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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先後有7位諾貝爾學者與國際大師

論壇，招收12國國際學生，聘請27位美國

名校教授，建構國際村校園，開拓全球化

視野(991001)

亞洲大學邀請普立茲獎勃林克萊教授演講

，敦請六位國際學者高峰論壇，暢談培育

國際競爭人才(991019)

11月12日、13日亞洲大學舉辦生物科技

論壇，另威爾剛之父穆拉德11月15日蒞校

研究指導，並與學生座談(991019)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簽署塔樂禮宣言，成

為國內第18所簽署宣言的大學，將邁向綠

色大學，為環境的永續發展努力(991025)

亞洲大學商設系四年級黃敬嵐同學，榮獲

大陸昆山盃-中國筆記本電腦設計大賽金獎

，獎金20萬元，是亞洲大學之光(991027)

亞洲大學健管系長期照護所研究生游瑞鳳

、林芸安論文，入選第21屆公共衛生研究

生論文獎第二名，是亞洲大學之光(991005)

亞洲大學舉辦台灣數位學習發展暨文學與

資訊技術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香港、

北京、日本等大學專家學者與會討論、發

表論文(991022)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率團

到亞洲大學參訪，見證亞洲大學與拉曼大

學簽署姐妹校，將進行學術交流(991005)

德國知名冠軍人聲樂團Niniwe、

Vocaldente到亞洲大學演唱，他們演唱動

聽樂曲，震撼全場，現場氣

氛HIGH(991018)

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張秋政最近獲得常青田

徑國際賽三面銀牌，張教授暢談運動好

處多：體力好、胃口好、睡得好，從不生

病(991013)

2010年兩岸法律風險管理研討會在亞洲大

學登場，兩岸法律工作者暢談法律風險

控管，有助兩岸法律交流，更是企業核心

競爭力(991026)

亞洲大學舉辦中區自殺防治訓練培訓課程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柯慧貞呼籲專業人員

投入心力，減少憾事發生(991004)

亞洲大學承辦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28日

進行決選，11月5日公布結果(991028)

亞洲大學商設系學生在中興新村RUNWAY
走秀，秀出青春美麗和自信風采，為受邀

明年2月台北花卉博覽會暖身(991027)
亞洲大學新設國際學院，廣招國際學生，

在5個行政單位設立講英語服務人員，熱心

、親切地為國際學生服務(991012)

中區大專院校通識課程教師在亞洲大學

研習，參訪誠實商店、奉茶站及晨昏定省

免費電話中心，情境教室之旅，創意又新

鮮(991015)



亞洲大學大師論壇，邀7位諾貝爾學者與會論壇，招收12國國際學生，邀亞洲大學大師論壇，邀7位諾貝爾學者與會論壇，招收12國國際學生，邀

請27位美國名校教授，建構國際村校園，開拓全球化視野請27位美國名校教授，建構國際村校園，開拓全球化視野

「亞洲大學近年來，一口氣邀請七位諾貝爾學者及國際大師，

到該校講學、論壇，這對台灣一所私立大學而言，實在難能

可貴！」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華雲生博士說：「我受邀來台灣

亞洲大學多次，每次都會碰到國際知名學者，我的感覺是，這

所大學很快會成為頂尖大學！」亞洲大學於上（10）月19日邀

請普立茲獎得主、史丹佛大學教授勃林克萊為講座，華副校長

是應邀的論壇者之一。

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更寬廣！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更寬廣！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強調，全世界已經形成一個地球村，該校

正加速國際化，這學期增設第六個學院「國際學院」，加強招

收國際學生，也積極陸續邀請七位諾貝爾級學者及國際大師到

校講學、論壇，讓師生能與國際大師面對面交談，吸取寶貴

經驗，甚至有學生感受到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

、更寬廣，能和世界接軌，能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蔡校長指出，到亞洲大學的七位諾貝爾學者及國際大師分別是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Dr.Murad)，

諾貝爾經濟學獎威廉森博士(Dr.Williamson)，諾貝爾經濟學獎歐

斯壯博士(Dr.Ostrom)，諾貝爾化學獎李遠哲博士，登月太空人

艾德格‧米契爾博士(Dr.Edgar Mitchell)，建築界諾貝爾級的日

本大師安藤忠雄，普立茲獎得主、史丹佛大學教授勃林克

萊（Joel Brinkley)等七人。其中，「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是

亞洲大學榮譽教授，將於本月中旬第四度來亞洲大學講學，指

導師生研發。

圖說：亞洲大學與國際大師論壇：普立茲獎得主、史丹佛大學

教授勃林克萊（Dr. Joel Brinkley）

國際學院招到印度理工學院高材生國際學院招到印度理工學院高材生

「亞洲大學還聘請美國柏克萊、史丹佛、伊利諾、杜蘭大學…

等27位外籍教授為榮譽、講座教授，每學期分別到台灣來講學

，所以香港中文大學華副校長每次來亞洲大學時，都會碰到來

自國際的大師。」蔡進發校長說明華副校長的感受，這也是亞

洲大學師生的國際化體驗。

亞洲大學副校長、國際學院院長劉育東表示，國際學院第一學

期就招收162位國際學生，分別來自美國、英國、印度、智利、

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蒙古、泰國…等12個國家，都是各

國頂尖學生，其中，6位印度學生專攻台積電、世界先進公司所

委辦的「半導體專班」，包括印度理工學院高材生。

能全球化、國際觀的學生，人生一定寬廣！能全球化、國際觀的學生，人生一定寬廣！

「亞洲大學就是一個國際學術平台！」劉育東院長強調說：「

亞洲大學的校園就是國際村，就是國際校園！」要讓台灣學生

及中國大陸來亞洲大學進修的學生，都有這種體驗與感受，讓

全校師生與國際學生、國際大師能打成一片，不必出國也能有

國際學術交流、學習國際多元文化、拓展國際視野、深耕全球

關懷與和諧，劉院長說：「我們相信，能全球化、有國際觀的

亞洲大學師生，人生一定寬廣！」

 

亞洲大學邀請普立茲獎勃林克萊教授演講，敦請六位國際學者亞洲大學邀請普立茲獎勃林克萊教授演講，敦請六位國際學者

高峰論壇，暢談培育國際競爭人才高峰論壇，暢談培育國際競爭人才

亞洲大學「國際大師論壇」系列六，10月19日邀請普立茲獎

得主、史丹佛大學傳播系名師勃林克萊（Joel Brinkley）教授蒞

校演講，勃林克萊教授說，他採訪美國政府新聞常有「始料

未及」的結果，且「政府決策不一定是對的！」，到各國實地

採訪時，也會有很多事情出乎意料，他體會到「勿把價值觀強



採訪時，也會有很多事情出乎意料，他體會到「勿把價值觀強

加在另一個國家上」，應該去適應當地的文化。他鼓勵亞洲大

學學生必須以「學習」心態，及挺身而出追求事實的精神，將

來才有能力處理「始料未及」的事件，這也是他提供給亞洲大

學要有培育學生國際競爭力的方向之一。

記者不能先入為主，要深入觀察揭發真相記者不能先入為主，要深入觀察揭發真相

勃林克萊教授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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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侃而談他在柬埔寨、尼加

拉瓜、伊拉克、烏克蘭等地採訪經驗，他強調，記者不能先入

為主，要深入事件背後觀察，很多政治新聞事件往往牽一髮而

動全身，報導要非常小心，碰到不平的事情，記者就要挺身

而出，揭發真相。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精心安排這場演講後的論壇，特地從美國

、香港邀請國際學者6人，與勃林克萊教授談論亞洲大學如何培

育國際競爭人才？論壇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劉炯朗博士主持，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榮譽教授(Dr.C.V.Ramamoorthy)、香港中文大

