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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舉辦「培育國際競爭力人才論

壇」，邀請普立茲獎得主勃林克萊專題演

講暨高峰論壇，精彩可期。(991001)

「畢業即就業！」亞洲大學獲教育部補助

近1500萬元，將媒合193位96至98學年度畢

業生到企業工作，預計10月底前媒合完

成。(990917)

亞洲大學舉辦新生志工大學開訓，贈送新

生3件「長大人」見面禮：針線盒、環保餐

具及晨昏定省關懷護照，勉勵同學獨立自

主、關懷他人，人人是陽光利他志工人。

(990912)

亞洲大學廣招國際學生，這學期亞洲大學

外籍學生來自12個國家、152人，成長2倍

半，學生素質及數量大幅提升。(990923)

亞洲大學與馬來西亞第一流大學─國立馬來

亞大學簽訂姐妹校，兩校進行學術交流及

交換師生研習。(990929)

大陸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8位同學，到亞洲

大學研修。「來到台灣亞洲大學的感覺，

就像是春天來了！」(990924)

越南河內經營與工藝大學參訪團拜訪亞洲

大學，留下好印象，將選送8位學生至亞洲

大學財金系就讀。(990831)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舉辦以全英文授課研習

營，邀請香港理工大學John Milton教授蒞

校授課，提供師生英語授課技巧。(990826)

亞洲大學國際學生，教師節行古禮、持束

脩，向著古裝的夫子行古禮拜師活動，體

驗尊師重道與有教無類的精神！(990928)

馬來西亞國立高中資優生郭欣榆，獲得全

額獎學金、機票補助，跨海來台就讀亞洲

大學，圓了她來台升學之夢！(990921)

迎接大一新生入學，亞洲大學巧思佈置古

希臘神祇、迎賓門，各大社團晚間舉辦迎

新嘉年華會，勁歌熱舞迎新，氣氛熱絡。

(990913)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林 ，暑假到印

度垂死之家當志工、體驗印度生活，對這

趟學習服務之旅，林院長形容：太震憾

了！(990910)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台中市民俗公園暨民俗

文物有成，被人事行政局評列為績優委外

項目，是全省唯一經營民俗館場受表揚單

位。(990914)

亞洲大學台灣民俗文物館中秋新民俗活

動，食米粉芋有好頭路，食月餅會生好

子，少子化新時代意義！(990918)

亞洲大學傑出校友張耀文升任國立台中教

育大學主任秘書，身感責任重大，將?力擘

劃校務發展計畫。(990902)

年輕畫家柯適中．游守中「在形色的天空

下」2010年繪畫創作雙個展，全省巡迴展最

後一站，即日起在亞洲大學藝術中心展

出。(9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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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國際大師論壇」系列之六，普立茲獎得主勃林克萊教授
10月19日蒞校演講，並舉辦高峰論壇，與專家學者、本校師生座談

亞洲大學「國際大師論壇」最近再與遠見雜誌合作，邀請普立

茲獎得主、國際知名新聞工作者、史丹佛大學名師勃林克萊

（Joel Brinkley）教授來台，勃林克萊教授10月19日下午將到亞

洲大學，以「從紐約時報記者生涯談起─分享學習、工作與追求

卓越的經驗」為題演講，這是國際大師論壇系列之六活動，希

望藉由勃林克萊教授記者生涯、豐富的國際採訪經驗，從他觀

察美國高等教育軌跡下，探討未來人才的培育與國際資源的整

合。

亞洲大學「國際大師論壇」系列，除勃林克萊教授外，另5位先

後到亞洲大學演講或講學的大師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前中

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世界知名的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諾貝

爾獎生理醫學獎得主—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Dr.Murad）、

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威廉森博士（Dr.Williamson）、諾貝爾

獎經濟學獎得主歐斯壯博士（Dr.Ostrom）。

值得一提的是，亞洲大學禮聘諾貝爾獎生理醫學獎得主、威爾

剛之父穆拉德博土（Dr.Murad）為榮譽講座教授，穆拉德博士

今年11月即將第四度來台講學；此外，99年8月23日由亞洲大學

校長校長蔡進發率同專家學者、師生，就全球氣候變遷等話

題，向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Dr.Ostrom（歐斯壯博士）取經、

學習。

10月19日下午，勃林克萊教授將在亞洲大學國際會議中心專題

演講，還將與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央研究院院士劉炯朗博

士、柏克萊加州大學分校榮譽教授Dr.C.V.Ramamoorthy、香港中

文大學副校長華雲生博士(Dr.BenjaminW.Wah) 、奧斯汀德州大

學分校資深研究員葉祖堯博士（Dr.RaymondT.Yeh）、國立成功

大學副校長高達旋等多位知名學者舉辦高峰論壇，跟亞洲大學

圖說： 普立茲獎得主、國際知名新聞工作者勃林克萊教授。

師生座談分享，精彩可期。

普立茲獎得主勃林克萊教授出身新聞世家，曾任紐約時報白宮

記者、外交記者，是1980年普立茲獎及10多個全國性新聞獎得

主，現為史丹佛大學傳播系教授，並為舊金山紀事報

（SanFranciscoChronicle）每週新聞專欄撰述。

創校9年的亞洲大學，除了舉辦「國際大師論壇」，也經常舉辦

IEEE（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且已經

和美國史丹福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奧斯汀德州大學分校、

杜蘭大學等名校建立實質的學術合作，蔡進發校長所領導的研

究團隊，和史丹福大學教授定期的視訊討論、研究，利用阿凡

達3Ｄ技術，轉移到醫療設計和電玩的研發、應用。

 

「畢業即就業！」亞洲大學再獲教育部補助近1500萬元，將媒合
193位96至98學年度畢業生到企業工作，預計10月底前媒合完畢

亞洲大學去年執行教育部「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成績優異，媒合率是高教體系大專院校中的第一名，今年再獲

教育部補助1148萬3500元，將媒合193位96~98學年度畢業生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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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1148萬3500元，將媒合193位96~98學年度畢業生到企

業職場工作，預計9月底前媒合成功率達七成，10月底前媒合完

畢。

9月18日起，亞洲大學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職員，每週六前往南

部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北部明新科技大學、中部建國科技大

學、嶺東科技大學、台中世貿等地參加教育部、經濟部主辦的

上工媒合博覽會，提供分居於北、中、南區校友服務，希望待

業中的校友踴躍前來參加。

亞洲大學學涯中心主任黃雅文指出，亞洲大學正加緊腳步媒合

96~98學年度畢業生到企業職場工作，目前報名合作企業達202

家、報名登記人數172人，已上工人數為27人，媒合率達13．

99%，尚有166個名額有待媒合，也歡迎校友趕快上網登錄履

歷。

99年9月1日起開辦的第二階段「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計畫，藉以特定性就業輔導計畫，提升大專畢業生的就業

