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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生活(990707)

亞洲大學舉辦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新任校長蔡進發許願加速國際化
腳步，形塑優良的校園文化，加強學生的學習與輔導

亞洲大學7月30日舉辦第四任校長交接典禮，在亞洲大學創辦人

蔡長海的監交下，卸任校長張紘炬揮手告別，新任校長蔡進發

接下聘書，蔡進發校長說，面對少子化等衝擊，亞洲大學將形

塑優良的校園文化，加強學生的學習與輔導、人文關懷，增加

研究發展的能量，同時加快國際化的腳步，追求卓越，讓亞洲

大學成為國際一流的大學。

蔡進發校長曾是亞洲大學前身「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創校校

長，2001年蔡校長由美國伊利諾大學借調回台中霧峰創辦該

校，三年任期內，奠定了該校良好的基礎，於第四年獲准升格

為亞洲大學，這次是蔡校長是亞洲大學創校10年的四位校長。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首先感謝張紘炬校長3年來帶領亞洲大學

不斷的提升、進步，校務蒸蒸日上，不但每年獲得教育部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且獎助金額一年比一年高，並領導學校系所

評鑑獲得優等，尤其在推動學生品德教育與提升國際化方面，

有豐富的成果。

蔡創辦人也歡迎與祝賀新上任蔡進發校長說，蔡進發教授是亞

洲大學第一任校長，曾經帶領學校從無到有、篳路藍縷，奠定

良好穩定的基礎。這幾年，蔡教授雖然在國外，仍持續幫忙亞

洲大學與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提升亞洲大學的國際學術地位。

今年，蔡教授更帶領亞洲大學研究團隊申請到國科會99年度私

立大學研發能量計畫，補助經費三年共1800多萬元，相信以蔡

教授豐富的教學、研究與行政管理經驗，及對亞洲大學的熟

悉，一定能帶領亞洲大學繼續向上提升。

「面對台灣出生人口逐年遞減，學校面臨的挑戰將更為艱鉅，

如何創新求變是生存的重要關鍵！我們必須調整腳步，迎接挑

戰！」蔡進發校長說，未來3年，亞洲大學仍將持續建立優良的

校園文化，他鼓勵同仁勇於任事注重效率和執行力，追求創新

和卓越、利他和人文關懷的精神。其次，加強學生學習與輔

導:，尤其有不少來自社經地位較為弱勢的族群，必須集思廣

益、發揮創意，思考如何增強這些孩子的自信心，激發潛能，

相信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可能可發揮一定的效果；並持續推展

並落實三品教育、志工大學及志工人力銀行的理念，加強人文

關懷和社會服務。

老師的研發能量的增加、加速國際化腳步，也是未來校務發展

重點，蔡進發校長說，去年我們有超過350篇以上I級論文的發表

和216件超過2億元以上的研究經費，希望我們的研究繼續對社

會發生影響力，同時注重跨領域的研究。至於國際化的努力，

亞洲大學已經和美國史丹佛、柏克萊、杜蘭大學等名校建立實

圖說： 在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中）監交下，新任校長蔡進

發（左）、卸任校長張紘炬（右）交接印信。

質的學術合作；這學期我們邀請諾貝爾獎得主Dr. Murad和Dr.

Williamson蒞校演講和指導。我們正接洽贊助第四位諾貝爾獎得

主Dr. Ostrom蒞校演講，並設立國際學院和國際交流中心，加強

招收國際學生，營造外語學習環境和多元文化的交流。

亞洲大學今天上午10時舉辦第四任校長的交接典禮，卸任的張

紘炬校長致詞時，一度哽咽，他感謝所有同仁和他一起度過3年

的打拚歲月。張紘炬校長揮手告別時，受到現場師生們鼓掌歡

送，場面溫馨；今天在交接典禮中，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

村、亞洲大學陳偉德、黃建二、楊漢 、鄭文絃等位董事、講

座教授施茂林、楊國賜等人都到場祝賀。

新任校長蔡進發是美國西北大學電機工程與電腦科學博士，任

教於芝加哥伊利諾大學，學經歷豐富並擁有崇高的國際學術地

位，他是目前國際上利用非線性邏輯方式來發展軟體模型的創

始者，由於在軟體工程方面的成就，1994年獲美國伊利諾大學

校長頒發傑出教授獎，1997年獲選為IEEE Fellow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學

會)，也就是國際電子與資訊研究領域的最高榮譽，1998年並獲

頒IEEE年度技術成就獎。

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同時辦理交接與佈達，新

任主管名單如下：副校長李培齊、秘書室主任秘書李明榮、教

務長李培齊、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曾憲雄、國際學院院長劉育

東、資訊學院院長許承諭、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柯慧貞、創意設

計學院院長賴淑玲、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主任黃佩珍、資訊工程

學系主任陳永欽、經營管理學系主任陳世良、會計與資訊學系

主任陳瓊燕、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主任黃雅文、教學資源暨教

師專業發展中心主任卓播英、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主任陳俊

宏、公共事務室主任朱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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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已經和美國史丹佛、柏克萊、杜蘭大學等名校建立實
 

係金A！亞洲大學能讓學生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鄧立維、吳宜哲
同學的發明作品，以100萬元、50萬元專利授權廠商

「我們在亞洲大學營造機會，讓同學在校期間，就能賺到人生

的第一桶金！」亞洲大學創意發明中心主任鄧鴻吉說，該中心

所指導的鄧立維同學的發明「全球最環保自來水發電系統」作

品，專利權賣給廠商100萬元，商設系三年級同學吳宜哲創意發

明「筷子」，也有公司出價50萬元，兩位同學都靠創意發明發

財，也就是「用金頭腦去賺錢！」

創意發明中心執行長朱界陽指出，今年5月14日，該校參加馬來

西亞第21屆國際發明展，參賽的3件作品，獲得一金二銀一特別

獎，拿下大滿貫。其中，鄧鴻吉教授指導9歲兒子鄧立維同學，

以「全球最環保自來水發電系統」發明作品拿到金牌，回台

後，立即有廠商出價100萬元買下專利，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會做白日夢的人，才會發明！」、「有想法，不妨說出來，