學副校長華雲生博士(Dr.Benjamin W.Wah)、德州大學奧斯汀分

校資深研究員葉祖堯博士(Dr.Raymond T.Yeh)、國立成功大學副

校長馮達旋博士及蔡校長等6位學者，參與高峰論壇，現場同步

英譯，擠滿500多位師生，耹聽6位國際大師寶貴的經驗。

培育國際競爭人才，首重「軟實力」培育國際競爭人才，首重「軟實力」

談到培育國際競爭人才，葉祖堯博士說，人格的特質、追求卓

越是大學不可忽視的教育，希望培育出具備道德觀領導人才，

協助民眾尋找生活上的意義。C.V.Ramamoorthy博士分析，國際

人才競爭力的養成，必須擁有創造力，再以需求為導向，在老

師指導下，由學生自己找問題、找答案，不再是老師教什麼、

學什麼。蔡進發校長提出培育人才首重「軟實力」的培養，亞

圖說：左起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央研究院院士劉炯朗博士

及勃林克萊教授。 

洲大學的學生紮下學術基礎的同時，還要投入三品教育與志工

行列，以服務達成學習目的。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指出，勃林克萊教授是該校「國際大師

論壇」系列第六位國際知名學者，之前邀請4位諾貝爾獎學者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李遠哲、威廉森、歐斯壯博士等，

還有3位國際大師：登月太空人艾德格．米契爾博士、國際建築

大師安藤忠雄、普立茲獎勃林克萊等人。其中，「威爾剛之父

」穆拉德博士是亞洲大學榮譽教授，11月中旬將第四度來亞洲

大學講學，指導師生研發。

建構國際村校園，拓展師生國際視野建構國際村校園，拓展師生國際視野

亞洲大學副校長、國際學院院長劉育東表示，亞洲大學這學期

設立國際學院，招收美國、英國、印度、蒙古…等12個國家、

162位頂尖學生；又敦聘美國柏克萊、史丹佛、伊利諾、杜蘭大

學等27位美籍教授為榮譽、講座教授，每學期來台灣亞洲大學

講學；讓亞洲大學成為國際學術平台，是國際村校園！台灣學

生及中國大陸來亞洲大學進修的學生，能與國際學生、國際大

師打成一片，不必出國也能有國際學術交流、學習國際多元

文化、拓展國際視野、深耕全球關懷與和諧，劉院長強調：「

我們深信，能有全球化、有國際觀的亞洲大學師生，人生一定

寬廣！」

 

亞洲大學11月12日、13日舉辦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論壇，另邀亞洲大學11月12日、13日舉辦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論壇，另邀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11月15日蒞校演講，邁向國際化「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11月15日蒞校演講，邁向國際化

亞洲大學11月12日、13日舉辦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論壇，邀請

來自美國、新加坡、香港13位國際名師參與論壇，研討會重點

議題包括基因學、蛋白質組學、結構生物學和系統生物學。

此外，諾貝爾獎生理醫學獎得主、「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

士11月15日也將蒞校研究指導，並與學生座談。

此次論壇，將由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拉

同(Jean-Claude Latombe)博士，預計將在生物學、醫學、訊息技

術等相關領域，進行學術交流、經驗分享，及在相關領域中，

所遇到的困難，進一步探討解決辦法。 圖說：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蒞校演講情形。



受邀與論壇的國際名師，包括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拉同（Jean-

Claude Latombe）博士、美國德州薩克斯州A&M大學Nancy M.

Amato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Serafim Batzoglou教授、Gill

Bejerano教授、David L. Dill教授及新加坡國立大學David Hsu

教授、P.S. Thiagarajan教授、香港國立理工大學Xuhui Huang

教授、美國萊斯大學Lydia E. Kavraki教授，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

哥分校Pavel Pevzner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hillip C-Y.

Sheu教授、新加坡生物資訊研究所Chandra Verma教授等，都是

一時之選的國際名師。

亞洲大學除了年舉辦如IEEE、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論壇等國際

論壇，還跟國外名校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史丹佛大學、杜蘭

大學等10國50所大學學術交流，年年舉辦如IEEE等多場國際性

 

 

大型學術研討會。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已第四度來台講學，他目前受聘為

亞洲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每年定期來台蒞校指導師生研究，並

與學生座談，還暢談國際觀、價值觀。11月15日下午2時至3時30

分將指導亞洲大學老師研究，3時30分以後 跟亞洲大學學生

座談。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穆拉德博士每年會從美國到亞洲大學

上課兩次，每次至少一星期；除了教書、講座外，還指導學生

和教師做研究。這是亞洲大學繼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威廉森博士

、歐斯壯博士及普立茲獎勃林克萊教授等蒞校演講之後，又是

項國際化學術交流重大成果。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簽署塔樂禮宣言，成為國內第18所簽署宣言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簽署塔樂禮宣言，成為國內第18所簽署宣言

的大學，將邁向綠色大學，為環境的永續發展努力的大學，將邁向綠色大學，為環境的永續發展努力

亞洲大學10月25日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並在臺灣師

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葉欣誠教授見證下，由亞洲大學校

長蔡進發簽署塔樂禮宣言，成為國內第18所簽署加入宣言的

大學，將積極邁向綠色大學，為環境的永續發展共同努力。

蔡進發校長揩出，目前全球最重大的議題，包括全球暖化、氣

候變遷、節能減碳等，如上週宜蘭蘇澳鎮發生嚴重的水患、去

年的八八水災，這些嚴重的颱風災情，都被認為是全世界各地

產生氣候異常的現象所造成。致力於環境保護、節能減碳、開

發綠色能源已是全球每個人基本的責任，總務處同仁很用心將

亞洲大學打造成「綠色大學」，全校綠地覆蓋率達85%，學校

也獲教育部的補助，推展綠色大學，成就有目共睹。

在國內努力推動動綠色大學，並翻譯定名「塔樂禮宣言」的學

者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葉欣誠教授蒞校見證，並

說明塔樂禮宣言緣起、發展史、任務目標；葉欣誠教授說，他

第一次受邀參觀亞洲大學校園，對亞大校園綠美化工作，留下

深刻印象；亞洲大學簽署了塔樂禮宣言就是重要的里程碑，等

於公開宣示承諾，將變成綠色大學，校園永續發展，這也是大

學不可逃避的責任，相信亞洲大學在未來幾年有機會成為中部

地區綠色大學的示範學校。

在葉欣誠教授的見證下，亞洲大學蔡進發簽署了「塔樂禮

宣言」，截至目前為止，全世界有400多個大學簽署塔樂禮宣言

，範圍擴及全世界各國，台灣至今已簽署加入宣言有17所大學

，亞洲大學是第18所。

亞洲大學總務長兼環安室主任朱界陽說，他陪同葉欣誠教授參

觀校園，並介紹綠美化工作、「誠實商店」等情境教室後，葉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簽署塔樂禮宣言，跟與會教

職員合影。

可惜，如今學校簽署塔樂理宣言後，是要確實落實執行；如塔

樂禮宣言的任務之一：提升中小學的能力，是要與中小學建立

伙伴關係，以促進跨領域教學能力的發展。將來亞大會與鄰近

的光復中小學合作，共同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盡到社區大學的

責任。

所謂「塔樂禮宣言」，是1992年，法國杜夫特大學提供位於美

國麻州的辦公室，設立了「大學校長推動永續未來」組織的秘

書處(Secretariat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同時積極推動塔樂禮宣言的連署。1995年，該組織更名為「

大學領袖推動永續未來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eader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ULSF)，持續推動全世界大學加入綠色

大學簽署及永續經營的理念，並於1997 年遷移至美國首府華盛

頓特區。該組織持續辦理有關推動大學等高等院校之永續發展

與綠色化(Greening)，也成為國際間永續大學或綠色大學研究與

實務的代表性機構。



觀校園，並介紹綠美化工作、「誠實商店」等情境教室後，葉

教授說上回亞洲大學沒有選上「綠色大學」，現在發現是有點

 

 