能力與機會。本次政府補助企業進用實習員每名每月新台幣1萬

元，補助以6個月為限，並要求提供薪資2萬2000元以上職缺者

的企業，將可優先媒合；同時也保證一份工作薪資一定要在2萬

2000元以上的企業才可上網登錄職缺，去年已經參加過就業補

助方案的人員今年不能重複參加，更能確保尚未就業的甫退

伍、剛畢業的大專學歷畢業生有機會進入企業。

圖說： 在媒合活動現場，亞洲大學學涯中心努力為校友媒合工

作、找「頭路」。

「畢業即就業，是亞洲大學辦業理念！」學涯中心主任黃雅文

強調，能夠協助畢業生及早進入職場，可以讓同學在工作中累

積實務經驗，儲存實力，提高自我的附加價值，並能透過與業

界合作，提升本校知名度，加深企業對本校畢業生「叫得動、

做得勤、耐得住、又積極主動」等良好印象。

學涯中心籲請想到企業實習的96~98學年度亞洲大學畢業生，前

往教育部站平台報名，並傳真或郵寄畢業證書，經學涯中心審

查資格，就可以登入投遞履歷─「及早登錄，及早就業」。相關

細節可上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最新消息查詢或致電媒合專線04-

23323456轉1794、1795劉宜蘋助理、陳美伶助理，或可逕至教育

部第二階段網站報名http://968.lhu.edu.tw/。

 

亞洲大學舉辦新生志工大學開訓，贈送新生3件「長大人」

見面禮：針線盒、環保餐具及晨昏定省關懷護照，勉勵同學

獨立自主、關懷他人，人人是陽光利他志工人

亞洲大學9月12日舉辦志工大學開訓及大一新生入學典禮，不但

開辦青年志工培力基礎訓練課程，一口氣訓練2200多位志工，

這種大規模的志工訓練，在國內罕見，在國內大學中，更是前

所未見；在新生入學典禮中，亞洲大學還贈送每位新生「三件

見面禮」：針線盒、環保餐具及晨昏定省關懷護照，勉勵學生

獨立自主、重視環保及關懷他人，做個陽光利他的好學生，希

望新生進入亞洲大學後都能「長大人」。

亞洲大學學務長施能義指出，該校由青輔會大力指導，首推

「志工大學」，並成立志工人力銀行，從這學期起，在新生訓

練期間，安排青年志工培力基礎課程12小時，讓2200多位大一

新生從中了解志願服務倫理、觀念、趨勢及經驗分享，讓每位

新生都是為人服務的陽光志工，開學後再安排12小時的特殊課

程。

亞洲大學在新生志工訓練中，還贈送每位新生「長大人」的3件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代表致贈每位新生見面3件禮

物：針線盒、環保餐具及晨昏定省關懷護照。

護照，用意在於要關懷自己、關懷他人、關懷社會，也就是亞

洲大學「志工人」的基本要件，希望透過志工訓練與三件禮

物，讓每位同學成為陽光利他學生，到處發光、發亮受歡迎，

http://968.l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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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在新生志工訓練中，還贈送每位新生「長大人」的3件

見面禮：針線盒、環保餐具及晨昏定省關懷護照，這三樣見面

禮巧妙與亞洲大學校訓「健康、關懷、創新、服務」的意涵緊

密結合。

兼任三品書院執行長的總務長朱界陽，向全體新生說明三件禮

物的意涵，「針線盒」代表大一新生開始獨立生活，凡事要靠

自己，自己縫補衣物、要有自我管理、獨立思考及自己處理危

機能力；「環保餐具」是鼓勵同學重視環保，愛護地球，從今

往後自己覓食、謀生，開始要職涯規劃，將來還要養活自己，

及達成人生三大志業、即教養子女、奉養父母及供養社會，心

有餘力，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晨昏定省關懷護照」是提醒同學出門在外，要天天向父母請

安、關懷親人、朋友，只要到亞洲大學所設立的「晨昏定省免

費電話專線中心」掛電話給親友問好、連繫、關懷，一學年集

滿100次，就贈送100元圖書禮券。朱執行長說，晨昏定省關懷

 

物，讓每位同學成為陽光利他學生，到處發光、發亮受歡迎，

服務人群。

行政院青輔會第三處處長黃政民也蒞會致詞說，為了讓志願服

務觀念深植人心，讓國家隨時有志工，志願服務成為生活一部

分，亞洲大學推動志工大學，是值得各大學借鏡、傚法。亞洲

大學校長蔡進發也宣稱，該校推動志工大學，希望培養每位同

學成為陽光利他學生，意義非凡，盼進一步擴大辦理成為亞洲

大學辦學的特色。

「我們相信：每一個青年都可以因夢想而偉大、都可以為別人

服務、都可以做志工！」、「我們堅信：青年有服務人群的熱

情與能力、接受挑戰的勇氣與毅力、實踐夢想的雄心與動

力！」「我們宣誓用心付出、用心服務、用心參與！服務行

動、永不停息！」亞洲大學今天上午在體育館舉辦志工大學開

訓典禮，由資深志工同學趙逸昕、吳展皓代表宣誓，校長蔡進

發並授旗給志工隊隊長，象徵啟動志願服務的機能。

亞洲大學廣招國際學生，這學期亞洲大學外籍學生來自11個

國家、約150人，成長2倍半，學生素質及數量大幅提升

亞洲大學8月起新設國際學院，統籌5院14學系英語學程、專業

課程，並妥為照顧國際學生，成功引吸許多外籍學生蒞校就

讀。國際學術交流中心蕭震緯主任表示，本校今年外籍學位生

人數將152人，成長幅度是去年同時期254%。亞洲大學國際學生

有來自智利、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蒙古、泰國、

土耳其、英國、美國及越南等12個國家，學生素質與數量大幅

提升。

亞洲大學目前蒙古籍學生將近60人，已成為本校外國學生中最

大族群，超過30%蒙古學生畢業於國立蒙古大學，超過87%蒙古

學生畢業於公立大學。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駐蒙古代表處核發

12位台灣獎學金，本校就有5位，學生素質相當優異。

蒙古學生Khulan Tumur-Ochir說，他來到亞洲大學就讀，發現亞

大校園優美、師資堅強，台灣學生很有人情味，覺得來對了學

校，已透過網路介紹在蒙古的同學、親友趕緊來申請亞洲大學

春季班。

今年招收的印尼籍學生人數達13人，僅次於蒙古，這學期蒞校

就讀的印尼學生素質也不錯，有6名學生來自日惹大學(Gadjah

Mada University)，日惹大學是全印尼最古老的頂尖大學，還有

許多學生來自印尼前五名學校。印度籍外籍生有9位蒞校就讀

圖說：亞洲大學新設國際學院廣招國際學生。

碩、博士班，其中，有6位專攻「半導體專班」，一位來自印度

理工學院的資優生允諾明年春天才到校就讀「半導體專班」。

亞洲大學也招收8位泰國學生，多數是來自於當地前15名的大學

院校。同時招收4位馬來西亞籍學生，其中，高中資優生郭欣榆

同學是參加馬來西亞高中會考(SPM，Sijil Pelajaran Malaysia)考

試得到13個A的優秀學生。郭欣榆同學指出，她很感謝亞洲大學

給她全額獎學金、提供機票，讓她圓了到台灣升學的夢。

來自馬來西亞新紀元雙聯學制學生馮清俊說，他很快就適應在

亞洲大學學生生活，相信在這裡可以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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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與馬來西亞第一流大學─國立馬來亞大學簽訂姐妹
校，兩校進行學術交流及交換師生研習

