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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商品系同學劉怡君，在國際發明

展中金牌作品「自行車之踏板結構」，由

廠商200萬元買下專利授權，獲得人生第一

桶金（0301）

亞洲大學邀請玩具總動員、蟲蟲危機等動

畫影片製作人、皮克斯動畫公司總監安

德魯，從美國專程來台一天教學，強調好

的動畫影片，需要有好的創意故事（0225
）

亞洲大學設計發明大師雲集！---皮克斯總

監安德魯、英國皇家藝術院教授等國際名

師15人到亞洲大學開課(0304)

亞洲大學繁星推薦入學，45級分以上比照

國立大學收費，另新生入學獎學金，最

高200萬元 （0225）

亞洲大學舉辦「全校提升教研成效共

識營」，安排專題演講、各院專題報告，

蔡進發校長籲請共同營造優質的校園文

化（0217）

亞洲大學邀請國立蒙古大學巴雅薩哈教授

蒞校演講，暢談蒙古外交、經貿政策，勉

勵在台蒙古外籍生學好中文(0215)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參

訪亞洲大學，韓國高中生關心就讀亞洲大

學的資訊取得及獎學金申請（0210）

衛生署長楊志良卸下職務，這學期回到亞

洲大學任教，低調不接受採訪（0221）

亞洲大學時尚系花博會走秀，「衣解花語

」的印花服飾，打造環保花卉時尚風華

吸睛，25日商品系「花瘋蝶舞」再登

場（0216）

亞洲大學社工系2011初春社工體驗營登場

，安排認識社工系、參訪社福機構及社工

系友生涯分享等行程，學員們興趣盎

然（0208）

亞洲大學服學幹部一行人，南下白河榮民

之家、後壁蓮心園啟智中心，展開校外實

地關懷暨服務學習之旅（0211）

來自吉林長春師範學院21位大陸學生到亞

洲大學就讀(0303)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18日為春季班國際生舉

辦新生訓練，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等人

簡介亞洲大學的願景、校務運作（0221）

亞洲大學為國際學生辦新春圍爐，邀請未

回國的36位國際學生提早吃台菜過中國年

，溫暖異地遊子心（0201）

亞洲大學民俗館館長朱界陽、顏榮豐合

著「民俗讓生活更有品味」一書，頗具意

義(0302)

亞洲大學商品系同學劉怡君，在國際發明展中金牌作品「自行車之亞洲大學商品系同學劉怡君，在國際發明展中金牌作品「自行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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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結構」，由廠商200萬元買下專利授權，獲得人生第一桶金踏板結構」，由廠商200萬元買下專利授權，獲得人生第一桶金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四年級同學劉怡君，在韓國首爾國際

發明展金牌作品─「自行車之踏板結構」，獲得廠商青睞，3月1

日以200萬元買下她專利授權，讓劉怡君在學期間就獲得人生第

一桶金。台中市青輔實業公司總經理洪欽瑞說，這是件好的

作品，他之所以重金買下此一專利授權，除了有綠能、節能

概念，就是安全，因為「安全是無價的！ 」

「這太意外了！太奇妙了！」劉怡君說，她作夢也沒想到自己

發明的東西，可以賣出去，且有200萬元的專利移轉金，她將利

用這筆錢，安排到歐洲等地旅行，所謂「行萬里路，勝過讀萬

卷書」，到處看看、學習先進設計，再尋找發明的靈感。

劉怡君所發明的「自行車之踏板結構」，去年11月在韓國首爾

國際發明展，勇奪金牌，由於倡導綠能設計，大會再頒給她特

別獎，消息傳回台灣，立即被台中市梧棲區青輔實業公司總經

理洪欽瑞相中，幾度到學校來洽談買下此一專利作品事宜。洪

欽瑞說，亞洲大學是所有合作學術單位中，最能提供實務面、

符合企業需求的大學，因此，該公司最後選擇跟亞洲大學合作

，將來會量產劉同學的作品，更具商業價值。

劉怡君說，她是利用腳踏車踏板轉動時，踏板內裝的發電機會

將產生的動能轉換為電能，還有儲電功能，下坡沒踩踏板時，

踏板外圍的ＬＥＤ發光裝置，可藉蓄電池的供電發光，作品生

活化，也很「耀眼」，最重要的是夜間騎腳踏車，ＬＥＤ燈

很亮，會帶來警示作用，更安全，還能減少能源耗損。

我是看到有位老伯夜間騎單車，差一點被車擦撞，才找到靈

感的！」劉怡君指出，她看到有些腳車燈，需另外裝，又有換

電池手續，去年花了3、4個月時間，研究如何在節能原則下，

讓腳踏車踏板會亮燈，又不用換電池，剛開始時，零件較厚，

並不切實際，後來經改良外，才完成薄一點的發電機。包括作

品模型、專利申請，共花了6萬5千元。

圖說：亞台中市青輔實業公司總經理洪欽瑞（右）重金買下亞

大同學劉怡君的專利授權。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總監鄧鴻吉，是劉怡君的指導

老師，鄧鴻吉老師說，他在17歲時，以紅外線感應器獲得150萬

元的專利金，劉怡君同學獲得200萬元的第一桶金，讓他更高興

，所謂「青出於藍，勝於藍」，他希望亞大的學生所發明的

東西，不只是賺錢，還可以符合市場需要，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通常一件好的作品，可以提供全球10萬人的就業機會」，

成就不容小覷。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去年7月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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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系四年級同學吳宜哲創意發明「筷子」，也有公司

出價50萬元買下專利。

創意發明中心執行長朱界陽指出，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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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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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總動員」、「蟲蟲危機」等10多部動畫影片名製作人，