實務的代表性機構。

亞洲大學商設系四年級黃敬嵐同學，榮獲大陸昆山盃-中國筆記本亞洲大學商設系四年級黃敬嵐同學，榮獲大陸昆山盃-中國筆記本

電腦設計大賽金獎，獎金20萬元，是亞洲大學之光電腦設計大賽金獎，獎金20萬元，是亞洲大學之光

如果你攜帶悠遊卡搭乘捷運、公車巴士，必須到站儲值，不但

費時麻煩，且浪費塑膠貨幣、紙票券，很不環保；如果能在筆

記型電腦上裝置可以儲值功能，隨時上網儲值，類似的儲值卡

還可以重複使用，既符合環保又實用；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

學系四年級黃敬嵐同學就憑著這樣的概念，設計名為「連結」

的筆記型電腦，參加大陸昆山盃-中國筆記本電腦設計大賽獲得

金獎。

亞洲大學商設系主任林盛宏說，黃敬嵐同學到大陸參賽，勇奪

工業設計組金獎，是亞洲大學之光。

黃敬嵐同學跨海參加大陸昆山盃-中國筆記本電腦設計大賽，

從3000多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榮獲金獎、獎金20萬元新台幣

；今年暑假他在網路上看到此項設計大賽的訊息，決定參賽，

家住南投縣埔里的他，常常要買車票搭乘巴士等交通工具，他

發現塑膠票券或紙票券，會造成浪費，就發想利用網路結合悠

遊卡的方式，將類似儲值卡的卡片，插入筆電上網訂票加值，

用這張加值過的卡片搭乘捷運或公車等交通工具，可重覆使用

，不必再製作塑膠票券或紙票券，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

黃敬嵐同學說，據他所知，第二屆大陸昆山盃-中國筆記本電腦

設計大賽，吸引兩岸對設計有興趣人士共3000件作品參賽，最

後進入決賽的台灣同學，只有他一人，他的參賽作品名稱叫「

連結」，從工業設計組11件決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工業

設計組的金獎，獎金新台幣20萬元，「我獲知得金獎的那一刻

，心情興奮不已！」，這幾個月來的努力與付出，終有代價。

圖說：亞洲大學商設系四年級黃敬嵐同學獲得設計金獎的獎杯

、獎狀。

「這是一次很難得的經驗！也很高興獲獎！」黃敬嵐同學說，

這次參賽除了得到競賽經驗，也藉由到大陸決賽，認識許多的

設計名師與學生，彼此交流在設計上的不同看法與實務經驗等

，可說是收獲滿滿，他鼓勵學弟妹明年以後一定要多參加類似

的設計競賽，增廣見聞。

大陸崑山市是全球筆記本電腦生產的大本營，中國筆記本電腦

發展的重要陣地，第二屆崑山盃－中國筆記本電腦設計評比

大賽，區分工業設計組、平面塗鴉組、功能設計組、個性攝影

組和企業產品組；今年9月底在崑山市舉行決賽與頒獎典禮，所

有進入決賽作品的參賽作者獲邀參加，黃敬嵐同學也到場，與

擔任評審的中國工業設計界專家、學者們交流與答辯。

亞洲大學健管系長期照護所研究生游瑞鳳、林芸安論文，入選亞洲大學健管系長期照護所研究生游瑞鳳、林芸安論文，入選

第21屆公共衛生研究生論文獎第二名，是亞洲大學之光第21屆公共衛生研究生論文獎第二名，是亞洲大學之光

「游瑞鳳、林芸安兩位研究生的論文獲獎，除了建立同學自

信心，也印證亞洲大學的學生，不輸國立大學的學生！」亞洲

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長期照護所研究生游瑞鳳、林芸安提

出「台灣地區老人食物攝取與憂鬱風險之關聯性探討」、「台



出「台灣地區老人食物攝取與憂鬱風險之關聯性探討」、「台

灣中老年男性戒菸因素之探討」，分別獲得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第21屆公共衛生研究生論文獎第二名，指導教授蔡仲弘表示

激賞，認為這是亞洲大學之光。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行病學學會10月2日於陽明大學活動

中心，頒發第第21屆公共衛生研究生論文獎，亞洲大學健管系

長期照護所研究生游瑞鳳、林芸安研究論文分別獲得流行病學

和生物統計組、衛生行政和醫務管理組第二名（第一名都

從缺），獲頒獎牌、獎金5000元，論文內容也將在台灣公共衛

生雜誌刊載；林芸安、游瑞鳳在亞洲大學曾受教於衛生署署長

楊志良，楊署長當天也到場頒獎，特別趨前向林芸安、游瑞鳳

兩位同學致意。

林芸安同學的論文是「探討台灣中老年男性戒菸因素」，是國

內首次以長期追蹤調查資料，探討中老年人戒菸的影響因素，

資料相當珍貴，可以提供有關單位研擬台灣中老年人有效戒菸

介入政策之參考；她的研究調查顯示，如果只羅患重大慢性疾

病如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等，仍不足以促使其戒菸；擔心

健康是戒菸的主要動機，而行動功能惡化或重大健康事故（如

住院），是中老年男性戒菸的主因。

游瑞鳳同學的論文是「台灣地區老人食物攝取頻率與憂鬱風險

之關聯性探討」，她長期追蹤分析2627名65歲個案資料，發

現茶、蔬果、及穀類的攝取與老年人的憂鬱有關聯性，蔬果、

茶及穀類吃得愈多，老年人的憂鬱風險愈低，如每週喝茶三次

以

圖說： 亞洲大學得獎同學游瑞鳳、林芸安與指導教授蔡仲

弘（中）合影。

上老年人，比喝三次以下的老年人，憂鬱傾向少36％；至於其

他食物如肉禽、乳品、蛋、豆類、魚類及營養補充品，影響老

年人憂鬱傾向不顯著。

「林芸安、游瑞鳳兩位同學長期追蹤個案、用心投入術研究，

程度不輸國立大學的研究生！指導教授蔡仲弘說，從林芸安、

游瑞鳳兩人身上，就可以看出亞大學生的程度很優秀，只要找

對研究方法，認準研究方向，一樣可以在學術界出人頭地，亞

洲大學也是全國唯一兩位研究生同時入選論文獎的大學；她們

的表現可圈可點，堪為學弟妹的楷模。

「畢業論文能夠得獎，甚至評選為第二名，相當開心！」林

芸安、游瑞鳳說，她們原本只是單純地想要向台灣公共學會

投稿，希望有發表的機會，沒想到能夠入選，希望兩人所研究

的論文，可以提供相關單位決策時的參考，將來有機會要更上

一層樓，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往學術界發展。

 

亞洲大學舉辦台灣數位學習發展暨文學與資訊技術國際研討會，邀請亞洲大學舉辦台灣數位學習發展暨文學與資訊技術國際研討會，邀請

來自香港、北京、日本等大學專家學者與會討論、發表論文來自香港、北京、日本等大學專家學者與會討論、發表論文

第六屆台灣數位學習發展研討會暨第五屆文學與資訊技術國際

研討會，10月22日在亞洲大學登場，為期兩天的研討會，邀請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及國