馬來西亞國立馬來亞大學校長Dr. Ghauth Jasmon率團，9月29日

到亞洲大學參訪，並與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簽訂姐妹校。馬來

西亞最優的馬來亞大學校長Dr. Ghauth Jasmon表示，未來將與

亞洲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並歡迎亞洲大學師生至馬來亞大學進

行學術交流，並作短期交換研習。

馬來亞大學校長Dr. Ghauth Jasmon率同參訪團，29日下午由亞洲

大學校長蔡進發、副校長劉育東、曾憲雄接待，國際學術交流

中心主任蕭震緯、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生物科技系主任范

宗宸主任、資訊工程系主任陳永欽、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主任

廖岳祥、經管系主任陳世良、國企系主任李偉權、經營管理系

吳天方教授及蔡碩昌助理教授等人陪同，一起參與座談，雙方

交換意見，氣氛熱絡。

Dr. Ghauth Jasmon校長說，馬來亞大學是馬來西亞當地歷史最

悠久、最大的學校，並擁有完整專業課程的學院、系所及研究

中心，目前重視推行國外師生交換短期研習，很期待亞洲大學

師生能到馬來亞大學生進行學術交流。

蔡進發校長回應說，很開心能與馬來亞大學簽署姐妹校，該校

辦學卓越，共有5院22系所提供專業課程，也非常重視國際學術

交流，並在學術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今年也舉辦IEEE國際研討

會，該校所辦的「半導體專班」，更在國內外學術及業界享有

盛名。

圖說：馬來西亞國立馬來亞大學校長Dr. Ghauth Jasmon（前排

左二）率團蒞校參訪。

馬來亞大學國際事務處主任Mr. Yusoff Musa指出，赴馬來亞大

學交換學生免收學雜費，並為全英語授課，提供亞洲大學師生

參考。馬來亞大學國際事務處副主任也說，馬來西亞和台灣距

離相近，生活飲食及氣候也相似，學生赴馬來亞大學就讀並不

會有生活不適應的憂慮，物價水平也和台灣相近，又是全英語

授課，亞洲大學學生選擇馬來西亞留學將是最經濟實惠的選

擇。

國立馬來亞大學校長Dr. Ghauth Jasmon與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

簽訂姐妹校，將進行實質的學術交流，會後蔡校長、Dr. Ghauth

Jasmon互贈禮物，還到亞洲大學校園參觀羅丹「沈思者」等雕

塑品，留下深刻印象。

大陸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8位同學，到亞洲大學研修。「來到台灣
亞洲大學的感覺，就像是春天來了！」

大陸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李特等8位同學，來台到亞洲大學短期

研修，他們才到校幾天，已相當適應台灣的生活，學習也很愉

快，還認識台中市、霧峰鄉等地的人文風情，抽空到逢甲夜

市、一中街夜市等地品嚐台灣小吃美食，直誇說：「生活在台

灣的民眾，真幸福！」

大陸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8位同學，此次能夠到台灣短期研習，

是由亞洲大學副校長李培齊居中協調，並由中華企業管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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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亞洲大學副校長李培齊居中協調，並由中華企業管理交流

協會副主任張玟惠協助促成，9月16日晚間李特等8位同學順利

飛抵台灣到亞洲大學就讀，為兩岸學術交流再開啟新頁。

亞洲大學主任秘書兼任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榮說，李特、杜

菁、王也、陳康、溫暘、杜時雨、劉芊岑、杜恩邦等8位同學都

是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成績優異的學生，此次來亞洲大學進行

短期研修，分別選讀資訊傳播學系、商品設計學系、會計資訊

學系、經營管理學系、生物科技學系等二、三年級的專業學

科，希望在亞洲大學提供優美的環境與專業師資下，學習專業

新知與感受特殊的人文涵養。

「來到台灣的亞洲大學的感覺，就像是春天來了！」陳康、王

也等人特別感受到亞洲大學師生的熱情，陳康說，這幾天，他

們結伴到逢甲夜市、一中街夜市逛街，吃了台灣的美食，感覺

能在亞洲大學念書很幸福，未來待在台灣期間，希望多參觀台

灣名勝古蹟，「有機會到台北故宮、阿里山、日月潭走走，更

好！」。

這幾天剛過中秋節，李特、溫暘、杜恩邦等位同學說，第一次

圖說：大陸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李特等8位同學到亞洲大學愉快

學習。

在外過節，感覺很興奮，尤其蔡校長親自接待，還準備應景的

中秋月餅招待，也品嚐了甜美的柚子，感受到不一樣的中秋節

氣氛，「讓我們一點都不會想家！」，相信在這裡學習的日

子，會愈來愈精彩。由於台灣是很多大陸同學嚮往的地方，將

來研修課業結束後，返回大陸，一定會將所見所聞轉告同學、

親友。

家住大陸內蒙古、個性開朗、樂觀的杜時雨同學說：「亞洲大

學的校園真漂亮！」，宛如置身歐洲大學的校園裡，她特別拍

了很多亞大校園的照片，將來陸續透過網路跟同學分享，尤其

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好客，也樂於助人，「讓我賓至如歸，

適應得很好！」，課餘閒暇時，希望能多多了解台灣的人文風

情。

 

越南河內經營與工藝大學參訪團拜訪亞洲大學，留下好印象，將選送

8位學生至亞洲大學財金系就讀

越南河內經營與工藝大學參訪團，8月30日到亞洲大學參訪，參

訪團的師長們關心於8月27日剛抵台的8位雙聯學制的越南學

生，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向參訪團的師長們保證，外籍學生

在亞洲大學就讀，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歡迎河內經營與

工藝大學選送更多的學生到本校就讀。

越南河內經營與工藝大學參訪團人士有Dr. Vu Kim Huyen、Dr.

Tran Quoc Hung、Ms. Luu Thi Hanh、Ms. Nguyen Thi Ngoc

Tu、Ms. Tran Thu Thuy等5人30日下午到亞洲大學拜訪，亞洲大

學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財務金融學系主任歐仁和、創意領

導中心主任李志鴻、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臧仕維等人接待。

參訪團首長Dr. Vu KimH說，他第一次到亞洲大學參訪，覺得很

開心，也聽聞8位雙聯學制越南學生說亞洲大學很照顧他們，尤

其校方8月1日起增設國際學院，全力與國際接軌，留下深刻的

好印象，他將鼓勵更多越南學生到亞洲大學就讀修習雙聯學

位。

財金系主任歐仁和也特別向遠道而來的河內經營與工藝大學參

訪團，介紹財金系的辦學特色與課程簡介，相信學生來到本校

圖說： 越南河內經營與工藝大學參訪團到亞洲大學參訪、合

影。

財金系雙聯學位越南學生Tran Thai Tri回應說，他代表所有來自

河內經營與工藝大學雙聯學制學生，很開心來到亞洲大學，學

習愉快，他們會好好在財金系學習專業知識。

越南河內經營與工藝大學參訪團，稍後實地參訪財金系專業個

人理財教室，直說亞洲大學提到給學生實質的硬體設施，真的

很為學生著想，同時也參觀了本校的「晨昏定省中心」，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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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團，介紹財金系的辦學特色與課程簡介，相信學生來到本校

將會學到很專業的財金知識；至於硬體設施方面，財金系也提

供專業教室及電腦軟體讓學生可以實際模擬在市場上操作；財

金系還提供外籍生在本國企業實習的課程，有興趣的外籍學生

可向系所報名。 

很為學生著想，同時也參觀了本校的「晨昏定省中心」，並為

本校提到給外籍生免費打電話回家的服務，感到非常貼心，參

訪團貴賓也在美麗的校園拍下許多照片，他們告訴本校與會的

人員說：「亞洲大學真的是一所環境優美又為學生著想的大

學！」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舉辦以全英文授課研習營，邀請香港理工大學
John Milton教授蒞校授課，提供師生英語授課技巧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8月23日至26日舉辦以全英文授課EPA研習營