國際知名皮克斯動畫公司總監安德魯．高登（Andrew Gordon）

專程由美來台，25日到亞洲大學一天教學，傳授動畫的技法給

大學生及高中生；他告知台灣學生，好的動畫影片，不只是要

卡通化，還要有栩栩如生的動畫創作，更需要有好的創意故事

；他建議想學動畫影片的同學，在校期間要紮好基本功，連最

簡單的表情、動作等都不放過，努力再努力，才有機會成為動

畫界尖兵。

安德魯．高登（Andrew Gordon）總監25日上午蒞校教學，亞洲

大學開放給各地高職校師生報名參加，有來自北一女、台中

女中、台中一中、花蓮中學、政大附中、高師大附中等120位

師生，讓有心走創意設計動畫的高中學生，提前走入大學校園

，向國際大學習互動。北京火星時代動畫學院總裁Ｈerry

Chiang也專程參與這場動畫界盛會，分享安德魯總監動畫製作

經驗。

「好的動畫影片，要有好的構想、好的創意故事！」安德魯總

監說，就像「天外奇蹟」動畫影片，就是從一個老人拿著汽球

講起，編織成一個好的故事，透過動畫影片呈現。安德魯指出

，台灣是個友善、親切又有活力的國家，本身就有非常好的

故事，他正努力成為皮克斯谷司的導演一員，將來有機會拍動

畫影片，會把台灣好的故事，融入動畫片裡，介紹給全世界的

人知道。

安德魯總監也關注台灣的動畫產業的發展，他說，在皮克斯動

畫公司中，有多位來自台灣的動畫師，表現出色，使得他對台

灣的動畫教育感到好奇，在台期間，他會到處走走、多觀察，

也期待看到本地學生的動畫作品。

安德魯總監建議學動畫影片的莘莘學子，要先學好基本功，有

些基本功如素描、繪圖等，看起來很枯燥乏味，還是要好好

學習、紮下根基，他剛到皮克斯上班時，皮克斯的前輩就是這

樣教他的。至於創意來源，是無所不在的，即使日常的生活中

，只要用心，就有不錯創意的想法。

「親近大師的教學，收穫滿滿，對動畫更有深入一層的認識！

」國立臺中女中曹詩瑩、謝麗伶說，安德魯總監演講的內

圖說：國際知名皮克斯動畫公司總監安德魯．高登（左）與耹

聽演講的高中生們愉快互動！

容生動，簡報非常精采，她們反覆觀賞動畫，可觀察到更多有

趣的細節，未來對成為動畫師相當有興趣。

安德魯總監是國際知名的3Ｄ動畫設計頂尖人物，亞洲大學數媒

系主任蔡明欣說，皮克斯動畫公司（Pixar Animation Studios）

動畫大師安德魯．高登（Andrew Gordon）總監擁有16年動畫製

作經驗，曾參與製作的動畫影片包括蟲蟲危機、玩具總動員2&3

、怪獸電力公司、海底總動員、超人特攻隊、料理鼠王、瓦力

等都是轟動全球院線片；他創作的代表性角色，包括「怪獸電

力公司」的大眼仔、「超人特攻隊」的衣夫人，和「料理鼠王

」的學徒小林等，並曾入圍奧斯卡獎最佳動畫短片，且獲得美

國視覺特效協會的電影最佳角色動畫獎。

安德魯總監行程匆忙，只在亞洲大學進行一天的教學；蔡明欣

主任說，安德魯總監傳授動畫規律、舞臺佈局及動作設計、重

量與肉體感、移動性運動、動畫表演及姿態、動畫中的肢體

語言、潤色技巧、場景規劃等內容，透過動畫設計實務討論與

實習，跟台下熱衷動畫設計的師生互動。

劉育東副校長指出，動畫是一種新觀念，自從迪士尼的第一部

動畫電影至今，動畫產業的進步日新月異，時代在改變，課程

在改變，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也跟隨著時代的腳步，要做新

時代的設計。劉副校長並致贈客座教授證書給安德魯總監，安

德魯總監也回贈他從皮克斯公司帶來的精美禮物與簽名海報。

 

 

亞洲大學設計發明大師雲集！亞洲大學設計發明大師雲集！

皮克斯總監安德魯、英國皇家藝術院教授等國際名師15人到亞洲大學開課皮克斯總監安德魯、英國皇家藝術院教授等國際名師15人到亞洲大學開課

「皮克斯總監到亞洲大學開課吔！超棒的！」，校園網路正流

傳「大學鮮師」要教出跳脫傳統拘束的創意「叛逆學生」。亞

洲大學（Asia University, Taiwan）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說

，皮克斯動畫公司設計總監安德魯，也專程由美國來臺，到該

校講課；還有英國皇家倫敦藝術學院教授、多位國際級產業



校講課；還有英國皇家倫敦藝術學院教授、多位國際級產業

大師，都到亞洲大學開課。有人說，該學院將成為「設計大師

殿堂！」

賴院長指出，皮克斯總監安德魯於上月底到亞洲大學講學回

美後，他所參與製作的「玩具總動員3」即獲奧斯卡金像獎，使

該校師生相當興奮。世界三大設計名校之一的英國皇家藝術學

院（RCA）創新工程研究所所長米勒（Professor Miles

Pennington）及教授尼爾（Professor Neil Anthony Barron）應聘

到亞洲大學開「工作坊」授課；前飛利浦設計總監、現任仁寶

電腦創新設計部副總經理陳禧冠，友達明碁電通設計長王千睿

、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理事長尹立等15位業界設計名師，也都

到亞洲大學開課。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表示，去年創意設計學院設立了「創意設

計暨發明中心」，禮聘有「臺灣愛迪生」之稱的鄧鴻吉老師，

帶學生發明團隊，參加馬來西亞、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17件

作品共得4金、5銀、7銅及2特別獎，全壘打又大滿貫。其中，

有3件綠能環保發明作品的專利轉讓廠商，共得350萬元，讓3位

同學在校期間即獲得「人生第一桶金」。

 

圖說：國際知名皮克斯動畫公司總監安德魯專程由美來臺灣亞

洲大學授課，分享3D動畫製作經驗。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總監鄧鴻吉指出，該中心教導學

生發明作品，除得獎外，要有市場性、商品化，甚至有經濟

規模，幫忙就業人口。臺灣資源有限，「開發學生的金頭腦，

往設計財、創意財、發明財去開發，增強國際競爭力，就是亞

洲大學努力重點方向之一！」

創校進入第10年的亞洲大學，連續6年獲得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

大學，該校積極辦學的努力，受到肯定。

亞洲大學繁星推薦入學，45級分以上比照國立大學收費，另亞洲大學繁星推薦入學，45級分以上比照國立大學收費，另

新生入學獎學金，最高200萬元新生入學獎學金，最高200萬元

教育部一月公布「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評選名單，創校10

年的亞洲大學連續六年榮獲為「教學卓越大學」，在全國31所

上榜公私立大學中，獲得獎助金4668萬元，與高雄醫學大學併

列第10名，已成為繁星推薦入學的熱門大學之一。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該校今年首次參與「繁星入學」推薦

，順勢推出「繁星精英班」，凡學測45級分以上，就讀該校學

費一律比照公立大學收費，即四年可省20萬元學費。另外，45

級分等級者，可獲8萬元獎學金、50級分等級者16萬元、61級分

等級者72萬元，共分8個等級，最高可獲200萬元獎學金。

副校長兼教務長李培齊表示，該校還為繁星新生設英文獎學金

、出國保證班，凡學測英文達前標者，獎學金4萬元，達頂標者

8萬元。為鼓勵出國留學，大學四年一律可免費參加托福或多益

加強班。英文成績符合規定者，學校補助到國外當交換學生或

短期研習課程，或國外姐妹校讀雙聯學位。雙聯學位以兩年補

助為限，包括來回機票、學雜費，另每月500美元共新台幣36萬

元生活補助費。

副校長兼國際學院院長劉育東說，只是繁星入學，大學畢業

之後，考上該校碩士班者，修習跨國雙碩士學位，可獲一年來

回機票、學雜費，另每月800美元共新台幣28萬元生活補助費。

圖說：亞洲大學推出「繁星精英班」宣傳海報。

「在少子化困境中，本校學生人數10年成長10倍，現有1萬2千

位學生，是所成長最快速的大學！」蔡校長指出，該校系所評

鑑全數通過，校務評鑑私校三組第一名，辦學績效已排在績優

公私立大學之林。「但我們還要加倍努力，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亞洲大學首次參加繁星推薦，就是要優質學生！」，如今亞