並且實現！」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指出，像吳宜哲、鄧立維兩

位同學在就學期間，因為從事發明創作，就拿到人生的第一桶

金，還成為公司的股東，很不簡單，吳宜哲同學所發明「順手-

筷子」是筷子的革命，西方人刖慢吃中國食物，只要有這樣的

「筷子」，就能享用美食。

此外，商設系三年級同學吳宜哲專利作品「順手-筷子」，也由

鄧鴻吉教授指導、申請專利，也以50萬元專利授權給廠商集水

實業公司，同樣賺到人生的半桶金。創意發明中心執行長朱界

陽更將吳宜哲同學的發明，比喻為「將改變人類使用筷子的歷

史」。

有台灣「愛迪生」稱號的鄧鴻吉主任說，鄧立維同學的「全球

最環保自來水發電系統」，構想是將渦輪裝在大樓或家戶使用

的自來水管出水口，透過水流沖刷渦輪，再動發電機發電，就

可以產生電力；吳宜哲同學發明的「筷子」，是將傳統筷子作

圖說： 亞洲大學創意發明中心主任鄧鴻吉指導之鄧立維同學及

其發明作品-「全球最環保自來水發電系統」（右）、商設系三

年級同學吳宜哲及其創意發明作品「筷子」合影。

了改良，結合夾子的功能，讓不擅長使用筷子的人，或從未使

用過筷子的外國人，都可以輕鬆上手，用筷子夾起食物或東

西，並解決了筷子放在桌上沾染細菌的問題。

鄧鴻吉主任說，讓在校學生「想什麼，就有什麼」是亞洲大學

首設創意發明中心的目的，開發學生創意頭腦，透過教授的指

導與協助，設計出具有市場性、商品化的發明作品，成立不到

半年，除了已有兩位同學賺到人生第一桶金，獲得國際發明展

銀牌的田姓同學「不斷電ＬＥＤ續燈泡」，也獲得10萬元創意

獎金，說明學生靠創意發明可以發財，使亞洲大學更具信心，

進而接辦工研院的Ｕ19意發明競賽，鼓勵全國19歲以下的青少

年投入科技藝術創作發明，最高獎金15萬，歡迎年輕發明家報

名參賽。

 

http://enews.asia.edu.tw/2010/08/#top
http://enews.asia.edu.tw/2010/08/#top


亞洲大學駐校藝術家、童謠囝仔歌王施福珍，40年創作400多首
台語童謠。十本成輯出版，可向亞大索贈

「點仔膠，黏著腳，叫阿爸，買豬腳，豬腳箍，焄爛爛，飫鬼

囝仔流嘴瀾…」這首台語童謠傳唱了40多年，很多人都能朗朗

上口，流行不輟；這首童謠原創者施福珍老師，目前受聘為亞

洲大學駐校藝術家，在幼教系任教，迄今已創作400多首童謠、

台語唐詩吟唱等，最近輯成一套「亞幼文學叢書」，將送給全

國各大學幼教系、高中職幼保科，作為參考學習的教材，歡迎

向亞洲大學幼教系索取，送完為止。

亞洲大學幼教系主任陳秀才指出，有台灣童謠園丁、童謠囝仔

王之稱的施福珍老師，去年受聘到亞洲大學任教，陸續為幼教

系出版10本書，分別是「台語唐詩吟唱」3本、「囝仔歌的故

鄉」1本及「台語兒童唸謠」傳統篇、創作篇2本，及「台語兒

童唱謠」4本，其中「台語唐詩吟唱」「囝仔歌的故鄉」等4本

書附上ＣＤ，輯成「本土兒歌」叢書，這是目前全台最完整的

一套兒歌叢書，彌足珍貴。

「施福珍老師是國寶級人物！可說是台灣囝仔歌的祖師爺！」

陳秀才主任說，施福珍老師受聘到亞洲大學指導學生，傳承本

土兒歌，是該校幼教系的福氣！尤其施福珍老師教導的兒歌易

懂、好唸，學生們學會了兒歌，會轉教給幼稚園的小朋友，小

朋友也都很喜歡唱兒歌，回家還會唱給父母聽，把兒歌傳承下

去。

「點仔膠，黏著腳，叫阿爸，買豬腳…」，是施福珍老師創作

的第一首童謠；他說，民國53年夏日的午後，他在宿舍午休，

被兒童嬉鬧聲吵醒，傳來小孩的驚叫聲：「點仔膠、黏著腳...」

他突然靈感來了，配合著小朋友的聲調，立刻提筆寫到：「點

仔膠，黏著腳，叫阿爸，買豬腳…」前後不到5分鐘詞曲完成。

施福珍老師不停的唸不停的唱，越唱越順口，他心想：「哇！

原來台語是這麼奇妙，唱的竟然和唸的一樣好聽…」，施福珍

說，陪伴許多人度過童年的兒歌「點仔膠」，就在這種巧合因

緣下傳唱至今，他的無心插柳也讓台灣童謠響徹全台。

圖說： 施福珍老師（右）出版「亞幼文學叢書」，將送給全國

各幼教相關科系，作為參考學習的教材。

施福珍老師創作不斷，「澎恰恰澎恰恰，澎恰恰的鼻孔大…」

施老師說，除了童謠、唸謠，他開始嘗試創作趣味性、迎合社

會進步等歌謠，10多年前澎恰恰在節目上，對小孩子說不要用

手挖鼻孔，不然鼻孔會跟他一樣大，他聽到後就馬上有靈感而

寫了這首歌。

至於「啐啐唸」一曲，唱的是：「碎碎念，碎碎念，念老尪那

也這呢惦! 」、「碎碎念，碎碎念，唸兒子，賺錢昧曉儉…」歌

曲中還滿有趣的，曾是高點播率的手機答客鈴，也讓施福珍很

有成就感。

施福珍說，童謠也因年代環境不同而有「分水嶺」，年紀大的

吟唱「點仔膠」，青年人吟唱「碎碎唸」，小朋友吟唱「澎恰

恰」。所以，施福珍老師說，他決定在亞洲大學繼續教育學生

創作童謠，讓畢業的事業，得以傳承延續，發揚光大。

施福珍到亞大上課時，碰到陳秀才主任，施福珍常會即興高唱

著「秀才」的童謠：「秀才騎馬弄弄來」，他吟唱：「秀才！

秀才！騎馬弄弄來！佇馬頂，跋落來！…」，讓陳秀才主任很

開心，陳主任說：「這首歌好像為我而寫！乍聽之下，很有意

思！」。

亞洲大學與社頭鄉農會合作，栽培生產芭樂芯葉茶，經研究團隊兩年

研究發現，芭樂芯葉茶具降血醣、抗氧化功效

亞洲大學與彰化縣社頭鄉農會合作，栽培生產無農藥的芭樂芯

葉，亞洲大學研究團隊經過兩年的研究，發現以俗稱「土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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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亞洲大學研究團隊經過兩年的研究，發現以俗稱「土芭