內各大學院校共80多位專家學者、教授發表論文、參與研討，

中央研究院院士鄭錦全也到場演講，他主講詩詞詞彙意象資料

庫建構。

此次研討會22日在亞洲大學國際會議中心開幕，亞洲大學校長

蔡進發致詞說，由於網際網路及多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使數

位學習環境可突破時空限制，提供互動且多樣化的呈現方式 ；

而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中，如何運用數位學習來強化學校

教學、人才培訓與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已成為學界與業界共同

關心的議題。

蔡校長指出，雖然先進的資訊技術在現今社會中廣為應用，但

截至目前為止，資訊技術應用在文學研究，大部分仍侷限於搜

索關鍵語及製作索引，合作式學習、Ｗeb2.0（網頁技術）應用

及悅趣式學習等，更是文學、語言學、科學與工程教育等未來

圖說： 第六屆台灣數位學習發展研討會暨第五屆文學與資訊技

術國際研討會在亞洲大學登場。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松岡榮志操著流利中

文說，這是他首次來台參加研習，覺得很榮幸，在他的學校

附近，也有一所名叫「亞洲大學」，但台灣的亞洲大學規模大

，校園也優美，他深深覺得亞洲大學學生能夠在如此優質的環

境求學，值得羨慕。



及悅趣式學習等，更是文學、語言學、科學與工程教育等未來

的輔助資訊技術。為突破上述侷限，此次研討會給合數位學習

、文學資訊、科學與工程教育等領域，提供資訊、文學、語

言學、教育的專家學者跨領域的交流互動平台，藉此期待能激

盪出創新的思維及未來跨領域合作的契機。

「網域名稱全中文化的時代來臨！」亞洲大學副校長曾憲雄也

當場宣布說，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從10月14日下午2時30分開始，

凡是依法登記的國內、外公司、商號與法人，以及自然人等，

都可以申請「.台灣」全中文域名；亞洲大學於2005年即已申請

的「亞洲大學.tw」及「亞洲大學.台灣」兩組中文域名，且也已

生效。 

境求學，值得羨慕。

中央研究院院士鄭錦全以「詩詞詞彙意象資料庫建構」為題

演講，內容較深奧，鄭錦全院士指出，文學賞析的傳統是只能

意會不能言傳，不過電腦科技可以配合個人學養決定共同出現

的詞語，用來建構詞語意象資料庫。

曾憲雄副校長說，此次研討會，今、明兩天在亞洲大學舉行，

與會人士投稿相當踴躍、質量俱佳，經過審查評選後，共發

表86篇，分24個Session（場次）來討論，包括網路學習、創新

學習軟體設計、適性化學習、語言學習、電腦化測驗與評量等

，分別在資訊大樓的Ｉ106、107、108教室討論，其中，日本東

京學藝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松岡榮志擔任「知識庫建置與

應用」場次的主持人。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率團到亞洲大學參訪，見證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率團到亞洲大學參訪，見證

亞洲大學與拉曼大學簽署姐妹校，將進行學術交流亞洲大學與拉曼大學簽署姐妹校，將進行學術交流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Dr. Hou Kok Chung)率同參

訪團，10月5日到亞洲大學參訪，見證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與亞洲

大學簽訂姐妹校儀式，進行學術交流；何國忠副部長說，希望

兩國未來在高等教育可以有更多的合作，也鼓勵在台灣教師或

大學生赴馬來西亞的大學，進行實質的學術交流。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Dr. Hou Kok Chung)率團參訪

，成員包括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校長蔡賢德(Dr. Chuah Hean Teik)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機要秘書夏運權(Hah Youn Kuan)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會長姚迪剛(Yau Teck Kong)及

馬來西亞理工大學國際事務處副主任何進松(Dr. Ho Chin Siong)

等人。

亞洲大學由校長蔡進發、副校長劉育東、曾憲雄、李培齊等人

接待，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柯

慧貞、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國

企系系主任李偉權等人陪同座談，雙方交換意見，氣氛熱絡。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亞洲大學創校僅9年，即被教育部評為

教學卓越大學，師資堅強媲美國立大學，在學術研究占有一席

之地，該校還成立三品書院，推動品德教育，也是所注重研究

及服務品質大學，被教育部評為「三品教育績優大學、體育優

等大學、國際化優良大學，也與國際知名學校美國的史丹佛

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有合作研究。此次很開心能與馬來

西亞拉曼大學簽訂姐妹校，未來可以共同發展精緻農業、資訊

研究等專業領域。

何國忠副部長說，這是他第二次到亞洲大學參訪，第一次私人

行程，是拜訪學弟國企系系主任李偉權，此次來訪，就他的專

業而言，對於亞洲大學宏偉的建築及校園綠美化，印象特別

深刻，亞洲大學的確是所校園非常漂亮、辦學認真的大學。

圖說：亞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與亞洲大學簽訂姐妹校，馬來西亞

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中）見證。

估西元1012年到馬國外籍生人數達15萬人，應該可以達成；馬

來西亞公私立大學幾乎為全英語教學、學費也低廉，學系的選

擇也多元，很歡迎台灣的學生也能來馬來西亞留學，同時樂見

拉曼大學與亞洲大學簽訂姐妹校，進行學術交流。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會長姚迪剛說，目前馬來西亞到

台灣就讀學生，約有5000人，每年來台學生數以20%至30％成長

，亞洲大學推動三品教育，且校園優美，是所不錯的大學。目

前正在亞洲大學就讀的馬來西亞外籍生心理系一年級同學郭

欣榆、資訊多媒體系一年級同學黃韋鑫等人也到場致意，何國

忠副部長逐一詢問他們在台灣求學近況，勉勵他們要認真

求學。

拉曼大學校長蔡賢德說，拉曼大學與亞洲大學有三大相似點，

第一是兩校幾乎是同時創校；第二是兩校辦學的學院及系所也

很相似；第三是兩校校長都是蔡家子弟，500年前是一家人，專

業領域也相彷。建議兩校進行師生短期互訪、學術交流。



深刻，亞洲大學的確是所校園非常漂亮、辦學認真的大學。

何國忠副部長強調，目前馬來西亞的大學發展重心在推行國

際化，廣招中國大陸、印尼及伊朗等國家的學生來馬國就讀，

預

蔡賢德校長並與蔡進發校長簽訂姐妹校，將進行學術交流或短

期師生互訪學習；馬來西亞理工大學國際事務處副主任何進松

教授表示，此次參訪亞洲大學，覺得亞大校園及建築美麗，辦

學也很卓越，很開心來亞洲大學參訪。

德國知名冠軍人聲樂團Niniwe、Vocaldente到亞洲大學演唱，他們德國知名冠軍人聲樂團Niniwe、Vocaldente到亞洲大學演唱，他們

演唱動聽樂曲，震撼全場，現場氣氛HIGH演唱動聽樂曲，震撼全場，現場氣氛HIGH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邀請歷年國際賽冠軍菁英團隊，來台灣巡迴

