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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委到亞洲大學訪視，稱許亞洲大學是成

長快速，是新設大學標竿(0728)

總統馬英九接見亞洲大學2011馬來西亞國

際發明展代表團，勉勵同學再接再厲發揮

金頭腦，提名國際(0729)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獲考選部通過，可同時

培育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成為兩師

搖籃(0727)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砂

拉越古晉市區柏嘉達兒童特殊學校丶腦麻

中心等地，展開志工關懷服務(0710)

亞洲大學61位學生暑假到馬來亞大學短期

進修，擔任國際志工，並寄宿到來西亞傳

統家庭，親身體驗當地生活及文化(0727)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所EMBA碩士專班，暑

假到大陸東北展開海外見習學習之旅，參

訪大學、企業及長春電影城(0722)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指

導砂拉越古晉中華一中丶三中丶四中教學

扯鈴丶民俗技藝丶美姿美儀，互動熱

絡(0710)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與

青年運動砂拉越分會交流，晉漢省華總會

會長劉金榮也讚揚台灣志工團的奉獻付

出(0711)

亞洲大學幼教系蘭嶼服務隊，今年暑假第5
年到蘭嶼辦達悟族文化成長營，為當地原

住民小朋友教學、帶動唱、玩遊戲(0722)

亞洲大學商品設計系陳英任同學，以「真

心守候」一文，在首屆2011「真心守候」

金筆獎徵文比賽中，拿下第一名(0717)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首度舉辦「沉思者

狂想曲」師生聯展,在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隆重登場，展期至7月3日(0629)

亞洲大學保健系舉辦保健科學營，傳授保

健營養知識、動手實作，邀請高中生提前

體驗大學生活(0728)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北上參加2011生物

科技大展，現場展示彩色白木耳及杏孢菇

等多種菇類，引人注目(0727)

大陸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到亞洲大學參訪

、上課，學習3Ｄ動畫製作等課程，對亞大

校園之美、教學設備新穎，留下深刻印

象(0721)
大陸南京農業大學暑期赴臺研修旅行參

訪團、福建省高等院校青年工作者交流考

察訪問團，蒞臨亞洲大學參訪，實地體驗

亞大校園之美(0714)

桃園中小企業協會一行40人到亞洲大學

參訪。理事長葉春木讚嘆：「亞洲大學

校園，止不住美的吸引(0729)