樂」的梨子拔芯葉萃取物，可以增進胰島素功能，具有降血

糖、抗氧化等功效，亞洲大學與社頭鄉農會6月29日上午舉辦發

表會。社頭鄉農會原已上市的芭樂芯葉茶，趁勢打開行銷市

場，受到注目。

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說，芭樂芯葉在坊間，常被拿來

當降血醣、降血脂、消渴等傳統草藥，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

學系蔡建鈞老師研究團隊經過兩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土芭樂芯

葉萃取物對蛋白酪胺酸磷酸水解 （PTP-1b）有很好的抑制效

果，PTP-1b抑制劑可以增進胰島素的功能，進而降低血糖，具

有抗氧化的能力。

林俊義院長指出，兩年前，亞洲大學與社頭鄉農友張聰平合作

生產無農藥栽培示範的芭樂芯葉，選擇俗稱「土芭樂」的梨子

拔品種當芭樂芯葉原料來源、生產過程不噴灑化學農藥，改以

無程性的生物製劑藥力菌及肥皂水防治蟲害，所生產的芭樂芯

葉茶，經行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測定201種農藥均未檢

出任何農藥殘毒，讓消費者在飲用上更安心。

彰化縣社頭鄉農會總幹事蕭浚二說，社頭鄉是全省最早種植番

石榴的鄉鎮，全鄉目前種植積為450公頃，為了增加芭樂果農的

圖說： 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中）、社頭鄉農會總事

蕭浚二（左）與保健系助理教授蔡建鈞（右）等人研發芭樂芯

葉茶有降血醣功效。

收益，促進消費者健康，社頭鄉農會從10多年前開始生產芭樂

芯葉茶；目前所生產的芭樂芯葉茶，以採摘亞洲大學所輔導之

土芭樂的芯葉為主，土芭樂抗病力強，又因不生產果實，果實

蟲害甚少，因此不必噴灑農藥。

總幹事蕭浚二強調，芭樂芯葉原料由該農會負責製備，只取芭

樂最嫩的心葉新芽，所謂的芯葉，跟好茶葉一樣，取其「一心

兩葉」，經連串特殊的揉捻、乾燥加工製程，提煉出來的萃取

物，製成芭樂芯葉茶出售。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院長金貞培等人，拜會亞洲大學，雙方洽談