(English Academic Purpose ) ，邀請香港理工大學的John Milton

與Arthur McNeil和美國密西根大學Julia Salehazdeh等3位國際著

名的EAP學著蒞校授課教學，藉此提供亞大教授們英語授課的

技巧，並將國際教學相關知識傳授給亞大學生，進一步提升本

校國際化教學基礎與知識。

John Milton教授開場便問各位教授:What is the purpose for

teaching? （教育的目是什麼？）以開門見山地重點指出研習營

的宗旨，John Milton教授在課堂上，以生動的教學方式，讓課

堂顯得活潑有趣，亞洲大學教授群如經管系教授吳天方、外文

系主任古綺玲等人也熱烈地與John Milton教授互動討論，氣氛

熱絡。

John Miltion教授強調，對於英文的初學者來說，單字量的重要

性更勝於文法，因此他提供多樣的英文學習工具，其針對東方

人所設計的軟體，內容包含發音矯正、實用片語以及單字翻譯

等多項功能，更重要的是所有軟體為免費，使初學英文的學生

或者有意願提升英文能力的來說，將更容易掌握學習英文的技

巧與方法，同時省下不少荷包來購買英文學習教材。

此次研習營分為三個梯次舉行，每梯次為期2天，每天上、下午

圖說：亞洲大學國際學院邀請香港理工大學的John Milton蒞校

授課情形！

各3小時。為期4天的英文訓練將透過分組討論，線上實務操

作，每位教授以全英文對話討論議題並分享彼此教學上的心

得。

此次研習營分為三個梯次舉行，每梯次為期2天，每天上、下午

各3小時。為期4天的英文訓練將透過分組討論，線上實務操

作，每位教授以全英文對話討論議題並分享彼此教學上的心

得。

亞洲大學國際學生，教師節行古禮、持束脩，向著古裝的夫子
行古禮拜師活動，體驗尊師重道與有教無類的精神

9月28日是教師節，為表達尊師重道，發揚有教無類精神，亞洲

大學舉辦「國際學生著中國古裝，持束脩拜師」活動，由亞洲

大學學務長施能義、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等人著古裝扮成夫

子，再由5位國際學生代表著古裝扮成書生，送上香腸、臘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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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脩，行古時傳統拜師禮，施能義學務長等人也發給每位國際

學生一塊糕餅，祝他們學業步步高升，過一個極有意義的教師

節。

9月28日為孔子誕辰，也是一年一度的教師節，為了讓亞洲大學

152位來自12個國家的國際學生，體會我國傳統教育精神、美

德，28日上午10時30分在行政大樓法雕塑家羅丹名著「沈思

者」雕像前中庭，安排亞洲大學學務長施能義、國際學院副院

長陳英輝兩位師長穿著中國古裝，扮成古代夫子，接受著中國

古裝的洋學生，獻花、持束脩（豬肉香腸、臘肉等）、行古時

傳統拜師禮，請老師傳道、授業、解惑。

扮成夫子的施能義學務長、陳英輝副院長還遵循古禮，回贈國

際學生糕餅（象徵學成後步步高升）、贈芹菜（象徵勤學）及

贈蔥（象徵聰明），會後並在會場上發給在場每位國際學生糕

餅，施學務長說，希望所有外籍生在台灣就讀期間，都能展現

智慧、快樂學習，且滿載而歸，步步高升。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近年來世界流行學中文、漢學的中國

風，中國大陸在很多國際都市設有「孔子學院」全力推廣。亞

洲大學這學期招收了152位國際學生，配合孔子誕辰的教師節，

此項有創意的節日活動，深具意義。

圖說：亞洲大學國際學生在教師節行古禮拜師，場面溫馨。

來自土耳其的Oznur Canatan、ＭuratKayak跟其他外籍生穿著古

裝，感覺新鮮、好奇，舉手投足顯得靦腆，他們一起向扮夫子

的施學務長、陳副院長鞠躬時，視他們為孔夫子，很恭敬有

禮，ＭuratKayak說，他剛到台灣不久，但早就讀過孔子「有教

無類」、「傳道、授業、解惑」等教育思想，如今能在亞洲大

學親身體驗行古禮、送束脩，這種尊師重道的古禮體驗，讓他

大開眼界，終身難忘。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執行長朱界陽指出，亞洲大學上個月成立國

際學院，第一學期即有來自12個國家、152位國際學生慕名到亞

大就讀，今年的教師節，就讓國際學生著古裝、行古禮拜師，

希望外籍生能夠了解孔夫子「有教無類」意義及中國人「尊師

重道」美德，意義非凡。

馬來西亞國立高中資優生郭欣榆，獲得全額獎學金、機票補助，跨海
來台就讀亞洲大學，圓了她來台升學之夢

馬來西亞國立高中資優生郭欣榆，這學期跨海來台到亞洲大學

就讀；郭欣榆是馬來西亞高中會考、13科全Ａ的資優生，因家

境不富裕，無法上學，輾轉得知亞洲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蕭震

緯、國企系主任李偉權等人到馬來西亞招生，進一步洽談後，

獲得亞洲大學全額獎學金、來回機票的補助，才如願以償，圓

了她來台升學之夢。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9月21日上午在辦公室接見郭欣榆，並代致

贈筆記型電腦，蔡校長勉勵郭欣榆同學不要放棄理想，努力向

學，保持優異成績，如果能一路唸到博士學位，也歡迎郭欣榆

返校服務傳承所學。

郭欣榆同學到亞洲大學就讀，有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今年8月

暑假，經管系教授吳天方、國際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國企系

主任李偉權、林秀珍夫婦到馬來西亞教育展招生，從參展的同 圖說： 亞來自馬來西亞資優高中生郭欣榆（左 ）與亞洲大學校

長蔡進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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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口中，得知國立高中資優生郭欣榆的成績優異，卻因家境因