演出，其中，菁英樂團的Niniwe女聲樂團及Vocaldente男聲樂

團10月18日晚間到台中亞洲大學演唱，在沒有樂隊、音樂伴

奏下，五男四女兩組人聲團體接力演唱動人樂曲，他們的合聲

就好比有樂隊伴奏般的悠揚澎湃，讓在場耹聽師生感受迷人的

音樂魅力，一飽耳福，現場氣氛HIGH翻天。。

國際賽冠軍菁英團隊18日晚間6時30分，受邀在資訊大樓前廣場

演唱，吸引500多位同學到場耹聽；亞洲大學Aplusa人聲樂團率

先演唱，團員們一連唱四首曲子，包括電音HIGH趴─別停止

音樂、美聲爵士─Aathmn Leaves、漢光編曲古調─秋風辭，及

原創曲：「快樂，不難」等，團長田芸珮、音樂總監江亦錀演

唱時，還走下台跟耹聽的同學們互動，引來尖叫聲不斷。

亞洲大學Aplusa人聲樂團雖然成軍不久，但一開場演唱，立刻

吸引全場觀眾的注意，炒熱當場的氣氛；團長田芸珮同學說，

他們的團員，有副團長林鳳竹、音樂總監江亦錀、女高音黃

郁家、男中低音黃凱威、男低音Rap黃智筠、人聲打擊劉家成及

音控詹智強等人，都是對人聲樂團有興趣而結合，希望將來代

表學校比賽，也能唱出好成績。

「Niniwe」是熱力四射的女聲團體，由四位女生組成，成員

有Winnie Bruckner、Caroline Krohn、Hanne Schellmann、Lena

Sundermeyer，個個氣質優雅，數次奪得國際比賽大獎，因而聲

名大噪。此次來台巡迴演唱，她們更展現獨特又迷人的嗓音，

連唱九首動聽的曲子，讓台下的師生們聽的如痴如醉，尤其是

她們表演創新，合唱的張力無限，令人驚艷。

「Vocaldente」男聲團體，由五位男生組成，成員有Timo Klemm

圖說：國際菁英樂團的Niniwe女聲樂團演唱情形。

–Countertenor、Tobias Kiel–男高音、Michael Schope–男高音、

Johannes Gruber–男中音、Tobias Wunschik–男低音

，「Vocaldente」也是連唱九首曲子，他們堪稱是人聲藝術家，

表演方式不但俏皮風趣，並引領觀眾進入他們用人聲表現的幻

想世界，還透過優質的嗓音，與台下聽眾互動頻繁，綻放親和

力的笑容，使台下師生為之瘋狂。

「Niniwe」、「Vocaldente」兩個人聲團體長達兩個小時的演唱

，讓台下耹聽的師生們情緒高昂，安可聲不斷，「Niniwe」、

「Vocaldente」兩人聲團體感受到熱情，各追加獻唱一首，台下

響起如雷的掌聲、歡呼聲。

演唱後的簽名會更是大排長龍，學生們爭先恐後搶著排隊，要

跟「Niniwe」、「Vocaldente」兩個人聲團體簽名、合照，在秋

風氣爽的夜裡，師生們興奮、雀躍心情溢於言表，活動結束後

，仍然捨不得離開現場。

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張秋政最近獲得常青田徑國際賽三面銀牌，張教授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張秋政最近獲得常青田徑國際賽三面銀牌，張教授
暢談運動好處多：體力好、胃口好、睡得好，從不生病暢談運動好處多：體力好、胃口好、睡得好，從不生病

「跑步好處太多太多！歡迎大家作伙來跑步！」亞洲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講座教授張秋政，不但教學嚴謹、學養豐富，更具國



金融學系講座教授張秋政，不但教學嚴謹、學養豐富，更具國

際精算師實務經驗，張秋政教授還是長跑好手，日前他剛獲

得2010第七屆中華民國常青田徑國際邀請賽男子組70歲組1500

公尺、5000公尺、10000公尺第二名，贏得三面銀牌，體力及拚

戰精神不輸年輕人。

今年滿70歲的張秋政教授，今天捧著三面銀牌，開心地接受

採訪、拍照，他說，今天不談精算師專業領域，只談跑步、談

健康；今年9月25、26日在宜蘭舉辦的2010第七屆中華民國常青

田徑國際邀請賽，張秋政教授在1500公尺競賽中跑了6分47秒3、

5000公尺跑了25分27秒5、1萬公尺跑了54分13秒67，分獲男子

組70歲三面銀牌，張秋政教授說：「這只是牛刀小試！」，他

今年還要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洲長青盃田徑錦標賽、世界長青

盃田徑錦標賽，為國爭光。

「我每天一定跑一萬公尺，刮風下雨也照跑！」張秋政教授說

，他擔任亞大講座教授，還是華信惠悅（ＷatsonＷyatt）國際

顧問公司高級顧問、大陸北京中外合資公司總精算師等，工作

雖然忙碌，他還是「擠」出時間來運動，天天跑一萬公尺，絕

不打折扣，有時候下大雨，人在台北的他，就會到東區地下街

跑步，照樣跑出一身汗。

張秋政教授維持了近40年的運動習慣，不但體重維持50公斤，

體力超級棒，生活超級規律，也胃口大開，很少生病，記憶力

又特別好，加上他多吃青菜、水果、糙米飯等營養食物、少

吃肉，即使是一天上7小時的課，也不會累，況且運動還可預防

老人痴呆，真是好處多多。「吃七分飽、吃對食物，還要吃

得少，習慣就好，這樣對身體也好！」這是他維持身材的

秘訣。

張秋政教授說，他除了有天天跑步的習慣，每個月儘量參加

比賽，例如他最近就報名參加10月17日在總統府前舉辦的10公

里競賽、11月6日花蓮太魯閣21公里競賽、12月21日台北富邦21

公里競賽。最近一年，他還養成時時刻刻走路的習慣，不論是

上課、搭高鐵，只要可以走路、爬樓梯，絕對不搭電梯或手

扶梯，「這些零星加起來的運動量，讓我的身體更勇健！」

圖說： 張秋政教授暢談跑步好處多，背景為他跑步獲獎的獎杯

。 

張秋政教授也常在課堂上告訴同學們，命好不如習慣好，好習

慣一旦養成，不但終身受用不盡，相信一定會有成功的事業，

他並以兩句話送給同學們勉勵：「The Best Approach To an

Ageless Body and Timeless Mind is to Constantly Exercise Both in

an Intergrated Way」（要保持永遠不老的身軀、心智，最好的

方法就是整合身體與心靈，持續不斷地活動）；「Be Regular

and Orderly in Your Life So That You May be Violent and Original

in Your Work」（你的生命裡，保持有規律、有秩序的生活，你

的工作就會有不斷的革新及原創）

張秋政教授強調，有時他會一邊跑步，一邊思考問題，一些棘

手的精算問題、參加國際比賽的論文，常常在跑步過程中，獲

得不錯的答案，也算是他額外的收獲。

張秋政教授是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數學哲學博士，現任亞洲大學

財金系講座教授、華信惠悅（Watson Wyatt）國際顧問公司高

級顧問，他在學術界及保險界有近40多年經驗，並在7個國家工

作過，曾任美國俄亥俄及辛辛那提大學教授、新加坡國立南洋

大學醫療保健研究中心主任、康健人壽總經理、美國Western

International保險公司總裁、興農人壽總經理、台灣及新加坡財

政部的顧問精算師及顧問、世界銀行顧問，及許多跨國保險、

再保險公司顧問精算師，並擁有12個國際專業執照。他在學

術界、精算科學界、保險界、管理學界都很活躍，對於精算科

學相關領域及國內外財政、經濟發展甚具影響力。

2010年兩岸法律風險管理研討會在亞洲大學登場，兩岸法律工作者2010年兩岸法律風險管理研討會在亞洲大學登場，兩岸法律工作者
暢談法律風險控管，有助兩岸法律交流，更是企業核心競爭力暢談法律風險控管，有助兩岸法律交流，更是企業核心競爭力

2010年兩岸法律風險管理研討會，10月26日在亞洲大學登場，談

論兩大主題：企業法律風險的識別、評估、防控，以及企業法

律責任與法律控管。主辦的中華法律風險管理學會理事長、亞

洲大學講座教授施茂林指出，海峽兩岸交流密切，兩岸法律制

度或有不同，但法律風險控管的領域，以管理學觀察法律風險

，以法律角度看管理學，目標是一致的，期待兩岸法律學者好

好研究、整合，俾利企業經營管理。



2010年兩岸法律風險管理研討會，26日下午1時30 分起在亞洲大

學亞洲講堂舉行，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歡迎來自大陸法律諮詢

中心、最高人民法院24位貴賓、學者蒞校參加研討會，希望參

加研討會之餘，也順道參觀亞大校園及戶外裝置藝術品，亞洲

大學創校10年，更創下不少辦學記錄，如連續四年獲教育部評

鑑為教學卓越大學，體育評鑑優等，首推志工大學，所推動三

品教育也獲教育部的肯定。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胡忠、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指出，兩