回機票、學雜費，另每月800美元共新台幣28萬元生活補助費。

此外，凡依繁星入學錄取亞洲大學新生 ，除了提供校外企業實

習與就業，還可依「亞洲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

，逕修博士學位，其條件為大學修業期，學業成績總平均85分

以上，且排名在該系前百分之五者；曾獲得參加國科會研究計

畫者，一旦修讀亞洲大學博士班前兩年免學雜費，另通過國外

大學入學所需英語文條件，並經相關會議審查通過者，全額補

助來回機票、註冊費及每月生活費1000美元等，赴國外姐妹校

修讀博士班雙聯學位，以兩年補助為限。

，亞洲大學首次參加繁星推薦，就是要優質學生！」，如今亞

洲大學已為繁星推薦學生打造好優渥的「五星級繁星入學

大道」，讓繁星新生在亞洲大學，有如就讀績優國立大學，甚

至更好！

附件：凡依教育部繁星、個人申請入學，錄取為亞洲大學新生

，每人依下列標準發給新生入學獎學金：

學測級分 金額 學測級分 金額

74至75級分 200萬元 70至73級分 160萬元

65至69級分 108萬元 61至64級分 72萬元

58至60級分 48萬元 55至57級分 32萬元

50至54級分 16萬元 45至49級分 8萬元

亞洲大學舉辦「全校提升教研成效共識營」，安排專題演講、各院亞洲大學舉辦「全校提升教研成效共識營」，安排專題演講、各院

專題報告，蔡進發校長籲請共同營造優質的校園文化專題報告，蔡進發校長籲請共同營造優質的校園文化

亞洲大學2月17日舉辦「全校提升教研成效共識營」，邀請南台

科大通識中心主任李坤崇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陳偉德、

教育部人事處專門委員賴俊男等人專題演講，亞洲大學校長蔡

進發到場呼籲與會教職員，一起參與、營造優質的校園文化，

透過程的安排，各系所都要有多元教學的特色，幫助學生達到

學習的目的。

亞洲大學17日的共識營，邀請全校所有專任教師、各院系助理

、行政人員參加，由於百年校務評鑑在即，主持共識營的蔡進

發校長指出，從事教育工作，如何幫助學生好好學習，是不可

逃避的責任，校院、系所都要訂出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透過

正式課程（專業、通識課程…）、非正式課程（學校各項活動

）及潛在課程（如情境教室、校園校舍境教等），讓學生有學

習目標，享受學習的樂趣。

共識營首場的專題演講，邀請南台科大通識中心主任李坤崇教

授主講：「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學習成效的評量機制」，

他說，100年校務評鑑，強調「大學定位」、「資源整合與配置

」與「持續改善」的機制，並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先期導

入整理運作機制與觀念。

李坤崇教授建議教學評量結果呈現，可以由以往文字，表格為

主的方式，逐漸納入圖示、網路化的方式；學科成績的呈現

內涵，由以往僅呈現等級、學分的方式，擴增為包括結果（百

分制）、等級（分證書、中級與榮譽三級）；圖示可納入雷

達圖、長條圖、折線圖或其他圖示資訊，以呈現學生多向度知

識或能力的變化、成長。

圖說： 亞洲大學舉辦「全校提升教研成效共識營」，健康學院

院長林俊義發言詢問。

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

技術移轉、創新育成外，還有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

實習或訓練等，「即使是人文社會科學，也可以做產學合作！

」

陳偉德副校長說，所謂產學合作，有兩個條件，一是要跟廠商

簽訂合約，二是錢進學校，不是學校拿錢出來。中國醫藥大學

已成立產學合作處專責處理產學合作事宜，獲致良好績效，如

陸續已與25家績優企業廠商，設立「產學連結創新研發室」，

透過遠距視訊、網際網路，提供即時的、全面性的資訊交流

合作。如該校郭盛助教授帶領跨校的研發團隊，開發具有多靶

點的抗癌新藥物，申請16國的專利，並技術移轉給科技公司，

預期每年將帶來30億美元的全球新場商機。如果亞洲大學要成



識或能力的變化、成長。

「將老師的研發、知識加值，創造出國家社會、個人及產業

共贏，才是產學合作！所謂沒有價值的，不是藝術品！」中國

醫藥大學副校長、亞洲大學董事會董事陳偉德接著以「如何推

動產學合作」為題演講指出，產學合作的範疇很廣，除了專題

研

預期每年將帶來30億美元的全球新場商機。如果亞洲大學要成

立設計公司，相信以創意設計學院的實力，應該會有市場上的

需求，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投資！」

下午的共識營，並邀請教育部人事處專門委員兼私校退撫儲金

監理會執行秘書賴俊男主講：「私校退撫儲金現況」，再由各

院所提出專題報告，報告重點、內容有基本素養、核心能力的

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指標，並請各系提出提升學生學習成交之三

種教學改良方法，由院整合報告，最後還有綜合座談。

亞洲大學邀請國立蒙古大學巴雅薩哈教授蒞校演講，暢談蒙古亞洲大學邀請國立蒙古大學巴雅薩哈教授蒞校演講，暢談蒙古

外交、經貿政策，勉勵在台蒙古外籍生學好中文外交、經貿政策，勉勵在台蒙古外籍生學好中文

亞洲大學2月15日邀請國立蒙古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巴雅薩哈（Khereid Jamsran Bayasakh）教授蒞校演講

，分享蒙古的外交、經貿政策（Foreign Policy of Small States）

。他說，蒙古夾在中國與俄羅斯兩大強國之中，外交政策首重

國家安全；他另勉勵在台求學的蒙古外籍生要認真學習，學好

中文，返國後才會有好的發展。

在亞洲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邀請下，國立蒙古大

學巴雅薩哈（Khereid Jamsran Bayasakh）教授15日上午蒞臨亞

洲大學演講，由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組

長張俊評等人出面接待，有20多位亞洲大學蒙古外籍生到場

耹聽。

Khereid Jamsran Bayasakh教授一上台演講，就介紹他的中文名

字叫「巴雅薩哈」，巴雅薩哈教授在演講上分享了在蒙古的外

交政策，他說，蒙古在十年前各方面的發展不大，不過，近年

來不論在經濟、國際上都蓬勃發展，積極加入許多國際組織；

其中，蒙古的地源夾在兩個發展核子武器的強國中國及俄國的

中間，導致外交政策首重發展國家安全，再者外交關係。

巴雅薩哈教授還強調，台灣與蒙古經濟處境相同，進出口貿易

都非常仰賴中國，雖然有政治風險，即使未來或許會有許多機

會與他國貿易，但現階段仍得積極面對與中國貿易的問題才行

。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組長張俊評向巴雅薩哈教授提出詢問，對於

台灣的外交有沒有什麼建議？巴雅薩哈教授回應說，台灣雖然

圖說：蒙古大學 巴雅薩哈（Khereid Jamsran Bayasakh）教授到

亞洲大學演講神情。

沒有天然資源，卻有很好的知識經濟能力，只要把經濟發展好

，就可以強化外交實力；此外，台灣與蒙古在外交上都應極積

的加入國際組織，就像聯合國、國際衛生組織等，有助於國家

未來發展。

巴雅薩哈教授也親切詢問在亞洲大學求學蒙古籍學生的生活、

求學情形，並鼓勵同學們要認真向學，學好中文，巴雅薩哈教

授也跟蒙古外籍生一起參觀亞洲大學校園、圖書館及法國名雕

塑家羅丹「沈思者」的藝術品等，留下深刻印象。

巴雅薩哈(Khereid Jamsran Bayasakh)教授現任國立蒙古大學國際

關係學系系主任，也是國立蒙古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創院院長，

在台灣也是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客座教授，今年1月1日至2

月16日來臺訪問，專長在蒙古外交政策、國際關係。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參訪亞洲大學，韓國高中生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參訪亞洲大學，韓國高中生