素，無法負擔昂貴的學費升學，如果能夠給她機會來台就讀，

相信是不錯的選擇。

蕭震緯主任等人立即邀請郭欣榆同學見面了解，郭欣榆同學在

母親陪同下，來到教育展會場，蕭震緯主任等人愛才心切，得

知郭欣榆同學是全馬來西亞高中會考，13科全部拿Ａ的資優

生，馬上答應給她全額獎學金，李偉權主任私人補助她機票，

蕭震緯主任提供一部筆記型電腦，林秀珍老師答應當她四年的

導師。

「這樣的機遇，改變了我的一生！」郭欣榆同學兩週前到亞洲

大學就讀，郭欣榆說，之前她從未想過要到台灣求學，如果沒

有遇到亞洲大學師長們，她可能會用貸款、半工半讀方式進入

馬來西亞私立大學就讀，求學過程會變得很艱辛，前途未卜。

長蔡進發合影。 

郭欣榆同學說，來到亞洲大學看到校園很美，同學們都很親切

友善，老師也很照顧，「實在太高興了！」，她急著把這裡的

一切，透過電腦facebook臉書告訴家鄉所有網友，網友們都羨

慕不已。

9月13日郭欣榆同學參加迎新喜年華會，看到心儀很久、星光大

道出身的「神木與瞳」─賴銘偉、黃美珍兩位歌手的演唱，聽得

如痴如醉，相當興奮，也ＰＯ上嘉年華會的演唱照片，告訴網

友們、家人她在亞洲大學的點點滴滴。

中秋節到了，郭欣榆同學和其他同學一樣，收到宿服組準備的

月餅、柚子，她說，在台灣過中秋節，格外想念家人，但學校

安排不少活動，月餅、柚子也滿好吃的，稍減她思鄉之愁。

郭欣榆同學選擇心理系就讀，精通英文、馬來文及中文，還懂

些台灣話；她說，探索人生真義，進而了解自己，再去幫忙別

人，是她的心願，如果可以的話，她會往心理諮商的學術之路

邁進，不辜負師長栽培之恩。

迎接大一新生入學，亞洲大學巧思佈置古希臘神祇、迎賓門，各大

社團晚間舉辦迎新嘉年華會，勁歌熱舞迎新，氣氛熱絡

為了迎接大一新生入學， 亞洲大學9月12日舉辦別開生面的迎新

活動，在迎新會場的體育館，校長蔡進發及所有一級主管人員

著博士服，在入口處列隊歡迎，館內還佈置代表五大學院的希

臘神祇，營造秩序、恢宏及磅礡氣勢；晚間還在體育舉辦迎新

晚會，各大社團出場表演，勁歌熱舞、武術、劍道表演，炒熱

現場氣氛，現場大一新生們尖叫聲不斷。

亞洲大學12日舉辦大一新生訓練，校方巧思在迎新會場的體育

館各拱門，佈置了古希臘五大神祇像，象徵各學院代表之神：

健康學院的阿波羅（醫藥之神）、資訊學院的黑佛史披斯（工

藝之神）、人文學院雅典娜（智慧之神）、管理學院赫密士

（商業之神）、創意學院維納斯（美學之神），各學系由系主

任、導師率隊，通過著古希臘服的3名號手、3名鼓手吹打的鼓

號，及在師長的掌聲中進場。

大一新生進入體育館後，就可以看到館內左右兩側由二樓垂下

各院系旗幟，正後方再列印每幅約5公尺、長2公尺寬的五大神

祇像；校長蔡進發說，古希臘五大神祇像，代表各學院所引領

的學習之神，大一新生置身其中，應該可以感受到強烈學習氣

氛，這是該校創校10年首見，意義非凡，歡迎所有大一新生在

此地樂學習，「今日你以亞大為榮、他日亞大以你為榮！」。

12日晚間，課外活動組在體育館舉辦「社團迎新博覽會」，儘

圖說：亞洲大學在體育館巧思佈置古希臘神祇，象徵各學院的

學習之神，迎接大一新生到來。

抖擻的武術表演、歌唱研習社友高歌一曲、及藏峰社令人害怕

的真刀日本劍道表演，台下的新鮮人們投射著崇拜的眼光，也

不忘給學長姊們熱烈的掌聲！

晚會還邀請藝人Water Man，帶來自我介紹曲─救世Waterman及

More Water，大家跟著哼唱，場面溫馨。還有從星光大道出身

的「神木與瞳」─賴銘偉、黃美珍兩人演唱默契佳，一連帶來幾

首好聽的歌曲，也不時熱情的和台下新生們握手、互動。

最後壓軸是新人團體Magic Power(魔幻力量)由貝斯手凱開、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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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晚間，課外活動組在體育館舉辦「社團迎新博覽會」，儘

管晚體育館外雷雨交加，甚至兩度停電，也不減新生們對晚會

的期待、雀躍。晚間6點30分

，嘉年華由黑泡泡熱舞社開場，帶來邪惡主題風、HipHop風、

Model風三段精采舞蹈，舞者們高難度高的舞步，讓新生們不禁

大讚：「哇！超強的！」「好帥！好性感！」還有武學社精神

他手雷堡、鼓手阿翔、DJ鼓鼓及全台灣唯一男男雙主唱廷廷和

嘎嘎6個相識多年的好朋友所組成，為大家帶來專輯裡好聽的歌

曲，如三立偶像劇【偷心大聖PS男的主題曲-我是誰！我是誰！

我是誰！】，全場氣氛High翻天！大一新生們度過在大學新生

活裡的第一個難忘的夜晚。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林 ，暑假到印度垂死之家當志工、體驗
印度生活，對這趟學習服務之旅，林院長形容：太震憾了

「在這裡不是在乎你做了多少事，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愛！」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林 偕同女兒林慕真暑假期間，參加

教會團體辦理的「印度加爾各答垂死之家服務學習之旅」，他

們一起做志工、一同體驗印度生活；林 院長分享在印度的

所見所聞說：「這實在太震憾了！」，相形之下，生活在台灣

的我們，實在太幸福了。 

林 院長指出，經過這趟服務學習之旅，讓他感觸良多，新

學期開始，亞洲大學首推志工大學，如果透過和國際志工的交

流，每年暑假也組團到印度加爾各答參加服務學習，啟發師生

們對生命深度的體驗與心得，也是件好事，他希望明年暑假就

能促成此事。

身為天主教徒的林 院長，8月8日至18日與女兒一起參加國

際志工區域和平印度加爾加答「垂死之家」服務學習團，林

院長指出，9日上午9時飛抵印度加爾各答，這裡就是德蕾

莎修女為貧苦重病街民所開辦的收容所。他們稍事休息後，換

上輕便服裝，先到當地華人小學參訪，學校是華僑們為子弟所

設，學習中華文化、語言及民俗習慣，由於居住在加爾加達的

華人僅剩2000多人，華人學校教育工作在當地是勢微的。當天

下午前往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創辦的仁愛修會(Mother

House)報到登記，並到附近了解地形、交通。

「仁愛修會採取隨時開放方式，歡迎世界各地的人來做義工，

只要到仁愛修會辦理義工的報到登記，修女就會依據各機構的

人力需求、不同工作需要，指派工作服務！」林 院長說，8

月10日上午6時，學習服務團成員即到仁愛修會集合，來自日

本、韓國、西班牙、義大利、美、加、澳、德、法等地國際志

工紛紛到齊、交流認識，出發前做簡單禱告、祝福，即分隊前

往不同服務地點。

 

圖說：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林 （左一）到垂死之家服

務，圖為陽台曬衣服處。

林 院長11日至15日都分配在仁愛修會老人慢性病安養中心

服務；此外，每天上午是垂死之家最忙碌的時刻，餵病人吃早

餐，幫病人洗澡，是志工們的首要工作，林 長16日分配到

垂死之家服務，照顧垂死弱勢老人，他穿上防水布遮為病人洗

澡，小心翼翼將無法行動的病患扶到洗澡台，脫下衣服，塗上

肥皂清洗身體，等全身擦拭乾淨、扶上床後，還要幫病患餵

食。有空時，還得幫忙清洗衣物、被單，並到樓上曬乾衣服。

「垂死之家」的陽台上有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苦像，在十字架

旁邊有「我渴」（I thirst）兩個字，林 就以「我渴」分享

心得，他說，德蕾莎修女是要提醒大家，任何一個人在痛苦

中，我們就應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任何替這位不幸的

人所做的，都是替基督所做的，其次，每個人渴望有安全、信

任、互信、尊重及有生命價值，要能與敬天愛人，有捨才有

得；返台之後，他整頓心情和步伐，期許自己扇下一批志工，

明年有機會再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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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台中市民俗公園暨民俗文物有成，被人事行政局
評列為績優委外項目，是全省唯一經營民俗館場受表揚單位