進一步 學術交流，金院長驚訝亞大快速發展的實力

韓國的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院長金貞培、事業團團長權熙寧教授

及韓國語文專家林明德教授等人，在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前法

務部長施茂林陪同下，7月28日到亞洲大學拜訪，金貞培院長很

驚訝亞洲大學創校不到10年，校務蒸蒸日上，參加各項教育評

鑑表現優異，也創下不少辦學新記錄，希望有機會能跟亞洲大

學進行實質交流。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院長金貞培等人，在施茂林講座教授的引薦

下，28日上午拜會亞洲大學，由即將就任亞洲大學校長的講座

教授蔡進發接待，施茂林講座教授介紹金貞培院長，是位學養

俱優的學者，在韓國教育界聲望頗高，也曾是韓國政府組閣人

選，目前還兼任高麗大學董事長，耳聞亞洲大學辦學績效卓

著，特地從台北南下拜會。

蔡進發教授指出，亞大是台灣新設大學中，校務發展最迅速的

大學，辦學著重在健康管理、資訊及創意設計等領域，致力身

心靈健康方面的研究，創校不到10年，有不少辦學新記錄，學

生人數也從當初的1200人，擴增為1萬2千人。據他所知，韓國

有不少私立大學辦學成功，績效及知名度已凌駕不少公立大

學，私立大學能夠經營如此的好，一定有不少值得借鏡的地

圖說：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院長金貞培（左二）等人受到在亞洲

大學講座教授蔡進發（中）、施茂林（左一）熱烈歡迎。

蔡進發教授表示同感，他說，亞洲大學董事會辦學不遺餘力，

也投資不少金錢，就像8月1日將成立的國際學院，就獲得董事

大力支持，將繼續投資上億元經費加速國際化腳步，目前亞洲

http://enews.asia.edu.tw/2010/08/#top


方，希望將來有機會能組團到韓國交流、訪問。

金貞吉院長回應說，韓國曾受日本人統治，像高麗大學就是在

日據時代已存在的私立大學，目前韓國不少大學辦學，都強調

民族意識，即使是受教會影響的大學也是如此，在這樣的氛圍

下，不少賢達人士不斷投資私立大學，聘請最好的老師，培養

優秀的人才，就是證明韓國也能培養世界頂尖的人才，一旦培

育出知名學生，學校也跟著沾光、有名氣。

大學已跟史丹福大學、杜蘭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等建立姐妹

校，進行實質學術交流，希望也跟韓國方面如高麗大學，也能

建立學術交流關係。

亞洲大學目前僅有外文學系，未開設韓文課程，林明德教授

說，如果亞洲大學要開辦韓文課程，師資、課程安排等方面，

他都可以代為安排，施茂林講座教授說，受韓劇流行的影響，

國內不少學生很哈韓，將來有機會可以高麗大學與亞洲大學師

生可以先進行短期營隊、學習營或互訪。

蒙古國際大學校長Kwon, Oh Moon蒞校參訪，讚嘆在亞洲大學求學

好幸福，將推薦學生到亞洲大學就讀

蒙古國際大學(Mongol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校長Kwon, Oh

Moon偕同公關部經理Michelle Lee，7月5日下午到亞洲大學參

訪，由亞洲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接待，蒙古國際

大學校長Kwon, Oh Moon對亞洲大學的國際化辦學績效及全英

語課程，表示欽佩，也對亞洲大學教學環境及擁有美麗校園，

留下深刻印象。

亞洲大學蕭震緯主任指出，他曾在今年5月、去年6月赴蒙古招

開招生說明會，兩度參訪蒙古國際大學，向學生說明亞洲大學

經常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國際活動，並邀請知名學者蒞校演

講，讓本校學生有機會和知名的學者互動，增加本校學生的國

際視野，也邀請許多知名學者任教及擔任亞洲大學客座教授。

蒙古國際大學校長Kwon, Oh Moon說，蒙古國際大學是韓國人

在蒙古建立的學校，全校有30%是外籍生，也是一所國際化辦

學導向的學校，耳聞亞洲大學近年來辦學卓越、國際化，有許

多蒙古國際大學畢業生紛紛向亞洲大學申請就讀，亞洲大學除

了提供給完善的課程規劃及教學設備，也照顧同學起居生活，

是很值得學習的方向。

該校公關經理Michelle Lee說，此行來台訪問以英文授課的高中

學生為招生目標，由於亞洲大學在蒙古聲名遠播，畢業於亞洲

大學的蒙古國際大學學生，都推薦學弟妹到本校就讀，所以有

圖說： 亞洲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左）接待蒙古

國際大學校長Kwon, Oh Moon（中）偕同公關部經理Michelle

Lee。

機會來台特意安排至亞洲大學參訪、取經。

蕭震緯主任也帶領蒙古國際大學Kwon, Oh Moon校長和Michelle

Lee公關經理參觀本校校園，賞析羅丹雕塑品「沉思者」、阿曼

的「勝利女神的詩篇」等大型雕塑品。Kwon, Oh Moon校長、

Michelle Lee公關經理表示，亞洲大學不只辦學卓越，連校園規

劃都很有藝術氣息，「在亞洲大學求學好幸福喔！」他們承諾

返國後將推薦學生到亞洲大學就讀，相約下次有機會再訪亞洲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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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組成2010馬來西亞產學交流參訪團，展開7天
行程，拜會馬國教育部行政首長，也到拉曼大學學術交流

亞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東南亞企業研究中心，組成2010馬來西

亞產學交流參訪團，7月10日到馬來西亞進行為期7天的產學交

流，除了拜會馬來西亞教育部人士，還到當地燕窩產業及南洋

商報參訪，並到拉曼大學中文研究所進行學術交流，行程滿

檔，收獲頗多；亞洲大學國企系主任李偉權在當地積極推銷亞

洲大學國際化及辦學特色，希望馬來西亞學生也能以亞洲大學

為海外求學的選擇。

此一參訪團，由團長劉子琦、副團長王冠婷及國企系主任李偉

權、系執行秘書鄭正豐，共同率領國企系EMBA碩士生共35人

到馬來西亞參訪。首先拜會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

博士、霹靂州(Perak)唯一華人行政議員（州部長）拿督馬漢順

等位行政首長。何國忠副部長曾經在2006年到亞洲大學參訪，

他極力讚揚亞洲大學近年來的辦學衝勁，在激烈競爭的高教產

業中取得一席之地。何國忠副部長說，在國際化的趨勢下，馬

來西亞的高教環境與台灣不僅面臨急速開放政策的問題，也同

樣面臨量化評鑑所造成的問題。因此，台灣各大學的因應之

道，恰好提供馬來西亞的參考與借鏡。

團長劉子琦說，亞洲大學的名稱本身即是走出台灣，放眼亞

洲，留學台灣的馬來西亞僑生數目龐大，是台灣各國僑生數排

名第一，學成返回馬國後所組成的留台同學會也相當積極。因

此，在國際間逐漸重視華語與英語的潮流下，台灣過去的僑教

模式反而奠定未來開展互相交流的基礎，台馬雙方分別可以針

對現階段高等教育部門所需的國際視野進行雙邊學生不同形式

與學習時程的交流。

霹靂州唯一華人部長馬漢順議員也指出，台灣的大小事務拜華

文報紙大量刊載之賜，對許多馬國的政商人士並不陌生。此一

同文同語的優勢，同樣也提供台商投資的優勢。因此，他以部

長的身分特別歡迎在座的EMBA碩士生畢業後經商選擇時，歡

迎到最具法制與安定環境的馬國投資。

其次，參訪團拜會了地方燕窩產業及南洋商報由北霹靂燕商公

會會長親自招待並參觀座落在太平市的眾多燕窩養殖房舍，並

圖說： 獲亞洲大學參訪團與北霹靂燕商公會理事們，討論燕窩

產業及推銷霧峰香米。

解說該產業目前在香港、中國以及台灣三大市場的展望。南洋

商報則由總經理親自接待，南洋商報自1923年創立後，不僅經

歷了由鉛印、黑白排版、全彩印刷乃至於e化衝擊的媒體閱讀與

消費形式上的變化；更面對海外華文報業的整併風潮下，馬國

報業包括《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光明日報》與《中

國報》雖整合在同一集團下，卻又必須在同集團下，進行平面

媒體的差異化競爭，走出獨特的經營策略。

亞洲大學參訪團也將拉曼大學中文研究所列為參訪最後行程，

拜會時，雙方討論如何運用拉曼大學中文研究所的華語優勢，

搭配亞洲大學國企系所提供的專業國際企業課程，形成互蒙其

利，透過學期乃至於整學年的長短期師生交換計畫，既可利用

原本的華語能力大量且快速的吸收國際企業學系所提供的知識

能量。

國企系主任李偉權指出，目前國企系的發展特色是以東南亞企

業為研究核心，雖然仍在起步階段，但每年都會組成東南亞國

家的產學參訪團，一方面可以讓不同學制的研究生拓展國際視

野或是學術交換與經商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透過相

當成熟的中小企業台商形式，提供東南亞國家產業發展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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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經管系碩士專班海外企業見習團，到馬來西亞參訪，參加2010

馬國台灣高等教育展，拓展國際視野，收獲良多

亞洲大學經管系碩士專班EMBA馬來西亞海外企業見習團，由

吳天方、蔡碩倉兩位教授帶領，7月13日到19日到馬來西亞參

訪，與拉曼大學、馬來亞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參訪行程中，順

道參加在馬來西亞所辦的「台灣高等教育展」，為亞洲大學在

海外招生宣傳，不但行程緊湊，且收穫良多，完成拓展國際視

野及見習任務。

亞洲大學經管系碩士專班每年均組隊分赴海外各地參訪，今年

的馬來西亞海外企業見習團由吳天方、蔡碩倉兩位教授帶領，

一行共28人，於7月13日從台北出發，展開一系列企業參訪行程

與學術交流習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亞洲大學經管系碩士專班到與馬來亞大學

(University of Malaya)參訪、進行學術交流時，受到高規格的接

待，馬來亞大學當天由國際事務與關係處副主任Dr. Evelyn S.H.