關心就讀亞洲大學的資訊取得及獎學金申請關心就讀亞洲大學的資訊取得及獎學金申請



關心就讀亞洲大學的資訊取得及獎學金申請關心就讀亞洲大學的資訊取得及獎學金申請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2月14日下午到亞洲大學

參訪，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由韓國紫陽高

等 學 校 全 海 英 (Je a n Haeyoung)老師帶領7所韓國高中、15名高

中生，來台與本地高中學生進行文化及學術交流，並到台中市

亞洲大學參訪；韓國高中生紛紛關心詢問申請來台獎學金、亞

洲大學入學資訊取得。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來自７所韓國高中，包

括紫陽、上岩、仙遊、聖水、養正、淸潭、淸凉等高等學校，

共15名高中生，一起與會的臺灣學生來自北一女、台中女中、

文華高中、霧鋒農工、新竹曙光女中、松山家商、樹人女子

家商、三重高中、高雄女中、台南家齊女中等本地高中生10人

，由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黃靖玟老師陪同；亞洲大

學是此參訪團來臺行程中，唯一參訪的大學院校。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14日下午到亞洲大學

參訪，由亞洲大學副校長李培齊、管理學院院長林烱垚、創意

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遠距教學與數位教材中心主任張剛鳴、

教務處招生組蔡組長少洲、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組長張俊評接待

。

副校長李培齊說，亞洲大學是台灣新設大學中優秀的學校之一

，本校不但連續6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校，老師鑽研

學術研究，發表國際論文期刊為全國排名第28名，也重視三品

教育，更首推志工大學；招收國際學生方面，亞洲大學也是全

台前20名的大學，校內已有11國、159位外籍學生，鼓勵來自韓

國的各位同學來申請亞洲大學。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團長全海英老師說，久

圖說：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到亞洲大學參訪

。

聞創校僅10年的台灣亞洲大學，辦學績效卓越、各項評比優等

，擠身優秀公私大學之林，且聽說校園漂亮，「百聞不如

一見」，很開心能帶領高中生來台灣亞洲大學參觀亞洲大學，

一睹真面目。

韓國學生詢問關心亞洲大學入學資訊的取得、獎學金如何申請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組長張俊評向來訪同學們介紹亞洲大學申

請入學辦法外，他回應說，亞洲大學也提供外籍生優渥的獎

學金，歡迎韓國優秀的同學加入亞洲大學，即有機會與許多不

同國籍的學生一起學習，擴大國際視野。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參觀校園、圖書館及藝

術中心，多數同學對亞洲大學藝術蒐藏、安置大型的戶外藝

術品，如法國知名雕塑家羅丹的「沉思者」，阿曼「勝利女神

詩篇」等雕塑品，留下印象深刻，紛紛拍照留念。

卸下衛生署長職務的楊志良，返回亞洲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指導國際卸下衛生署長職務的楊志良，返回亞洲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指導國際

學生健康照護體系課程學生健康照護體系課程

卸下衛生署長職務的楊志良，2月21日下午回到娘家亞洲大學擔

任講座教授，重拾教鞭，指導國際學生「健康照護體系」，全

程以英文交談。蒙古籍女學生席莉說，她知道楊志良是台灣健

保改革的重要推手，教學風評不錯，早就期待上他的課。

楊志良教授22日下午要上「衛生統計」的課，是指導國內研

究生。楊志良回復教授身分，面對大批媒體記者採訪詢問，一

直推辭：「不方便接受採訪！」。

詢及楊志良教授返校任教心情，楊志良教授說，他的心情，好

得不得了，每天睡的好，由於他是借調到衛生署任職，如今仍

可以回校任教，真的要感謝校方。

媒體記者關心流感疫情有蔓延趨勢，詢問楊志良教授有何看法

？楊志良教授回應說，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讓在位的人去傷

圖說：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卸下職務，重返亞洲大學任教。

授曾任衛生署長，在台灣的名氣很大，也知道他是台灣健保制

度的重要推手，且具推動健保實務經驗，很期待來上他的課，



？楊志良教授回應說，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讓在位的人去傷

腦筋，他不便評論。

楊志良教授是於21日下午三時進入教室上課，亞洲大學健管系

碩士二年級、蒙古籍Ｄolgorsuren Ｓeleed同學說，她知道楊教

度的重要推手，且具推動健保實務經驗，很期待來上他的課，

相信會有很大收獲。

楊志良教授原本是亞洲大學副校長，一年多前借調到行政院衛

生署擔任暑長，今年2月9日歸建返回亞洲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重拾教鞭。

亞洲大學時尚系花博會走秀，「衣解花語」的印花服飾，打造環保花卉亞洲大學時尚系花博會走秀，「衣解花語」的印花服飾，打造環保花卉

時尚風華吸睛，25日商品系「花瘋蝶舞」再登場走秀時尚風華吸睛，25日商品系「花瘋蝶舞」再登場走秀

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系2月16日北上參加「2011春季FUSE紡織時

尚月」，在花博會場上走秀，並挑大樑擔任首場展演；時尚系

師生以美麗、繽紛的「花」為設計主軸，製作飄逸好看、色彩

絢麗的服飾，並以創意結合台灣高科技紡織品技術，搭配有品

質保證的MIT織襪產品、最時尚前衛的服飾，經由時尚系學生

上台走秀展示，相當吸睛，獲得不少掌聲。

時尚系師生整體創意動態走秀，16日下午3時與晚上7時分別在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流行館表演，展演主題是「衣解花語」，

用衣服詮釋花卉之美，用花卉裝點服飾之質感，同時利用各種

先進科技化的材質及造型，創造出服裝變化多端的功能性與搭

配性，由時尚系學生輪流上台走秀，個個台風穩健，展示青春

自信、亮麗，足以媲美職業模特兒的水準。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說，此次花博會走秀的服飾