亞洲大學經營台中市民俗公園兩年多，已經讓台中市政府所有

的民俗公園暨台灣民俗館蛻變成長，不但園內環境煥然一新、

花木賞心悅目，逢年過節舉辦各項民俗活動，皆能繼往開來，

吸引人潮湧進，如開辦「牛」轉乾坤拚經濟、台灣新七夕、999

純金真情日等活動，逐漸打響亞洲大學台灣民俗館的知名度；

最近台中市民俗公園，被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評列為全國各縣市

政府委外單位中，台中市政府唯一獲獎績優單位，也是全省唯

一經營民俗文物館場被肯定、受表揚的單位。

亞洲大學民國97年3月起，受台中市政府委託經營台中市民俗公

園，公園內有個台灣民俗文化館。現由本校總務長朱界陽兼任

台灣民俗文物館館長、總務處文書組長顏榮豐兼任副館長、公

共事務室公共事務組長唐福春兼任執行秘書，共同策畫推動民

俗公園業務、活動、營運行銷。

擅長園藝整理的顏榮豐組長進駐民俗公園後，觀察到民俗公園

的園內花木、環境有待改善，他展開綠美化工作，先砍除雜

木，還將景觀庭園樹木大力整修，讓園區內處處可見參木道、

桂花巷，展現片片的綠意盎然，如土角厝前方的空地，原本是

雜草叢生，毫無生氣，經過整理後，整片綠地、花圃，令人賞

心悅目。

民俗公園以鬥票收入維持營運，要提高入園收入，必須以活動

來帶動人潮。朱總務長、顏組長及館內人員不斷研商推出系列

活動，還跟鄰近社區結合，從民國97年12月起密集安排活動。

如12月6日有本校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師生所舉辦的「大紅燈籠高

高掛」彩繪燈籠，車木大師陳木財現場表演車木藝，還有民俗

節慶粿類品嘗等民俗活動一起登場。

此外，配合牛年將至，98年1月17日舉辦「牛」轉乾坤、拚經濟

活動，台中市長胡志強親蒞現場，跟亞洲大學前校長張紘炬、

來賓，一起答春牛、扭轉乾坤轉盤，發送象徵一元復始、五方

財神「種子」紅包，相約牛年全民拚經濟。98年8月22日舉辦台

灣新七夕活動，98年10月24日舉辦9月9台灣酒博覽會及今年9月9

日舉辦999純金真情日，讓99對老夫妻印下唇印卡，當「恩愛家

庭」傳家寶等活動。

圖說： 亞洲大學台灣民俗館經常舉辦民俗活動，吸引人潮參

觀。

 

朱館長說，亞洲大學台灣民俗館持續辦理民俗藝文活動與展

演，推動民俗鄉土教育的推廣與傳承工作，及辦理社會教育、

終身學習的推廣，整理台灣年節民俗，並與社區、學校、社團

合作辦理民俗活動、民俗教育。97年3月至今規劃辦理主題展覽

及持展活動，共22場次，參觀人數總共16萬1842人，依照節慶舉

辦相關民俗文化活動共29場次，參與人數總共10萬6140人。

特展與民俗活動共辦51場，參與人數26萬7982人，這個人數是以

民俗公園門票人數概算，如加上免費進園人數及媒體報導宣

傳，得知消息人數概算，廣義參與人數約百萬人，顯示亞洲大

學為社區、民俗服務，盡社會責任的效益；台中市長胡志強、

文化局長黃國榮紛紛誇讚台中市民俗公園交由亞洲大學經營，

在民俗文物展覽活動，或推廣教育及民俗文物蒐藏保存，已見

績效。

人事行政局日前派員到台中市民俗公園評鑑考察，肯定亞洲大

學經營管理成效，尤其對台灣民俗活動、文化推廣，不但繼承

祖先傳統節慶，予以發揚光大外，還能賦予新時代的創新意

義，兩相結合，對民俗文物活動的表現，具有「繼往開來」的

宏觀與效力，所以被評列為全國獲表揚的10個縣市委外經營單

位之一；館長朱界陽指出，台中市民俗公園被評為績優委外項

目，是項殊榮，也是全省唯一經營民俗館場被肯定的單位，歸

功於全體同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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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台灣民俗文物館中秋新民俗活動，食米粉芋
有好頭路，食月餅 會生好子，少子化新時代意義

亞洲大學台灣民俗館發揚中秋節固有民俗，9月18日舉辦中秋祭

月、拜土地、插土地公杖、感謝土地公保佑豐收，並賦予中秋

節新創意，舉辦「吃米粉芋才有好頭路、拜柚食柚才有好保

佑、食月餅會生好子」民俗活動，邀請平順、平心、平福三里

社區民眾共度古禮中秋，並譜寫「街頭、巷尾土地公」歌曲，

並持土地公杖沿路繞境、插在土地上，感謝土地公，讓中秋節

的古民俗注入現代元素，呈現在現代的街頭巷尾。

在中秋節感恩祭中，由亞洲大學台灣民俗館館長朱界陽主祭，

18日上午邀請台中市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科長許智順、台市議員

陳成添、沈佑蓮、王岳彬、台中市北屯區平順、平心、平福三

里里長及台中藝文協會理事長歐哲儒等人上供、上香、上疏

後，完成中秋祭太陰、祭土地、插土地公杖的古禮俗。

亞洲大學民俗館館長朱界陽說，近年來中秋節家家戶戶烤肉成

為中秋的全民運動，但烤肉卻不是中秋的民俗，幸好在「節能

減炭」的呼籲下已見稍緩，不過，中秋節傳統又有意義的民俗

卻逐漸被民眾淡忘。許智順科長也說，亞洲大學經管民俗館，

常能推陳出新，賦予中秋節民俗新意義：「吃米粉芋才有好頭

路、拜柚食柚才有好保佑、食月餅會生好子」，讓民眾大開眼

界。

台灣民俗館重新整理典故，發揚中秋固有民俗文化；朱界陽館

長說，中秋習俗在節令史上，有二月二日頭牙祭土地，稱為

「春祈」，八月十五祭土地公，稱為「秋報」。在台灣農業社

會時期，中秋日農民會製作土地公杖插在「田頭」、「田尾」

感謝土地公一年來守護田園，保佑豐收，稱為田頭田尾土地

公。現在民俗館附近農田已成街坊，但土地公仍繼續庇佑社區

行車平安、生意興隆。因此規劃「街頭巷尾土地公」在街頭巷

尾繞境插土地公杖，感謝土地公庇佑行車平安、社區平安，家

戶生意興隆、賺錢。

「其實，吃芋頭才是中秋最老的古習俗！」朱界陽館長說，相

傳源自漢光武帝劉秀軍隊兵敗被王莽逼入山區，王莽下令燒

山，時逢中秋，野生芋頭被大火烤熟，劉秀部隊聞到芋香，吃

圖說： 亞洲大學台灣民俗館館長朱界陽（中著藍衣者）邀請與

會人士，舉辦「插土地公杖」繞境活動。 

芋頭解決飢餓後，士氣大振，反敗為勝打敗王莽；劉秀登基後

下旨中秋節必須拜芋、吃芋，直至明朝才被月餅取代；台灣早

期中秋食米粉芋才有好頭路則源自明末逃亡時，中秋「有錢人

吃月餅，無錢人吃芋餅」之說，台灣早期移民承襲中秋無錢吃

芋的習俗，衍生吃米粉芋才有好頭路的中秋習俗，由於漢光武

帝吃芋反敗為勝的典故，故稱食米粉芋才有好頭路。

至於「吃月餅生好子」說法，朱界陽館長強調，台灣民俗館響

應「兒子是傳家寶」宣傳政策，在少子化的現代，鼓勵大家

「食月餅、生好子」；古時候「吃月餅、殺韃子」是愛國行

為，現在「吃月餅、生孩子」也是愛國行為。這是台灣民俗節

日的「繼往開來」，有過去的傳統留傳，也有現代的創新意

義，今年過中秋，鼓勵國人在花好月圓、有月老的加持氣氛

下，吃月餅生孩子，傳宗接代，繼起宇宙之生命，是值得鼓勵

的好事。

台灣民俗館還舉辦「插土地公杖」繞境活動，民俗館邀請與會

人士在館長朱界陽率領下，在「街頭、巷尾土地公」歌聲中繞

境之後，再返回民俗館，民俗館也結合平順、平心、平福三里

里長及社區、社團一起煮米粉芋，剝文旦柚、吃月餅，大家一

起「食米粉芋有好頭路、吃月餅生好子、吃柚有好保佑」，賦

予中秋節古民俗新的意義。

亞洲大學傑出校友、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主任秘書張耀文，8月1日
升任校務幕僚長，身感責任重大，將致力擘劃校務發展計畫