Khor率領研究生院副院長Prof Dr. Mohamed Kherieddine Aroua、

中文研究所主任楊國慶、統計系Dr. Goh Kim Leng等教授等人接

待。

馬來亞大學的學術地位在大馬是全國第一，這所國立大學具有

105年歷史，也是馬國研究與創新的領導者。在歡迎簡報中，馬

來亞大學貼心地併列我國與大馬國旗、我校及馬大校徽，令人

感動。學術交流時，雙方以學校簡報介紹各系所特色、辦學理

念及國際化的努力。

雙方觸及學術交流話題，吳天方教授當場邀請馬來亞大學的學

生至亞洲大學就讀，雙方洽談愉快開啟雙方學術交流新契機。

圖說： 亞洲大學招生會場合照。

Evelyn副主任還透露馬大校長高爾扎斯曼博士將於9月底來台訪

問，吳天方教授允諾將請國際交流中心，安排亞洲大學與中國

醫藥大學的參訪行程。

見習行程中，適逢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在馬華公會主

辦「台灣高等教育展」，亞洲大學由國際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

及國際企業系主任李偉權、林秀珍老師夫婦率隊參展，經管系

碩士專班參訪團一行人，也到會場助陣加油。現場人潮洶湧，

當天團員們身著橘色團服，在會場上頓時成矚目的焦點。每位

團員手持學校簡介努力地解說學校的環境、建築與系所特色，

讓馬來西亞的學生對亞洲大學留下深刻印象，也讓亞洲大學成

為現場亮眼的一所大學。

亞洲大學幼教系偏遠地區服務隊到蘭嶼辦成長營，安排

帶動唱、大地遊戲、趣味競賽等活動，收穫滿滿

亞洲大學幼教系蘭嶼服務隊，暑假前往蘭嶼鄉東清村舉辦「達

悟族文化成長營」，他們為當地原住民小朋友安排衛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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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所有隊員已返

校；隊長王佳莉同學說，此行有很多東西是課堂上學不到的，

收穫滿滿、感動很大，「再累、再忙，再辛苦！只為換得蘭嶼

孩子們一個笑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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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幼教系近年來向教育部申請偏遠地區服務計劃，已第

四次到蘭嶼服務，此次蘭嶼服務隊有20位成員，暑假到蘭嶼東

清村活動中心辦成長營，7月3日至17日每天上午8時至下午5時30

分，為東清村近40多位原住小朋友安排各項教學及衛生教育宣

導，大家玩遊戲、敲敲打打學音樂、製作兒童玩具，還有人為

小朋友講故事繪本、趣味競賽，空暇時打籃球，玩得不亦樂

乎。服務隊不但為當地小朋友準備營養午餐，還贈送結業證書

與小禮物，盼能幫助他們學業進步。

「服務第四年了！蘭嶼就像我的第二個家！」幼教系四年級學

生的隊長王佳莉指出，從踏上蘭嶼土地開始，到個別教學、團

體康樂活動、煮午餐分享，到離開的那一刻，都令他們深深感

動，除了見識當地蔚藍的天空、寬闊的海洋等美景，有不少東

西，如人與人的互動、實地體現蘭嶼民眾的生活，也看到樂觀

成性的蘭嶼人，這些都是課本上沒有教的，真是「行萬里路勝

讀萬卷書」。

隊員資傳系一年級同學陳囿仁說，這是他第一次到蘭嶼，原本

持著單純服務的心態參與，但活動結束後他感動的說，「為孩

子付出之後，成長最多反而是自己」，隊員社工系二年級同學

圖說： 亞洲大學幼教系蘭嶼服務隊，寒假前往蘭嶼東清村舉辦

「達悟族文化成長營」。

陳怡妏說：「教科書寫得再多，都比不上親自體會」。

到了離別的時刻，就讀蘭嶼國小六年級的黃仁傑紅著眼眶說：

「老師！謝謝你們來看我們，一定還要再回來喔。」蘭嶼國中

三年級的黃仁豪說：「我等你們明年暑假再來！」第四次服務

的隊員詹雅雯跟達悟族的小朋友培養深厚的感情，離別時就讀

東清國小三年級的謝士航抱著她哽咽哭泣的說：「你們什麼時

候回來？」，讓詹雅雯等位隊員心頭為之一震，也紅了眼眶。

亞洲大學幼教系主任陳秀才說，幼教系蘭嶼服務隊讓學生不只

在學校學習，更能懂得到社會上實踐，透過企劃統籌與教案安

排，讓為期十四天的教學順利進行，也讓學生有實際運用在校

所學的知識的機會，不僅對學生本身有所助益，也對社會有所

回饋，是一個非常有幼教精神的活動。

亞洲大學成立國際學院，為國內學生建構國際舞台

國內大學教育高喊要國際化，亞洲大學8月成立國際學院，把口

號化為行動。該校外國學生年年成長，已為國際學術交流、強

化國內學生國際觀，開創一片天地，成為該校教育主流之一，

受到矚目與肯定。

「亞洲大學成立國際學院，最主要目的是要在校園內營造一個

國際舞台，廣招外國學生，多聘國際學者，讓本國學生不必出

國也能有留學的感覺，同時可強化學生的國際視野！」亞洲大

學國際副校長劉育東說，該校國際學院已招收200位外國學生，

其中包括印度理工學院的高材生，希望3年成長為500位國際學

生，使校園國際化的腳步加快，因應時代趨勢！

劉副校長說，民國93年，亞洲大學創校第3年，即設有全英文

「國際學程班」，由當時的健康學院院長、現任衛生署署長楊

志良教授，負責招收印尼8位學生，6年來擴展到美國、俄羅斯

等9國200位學生。由於時機成熟，國際學院因應而生。

亞洲大學為了照顧外籍生，6年前特別設立「創意領導中心」，

招收菁英學生，經過18學分學程的培訓，負責當外國學生的夥

伴，一起學習、生活、遊樂。每年暑假有歐美大學生來亞洲大

學上課，修「台灣學分」時，都由本地學生陪同參訪、照料起

居，常看到她們在校園內打成一片，有如兄弟姊妹，劉副校長

說：「國際氛圍的那種感受，充滿校園！」 亞洲大學國際學術

圖說： 亞洲大學學生歡送外籍畢業生。

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瑋說，該校學生受到外籍學生的影響，近3年

來，已有膽識紛紛走出去，有的到美國加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拿

雙聯學位，有到美國加州大學聖伯納分校當交換學生，有的申

請獎學金到美國杜蘭大學實驗室築夢，也有到美國打工學習的

團隊，還有到印度、薩爾瓦多等世界偏遠地區服務的志工...等

等。目前該校正趕辦出國手續，9月間就有兩批同學要到美國築

夢學習。

「在亞洲大學，你可以交到很多外國朋友，也有很多出國學習

的機會！」這句話在亞洲大學校園中正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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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國際氛圍的那種感受，充滿校園！」 亞洲大學國際學術