特色，是結合工研院材料、化工研究所與企業界研發的數種結

合抗紫外線(UV)及紅外線機能紡織品，藉此創作系列高機能性

服飾，展現台灣高科技紡織品優異功能，讓穿梭在戶外賞花的

美女，能隔離紫外線及紅外線對皮膚的傷害，同時感受穿著的

健康舒適。

此外，時尚系師生再利用省水、低碳、節能的綠色環保數位印

花及藍染技術，以花博花卉為主題，將花卉轉化為布花設計，

並以結合禮服款式設計，展現花卉婀娜多姿、多樣的造型視覺

饗宴，經由時尚系學生專業走秀表演，整場精彩絕倫，備受

好評。

圖說：亞洲大學時尚系北上參加「2011春季FUSE紡織時尚月」

上台走秀。 

亞洲大學時尚系主任林青玫強調，透過師生創意聯合展演，將

機能性紡織品與異素材透過時尚的發想，融合科技、環保、

幾何、線條、褶皺、纏繞與推疊，融入創意的種子，轉化出感

動心靈的力量，呈現花漾的視覺饗宴。該系爭取到花博會走秀

，也讓該系學生有更多舞台上歷鍊的經驗。

此外，創意商品設計系學生也將接力於2月25日下午4時、晚間

8時，在花博會流行館上台走秀，商品系此次北上花博會走秀，

是以「花瘋蝶舞」為題，用台灣特色的「花卉」及「蝴蝶」為

設計元素，轉化為人體包裝，設計風格走時尚風 ，將是另一場

亮麗吸睛的走秀表演。

亞洲大學社工系2011初春社工體驗營登場，安排認識社工系、參訪亞洲大學社工系2011初春社工體驗營登場，安排認識社工系、參訪

社福機構及社工系友生涯分享等行程，學員們興趣盎然社福機構及社工系友生涯分享等行程，學員們興趣盎然



「社工系讚！讚！讚！」兔年大年初六開春，亞洲大學社工

系2011初春社工體驗營登場，展開三天兩夜的活動，吸引36位

來自各地高中生參加，安排認識社工系、參訪社工機構、社工

系友生涯分享、甄試準備與模擬口試等，「霧峰學」創始人孫

崇傑也提供霧峰在地香米美食，讓學員們享受「細活」文化，

饒富有趣。

社工系2011初春社工體驗營，2月8日上午10時完成報到後，隨即

展開三天兩夜活動，有來自花蓮縣海星中學、基隆市安樂中學

、高雄市岡山、路竹中學及彰化縣鹿港、溪湖高中、台中市西

苑高中等校36位高中生參加，社工系主任李美玲率同助理教授

侯念祖、廖淑娟、蕭至邦、南玉芬等位老師到場指導，歡迎學

員們蒞校參加體驗營。

今年是兔年，所有參加體驗營學員分成「監獄兔」、「我

要兔」、「邦妮兔」、「Ｐart兔」、「Ｙou兔」等五隊，每隊

各有兩名隊輔協助，今天上午報到之後，學員們先圍成圓圈做

團體活動、大玩「歡樂賓果對對碰」，讓學員們互相認識，明

後天還安排「認識亞大」、參訪社福構行程、亞大之夜晚會及

參觀地震博物館等，還有甄試準備與模擬口試，讓學員們熟悉

亞大校園及推甄的過程。

「社工系有創恴又很認真！」，農曆年假一結束，大年初六就

舉辦2011初春社工體驗營，社工系主任李美玲向學員們介紹說

，亞洲大學是一所「指向未來，無限可能」的大學，全國首推

志工大學，社工系更是值得期待的系所，不但擁有堅強師資

陣營，還安排專業、社區實習等課程，培育社工人才，尤其還

可以在優美的校園裡生活、學習，是高中畢業生最佳的選擇。

今天活動第一天，到了中午用餐時，學員們見識了霧峰美食的

圖說：社工系2011初春社工體驗營在大年初六登場，展開3天2

夜的活動。

文化，「霧峰學」創始人孫崇傑應邀提供霧峰在地香米美食，

準備了炒麵、香米奶酪、香菇雞湯、花椰菜沙拉，便宜又好吃

，社工系助理教授廖淑娟說，參加體驗營的同時，也讓學員們

體驗霧峰在地美食，加入「細活」的價值與態度，找回幸福的

感動。

「霧峰學」創始人孫崇傑解釋說，霧峰所提倡的「細活」文化

，是樂活、慢活之外，另一種生活態度，稱之為「絲．田．水

．舌」，也就是細字拆解為「絲」、「田」兩字，「絲」結合

了創作、工藝及美學，「田」意味農耕、動和有機； 活是「水

」與「舌」的合成，「水」涵括生態、探索與休閒，「舌」是

料理、學習和展演的延伸。

「有機會一定會選亞洲大學社工系就讀！」來自花蓮海星中學

的劉宇凡同學、台中市西苑中學侯小冰同學說，她們原本就對

社工系有興趣，尤其對老人福利領域相當關心，看到亞大社工

系舉辦初春體驗營，立即報名參加，經過活動、行程安排，不

但認識了亞大，也對社工系的辦學方向有了初步概念，收穫

滿滿，有助未來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時的選擇。

亞洲大學服學幹部一行人，南下白河榮民之家、後壁蓮心園啟智亞洲大學服學幹部一行人，南下白河榮民之家、後壁蓮心園啟智

中心，展開校外實地關懷暨服務學習之旅中心，展開校外實地關懷暨服務學習之旅

亞洲大學服務學習領導幹部一行人，2月11日南下到台南縣行政

院退輔會白河榮譽國民之家、後壁鄉蓮心園啟智中心，展開校

外實地關懷暨服務學習之旅，服學幹部在服學組組長羅淑真帶

領下，先以團康活動拉近彼此距離，再指導協助榮民伯伯、大

嬸們彩繪陀螺、打陀螺，還幫助院童ＤＩＹ風鈴、傳聲筒，氣

氛熱絡，共度感恩、有意義的時光。

亞洲大學學務處邀集服務與學習課程現任幹部、見習儲備幹部

、服學組教職員及志工夥伴61人，分批前往白河榮譽國民之家

、蓮心園啟智中心展開校外學習服務。由於兩個機構是亞洲大

學長期駐點服務的機構，去年就辦過關懷活動，因此，不論是

榮民伯伯、大嬸或是啟智中心院童看到服學隊伍到來，都很開

圖說：亞洲大學服務學習領導幹部一行人，南下白河榮譽國民

之家展開服務。



榮民伯伯、大嬸或是啟智中心院童看到服學隊伍到來，都很開