岸進行各項交流，法律交流不容忽視，期許兩岸的法律工作者

，如何將法律風險管理領域，從被動化為主動，由救濟轉為

防範，進而形成機制平台，期能因應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大陸

，及兩岸法律交流的需要。

中華法律風險管理學會理事長、亞洲大學講座教授施茂林說，

法學可以分為預防法學、治療法學及救濟法學，法律風險如果

控管得宜，就可以避免事後的治療及救濟，就以蘇花公路崩塌

事件為例，如果早一步進行風險控管，預測在某一路段有可能

崩塌，提早進駐機具，確知崩塌的路段後，就可以從崩塌路段

的兩端同時開挖，加速救災行動。

中國法律諮詢中心法律風險管理部項目主任白濤，以「企業法

律風險的量化研究」為題演講，他指出，對企業而言，展開法

律風險管理工作，需要成本，企業在法律風險管理方面成本，

包括法律風險管理體系建構成本，法律風險管理方面投入人力

成本等，必須進行量化管理和控制，降低法律風險的影響水準

。

「法律風險管理，將成為未來企業核心競爭力之一！」中國商

業法研究會企業法律風險研究所所長葉曉華，以「企業法律風

圖說：左三起施茂林講座教授、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與中國法

學會副會長胡忠、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等人合影。

險的精細化管理」為題演講，他說，兩岸的企業要想做百年

老店、世界品牌，就必須在法律風險管理上有所作為，一般

而言，要想在管理上勝出對手，加強法律風險管理能力，幾乎

是不二法門，法律風險成本對企業利潤的影響極大，此一管理

不僅能讓企業利潤有可的提升，還能為企業奠下堅實的基礎。

主辦單位之一的合作金庫副總經理謝昌俤指出，金融體系有信

用風險、作業風險等顧慮，合作金庫一向採取三層把關，一是

由總行來控管，二是法律部門及風險管理單位，最後一道把關

者是董事會稽核室，一起辨識、評估及監測風險。例如金融風

暴期間，合作金庫經由風險控管，將有具風險的「產品」剔除

，才降低了損失程度。

此項研討會，邀請中國法律諮詢中心等24位大陸法律工作者、

國內中部地區法律學者專家與會，上半場主題是企業法律風險

的識別、評估及防控，由內蒙古自治區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宋喜

德主持，主講人是中國法律諮詢中心法律風險管理部項目主任

白濤、中國商業法研究會企業法律風險研究所所長葉曉華，由

合作金庫銀行副總經理謝昌 、朝陽科技大學教授兼學務長蘇

文斌等人與談；下半場主題是企業法律責任與法律控管，由亞

洲大學財經系主任邱太三主持，主講人包括亞洲大學財經系教

授方國輝、助理教授楊君毅及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副教授劉凱，

與談人江蘇維世德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立琴、公平交易委員會

委員、亞洲大學財經系教授李禮仲及台中名律師、中興大學講

師朱從龍等人。

亞洲大學舉辦中區自殺防治訓練培訓課程，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柯慧貞亞洲大學舉辦中區自殺防治訓練培訓課程，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柯慧貞
呼籲專業人員投入心力，減少憾事發生呼籲專業人員投入心力，減少憾事發生

台灣自殺死亡率已經連續多年名列十大死因之列，為了協助第

一線的自殺防治工作者有更好的知能與技巧，亞洲大學於10月

2日、3日在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中區自殺防治訓練培訓課程，中

部地區心理師、護理師、社工師、諮商師、輔導教師等多元背

景等100多人參加，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柯慧貞呼籲專業

人員共同為自殺防治投入心力，防止任何自殺的憾事發生。 

柯慧貞院長指出 ，此一培訓課程，由衛生署委請台灣臨床心理

學會主辦，亞洲大學社工系及心理系合辦，共有五梯次的系統

性培訓、督導及認證；此次自殺防治課程培訓，2日、3日先安

排自殺防治初階課程，未來仍將與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合辦「自

殺防治的進階課程」與「憂鬱自殺的認知行為治療」初階、進

修訓練， 

每梯次都分為北、中、南三區辦理，中區就委託亞洲大學承辦

圖說： 亞洲大學舉辦中區自殺防治訓練培訓課程，人文社會學

院院長柯慧貞演講神情。

念後，主動與有自殺意念的學生談論自殺念頭，才成功阻止了

這件憾事的發生。



每梯次都分為北、中、南三區辦理，中區就委託亞洲大學承辦

，想要參與的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可上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網站

繼續報名。

柯慧貞院長在「自殺防治課程初階課程」擔任講師，她為與會

的學員講授自殺的風險因子、保護因子及自殺的風險評估；再

以不同的案例實際演練，使學員更熟悉如何運用自殺風險度的

概念，來評斷風險的高低，決定危機處理的策略。

柯院長以成大學生跳樓的案例，以及曹小妹事件來說明自殺防

治的可能性，她首先為「自殺的迷思」澄清說，有些迷思的

觀念，譬如是「一旦談到自殺，會使不想自殺的人也想

自殺？」，像這樣的觀念是不對的，因為想自殺的人，若有人

和他談、跟他溝通，才會知道該如何協助他。

柯慧貞院長也舉出她在成大推動全校新生篩檢的例子指出，原

本有位有自殺防治迷思的教授，因為柯院長的說明自殺防治觀

 

這件憾事的發生。

第二天的課程，有「自殺相關倫理議題與個案討論」及「中重

度危機個案的因應技巧與實例演練」。林旻沛心理師用靈活的

上課方式，利用許多案例讓大家討論自殺倫理相關議題，藉由

小組討論，讓大家對處理自殺個案將可能遇到的倫理議題有更

深刻體會。林聰仁心理師主講時，舉出不少在面對自殺個案時

可以採用的技巧，他的完整說明，讓與會人士對自殺防治時的

因應技巧有了初步概念。

柯慧貞院長強調，為了此次自殺防治訓練課程的籌辦，社工系

、心理系及學務處諮商輔導組不少師生投入，相當辛苦。社工

系系主任李美玲還提供創辦人蔡長海的「改變成功的定義-白

袍CEO/蔡長海的利他願景學」一書，讓現場學員索取，與會學

員對蔡創辦人充滿好奇，很快的就索取一空。

亞洲大學承辦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10月28日決選，選選出首獎等亞洲大學承辦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10月28日決選，選選出首獎等

優勝作品，預計11月8日公佈得獎名單優勝作品，預計11月8日公佈得獎名單

亞洲大學承辦的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10月28日進行複審，由

校長蔡進發博士主持、工研院創意中心主任薛文珍擔任評審會

召集人，聘請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總監鄧鴻吉老師等

人擔任評審，評選為首獎、亞洲大學創辦人獎等作品，獎金分

別是15萬元、10萬元不等，預計11月8日公佈得獎名單。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承辦的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從