暑期國際菁英領袖營結業式，亞洲大學學生與2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
外國學生，分享學習心得與文化體驗，離情依依

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合辦的「2010暑期國際菁英領袖

營」，7月16日結束活動，主辦單位16日下午在亞洲大學哈佛講

堂舉行結業式，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生與本校學生一起分享他

們這三週來的學習心得及體驗，夏威夷的Michelle說，感謝亞洲

大學安排這三週精彩的課程內容，不僅學習到東方文化的內

涵，還吃到道地的美食小吃，也交到許多不同國籍的朋友，不

虛此行。

亞洲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指出，「2010暑期國際菁英

領袖營」是為了提升本校學生的國際觀，讓本校學生不必出

國，也能體驗與世界各國的外籍學生一起學習及交流的機會。

此活動藉由本籍生與外籍生一同上課，相互學習觀摩，不僅讓

本校學生有機會練習英文、增強英文說寫能力，也讓本校學生

了解到更多世界不同的文化。

來自世界各地20位外籍學生連日來已與本校學生打成一片，體

驗到台灣人的熱情、認識更多台灣的文化，如學書法、包粽

子、打太極拳等，也到日月潭、台中民俗文物館等地旅遊，發

現台灣及亞洲大學之美。三週的行程一路走來，外籍生與本校

學生從彼此陌生到相知相惜，也經由各式的觀摩、體驗，對彼

此的文化有初步的理解與認識。

16日結業當天，由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為頒發證書給所有外

籍生，劉育東副校長指出，他很羨慕這些外國學生有這樣的機

會能來台灣學習及交流，他在高中時，就很希望自己能有機會

到外國人接觸，拓展國際觀；如今本校學生能在自己的國家就

能有機會認識到來自世界各國的人，等於是在國內「遊學」，

他鼓勵學生好好把握機會，努力學好英文。

圖說： 亞洲大學暑期國際菁英領袖營本國學生與外籍學生合

影。

在結業典禮中，大家離情依依，互相擁抱道別，承諾一定要繼

續連絡。來自葡萄牙的Helena在結業式上勉勵本國學生不要忘

了繼續用英文對話，增強自己的英文能力，她更感謝亞洲大學

給予她這次難得的機會，讓她有機會來台灣認識這麼多的人。

「Ａloha！Ａloha！阿羅哈！」夏威夷的Michelle在結業式前，

到校園摘了漂亮的扶桑花，插在每位同學及工作人員的頭上，

頓時讓現場氣氛熱絡起來；她一上台就很有默契的和大家用夏

威夷問候語作為開場，她期許每位參與此次領袖營的同學不要

忘記亞大舉辦菁英領袖營的初衷，擁有寬廣的國際觀，把握每

次學習的機會。

第四屆國際菁英領袖營6月28日在亞洲大學登場，來自世界各國

34位大學生陸續抵達亞洲大學，展開為期三週的研習活動，安

排電腦、戶外教學及認識中華文化等課程，還到日月潭風景

區、鹿港古鎮等地參訪，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也遴選33名

學生擔任教學助教，協助外籍生在台起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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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商設系舉辦「2015概念生活展」，6支團隊、40件作品，以
空間模擬及情境短片展示，探索2015的概念生活

亞洲大學商設系期末舉辦「2015概念生活展」，6支團隊、40件

作品，以空間模擬及情境短片展示，探索2015的概念生活。這

項生活展在這學期的期末展出，造成各界注目，最後評選出最

佳團隊及一、二、三名個別優秀設計獎。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翁振宇老師說，此次2015概念生活