心地相迎，很快就跟服學幹部打成一片。

行政院退輔會白河榮譽國民之家主任姚榮台、輔導室主任陳賢

權說，他們對亞洲大學印象深刻，過去在南投服務時，就參觀

過亞洲大學，校園真的很美，每棟校舍建築物都很獨特，也被

教育部評鑑為優等、教學卓越大學，最近又推出志工大學、三

品教育，師生經常到社區服務，讓大學資源跟社區結合，是辦

學績優的大學，非常歡迎服學幹部到來。

「來！深呼吸！手舉高！滾輪四次！」「大聲喊出：喝！喝

！喝！」服學組組長羅淑真一開始就帶動榮民伯伯、大嬸們簡

易伸展操，大兒一起健康扭一扭、歡樂動起來，接著還分享「

歡喜自在─做生命的主人」的經驗，她說，人生要以「健康」為

中心，遇事不妨瀟灑一點、看事糊塗一點，然後忘記年齡、忘

記過去、忘記恩怨，並擁有真正愛你的人、知心的朋友、向上

的事業及溫暖的住所，有空時走出戶外持續運動，保持苗條

身材，還可以多唱、多跳，偶而讀讀書報充實內涵；至於快樂

是什麼？有位榮民伯伯直說：「滿足就是快樂！」。

服學幹部也協助榮民伯伯、大嬸們彩繪陀螺，榮民伯伯們拿起

彩色筆，把手上的陀螺彩繪成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有的繪成

一張笑臉，大家在嘻笑之中完成彩繪，再走出戶外打陀螺

，「哇！差一點就轉起來！」、「再來！我就不信陀螺轉不

起來！」，有位榮民伯伯回憶兒時打陀螺模樣，一出手就把陀

螺打轉起來，高興地大叫：「成功了！」，大夥兒跟著笑了

起來。有位榮民伯伯還說，要把陀螺送給孫兒玩。

「喂！喂！喂！你是誰？」、「我是張淑慧！哈！哈！哈！」

服學幹部先協助蓮心園啟智中心院童ＤＩＹ風鈴、傳聲筒，然

後彩繪風鈴、傳聲筒，製作完成後，服學幹部跟院童們就開始

拿起「話筒」玩了起來，一時「喂！喂！」聲四起，大家打成

一片，相當開心。

羅淑真組長還帶動院童們團康活動、唱歌，院童們逐先恐後搶

麥克風，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愛拚才會贏」、「妹妹

揹著洋娃娃」等歌曲，雖然有的院童音準抓不好、唱腔也走音

，還是獲得不少掌聲，高興地領取獎品餅乾享用。蓮心園啟智

中心主任張珮如說，她很感謝亞洲大學服學組定期蒞園服務，

除了提供文具、餅乾等物資，還為院童帶來歡笑，深表感謝。

亞洲大學這學期吸引吉林長春師範學院、四川西南財經大學兩批師生亞洲大學這學期吸引吉林長春師範學院、四川西南財經大學兩批師生

共44人，蒞校進行短期研習共44人，蒞校進行短期研習

大陸生來台就讀的議題正夯時，亞洲大學這學期也吸引兩批大

陸生來台蒞校進行短期研修，其中，大陸吉林長春師範學院21

位同學，安排一個學期短期進修，四川西南財經大學也有師

生23人到亞洲大學短期進修及參訪活動，為兩岸學術交流再啟

新頁。

亞洲大學進修推廣部主任黃萬傳說，3月12日至6月底，大陸吉

林長春師範學院21位同學，將到亞洲大學進行一學期的研習，

分別選擇外文系、經管系、視傳系、生資系、會資系、保健系

、幼教系等相關課程；16位蒞校同學中，有5名同學去年9月中

旬就曾到亞洲大學短期研習，今年2月初返回大陸過農曆春節，

分別是王也、陳康、溫陽、杜時雨、劉芊岑等人。

至於四川西南財經大學短期進修班，3月13日至4月9日由西南財

經大學教務處曾雙寶老師、港澳臺辦事處餘音饒老師，帶領21

位同學將到亞洲大學進行28天的短期研修、參訪活動，其中，

有2名是西南財經大學研究生與20名是大學部同學。

負責承辦陸生業務的進修推廣部教學組長張祐誠指出，四川西

南財經大學由進修推廣部規劃系列課程包括企業管理、財務

金融、觀光休閒、醫療照護、綠能光電、等系列課程，並安排

企業參訪，讓這次課程多元與豐富。

圖說：吉林長春師範學院李特等位同學到亞洲大學期短期進修

。

「來台到亞洲大學學習，真的很值得！」吉林長春師範學院王

也同學說，台灣的人情味濃，熱情又有禮貌，他常跟大陸來的

同學說：「到了台灣，好像整個人都變得單純了很多！」。吉

林長春師範學院杜時雨同學也說：「來到亞大，我一直被感

動著！」，被師長呵護著，被同學的熱情吸引，還被這詩情畫

意的校園陶醉著，四個月來每天都好快樂。

王也、杜時雨兩位同學說，在亞洲大學不但社團活動豐富精彩

，台灣學生在課業的表現也很突出，有許多課程採英語教學，

且聘請業界有實務的老師上課，傳授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也讓



大陸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李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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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16日首批來台到亞洲大學進行短期研修。

且聘請業界有實務的老師上課，傳授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也讓

他們大開眼界。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18日為春季班國際生舉辦新生訓練，國際學院副院長亞洲大學國際學院18日為春季班國際生舉辦新生訓練，國際學院副院長