監察委員趙榮耀、尹祚芊訪視亞洲大學，讚揚亞洲大學招生逆勢監察委員趙榮耀、尹祚芊訪視亞洲大學，讚揚亞洲大學招生逆勢

成長，學生人數成長10倍，是新設大學的標竿成長，學生人數成長10倍，是新設大學的標竿

監察委員趙榮耀、尹祚芊昨7月28日訪視亞洲大學時，指稱受少

子化的影響，建校10年的亞洲大學，學生人數仍成長10倍，是

少數進步神速的大學，更是新設大學的標竿，因此，他們來校

參訪，希望把亞洲大學招生逆勢成長的成功經驗，介紹、分享

給教育部及其他學校。

監委趙榮耀、尹祚芊一行人，由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飛等人

陪同，今天上午訪視亞洲大學，關注高等教育少子化及國際化

等課題，趙榮耀監委說，亞洲大學是新設大學，卻能招生逆勢

成長，值得欽佩，因此特此到亞大訪視，彙集優點及經驗，以

中介者的角度向教育部提出建言。

兩位監委聽取蔡進發校長有關亞洲大學高等教育少子化現況簡

報後，稱讚亞大優質的校園與師資是吸引學校報到率的因素，

同時能夠及時意識到少子化時代到來，採取靈活的招生策略及

強化國際學生與大陸學生之招生，均值得推介給各校。

趙榮耀監委說，亞大招收外籍生三年成長四倍，招收大陸生部

分也搶先與79家陸校簽署ＭＯＵ，並拓展姐妹校，以鄉村包圍

都市策略，在招收陸生策略上佔了先機，再再顯示亞大面對少

子化的前瞻作為。

監委也詢問近三年亞洲大學國際化迅速，有否對學生英文能力

提昇的策略？蔡進發校長回應說，英文力是亞大的教學核心

策略，目前以全

圖說：監察委員趙榮耀（前排左三）、尹祚芊（前排右二）訪

視亞洲大學，與該校師長們合影。

英文授課的課程已多達40多門課。對於亞大面對國際化的教學

，監委甚為讚許。

此外，兩位監委質疑何以亞洲大學大學部學士班在成長，但碩

、博士班人數卻是下降的？何卓飛司長表示，這是全國性的

通案，與現在學生務實，先取得工作機會有關。

監委一行人接著訪視亞大校園，對於亞大校園的綠美化、晨昏

定省免費電話中心甚為讚許，趙榮耀監委說，亞洲大學三品書

院的情境教育「晨昏定省中心」，免費提供國際生打電話，向

家人報平安的思維很細膩，外籍生的口碑將是招生國際生的最

好宣傳。

亞洲大學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代表團，到總統府接受總統亞洲大學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代表團，到總統府接受總統

馬英九表揚、道賀，馬英九總統肯定參賽選手們亮眼的成績馬英九表揚、道賀，馬英九總統肯定參賽選手們亮眼的成績

亞洲大學2011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代表團，7月26日下午由

教育部長吳清基、政務次長林聰明陪同，到總統府接受總統馬

英九祝賀，馬英九總統肯定參賽選手們亮眼的成績，及師長們

辛勤的指導與付出。

馬總統召見時，對亞洲大學等多位參賽選手表現傑出、收穫

豐碩，表達恭賀之意，馬總統表示，台灣發明商品促進協會為

慶祝我建國100年，特別邀集亞洲大學等各級學校、230位發

明人、165件發明作品，承租104個展位參賽，共獲得61面金牌、

65面銀牌及15面銅牌，總計141面獎牌，得獎率超過85%，成績

優異，為國爭光。此外，有「台灣愛迪生」稱號的鄧鴻吉教授

，更獲得主辦國馬來西亞頒贈ITEX國際發明展22年來第一面、

象徵最高榮譽的「傑出貢獻特別獎」。

馬總統指出，台灣天然資源不多，今日所以能在全球許多領域

嶄露頭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與創意，無論發明或設計都

需要創意，而創意來自於靈感，沒有教育就沒有靈感，因此政
圖說：馬英九總統接見亞洲大學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代表團開心



需要創意，而創意來自於靈感，沒有教育就沒有靈感，因此政

府極為重視教育發展。部分國人對國內的教育制度不甚滿意，

但我們的孩子們卻仍能運用腦力，進而開創不同風貌，這就是

台灣的強項。尤其所有的參賽選手不僅為國家爭取榮譽，也為

個人開創亮麗前程，期盼未來有更多老師，培育出更多、更優

秀的學生，持續探索並發揮更大的潛能。

在馬總統接見之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先接見140位2011馬來西

亞ITEX國際發明展金牌得獎師生、相關院校校長，並致贈紀

念品，肯定他們在創新發明領域的傑出表現。吳清基部長說，

近年來，我國屢次在國際發明展中獲得大獎受到國際注目，青

少年的創作成果質與量亦年年提升，這些都將成為我國未來國

際發展的潛在實力。

圖說：馬英九總統接見亞洲大學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代表團開心

合影。

目前在成功嶺服役的亞洲大學商設系王英霽同學，是2011年馬

來西亞國際發明展金牌得主，他向軍中請假北上接受馬總統

接見、表揚，由於王英霽同學表現優異，獲國防部長高華柱高

度讚揚，致電成功嶺指揮官李世國少將，表達肯定與鼓勵。

李世國少將指揮官當天稍晚代表國訪部長接見王英霽同學，暢

談發明的心歷路程與代表學校出國參展的經驗收獲，除了恭喜

，更表達國防部長及全體同仁對此次接見的重視，也鼓勵王同

學在未來的路上可以持續發揮他的「金頭腦」，讓台灣的創意

能在世界的舞台上持續發光。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獲考選部通過，可同時培育臨床心理師、諮商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獲考選部通過，可同時培育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成為兩師搖籃心理師，成為兩師搖籃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今年申請成為培育臨床心理師的學系，目

前已獲得考選部心理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成為國內心

理相關學系中，少數可同時培育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的

學校。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表示，目前臺灣社會對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需才孔急，就讀心理學系、心理研究所畢業後，若能考

上這兩種專業人員，一般待遇月薪5萬元至7萬元起，現在還有

些專業心理師開設所謂「心理諮商所」或「心理治療所」，月

收入10萬元至20萬元不等，是相當熱門行業。所以，亞洲大學

在師資、設備及培訓方面，都投入相當心力，讓進入心理學系

的學生，有順暢的良好職場育成管道。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葉重新說，亞洲大學副校長兼人文社