展，係以兒童、家庭、自由工作者及軌道交通等四個主題來詮

釋2015概念生活，進而學習設計與商品開發的流程，了解市

場、行銷、設計、生產製造各領域與實際技能的運用。共有六

支團隊參展：「Ctiy cafe」的「INFINITAS 2015 SOHO概念生

活」、「Girls」的「動物奇幻王國」、「Oh-Ya」的

「REBLOOM」、「WWW.」的「LIVING ROOM」、「AT」的

「高鐵系統」及「ABDC」的「客廳空間」分別以各種角度深入

探導2015的概念生活，並以設計作為詮釋。

評選結果由City cafe團隊囊括所有獎項，獲得最佳團隊，個別設

計獎第一名是李雅靖、楊思薇的作品“C.Work多功能事務機”，

第二名是施凡偉、李嘉樂的“Saturn情境視訊”獲得，第三名是翁

致強、陳柏文、蕭侑儒的“Storage system收納系統”。

City cafe團隊執行商設系同學陳柏文說，這次同學們在設計執行

上有很大的突破，除了產品本身透過品牌INFINITAS來整合我

們的設計，呈現出整體的一致性與完整度外，在每一個項目更

力求專業與成熟的表現。最後我們還架設網站希望有更多人可

以認識我們及我們的作品。網

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infinitas2015/

第一名是“C.Work多功能事務機”，製作成員楊思薇同學說，

C.WORK大膽的與未來世界結合，採用Telica系統，更結合了隨

身助理的服務，快速的搜尋資料並處理列印、傳真等功能，有

別以往拿著實體資料做掃描及傳真的使用方式。在外觀造型上

以簡潔的C型弧度為設計構想，並採用俐落的線條做搭配，顛覆

傳統紙張的出與入，列印後的紙張能以優美的姿態沿著C型弧線

完美的滑出。墨水填充則設計在背面，色色分離式墨水孔可以

個別補充，解決了更換墨水匣後必須丟棄的資源浪費。

第二名是“Saturn情境視訊”，據了解，Saturn情境視訊命名的由

圖說： 亞洲大學翁振宇老師指導商設系「2015概念生活展」圓

滿落幕。

來是，產品本體外加裝一層環狀鏡頭形似「土星環」，所以稱

為Saturn，作品概念是希望創造出一種新的對話模式，在辦公時

鏡頭會對著使用者做追蹤攝影，接著在對方投影鏡頭上做出3D

模擬，這幾年來3D快速的成為趨勢。而我們的設計打破一般投

影機死板的格式，營造出貼近家庭生活的感覺。

第三名是“Storage system收納系統”，同學們的設計著重在與生

活和產品做結合，並非只是單純的表現設計品味或風格。透過

科技的運用希望帶給使用者在工作空間的便利與全新的體驗。

City cafe團隊企劃商設系同學蔣維宸說，此次生活展的執行是僅

次於畢業專題的重要作業，希望能夠突破原有學校作業的框

架，做到近乎業界標準的作品。同學們每週至少有3次的討論，

從設計的發想到執行，都有一定成長，並激發出團隊間的創意

與默契。

亞洲大學舉辦「大學之路」先修班，邀請甄選入學的新鮮人辦
營隊活動、安排課程上課，提前體驗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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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活動、安排課程上課，提前體驗大學生活

亞洲大學舉辦99學年度甄選入學錄取新生「大學之路」先修

班，7月5日登場，展開５天４夜的營隊活動，主辦單位安排

「個人生涯規劃」、「和諧關係與優質溝通」及「學習風格與

策略」「認識社區與校園」等課程，晚上還有熱鬧好玩的營隊

活動，迎接這批新鮮人到亞洲大學就讀，熱鬧可期。

亞洲大學5日起舉辦「大學之路」先修班，採營隊的方式，邀請

99學年度甄選入學130名位錄取新生，提前適應大學生活，所有

同學從5日上午8時起報到，教務處安排5天4夜的活動行程，為

同學們介紹亞洲大學校園、社團活動、認識學系、推行三品教

育及通識課程，晚上統統住校，並舉辦營隊活動，增進同學們

自我學習、認識，活動將在7月9日中午頒獎、閉幕。

「到亞洲大學就讀，就是預約一個登峰築夢的未來！」亞洲大

學主任秘書兼教務長許志賢說，創辦人蔡長海辦學理念：「要

給！就給最好的！」，為了提供學生最好的學習環境，除了精

心打造人文藝術校園外，也不斷充實師資陣營，目前全校專任

教師有325位、專任教授有 55位，助理教授以上達92．3％，博

士以上達82％，並禮聘國內外講座教授、榮譽教授及客座教授

前來，讓學生能夠親耹大師教誨。 

總務長朱界陽也向同學宣達本校成立三品書院，推動做人有品

德、工作有品、生活有品味的三品教育，成為本校優質校園文

化及人文素養的主軸，並規劃了「慢活．種菜」、「枯木逢

春」、「竹筒銀行」等活動，及誠實商店、奉茶站、晨昏定省

中心等情境教室，落實三品教育的體驗，實踐三品教育的深化

與勤耕。

朱總務長還說明設立「志工大學」的目標，他說，志工大學就

是希望學生養成「陽光利他」的精神，到亞洲大學不只是要會

唸書，在修習課業之餘，還要學習服務他人，隨時回饋社會，

畢業時人人都有志工證，有了志工證，意味是位陽光利他學

圖說： 亞洲大學主任秘書兼教務長許志賢說，「到亞洲大學就

讀，就是預約一個登峰築夢的未來！」

生，未來更是一位好國民。

「進入亞洲大學，你有無限可能、收獲！」「進入亞洲大學，

可以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進入亞洲大學，宛如在歐美

大學裡上課 ！」朱界陽逐條說明只要你進入亞洲大學，你就有

30項的可能，同學們聽得津津有味，也對9月間要到亞洲大學就

讀時，充滿希望與憧憬。

課外活動組組長張庭彰也介紹學生的社團活動，他說，社團也

是大學生必修的學分，藉由社團活動的磨鍊，可以讓自己的學

涯生活更加成長、活潑，本校除了自治性社團外，還有體育

性、服務性、學藝性、音樂性、聯誼性等社團，共70多個社

團，讓新鮮人有多元選擇，在大學四年裡過得多彩多姿，「當

然，更期待你來開創下一個更出色的社團！」

來自高雄縣六龜鄉、休憩系新生的顏志光同學說，他是從網路

及學長、學姐口中知道亞洲大學，聽說亞洲大學校園很美，百

聞不如一見，的確像是置身在歐美大學的校園，他的好朋友選

擇他校就讀，顯然是做了錯誤的選擇，他很慶幸到亞洲大學就

讀。

亞洲大學「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學生北上參訪台北La new
總部、Lamigo婚宴廣場，體驗企業成功之道，收穫豐富

亞洲大學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於7月2日舉辦「3C共同核心職能

課程」企業參訪活動，學涯中心主任張湘君帶領休憩、資應、

保健、財金及財法等系26位參加該課程研習的校友、畢業生

們，北上參訪La new總部等單位，讓校友及畢業生結束培育課

程後，透過實地參訪更深入體驗職場，協助其日後就業能更加

有自信、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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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湘君主任偕同26位同學於2日北上參觀La new總部、為特殊腳

型開發鞋款的足部研究所、VEA家庭劇院及今年6月6日才試營

運的Lamigo婚宴廣場。由La new集團李政義協理、Lamigo薇庭

婚宴廣場總經理林麗華及總監林梅真等人出面接待。簡報影片

介紹之後，再分組參訪足研所，感受VEA家庭劇院72吋電視3D

特效、影音等各項功能及婚宴廣場one-stop shopping的特色

等，了解其事業體多角化經營的成績與模式。

Lamigo薇庭婚宴廣場今年9月9日開幕，林梅真總監說明這代表

的意涵就是「要每對新人都能幸福久久」；林麗華總經理也在

百忙中，親自為大家介紹婚宴廣場特色及設備，並解答同學們

的問題。

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主任張湘君說，透過此次培訓課程與參訪

活動，參觀不同的企業機構，可增廣同學們見聞，培養軟實

力，並大幅提升自我就業競爭力。透過此次培訓課程，發現學

生反應良好，將有第二梯次的培訓課程，本校約可申請200名

 