全國各地19歲以下青少年參賽的1068件作品中，10月初評選

出147件進入複賽，該中心聘請工研院創意中心主任薛文珍、福

彥電子公司董事長、「台灣愛迪生」雅稱的鄧鴻吉、黃禾廣告

執行長何清輝、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及財團法人台創中心副

執行長林同利等5人擔任評審，先從進入複審147件作品中，推

薦選出69件佳作，28日進入決選。

5位評審最後選出首獎的作品，獎金15萬元，亞洲大學創辦人特

別獎作品，獎金10萬元；以及「最具發展潛力獎」、「最佳原

創概念獎」、「最佳趣味獎」等作品獎金各8萬元。另選出16名

佳作作品，每人各獲1萬元獎金；至於「評審委員特別推薦獎」

的作品也有17名，獎金也由原先每人3000元，提高為每人5000元

。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執行長朱界陽強調，前20名的得

獎者將由亞洲大學安排申請專利、製作模型及出國參加國際發

明競賽。

圖說： 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決選時，5位評審費心選出優勝

作品。

鄧鴻吉老師說，U19（Under 19）青少年發明競賽，原由工研院

從奧地利引進，鼓勵全國各地19歲以下的青少年從事發明創作

，以往4屆由工研院舉辦，今年起交由亞洲大學接手承辦，第一

次承辦Ｕ19創意競賽，就收到來自各地1068件作品，難能

可貴。



亞洲大學商設系學生在中興新村ＲＵＮＷＡＹ走秀，秀出青春美麗亞洲大學商設系學生在中興新村ＲＵＮＷＡＹ走秀，秀出青春美麗

和自信風采，為受邀明年2月台北花卉博覽會走秀暖身和自信風采，為受邀明年2月台北花卉博覽會走秀暖身

為了明年2月台北花卉博覽會走秀暖身，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

學系10月9日參加台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推廣活動─紡織服飾

動態展演暨走秀活動，商設系16名學生模特兒身穿超炫的服飾

、搭配濃妝淡抹，於中興新村上伸展台走秀，可謂爭奇鬥豔，

也秀出青春美麗和自信風采，有些模特兒的表現還不輸專業模

特兒，現場宛如身處專業時尚走秀場，博得台下滿場彩，驚豔

不已。

商設系系主任林盛宏指出，這次16位上台走秀的學生模特兒，

都是商設系學生，為了這場舞台走秀，開學迄今幾乎天天練習

，每天都要踩著10公分高以上的高跟鞋走秀，模特兒的腳都必

須貼上繃帶；當天走秀艷陽高照，模特兒們在烈日下揮汗如雨

，很辛苦。

林盛宏主任說，雖然中興新村伸展台沒有舞台特殊效果，沒有

任何七彩燈光，也不是比賽，沒有獎項，但許多學生模特兒還

是將原本的服裝修復或加點裝飾，讓在台上亮相的服飾，看起

來更具張力、更有看頭，加上他們依然賣力展現出絕佳的台風

，在台上發光、發熱，驚豔全場。

「這次走秀，主要是為了明年2月要在花博會伸展台上走秀

暖身！」16位學生模特兒於10月9日在中興新村參加走秀表演，

林盛宏主任說，商設系曾在校內舉辦舞蝶、花瘋兩場ＲＵＮＷ

ＡＹ秀，獲得花博會主辦單位主動邀請，明年將北上參加走

 

圖說：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中）與參加展演走秀的師生

們合影。

秀展演，這次到中興新村走秀，是主辦單位要讓學生模特兒，

於事前感受站在舞台上的氣氛，期待將來有更佳的表現。

參加走秀的學生模特兒葉素姍、李侑庭、賴儀禎同學說，看到

大家辛苦練習，每天都很晚回家，腳上也貼著一層層的透氣

膠帶，努力了那麼久，個個在舞台上表現絕佳的台風，心裡很

感動，希望北上花博會走秀表演時，有更好的表現。

「一個成功的演出，代表的是背後無數的汗水！」蕭郁軒、徐

泓誼同學也說，透過中興新村走秀活動後，大家更加凝聚在

一起，將繼續地練習，期待明年花博會的走秀活動的到來，將

讓台下眾多的觀眾看到他們用心做出來的成品及走秀台風，為

校爭光。

亞洲大學新設國際學院，廣招國際學生，在5個行政單位設立亞洲大學新設國際學院，廣招國際學生，在5個行政單位設立

講英語服務人員，熱心、親切地為國際學生服務講英語服務人員，熱心、親切地為國際學生服務

亞洲大學邁向國際化又跨出一大步！今年8月成立亞洲大學國際

學院，成功吸引12個國家、162位國際學生到亞洲大學就讀，國

際學生人數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國際學院為加強國際學生的

服務，已在總務處等5個單位指定講英語服務人員，親切又熱心

地為國際學生解決日常生活需要、申請相關資料，下學期將擴

大講英語服務單位及人員，全面營造校園國際化、學習英語

環境。

亞洲大學國際副校長兼國際學院院長劉育東說，校方成立講英

語服務人員的概念，是源自他到美國求學時，美國大學校園裡

大多設有講英語的服務人員，這些服務人員面對外籍生的詢問

，會故意放慢講英語的速度、故意用簡單的用字對話，他們也

都熟悉週遭生活的事務，全心照料初到美國的外籍生。

圖說： 總務處、學務處設有會講英文人員，加強為國際學生

服務。



都熟悉週遭生活的事務，全心照料初到美國的外籍生。

亞洲大學於試辦期間，先在總務處等5個一級單位指定講英語服

務人員，包括教務處林煒家、學務處何潔予、總務處傅俐甄、

資發處王雅玲及圖書館歐立偉、洪郁棠（分早、晚班）等人。

她（他）們在櫃台上會立個牌子：「I speak English ask if you

need service」，身上要別上：「I speak English」，連同原本的

國際學院、國際交流中心及創意領導中心等單位，開始為國際

學生服務，每週並提報外籍生到櫃台諮詢問題、待解決事項，

供國際學院參考。

「亞洲大學首批講英語的行政人員，面對外籍生的詢問，還得

熱心服務，並設法幫他們解決問題！」劉育東副校長說，國際

學生初來乍到，除了課業、教學及研究外，最需要的是生活

輔導，如就醫、買日常用品、搭車旅遊等，如果有行政人員或

窗 口 可以提供協助，相信會讓國際學生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專

心在學業上求進步，沒有後顧之憂。

校方最近開辦三個行政人員英語研習班，分初級、中級班，完

全免費上課，每週一、二、四晚間上課，原計畫招收20人參加

研習，結果有 52位行政人員報名參加，此一梯次研習班結束後

，必要時仍將開辦行政英文加強班，採小班制，招收10至20人

繼續深造研習，並邀請外籍老師、補教界名師蒞校上課，加強

行政人員講英文的實力。

劉育東副校長預估，下學期起，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等25

個一、二級單位、國際學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及創意領導中

心將增設26位英文人員，健康學院等13個院系將增設13位講英

文人員，全方位加強為國際學生服務，營造國際化、講英語的

環境。

亞洲大學8月1日新設國際學院，統籌5個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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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本校今年外籍學位生

人數162人，成長幅度是去年同時期3倍；國際學生有來自智利

、印度、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蒙古、泰國、土

耳其、英國、美國、衣索比亞等12個國家，學生素質與數量大

幅提升。

 

中區大專院校通識課程教師在亞洲大學研習，參訪誠實商店、奉茶站中區大專院校通識課程教師在亞洲大學研習，參訪誠實商店、奉茶站

及晨昏定省免費電話中心，情境教室之旅，創意又新鮮及晨昏定省免費電話中心，情境教室之旅，創意又新鮮

教育部99年度中區通識課程教師研習營，10月15日在亞洲大學

登場，除了探討通識課程的教育理念與專業知能，亞洲大學中

午特別安排通識課程情境教室之旅，總務長兼三品書院執行長

朱界陽帶領中部大專院校通識課程老師觀賞校園戶外裝置藝

術品，還到誠實商店、奉茶站及晨昏定省免費電話中心等情境

教室參觀，實地感受亞洲大學推動三品教育、美學教育的潛在

教育成效，參觀的老師們相當稱許，認為不虛此行。

「亞洲大學開設誠實商店，至少讓學生體驗台灣曾經有過的三

種善良風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及童叟無欺！」朱執行長向

參觀的「誠實商店」教授說，一進店內，就有一面「良心鏡」

，因為該店沒人看管，自買自賣自投幣，要「照」良心買賣；

店內商品都是資源回收的二手貨，所得款項全數買餐券給貧窮

的學生過日子，所以離店前，還會看到一面「愛心鏡」，可照

出自己慈眉善目的愛心；讓學生能領悟出「惜福、惜物、誠實

」的道理，參觀的教授們頻頻點頭認同。

朱界陽執行長說，誠實商店已經開了三個學期，仍然維持「貨

」源暢流，師生源源不斷地將「平時用不到、棄之又可惜」的

物品送到誠實商店，店內的商品如衣物、杯盤、盆栽、書籍、

ＣＤ等都有，派專人整理、標價後，擺在誠實商店，每個月約

可賣得１萬多元，所得款項濟助窮困學生解決用餐問題。

亞洲大學晨昏定省免費電話專線中心，今天中午來了蒙古、印

尼等位外國學生，到場打越洋電話回家報平安，學習台灣人的

圖說： 亞洲大學總務長朱界陽（著藍色衣者）陪同參加通識課

程教師參觀晨昏定省中心。

話回家向父母請安，大一新生還發給晨昏定省關懷卡，只要一

學期集滿100次，就贈送100元的圖書禮券。「我們希望學生上

了大學，就要關心父母！」

在參觀途中，大學通識課程老師看到奉茶站的兩桶「奉茶」，

不少老師都感到興趣，有的老師還說：「有意思！」，朱執行

長介紹說，這是將台灣農業社會原有樸實的「奉茶」，移到大

學校園內重現，同學們只要帶著環保杯，就可以喝到青草茶、

枸杞茶、紅茶、決明子茶，不但喝得健康，也可省下一筆可觀

的飲料費，還能減少保持瓶，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亞洲大學校園內蒐藏法國名雕塑家羅丹的「沈思者」雕塑品、