陳英輝等人簡介亞洲大學的願景、校務運作陳英輝等人簡介亞洲大學的願景、校務運作

99學年度第二學期2月21日開學了！亞洲大學春季班的國際生陸

續抵達、完成註冊，國際學院特別於18日為春季班國際生舉辦

新生訓練，由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主持，除了簡介亞洲大學

、國際學院的運作，同時邀請移民署官員講解申請居留證事宜

，氣氛相當熱絡。

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指出，亞洲大學新學期國際生新增31位

，正陸續完成報到中，主要來自蒙古、印尼、越南、印度、馬

來西亞和泰國，連同原先已就讀亞洲大學的來自美國等11國、

159位外籍生，國際生已達約190人。

國際學院18日上午為春季班國際生舉辦新生訓練，國際學院副

院長陳英輝在新生訓練中，親自為國際生講解報到流程、學校

願景、國際學院組織和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並簡介13個全英

語學位學程、獎學金發放服務學習、行政單位「I Speak English

」窗口服務，及英語文和華語文入學能力測驗，讓國際生對亞

洲大學國際學院有了基本的認識，也知道開學應注意的事項。

為了防止國際生發生緊急事故需要人幫忙時，有語言溝通的

問題，陳副院長強調，國際學院特別製作緊急聯絡小卡發送給

國際生，小卡上面有亞洲大學學校、校安中心、醫院、及國際

學院助理等電話，方便國際生在第一時間聯絡，迅速解決生

活上、學業上的任何問題。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振緯也介紹國際學術交流中心負責

業務、組員，強調該中心隨時為國際生提供服務；創意領導中

心

圖說：亞洲大學國際學院在開學前為春季班國際生舉辦新生

訓練。

主任李志鴻除了簡介創意領導中心，特別預告新學期的活動

訊息，邀請國際生一起來參與，如3月12日將舉辦「日月潭水沙

連之美」旅遊，開放給春季班國際生參加，讓國際生有機會體

驗台灣的風景名勝。

國際學院邀請移民署主任周祐仁蒞臨現場，為剛蒞校就讀的國

際生，講解居留證申請和注意事項，移民署官員也很熱情地和

國際生互動，並回答印尼生Prima Sukma Permata 詢問有關移民

署簽證等事宜。

國際新生印尼籍的Prima Sukma Permata說，新的學期21日就要開

學了，提早來台灣亞洲大學適應環境，他相信很快就能融入亞

洲大學這個大家庭，增添校園國際氛圍，也願意跟台灣學生交

朋友，進一步了解台灣的風土民情。

亞洲大學為國際學生辦新春圍爐，邀請未回國的36位國際學生提早亞洲大學為國際學生辦新春圍爐，邀請未回國的36位國際學生提早

吃台菜過中國年，溫暖異地遊子心吃台菜過中國年，溫暖異地遊子心



台灣農曆年節將近！亞洲大學國際學院特別在霧峰萬里香餐廳

舉辦「國際生新年團爐餐會」，邀請寒假期間沒有回國，留住

宿舍的國際學生，跟國際學院多位師長新春圍爐吃台菜，提早

體驗過年圍爐的氣氛，一解外地遊子的思鄉之情，讓他們待在

亞洲大學也能感受到過年的氣氛。

國際學院副院長陳英輝1月28日晚間向國際生解釋台灣農曆新年

吃團圓飯、發紅包，象徵「全家團圓」的意義；對台灣人而言

，過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年過得好，也等於一個好的新

開始。他希望來台求學的國際學生，利用寒假期間，除了課業

上的學習，還可以對台灣的民俗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達到

文化交流的目的，並祝福每位國際生新的一年「兔年鴻

運到」。

陳英輝副院長強調，本校162位國際生，寒假期，大部分回國

，近 40位留在學校。此次國際新年團聚，總共邀請36位國際生

參加，席開四桌，這是國際學院第一次以台式合菜請國際學生

吃飯，希望藉由春節圍爐餐會，也能感受到家的溫暖，讓隻身

在台過年的國際學生，提早過好年。

「對國際學生來說，大家圍坐在圓桌、吃台式合菜，是一個很

特別的經驗！」國際學院承辦員劉亭鈺說，不少國際學生對台

菜非常好奇，一邊吃飯、一邊詢問：「這是什麼菜？」、「這

圖說：農曆新年前的圍爐團圓飯，讓留在台灣過節的各國籍國

際生倍感溫馨。

道台菜怎麼煮的？」、「這道台菜，在年節裡有何意義？」，

她們也逐一向國際學生介紹，如干貝、石斑魚、年菜、年糕等

，讓他們對台灣的飲食文化有進一步的了解。

就讀亞洲大學生物與醫學資訊學系、印尼籍國際學生Ｓulidar

Ｆitri說，來自各地的國際生平常忙於課業，很少有機會可以坐

下來和異國學生、室友甚或自己的同胞好好聊天，國際學院新

年團聚提供一次難得的機會讓大家盡情享受美食、分享友誼，

既溫馨又和樂，希望能舉辦類似聚餐活動。

亞洲大學臺灣民俗文物館正副館長朱界陽、顏榮豐最近聯手編寫「民俗讓生亞洲大學臺灣民俗文物館正副館長朱界陽、顏榮豐最近聯手編寫「民俗讓生

活更有品味」一書，成為辦理民俗活動參考的工具書活更有品味」一書，成為辦理民俗活動參考的工具書

亞洲大學台中市臺灣民俗文物館館長朱界陽、副館長顏榮豐聯

手編寫「民俗讓生活更有品味」一書，詳細說明春節、端午、

中元、中秋、重陽等各民俗節日典故，也是亞洲大學委託代管

台中市臺灣民俗館辦理民俗活動的結晶，將辦理民俗活動的案

例逐一說明，內容精彩，成為辦理民俗活動及採訪民俗活動參

考的工具書。

亞洲大學三年來接受台中市文化局委託經營台灣民俗文物館後

，針對傳統民俗節日加以研究、整理，綜理各民俗節日的特色

與賣點，分析每個民俗節日中先賢所蘊含的教育、環保、行銷

、飲食、防災、科技、生活等結晶，細細品味節日民俗的先人

智慧後，進而體會傳承，規劃成新時代的創意文化民俗活動，

盼能將祖先節日民俗之精神，發揚光大、傳承下去。

朱界陽館長指出，台灣的民俗節日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且源

遠流長，深入紮根於平民生活之中，是常民約定俗成的節日，

也是傳統文化突出的亮點，每個節日都有一定的日期，如春節

、端午、中元、中秋、重陽；每個節日也有共同的祭祀、紀念

及儀式，如清明祭祖、中元普渡、冬至吃湯圓。最重要的是，

每個節日都有豐富的故事、民俗傳說等流傳著。

圖說： 台中市臺灣民俗文物館館長朱界陽（左）、副館長顏榮

豐聯手編寫「民俗讓生活更有品味」一書。

詮釋，在補充現代元素後，讓傳統民俗兼具教育功能，也饒富

情趣，更加豐富。各項民俗活動，以案例方式呈現，集結成冊

，更提供日後社區辦理民俗活動的參考。

「我們也讓民俗活動走入社區！逐漸吸引參與民俗活動！」副

館長顏榮豐說，台中市文化局、亞洲大學副校長李培齊、主任

秘書李明榮、總務長朱界陽分別擔任館長期間的支持、推動民

俗活動同時，也鼓勵平順、平心、平福里三里里民及台中市藝

文協進會、樂活協進會、社區民眾共同參與，看到不少社區資



朱界陽館長強調，這本書的編輯，除蒐集、敘述傳統民俗節日

的義意，並將亞洲大學民俗館管理處所規劃的每個節日的特色

，融入現代的思維；形成舊民俗為體，新文創為用的民俗原創

活動，並與社區結合共同執行，將節日民俗以動態活動方式

文協進會、樂活協進會、社區民眾共同參與，看到不少社區資

深公民因參與節日民俗活動時喚起年輕記憶的雀躍，看到學童

參與民俗糕點、玩具、DIY時的興奮，頗感欣慰，更讓民俗逐漸

在社區紮根，亞洲大學在各節日推出的民俗原創活動，已成為

鄰近社區期待的亮點。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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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桌球社歡樂桌球社 100.03.01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L115 99.2學期桌球社期初大會學期桌球社期初大會

英語演講社英語演講社 100.03.01  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A115教室教室 Fun！！ English！！ Welcome Party！期初迎新！期初迎新

會計與資訊學系會計與資訊學系 100.03.01-14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1樓樓7-11旁旁 金莎花傳情金莎花傳情

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組 100.03.02 17:30-19:30 登峰學院休閒影音中心登峰學院休閒影音中心 100年度僑生春節聯歡年度僑生春節聯歡 (祭祖祭祖 )活動活動

F&F 100.03.02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 M001 99-2學期學期 F&F期初大會期初大會

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 100.03.02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A101 社工系期初系大會社工系期初系大會

武學研究社武學研究社 100.03.04  行政大樓行政大樓 L011 期初社團大會期初社團大會

綠油油康輔社綠油油康輔社 100.03.07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306教室教室 彈指之間－吉他之夜彈指之間－吉他之夜

英語演講社英語演講社 100.03.08  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A115教室教室
How to win Your championship 

勇於築夢，如何贏得冠軍勇於築夢，如何贏得冠軍

學務處衛保組學務處衛保組 100.03.08-10 10:00-17:00 感恩學院前廣場感恩學院前廣場 第一次捐血活動第一次捐血活動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100.03.08-05.07 18:00-20:00 M006
學生成長團體學生成長團體  

關係協奏曲～譜出人際的樂章關係協奏曲～譜出人際的樂章

諮輔組特殊資源教室諮輔組特殊資源教室 100.03.09 17:30-21:00 A113 蝶谷巴特拼貼蝶谷巴特拼貼

翔音擊團翔音擊團 100.03.09  學生社團辦公室學生社團辦公室 99-2 翔音擊團社期初大會翔音擊團社期初大會

學務處衛保組學務處衛保組 100.03.09 15:00-17:00 國際會議廳國際會議廳 M001 主動防疫，流感止步－流感宣導講座主動防疫，流感止步－流感宣導講座

