暑期先修輔導班，上課10天，安排基本設計

概念、基本設計素描及產品電腦繪圖等課程，並介紹校園環

境、導覽台中市。創意商品設計系大一新生李碩穎說，系上這

樣的課程安排，讓她瞭解系上的課程及未來出路，還能提前享

受大學生活，一舉兩得，覺得很窩心。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主任林盛宏說，因為商品設計要有

素描等基本術科能力，大一新生很多是指考分發，沒有考術

科，所以為了輔導大一新生、大二、大三轉學生及轉系生，在

開學前，提前使學生具備基本的設計概念，以利開學後，順利

銜接專業課程。這是該系一項新的創意與嘗試，希望對同學有

所幫助與助益。

創意商品設計系安排三位業界老師吳建南、張美春、莊傑仰輪

流授課，分別指導產品電腦繪圖、基本設計素描、基本設計概

念等課程； 莊傑仰老師說，除了介紹系上的課程，也說明了設

計的概念，並分析未來的出路，包括擔任設計師、商品企劃

師、空間規劃設計師，或是到企業集團擔任規劃師，提供新

生、轉學生初步的認識。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暑期先修輔導班，從8月24日至9月4

日10天，共有66人參加，遠道而來的同學免收住宿費，學費全

免，工具材料自備；每天上午安排基本設計概念等課程，所有

人員要準時上課，下午有校園環境介紹、團康活動、導覽認識

台中市等，採自由參加。

來自高雄的創意商品設計系大一新生黃俊睿說，他剛開始對設

計沒有什麼概念，上了四天的課之後，對設計有了新體認，將

來也會對設計，提出自己的想法，創造具有個人特色的商品；

尤其是素描，沒想到素描也有很多筆法，需要靜下心來慢慢體

會。

家住台北、創意商品設計系二年級的莊家樺是轉學生，他說，

這樣的暑期先修班，實在太好了，在開學前，提早學習了基本

的設計、素描等概念，也認識了台中市、亞大校園及在地的霧

峰鄉，開學之後就不會太恐慌，或適應不良，相信未來四年會

很愉快地學習。

亞洲大學舉辦台灣新七夕活動，點花魁、拜床母、和諧祭，
民俗精彩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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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情人節（8月26日）快到了！亞洲大學民俗館8月22日上午10

時起，舉辦情人點花魁新七夕文化季活動，在美侖美奐的蓬萊

天宮前，呈現精彩罕見的民俗鑽七娘媽亭、床母合鞋祭、掛絭

保平安、點魁求功名等活動，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長黃國榮到場

扮魁公，幫在場貴賓、民眾點「功名」，還跟市議員黃馨慧扮

「合鞋祭」，氣氛熱絡，共同見證了七夕民俗饗宴。

「圓仔花，白雞冠；尪哪行，某就隨！」，亞洲大學民俗館舉

辦的七娘媽及魁星祭祭典一開始，先由平順里、平心里、平福

里里長賴錫鏗、陳文欽、王訓民夫婦及扮「牛郎」、「織女」

的亞洲大學總務處職員游正維、張雅萱夫婦一起合演「和諧

祭」（音同合鞋祭），同時為了象徵府會和諧，文化局長黃國

榮、市議員黃馨慧也上台參加和諧祭，擁抱在一起，台下熱烈

堂聲響起，親自感受七夕民俗的意義。

亞洲大學民俗館副館長顏榮豐接著恭請魁星爺的硃筆，邀請參

與大小民眾鑽七娘媽亭，小孩掛絭求平安，大人則可美巧，

「扮魁星」的主獻官的文化局長黃國榮、民俗館長朱界陽、市

議員曾朝榮等人拿起硃筆幫在場民眾或與會貴賓議員劉士州、

黃馨慧、李中等人點「功名」，台中市議員沈佑蓮也為16歲以

下的小朋友「掛絭」，祝他們平安長大，新七夕儀式共舉行一

小時。

台中市文化局長黃國榮說，從這場民俗饗宴，可以看出七夕民

俗節慶，不只是中國情人節而已，其實還有很多民俗意涵，如

拜床母，讓夫妻相處和諧，為小孩掛絭保平安，還有七夕也是

魁星爺生日，請出魁星爺點功名，也是意義非凡，可見亞洲大

學民俗處用心保存、宣揚台灣民俗節慶的用心。

亞洲大學民俗文物館拍賣監所大哥新作8件漆器珍品， 氣氛熱絡，
另舉辦「鬼畫鬼話」特展

亞洲大學民俗文物館8月1日上午舉辦「高牆傳奇-大哥變大師」

民俗工藝師工作室掛牌儀式，還有別開生面「拍賣大哥」的拍

賣活動」；農曆七月到來，民俗文物館 邀請年輕美麗的女畫家

顏裴儀自8月20日（農曆七月一日）起展出「鬼畫鬼話」特展，

為期一個月，歡迎來欣賞，看鬼故事的世界。

中部各監所在民俗文物館闢設的「技藝成品展售中心」8月1日

開幕，在民藝館內店家展售高牆大哥的民俗藝品，如台中監獄

的漆器、彰化監獄的閩獅頭等。為了行銷「大哥」民俗藝品，

台中監獄提供8件漆器珍品，彰化監獄提供2隻稻草龍，在現場

大拍賣。這8件漆器珍品，就在民俗文物館四合院中庭登場拍

賣，在此起彼落的拍賣聲、鑼聲中全部售出。

此外，亞洲大學民俗處今天上午由亞洲大學研發長李培齊、台

說，從讀高中到進大學期間，她不斷被鬼魅所纏，第一次被鬼

捉弄時，嚇得哭出來，長輩與師長教他念的佛號與阿門、哈里

路亞都對鬼無效，在持續被鬼捉弄時，覺得鬼並無惡意，只是

在使用它的空間，直到調整心態後，才拿起畫筆，將鬼當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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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檢署檢察長張斗輝、台中市文化局長黃國榮、台中監獄典