圖說： 亞洲大學同學於la new門口合照。

名額，將邀請校友一起參與「3C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培訓，學

成後再推薦到企業職場就業。

今年3月起，學涯中心主任張湘君、休憩系主任林銘昌即與La

New企業集團接洽，雙方敲定產學合作事宜，今年暑假就有3名

休憩系學生前往實習。同時在學涯中心特別安排「3C共同核心

職能課程」，亞洲大學有60多同學報名上課，邀請勞委會認證

合格講師，包括品味麥典公司負責人林瑞峰、大東樹脂營

運總處協理吳錦錫、力大企管公司總經理覃國光等人授

課，6月21日至7月2日展開11天的職前培訓，修課完成及成績合

格者授予修課結業證書，7月2日前往台北La New企業集團參

訪、面試，有機會可進入Ｌa Ｎew企業集團工作。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與台灣智慧財產權、德加美生物科技及雲端
智識等3家公司，簽訂廠商進駐合約，希望創造雙贏局面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7月29日與台灣智慧財產權股份公司、德

加美生物科技公司與雲端智識公司，分別簽訂廠商進駐合約，

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林俊義等人表達竭誠

歡迎之意，亞洲大學樂於跟業界分享學術研究成果，希望彼此

互惠互利、創造產學雙贏的局面。

台灣智慧財產公司資深經理張益誠博士、德加美生技公司總經

理林振隆及雲端智識公司負責人廖晉宏等，29日上午分別與亞

洲大學校長張紘炬簽約，進駐亞洲大學運作。在場還有泰山企

業公司董事詹景超、總廠長室督導陳坤漢等人到場觀禮，待時

機成熟，再跟亞洲大學簽約進駐。

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長、兼任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林俊義說，該

中心成立一年半來，已有9家廠商進駐（除了上述廠商，還有約

克貝爾生物科技公司、蕈優生物科技公司、新豐能源科技公

司、力鯨科技公司、典創國際公司、順集科技公司），闢設的

培育室也將由15間，增為21間，讓育成中心更加蓬勃發展、充

滿生氣，今後將繼續努力爭取更多廠商進駐。

「健康學院近年來的學術研究，是有目共睹的！」張紘炬校長

說，創新育成中心在林院長領導下，陸續有 9家廠商進駐，可見

各界已重視亞洲大學的學術研究，目前該院如木耳、香菇、防

蚊液及健康紫米等都是重要學術研發成果；最近該校又成立創

意設計暨發明中心，鼓勵學生加入創意發明行列，在日前馬來

圖說： 亞洲大學廠商進駐簽約儀式合影。

 

高評價。有關學術研究的成果，不論是創意發明的點子，或是

策略管理等方面，都非常願意跟業界分享，進而推銷到全世

界，所謂的雙贏策略，絕對不只自己要先贏，而是要對方先

贏，創造所謂雙贏局面。

29日簽約的進駐廠商，台灣智慧財產權公司是處理國內外專利

商標申請及相關事務、專利舉發申請、答辯及其舉發證據檢

索、商標、著作權侵害分析，以及專利、商標、著作權及積體

電路佈局侵權訴訟、智慧財產教育訓練等。

德加美科技公司著重生物科技研發(鎖陽多醣、藻多醣、蟲草多

http://enews.asia.edu.tw/2010/08/#top


意設計暨發明中心，鼓勵學生加入創意發明行列，在日前馬來

西亞國際發明展中，參展三件作品，獲得一金二銀及特別獎，

令人刮目相看。

張校長說，亞洲大學辦學績效良好，參加教育部評鑑也獲得很

、野生葛根、靈芝多醣、葡萄籽萃取等相關技術研發及應

用)，還有半導體鈦晶晶片技術研發、半導體鈦晶節能節拍器製

作等；至於雲端智識公司，則是處理資訊電子技術與商務等。

 

亞洲大學舉辦「你大學生了沒?! 高中職學生生涯規劃研習營」

活動，185位學生透過人才檢測找到自我，放眼未來

亞洲大學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去年舉辦「你大學生了沒？！高

中職學生生涯規劃研習營」廣受好評，今年再度獲得行政院青

年輔導委員會補助，並於7月10日擴大辦理，共有185位高中職

學生報名參加，他們透過人才檢測找到自我，提前體驗大學生

活，開始放眼未來。

學涯中心主任張湘君說，該中心為了將「職涯規劃，往下紮

根」觀念帶給高中職學生，希望能幫助學生儘早找到個人特質

及潛力，開始規劃個人生涯未來，再次舉辦生涯規劃研習營，

希望現今高中職生進入大學前，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選對適

合的科系習得個人專長，俾利在將來職場上發揮競爭優勢。

此次研習營中，學涯中心邀請日月知識公司專案經理林重儀到

場測驗解析，他以「八年級生如何找到自己」為題演講，唱作

俱佳的演說方式贏得滿堂喝彩，林經理說：「你想成為誰，比

你自己想成為誰更重要」，學歷不完全代表實力，但如何讓自

己發揮潛力，唯有了解自己的特質，才能為自己的未來找到對

的方向。

「亞洲大學是所充滿著創意、熱情與活力的大學！」休閒與遊

憩管理學系系主任林銘昌說，亞洲大學抱持「要給！就給最好

的！」辦學理念，無論在教學師資與學系設備都不斷擴充、投

資，務必要給學生最好的學習風氣與校園環境。

教務處招生組組長蔡少洲也指出，亞洲大學創校10年有成，軟

硬體設備都相當完備，師資陣容也堅強，不輸給國立大學。在

圖說： 參加研習營同學分組進行生涯探索活動。

場的學生對於亞洲大學有任何的疑問，歡迎電話查詢。

來自彰化高商的郭家吟同學說，她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這個研

習營，活動內容精彩又實用，輔導人員也熱心、辛苦，希望以

後能多多舉辦類似活動，她一定會再來參加。國立大里高中同

學朱奕蓁也開心的說，此次的研習活動超有趣，讓她們從中了

解自己的特質，提前體驗大學生活，也開始重視生涯規劃的重

要性，一舉多得。

張主任強調，此次研習營，報名人數相當踴躍，原本預計上百

名名額，卻吸引185位學員報名參加，顯示現在高中、職生已有

生涯規劃的觀念，更感謝各地的學生的肯定。活動內容刊登於

該中心Facebook(www.facebook.com/asiacareer)，希望透過網路

的互動，拉近與學生的距離。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主辦單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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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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