會學院院長柯慧貞，是位臨床心理學博士，也是國內知名臨床

心理學家，曾任台灣臨床心理學學會理事長、也擔任教育部訓

委會主委、成功大學醫學院教授。目前，柯教授帶領著該學院

心理學系團隊，從大一新生起，即安排一系列的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培育課程，在大學部有「助人學程」，讓學生探索

性向，也能順利考上該校研究所。因為這兩種專業心理師，要

碩士班畢業、實習一年才能考照，其次要由考試院考選部審議

通過的大學系所，才有報考的資格，亞洲大學兩樣都具備，獲

得肯定。

副校長柯慧貞指出，她所帶領的心理師培育團隊，正與「兄弟

學校」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展開密切研究與教學合作，使大

圖說：亞洲大學副校長柯慧貞（左）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院長周德陽，簽訂臨床心理師教學合作計畫。

學部學生能由臨床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的服務學習課程與見(實)

習中，探討自己幫助痛苦心靈找到幸福的興緻與感動。而在碩

士班，可透過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一年的臨床心理學實習，

使學生將課堂所學應用於服務病人，提供給學生最佳學習成長

機會。

柯慧貞指出，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都是衛生署所發證照，

都屬醫療專業人員，在當前複雜社會與人際關係的生態中，扮

演相當重要角色，也是教育部重點培育的人才之一；亞洲大學

目前又獲國科會國家型研究三年計畫，將研發提升情緒管理與

衝突管理能力的最新教材，預防青少年自傷與霸凌行為，她希

望該校心理學系成為開發與提升各種心理核心能力的重鎮，也

是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育成搖籃！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區柏嘉達兒童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區柏嘉達兒童

特殊學校、腦麻中心等地，展開志工關懷服務，收獲滿滿特殊學校、腦麻中心等地，展開志工關懷服務，收獲滿滿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7月8日丶10日分赴馬來西亞砂拉越古

晉市區柏嘉達兒童特殊學校、唯心樂園腦麻中心等地參訪，展

開志工關懷服務，亞大國際志工團在副學務長張少樑丶服學組

長羅淑真帶領下，會同古晉青年志工，一起與古晉當地唐氏症

丶自閉症丶多重障礙特殊兒童丶腦性麻痺兒童等近距離接觸關

懷丶團康互動，開啟志工服務團首次跨國關懷服務。柏嘉達兒

童特殊學校校長池政彬說，台灣亞大志工團所帶來的歡樂和互

動的教育方式，正是該校極力追求的目標。

國際志工服務團8日上午與古晉青年運動會州署理秘書長梁德榮

丶古晉支會主席李漢文等人會合後，一起到古晉市區柏嘉達兒

童特殊學校參訪，由校長池政彬簡報；池政彬校長說，該校有4

至17歲丶134位特殊兒童，以唐氏症兒童居多，次為自閉症，還

有肢體語言障礙的兒童，該校希望透過基本教育，讓特殊兒童

學習與人互動，進而識字丶數記數字丶學習照顧自己或有能力

出外購物辨識方向，她感謝志工們無私奉獻。

「來喔！拍拍手！」丶「腳踏步！」丶「揮揮手！」志工團執

行秘書丶服學組組長羅淑真帶領志工團同學，與該校特殊兒童

帶來團康活動，志工團團長丶副學務長張少樑也跟特殊兒童牽

手跳舞，氣氛熱絡，除了團康舞蹈，還指導吸管手藝製作，該

校特殊兒童以表情丶出人意表的肢體動作表達他們歡喜的

心情。

「這是一個感動時刻！」志工團員、社工系同學唐佳錡、鍾欣

育說，當她們教唐氏症等特殊兒童吸管藝術製作時，有位古晉

當地唐氏症兒童很感興趣，雖然手腳不夠靈活，還是拚命要學

，最後剪出一朵朵花，他開心地說是要送給媽媽，因為他的媽

媽最美麗，後來看到他的媽媽拿著「花」，兩人抱著一起，超

感動的。

 