獄長吳正博等人，一起為民俗文物館內闢設「民俗工藝師工作

室」揭牌。

「大哥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高牆內的大哥在心無旁鶩的氛圍

中，接受名師授藝，紛紛成為高牆內的藝品高手，讓大哥變成

大師，民俗文物館最近分別聘請江明德、李俊毅兩位手藝高超

的出獄大哥，擔任民俗工藝師，駐館傳承民俗技藝。李俊毅

說，很高興有機會參與傳承民俗技藝工作。

農曆鬼月快到了！民俗文物館邀請年輕美麗的女畫家顏裴儀自8

月20日（農曆七月一日 ）起展出「鬼畫鬼話」特展。顏裴儀

在使用它的空間，直到調整心態後，才拿起畫筆，將鬼當成模

特兒，與鬼共同使用不同的二度空間。

顏裴儀表示，鬼畫鬼話的創作，畫面突破傳統國畫工筆白描的

刻板布局印像，他以現代的構圖，傳統國畫線描的技法，將現

實世界的具象與鬼魅世界的抽象，融合成一幅幅畫作，並以文

字敘述畫面上人、鬼共處的故事。

畫家顏裴儀師承嶺南畫派，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研究所，專攻

國畫工筆重彩，其畫作曾獲得廣州美術學院畢業聯展第一名，

代表學校參加2001年中國美術院校聯展，獲得全國第二名的殊

榮，是台灣女孩第一次在中國得到的大獎，出版有「鬼畫鬼

話」及「線上遊戲」等創作。

亞洲大學休憩系輔導8位學生，到美國阿拉斯加、波土頓等州的國際企業

暑假見習，體驗三個月的打工之旅

亞洲大學休憩系8位學生，今年暑假到美國阿拉斯加、新罕布

夏、波土頓等州企業部門見習，為期三個月，他們一邊打工見

習，一邊體驗不同的美國文化生活，亞洲大學休憩系三年級吳

韻白同學說，感謝休憩系提供到國際企業見習的機會，當個地

球村的人體驗國際化，「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人生體驗！」

休憩系主任林銘昌說，為了響應教育部推動大學邁向國際化，

增加學生國際競爭力，由該系陳朝鍵老師負責規劃國際企業飯

店見習，讓學生可以學習到不同國家文化與國際飯店管理模

式；經召開國際企業見習說明會，吸引休憩系三年級8位同學吳

詠琪、林怡瑄、劉岢臻、許朝詠、王詩鵑、吳韻白、李雅馨及

陳思翰報名參加。

「到美國見習的學生，只需自行購買機票及個人費用總共7萬5

千元，3個月工資約10萬元！」 陳朝鍵老師指出，學生參加國際

企業見習的目的，不在於薪資賺多少，而是學生從說明會開

始，到台北美國 AIT 親自面試後簽證通過，自行與美國企業主

管以電話或e-mail聯絡，統統得自己來，剛開始學生會不知所

措，但經系上老師輔導、鼓勵後，學生們都能順利成行。

休憩系陳朝鍵老師說，此次休憩系學生到美國企業見習，由企

業分發到阿拉斯加、新罕布夏、波士頓等州的企業去見習，每

洲是兩位同學一組，希望讓見習學生多接觸美國各區域的語

言、文化及生活。

休憩系三年級的林怡萱同學說，她是到美國阿拉斯加州漢堡王

企業(Burger King–Anchorage)擔任櫃台接待人員，在那裡有許

多跟她們一樣來自國外拿Ｊ１交換簽證的人，遇到最多的是西

到美國波士頓故事主題樂園(Story Land)餐廳擔任接待員的休憩

系三年級李雅馨、吳韻白同學說，她們是帶著學習探索的心情

美國見習，剛開始好緊張，也聽太不懂英文，後來慢慢熟悉工

作環境，經過了一個半月，才能適應美國人的語調，還能交談

自如。

「我很慶幸自己可以到故事主題樂園見習，不但增長見識，也

開了眼界！」吳韻白同學說，來到美國企業見習，還是以學習

新事物為重，其次是可以認識許多來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

各國文化的差異，真的是很棒的人生體驗。

休憩系主任林銘昌強調，除了到美國見習外，休憩系大一學生

升到大二，規定暑假期間，所有學生必須參加國內企業見習，

可以抵免3學分，目前該系已經和國內總共90多家知名飯店及遊

樂主題式產業界結合，提供該系同學見習機會，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7月中旬亞洲大學還跟有日月潭地王之稱，即將開幕的

觀光酒店日月行館簽訂產學合作，就獲得職訓局補助，目前正

開課培訓亞洲大學25位校友，結訓後將由日月行館聘，就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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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人，彼此還會相約出去玩，交談的語言就只有英文，雖然

大家都用口音很重的英文來交談，但「還頗有趣的！」

開課培訓亞洲大學25位校友，結訓後將由日月行館聘，就是產

學合作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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