亞洲大學傑出校友、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主任秘書張耀文，擔任

該校人事室主任期間表現卓著，全力協助校務推展，8月1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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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台中教育大學的主任秘書，這是台中教育大學第一次聘用常

任文官，擔任學校行政工作的幕僚長；張耀文主任秘書身感責

任重大，決心致力擘劃校務發展計畫，讓百年學校再現新風

華，孕育更多教育人才。

張耀文主秘曾任台灣省政府人事處股長、考選部專員、銓敘部

科長，民國97年9月轉任國立教育大學人事室主任，並兼任該校

國會聯絡員；張耀文主秘很有上進心，民國91年9月張耀文主秘

擔任銓敘部科長時，利用公暇之餘，選擇到亞洲大學經管所Ｅ

ＭＢＡ碩士班進修，是本校的傑出校友。

張耀文主秘說，他就讀第二屆經管所的ＥＭＢＡ碩士班，當時

還是「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亞洲大學前身），學校軟、硬

體設備尚未健全，學生人數不多，但他一點也不擔憂，因為他

認識的長官前考試委員、財法系系主任蔡憲六，極力推薦亞洲

大學辦學績效佳、師資堅強，尤其是創辦人蔡長海，不但高瞻

遠矚，更有無比毅力推動校務，他有信心就讀亞洲大學是不錯

的選擇，如今印證，辦學卓越的亞洲大學，已是中部地區異軍

突起的大學。

「在經管所進修兩年，收穫很多，尤其學習過程豐富、有

趣！」張耀文主秘說，難得的是和當時任經管系主任黃萬傳、

教授吳天方等人互動良好，教授們無私傳授很多專業知識與業

界經驗，得到不少實務上的啟示、論文的指導，讓他受益良

圖說： 亞洲大學傑出校友張耀文升任國立教育大學主任秘書。

多；尤其跟經管所一般生的交流融洽，彼此互相鼓勵、切磋，

是人生很美好的學習經歷。

兩年研究所的課程專精又深入，且有實務上操作，最令張耀文

主任秘書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成立專題研究小組，除了到鄰近

溪頭、九族文化村、劍湖山風景區等地，研究經營管理、服務

品質及人力支援等，還包車飆往台東（如台東志航基地）、花

蓮等地，鎖定東部地區研究台灣偏遠地區相關單位的經營管理

等，學習過程可說是既踏實又快樂。

張耀文主任秘書期勉學弟妹們，要珍惜在學四年的學習機會，

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能，有機會就多考證照，加強外語文能力，

累積就業、升學的實力，他說，亞洲大學近年來推動三品教

育、首推志工大學，塑造陽光利他、到處受歡迎的學生，是值

得肯定的辦學方向，尤其，現代年輕人的抗壓力差、ＥＱ管理

能力不好，需要適時導正，一旦踏入社會才能很快適應。

 

年輕畫家柯適中．游守中「在形色的天空下」2010年繪畫創作
雙個展，全省巡迴展最後一站，在亞洲大學藝術中心展出

南投縣中青輩的油畫家柯適中、游守中老師「在形色的天空

下」創作雙個展，9月15日至10月31日在亞洲大學藝術中心展

出，共展出30件油畫作品、5件雕塑品，這是柯適中、游守中老

師共同創造文化藝術的「交響曲」，堪稱藝文界美的饗宴，也

是兩人全省巡迴展最後一站的展出，機會難得，歡迎全體師生

到場賞析。

柯適中、游守中老師「在形色的天空下」創作雙個展，9月15日

上午10時在亞洲大學藝術中心舉辦開幕茶會，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館長林金田、國立台中圖書館前館長蘇忠、南投縣青溪新文

藝學會理事長賴威嚴及柳炎辰老師等人到場祝賀。

台灣文獻館館長林金田說，他跟柯適中、游守中兩位老師亦師

亦友，跟他們相處，不僅在畫藝上切磋請教，還能從他們身上

學習做人處事的態度、待人接物的道理，兩位年輕畫家畫風踏

實，不求表面虛華，加上生活簡樸，令人欽佩。

圖說： 參南投縣中青輩的油畫家柯適中（右）與畫家游守中兩

位老師在亞洲大學舉辦雙個展。

原相，馳騁、反芻、抽離，還有生之光韻與音樂等。從1999年

起，柯適中的作品定期在台灣法國、美國、中國北京、上海、

香港和日本巡迴展出，是位深具潛力且深獲收藏鑑賞家喜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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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求表面虛華，加上生活簡樸，令人欽佩。

柯適中老師、游守中老師各捐贈一幅畫作，給亞洲大學收藏，

在開幕茶會中，由亞洲大學圖書館館長韓建國代表接受。

柯適中出生於南投一個藝術世家，父親柯耀東、母親郭皆貴都

是南投知名畫家，自幼即受音樂、美術薰陶，一家出了三位畫

家，在南投美術界成為美談。柯適中受教於國立藝專（現台灣

藝術大學），他不斷地研習古今中外名作，博覽藝術史。1991

年到美國芳邦大學修習西洋古典繪畫及現代藝術，隨後學成返

國任教於學界，此時風格驟變，更能放手自如。

柯適中的作品，富有濃濃的自由派哲思，擅於運用單純形體的

組織及空間的變化，將難以捕捉的人生要素，如氣、韻、光、

色、點、形、影等，躍現紙上或畫布中；他創作主題有自然的

香港和日本巡迴展出，是位深具潛力且深獲收藏鑑賞家喜愛的

當代畫家。柯適中受訪說，他所展出的畫作雖然抽象，但畫作

裡還是有山水、風景的架構。

從小到大跟柯適中一起學畫、讀書，同樣選擇到美國芳邦大學

進修的游守中，對於中西繪畫的理論與技巧，也具有深厚的造

詣。他自1998年從美國進修學成返國後，更勤於多元繪畫創

作，民國89年即獲得中國文協第44屆文藝獎章「油畫創作

獎」。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西式油畫創作或是東方抽象水墨，游守中

都以認真態度從事創作，尤其重空間及留白的處理，濃妝淡抹

兩相宜，為自己的畫藝生涯締造佳績。他曾於國內外舉行100多

次大小展覽，獲獎無數，他的認真與執著，也在此次畫展中展

現無遺。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主辦單位

99/10/05 09:00-12:00 99-1新進教師研習營 A115 教發中心

99/10/12 14:00-17:00
飛雁領航系列講座： 

21世紀大學理念的新發展
M627

教發中心

99/10/26 14:00-17:00
飛雁領航系列講座：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探討
M627