阿曼的「勝利女神詩篇」、「大象與樂器的結合」及楊英風大



尼等位外國學生，到場打越洋電話回家報平安，學習台灣人的

美德；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周國屏好奇提問說：晨

昏定省免費電話專線中心的電話如何負擔？朱執行長說，該中

心的電話費由學校負擔，鼓勵學生多利用該中心的電話，打電

阿曼的「勝利女神詩篇」、「大象與樂器的結合」及楊英風大

師的「鳳凰來儀」、「鳳凌宵漢」等作品，整座校園就像一個

藝術展場，朱執行長說，這些都是通識課程的情境教室，讓大

學生的人文素養、品格形塑，在校園生活中養成。

 

日日  期期 時時  間間 活活  動動  主主  題題 地地  點點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11/03 18:30-20:30
國際青年領袖方案-1

「Love Ourselves, Never Give Up 熱愛生命.絕不放棄」
L002教室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11/10 18:30-2030
國際青年領袖方案-2

「The Diamond Cutter 當和尚遇到?石」
L002教室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11/16 17:20-18:4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例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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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18:30-20:30
國際青年領袖方案-3

「Broaden Your Vision 國際櫥窗」
L003教室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11/24 17:00-18:30
心靈輔導講座-2

創意領導中心 李志鴻主任
A115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11/30 17:20-18:4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例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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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 活動主題活動主題

康輔社 11/01  I306 期中進補暨表演劇成果發表

學生會、學生議會 11/02  國際會議中心A101 亞洲大學青春影展-眼淚

轉聯社 11/03  I棟 期中晚會

學生會、學生議會 11/03  ShowTime廣場 亞洲大學校園制服日

學生會、學生議會 11/03
 

行政大樓後草皮

亞洲大學青春影展



學生會、學生議會 11/03 行政大樓後草皮

蚊子電影院-台北星期天

教發中心 11/4 10:00-12:00 M004 台灣生技產業的契機

AsiACAPPELLA人生樂團 11/6、7  亞洲大學 I Love stage II全方位舞台訓練

教發中心 11/9 14:00-16:30 M627 大學競爭力分析

攝影社 11/9~12  亞洲大學 人像外拍

貝達那卡羅浮群 11/13、14  全台中跑透透 擬聚感情之社遊重點是在好玩

競技啦啦隊 11/14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校慶表演

AsiACAPPELLA人生樂團 11/16  亞洲大學 新聲街頭發表

學生會、學生議會 11/17  國際會議中心A101 亞洲大學青春影展-她們的故事

學生會、學生議會 11/18  國際會議中心A101 亞洲大學青春影展-聽說

真善美禪學社 11/20  未定 聯合出遊

康輔社 11/20  I306 實習營隊

健管系 11/20、21  苗栗香格里拉 迎新宿營

機研社 11/21  洲際棒球場 比賽觀摩（校外）

康輔社 11/22  I306 進階團康介紹

ACG動漫研究社 11/22  社團教室 ACG歌謠祭

經管系 11/22~26  各運動場地 經管體育週

教發中心 11/23 14:00-16:30 M627 大學教育的全球化與國際化

歡樂桌球社 11/24  三宿桌球室 十一月飲料盃

學生會、學生議會 11/24  國際會議中心A101 亞洲大學青春影展-家在台北

學生會、學生議會 11/25  國際會議中心A101 亞洲大學青春影展-台北異想

競技啦啦隊 11/25  野宴 烤肉a啦啦隊

AsiACAPPELLA人生樂團 11/25  校外 感恩義唱



康輔社 11/29  I306 小當家入門

生存研習社 11/30  地震博物館 校內軍事聯賽

歡樂桌球社 11/31、12/1  三宿桌球室 校內師生盃

學生議會 11月  亞洲大學 議事會議

數媒系 11月  On-line 信長盃

會資系 11月  亞洲大學 系烤

會資系 11月  M001 改選交接典禮

原住民文化研究社 11月  亞洲大學 聯誼性服務聯展

真善美禪學社 11月中  社課教室 考前大進補

真善美禪學社 11月中  社課教室 期中讀書大會

歌研社 11月中  未定 社團出遊

藏鋒社 11月中後  學校 課程講習

藏鋒社 11月中後  台北 檢定升級

生存研習社 11月底  亞洲大學 期中社團交流會

武學研究社 11月底  行政大樓 防身術講座

D調吉他社 11月底  Show time 定期表演

宿舍服務組 11月9日 21:00~22:00 各宿舍櫃檯
【宿舍關懷點滴情】99-1你累了嗎？

期中考加油站

宿舍服務組
11/18、25、

12/2、9
18:00~21:00 登峰學苑地下室

【美麗心世界】簡易保養與彩妝

宿舍服務組 11/22 ～12/24  各宿舍
【好舍之圖】宿舍明信片創意設計

比賽

宿舍服務組 11/24 18:00~22:00 登峰學院前排球場 【健康體力季】宿舍躲避球對抗賽

宿舍服務組 11/25 18:00~22:00 登峰學苑前排球場 【健康體力季】宿舍盃排球對抗賽



宿舍服務組 1-30 10:00-20:00 學生賃居地 賃居校外學生訪查及安全宣導

宿舍服務組 17 15:00-17:30 第四停車場 住校新生及賃居生消防避難逃生演練

軍訓室 11/23 18:00~21:00 A101 反毒宣導影片「破浪而出」

服學組(慈青社合辦) 11/08～12/31  亞洲大學
99-1把「廢乾電池」送回本壘，

讓「愛」傳給社會

服學組 11.20～11.21 二天一夜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白河榮譽國民之家、烏樹林糖廠、

寺廟與古蹟文化

快樂關懷．健康促進—服務學習GO!

服學組 11/20～11/21 二天一夜 台南縣蓮心園啟智中心
99-1「愛與關懷活動-蓮心園關懷行

」活動

服學組 11/06～11/07
8:00~16:40

8:00~12:30
國際會議中心A101

99學年度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志

工基礎訓練

諮商輔導組 11/03 17:30~20:30 A114 性別平等教育-校園危險角落

諮商輔導組 11/06 10:00~13:00 M108
輔導增能~薩提爾家族治療模式初階

工作坊

諮商輔導組 11/18 15:00~17:30 A114
生命教育-我的重生與再造~張敏書校

友及小腦萎縮協會宣導活動

諮商輔導組
11/19、11/26 13:30~16:30 A115

導師主題工作坊～舒壓、養生、健康

DIY

諮商輔導組 11/02~11/30
每週二 

18:30-20:30
M006

學生成長團體～陳佩雯老師 

關係協奏曲～譜出人際的樂章

諮商輔導組 11/04~11/25
每週四 

18:30-20:30
M006

學生成長團體～吳若慈老師 

「萬人迷」明星學苑-人際成長團體

諮商輔導組 11/15~11/29
每週一 

18:30-20:30
M006

學生成長團體～楊漢章老師 

Beautiful Love~愛情探索團體

生活輔導組 11月   亞洲大學親善大使募集令

衛生保健組 11月20日、21日 8:00-17:00 另行公告 第18期初級急救員訓練

衛生保健組
11月17日 16:00-18:00 管理大樓M001

健康講座(四):讓我們來認識過敏原ex

：飲食.髒空氣

衛生保健組 11月24日 16:00-18:00 管理大樓M001 健康講座(五):愛之擁抱，勇抱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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