F&F 100.03.09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 M419教室教室 F&F社團迎新暨交流茶會社團迎新暨交流茶會

藏鋒社藏鋒社 100.03.14  SHOW TIME廣場廣場 藏鋒社演武藏鋒社演武



軍訓室軍訓室 100.03.14-31  本校校區本校校區 校園安全標語創意比賽校園安全標語創意比賽

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組 100.03.15 18:00-21:00 A101 與學務長有約與學務長有約

英語演講社英語演講社 100.03.15  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A115教室教室
In club Interational Speech& Table Topies 

有備演講與即席演講校內賽有備演講與即席演講校內賽

軍訓室軍訓室 100.03.16 14:30-16:30 本校校區本校校區 反霸凌宣導教育活動反霸凌宣導教育活動

諮輔組特殊資源教室諮輔組特殊資源教室 100.03.16 17:30-21:00 M214 電影欣賞電影欣賞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100.03.17-05.12 18:30-20:30 M006
學生成長團體學生成長團體  

煞不住？！～情緒管理成長團體煞不住？！～情緒管理成長團體

慈青社慈青社 100.03.19  大里仁愛之家大里仁愛之家 機構關懷－大里仁愛之家機構關懷－大里仁愛之家

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組 100.3.22 18:00-21:00 A101 與校長有約與校長有約

學務處衛保組學務處衛保組 100.3.23 16:00-18:00 國際會議廳國際會議廳 M001 「安全性行為，愛滋新思維」「安全性行為，愛滋新思維」 -愛滋防治宣導講座愛滋防治宣導講座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100.03.25 15:00-17:00 I215 靜心導向之藝術治療工作坊靜心導向之藝術治療工作坊

拔河社拔河社 100.03.25-27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全國拔河社團交流全國拔河社團交流

黑泡泡熱舞社黑泡泡熱舞社 100.03.26  體育館體育館 第二屆亞洲盃街舞大賽第二屆亞洲盃街舞大賽

攝影社攝影社 100.03.26  東海大學東海大學 攝影研習營攝影研習營

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100.03.26

9:00-17:00

(暫定暫定 )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A101(開開

業式業式 )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108(課程課程 )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109(課程課程 )

M008(課程課程 )

青年志工特殊訓練青年志工特殊訓練

課外活動組課外活動組 100.03.26-27  屏東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100年全國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年全國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　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100.03.27

9:00-17:00

(暫定暫定 )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A101(結結

業式業式 )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108(課程課程 )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109(課程課程 )

M008(課程課程 )

青年志工特殊訓練青年志工特殊訓練

武學研究社武學研究社 100.03.28  行政大樓行政大樓 跨校性社團聯合幹部訓練跨校性社團聯合幹部訓練

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 100.03.28-04.01  SHOW TIME廣場廣場 從心出發－社工週從心出發－社工週

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組 100.03.29 18:00-21:00 A101 生活學習生生活訓練生活學習生生活訓練

學務處衛保組學務處衛保組 100.03.29 15:30-17:30 國際會議廳國際會議廳 M001 「享「享"瘦瘦",享受享受 !」」 -營養保健宣導講座營養保健宣導講座



英語演講社英語演講社 100.03.29  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A115教室教室
Discharging&Installation Ceremony 

99學年度社團幹部交接典禮學年度社團幹部交接典禮

黑泡泡熱舞社黑泡泡熱舞社 100.03.30  學生社團辦公室學生社團辦公室 黑泡泡社團期中大會黑泡泡社團期中大會

音樂性社團音樂性社團 100.03.31  SHOW TIME廣場廣場 十年音樂會－音樂性社團成發十年音樂會－音樂性社團成發

創意領導中心創意領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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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3 17:10-18:30
心靈輔導講座心靈輔導講座 -1

創意領導中心創意領導中心  李志鴻主任李志鴻主任
A116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03/05 16:30-21:30 創意領導學程迎新創意領導學程迎新 BBQ 四宿網球場旁四宿網球場旁 創意領導中心創意領導中心

03/08 17:10-18:3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Training -1 

「「 How to Win Your Championship?」」  

「「 Motivation Transforms impossible

dreams into realities. 勇於築夢勇於築夢  如何贏得如何贏得

冠軍」冠軍」

A115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03/12 08:20-16:30
國際生合作學習平台文化交流活動國際生合作學習平台文化交流活動 -1 

「日月潭水沙連之美」「日月潭水沙連之美」
南投日月潭南投日月潭

創意領導中心、國際學院創意領導中心、國際學院  

教學卓越辦公室教學卓越辦公室

03/15 17:10-18:3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例會例會 -2

「「 Flora Expo.」」
A115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03/22 17:10-18:3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例會例會 -3

「「 A Decade of Success - Asia University」」
A115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03/26 07:00-19:00
國際生合作學習平台文化交流活動國際生合作學習平台文化交流活動 -2 

「台北故宮」「台北故宮」
台北台北

創意領導中心、國際學院創意領導中心、國際學院  

教學卓越辦公室教學卓越辦公室

03/29 17:10-18:30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Discharging & Installation Ceremony 

(99學年度社團幹部交接典禮學年度社團幹部交接典禮 )

A115亞洲講堂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辦公室  

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亞洲大學國際演講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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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發中心教發中心

100/3/2(三三 ) 14:00-17:0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A101
全校「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工作坊全校「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工作坊 -如何建置學生如何建置學生

學習成效評鑑機制學習成效評鑑機制  彭森明彭森明  教授教授

100/3/8(二二 ) 14:00-16:30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 M627
飛雁領航飛雁領航 (一一 )增進大學師生良好關係的有效策略增進大學師生良好關係的有效策略  

楊國賜楊國賜  講座教授講座教授

衛保組衛保組 100/3/9(三三 ) 15:00-17:0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A101
主動防疫，流感止步主動防疫，流感止步 -流感宣導講座流感宣導講座  

楊志良楊志良  講座教授講座教授

圖書館圖書館

100/3/9(三三 ) 15:10-17:00
圖書館圖書館4F

資訊素養教室資訊素養教室 L406
圖書館資源利用講習圖書館資源利用講習 JCR 與與  Endnote(初階初階 )

100/3/16(三三 ) 15:10-17:00
圖書館圖書館4F

資訊素養教室資訊素養教室 L406
萬方數據庫萬方數據庫  與與  Mag V

教發中心教發中心 100/3/22(二二 ) 14:00-16:30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 M627
飛雁領航飛雁領航 (二二 )大學生核心能力與教學大學生核心能力與教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張鈿富張鈿富

圖書館圖書館

100/3/23(三三 ) 15:10-17:00
圖書館圖書館4F

資訊素養教室資訊素養教室 L406
Springer Protocol

100/3/30(三三 ) 15:10-17:00
圖書館圖書館4F

資訊素養教室資訊素養教室 L406
WOS 與與  Endnote(初階初階 )

通識講座通識講座

衛保組衛保組

100/3/9(三三 ) 15:10-17:00 A101
主動防疫主動防疫  - 流感止步流感止步  

( 流感宣導講座流感宣導講座  )

100/3/23(三三 ) 16:00-18:00 M001 「安全性行為，防愛新思維」「安全性行為，防愛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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