教發中心

99/9/20~99/11/05 08:00~17:00
第六屆詠台灣情、話FORMOSA系列活動－台灣風土文物報

導競賽
L108 通識中心

99/10/15

星期五
09:00~17:00 99年度中區通識課程教師研習營 A101 通識中心

99/10/11~99/10/14 08:30~12:10 亞大藝文閱讀采風坊—經典閱讀名人講座 A101
通識中心 

教卓計畫

99/10/17

星期日
07:00~17:00 生態文藝之美導覽活動

嘉義新港板頭村交趾剪

粘藝術村、東石漁人碼

頭及鰲鼓溼地

通識中心 

教卓計畫

99/10/30

星期六
07:00~17:00 文學采風之旅─台灣文學館導覽活動

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

七股鹽山博物館

通識中心 

教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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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七股鹽山博物館 教卓計畫

2010/10/02 07:30-18:00
青輔會「青年壯遊台灣」 

「嘉義東石青年壯遊點—壯遊偏鄉東石」
嘉義東石

創意領導中心、

國際學院、教學

卓越辦公室

2010/10/06 17:10-18:30 創意領導學程心靈輔導講座-1 A115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

教學卓越辦公室

2010/10/12 17:20-18:4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例會-3 

「C1~C10 Training」
A115亞洲講堂

亞洲大學國際演

講分會、創意領

導中心、教學卓

越辦公室

2010/10/13 17:10-18:30 第6屆創意領導學程學生招生說明會 A115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

教學卓越辦公室

2010/10/13 18:30-20:3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In-Club Humorous Speech & Evaluation Contest」
L003教室

亞洲大學國際演

講分會、創意領

導中心、教學卓

越辦公室

2010/10/16 07:30-18:00
國際文化交流活動-2 

「森呼吸—惠蓀林場」
惠蓀林場

創意領導中心、

國際學院、教學

卓越辦公室

2010/10/20 17:10-18:30
創意領導系列講座-2

「活動企劃：構思與寫作」
A115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

教學卓越辦公室

2010/10/26 17:20-18:4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例會-4 

「Halloween Party」
暫訂A101前廣場

亞洲大學國際演

講分會、創意領

導中心、教學卓

越辦公室

2010/10/27 17:10-18:30
創意領導系列講座-3

「活動企劃：案例評析」
A115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

教學卓越辦公室

2010/10/30 07:30-18:00
青輔會「青年壯遊台灣」 

「南投日月潭壯遊點—讓心靚起來-日月靚心樂活體驗」
南投日月潭

創意領導中心、

國際學院、教學

卓越辦公室

主辦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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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主題

AsiACAPPELLA人聲樂團 10月2日、3日  亞洲大學 I Love stage全方位舞台訓練

學務處衛保組 10月4日-7日 10:00~17:00
感恩學苑(學生餐廳)前捐血

車

捐血捐愛健康無礙，愛心捐血活動

藏鋒社 10月04日  沙鹿 社團聚餐

綠油油康輔社 10月04日  I306 基礎美工介紹

健管系學會 10月06日  亞洲大學 家族聚餐

原住民文化研究社 10月06日  I106 原研社迎新會

健康團契 10月07日  I106 運動棒棒棒

黑泡泡熱舞社 10月9日、10日  未定 四校聯合迎新

綠油油康輔社 10月11日  I306 唱跳介紹

經管系學會 10月13日  三宿高壓電塔下 期初系大會烤肉

學務處生輔組 10月13日 18:00 M001 班級幹部訓練

學務處衛保組 10月14日 16:00~18:00 M001 健康講座-良好的生活遠離脂肪肝

學務處衛保組 10月20日 16:00~18:00 M001 健康講座-如何保持脊柱健康及認識脊柱側彎症

學務處生輔組 10月26日 18:00 M001 生活服務學習訓練

學務處生輔組 10月23日-24日 08:00 台北 僑生文化之旅

貝達那卡羅浮群 10月13日  登峰學苑旁 野外求生無具野炊同樂會

英語演講社 10月13日  亞洲大學 幽默演講與講評會內賽

羽球社 10月14日  亞洲大學 反菸生活羽你同在

真善美禪學社 10月16日  后豐 腳踏車之旅

AsiACAPPELLA人聲樂團 10月16日  台北福星國小 國際重唱大賽



數媒系學會 10月16日、17日  苗栗通霄 鬥陣來起霄

保健系學會 10月16日、17日  苗栗香格里拉 迎新宿營

轉學生聯誼社 10月16日、17日  東勢林場 四校聯合迎新

綠油油康輔社 10月18日  I306 表演劇

健管系學會 10月18日~22日  各運動場地 健管盃-球類比賽

歡樂桌球社 10月20日  三宿桌球室 十月份飲料盃

真善美禪學社 10月23日  亞洲大學 活動組培訓

真善美禪學社 10月24日  亞洲大學 場務組初階培訓

綠油油康輔社 10月24日  亞洲大學 亞洲定向

綠油油康輔社 10月25日  亞洲大學 營隊實務

ACG動漫研究社 10月25日~28日  社團教室 動畫週

英語演講社 10月26日  亞洲大學 萬聖節派對Halloween Party

羽球社 10月28日  亞洲大學 迎新活動

生存研習社 10月31日  亞洲大學 亞洲軍品展

幼教、財法、休憩系學會 10月30日、31日  苗栗香格里拉 大三元迎新宿營

原住民文化研究社 10月30日、31日  中區 中區-聯合豐年祭

會資系學會 10月  亞洲大學 抽直屬

保健系學會 10月  亞洲大學 保健週

歡樂桌球社 10月  淡江大學 淡大盃

學生會 10月中  亞洲大學 2010亞洲大學生影展

武學研究社 10月中  未定 少林拳比賽參賽觀賽

AsiACAPPELLA人生樂團 10月中  亞洲大學 國際重唱週系列活動



AsiACAPPELLA人生樂團 10月中  亞洲大學 國際重唱週系列活動

翔音管樂社 10月中  中國醫藥大學 與中國醫有約-與他校交流

音樂性全體社團 10月底  築夢學苑地下室 音樂大補帖

D調吉他社 10月底  Show time廣場 定期表演

武學研究社 10月初  未定 迎新活動

武學研究社 10月初  未定 自然探索之旅

歌唱研習社 10月初  未定 迎新聚餐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月06日 17:30-20:30 A114 校園危險角落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月13日 14:00-16:00 A116
蕭文教務長(暨南國際大學輔諮所所長) 

人格違常學生輔導與處遇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月14日 15:00-17:00 I108 校園巡禮：營造無障礙與性別友善環境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月18日-25日
每週一 

18:30-20:30
M006

楊漢章老師 

吹奏夢想樂章～生涯探索團體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月19日- 26日
每週二 

18:30-20:30
M006

陳佩雯老師 

關係協奏曲～譜出人際的樂章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月21日- 28日
每週四 

18:30-20:30
M006

吳若慈老師 

「萬人迷」明星學苑-人際成長團體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月21日 13:00-15:00 M009
「轉」動希望，「轉」動生命  

余秀芷與劉政漢座談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月29日 15:00-17:00 A204
陳恩成心理師（萬芳醫院心理師） 

人際適應問題與處遇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10月12日 15:00-17:00 I104會議室
99-1「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暨反思情境引導工作坊」

活動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10月01日-10月

29日

 服學組 辦理99-1學年度服學領導幹部招募活動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10月18-日11月
 服學組

辦理99-2學年度服學重修申請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10月18-日11月

19日
 服學組

辦理99-2學年度服學重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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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10月18日-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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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學組

辦理99-2學年度服學重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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