圖說：副學務長張少樑、羅淑真組長跟馬來西亞特殊兒童學校

兒童開心互動。

10日下午3時，亞大志工團轉到古晉市區腦麻中心，展開另一趟

關懷服務，晉漢省腦性麻痺協會會長徐寶榮率同該會幹部，歡

迎志工團的到來；徐寶榮會長說，該會唯心樂園，於2009年4月

成立，會址於2010年。到原東馬大法官官邸的現址，為2000多位

古晉的腦麻病家屬服務，成立唯心樂園，提供綜合身心靈復健

，為他們舉辦工作坊丶聚會，將來該中心還要成立遊戲區丶生

活技區丶學術區，一起為腦麻病患奉獻心力

志工團執行秘書丶服學組組長羅淑真憑藉13年特殊教育的經驗

，跟現場腦麻孩童丶家長展開互動，羅組長說，她不是治療師

，也不是醫師，由於腦麻孩子身體僵硬丶痙攣，父母家屬更要

費心照料，依她的經驗，建議用音樂來疏緩孩子的心情，最好

選播田園的音樂讓孩子聽，再搭配簡單的復健動作，有助腦麻

孩子的成長。

羅淑真組長還當場跟腦麻兒童「阿哲」丶「慧芳」互動，當音

樂播放鳥鳴聲，她抱著「阿哲」學鳥兒飛翔丶學魚兒游，也

教「阿哲」輕鬆走路，還跟「慧芳」玩翹翹板、滾球，並將「

阿哲」、「慧芳」等當成男女「模特兒」，每完成一個動作，

就博得不少掌聲，羅組長最後還帶領志工團員獻唱「感恩

的心」，祝福丶感恩在場辛苦的家長們。

亞洲大學61位學生暑假到馬來亞大學短期進修，擔任國際志工，並寄宿到亞洲大學61位學生暑假到馬來亞大學短期進修，擔任國際志工，並寄宿到

馬來西亞傳統家庭，親身體驗當地生活及文化馬來西亞傳統家庭，親身體驗當地生活及文化

  

亞洲大學創意領導學程、生科系、外文系、社工系61位學生，

暑假到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短期進修一個月，除了體驗馬來亞

大學全英語教學，並和同在馬來亞大學進修的韓國、中國、新

加坡、阿拉伯、印度學生的交流互動，馬來亞大學特別安排寄



加坡、阿拉伯、印度學生的交流互動，馬來亞大學特別安排寄

宿在馬來西亞當地傳統家庭，感受當地的生活習慣、飲食文化

，度過一個難忘的國外學習之旅。

亞洲大學創意領導學程、外文系等61位學生於6月25日至7月23日

到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短期進修，馬來亞大學安排各學系專業

課程 ，如「商業溝通與創意思考」、「人體生理學」、「學術

英文閱讀」等課程，採全英語授課，課堂上並與教授的互動

對答，同時訓練口語表達，其中，生科系學生還到馬來亞大學

校外研究中心研習(flied trip)、社工系並到當地護理中心參訪，

收獲滿滿。

亞洲大學到馬來亞大學短期進修的學生，統統被安排住進馬來

西亞傳統家庭(homestay)，穿著當地傳統服飾，馬來亞大學校方

並與當地民眾示範傳統婚禮，由亞大同學穿著馬來西亞傳統

服飾，裝扮成新郎、新娘，體驗婚禮，還品嘗當地食物、嘗試

採椰子、剖椰子、徒手抓飯吃，讓亞大學生親身體驗馬來西亞

地方特色與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同學們還到馬大校外研習中

心體驗身在十多丈巨樹的茂密叢林，教師解說叢林生態圈、夜

遊叢林、賞鳥，印象最深刻就是被水蛭咬。

亞洲大學休憩系三年級鄒岳宏同學說，同學們利用課餘時間結

伴出遊，搭吉隆坡捷運系統，走訪吉隆坡當地熱鬧景點、地方

傳統市場、夜市，親身體驗兩國民眾生活文化上差異；馬來西

亞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馬來亞大學同學關心台灣的殖民歷史

、和台灣的社會現況，還會詢問、比較台灣的宗教、教育制度

和年輕人的娛樂圈等。

鄒岳宏同學指出，馬來亞大學的教學，注重議題討論，同時鼓

勵學生發言，進而啟發學生思考與深度省思；授課方式多元化

，如在課堂中會運用畫畫、唱歌，讓學生表達想法，教師上課

比較活潑，不只限課本、PPT投影片等方式教授。值得一提的

圖說：亞洲大學61位學生暑假到馬來亞大學短期進修，並從事

國際志工服務。

是，亞大同學在進修期間，主動向馬來亞大學爭取服務學習的

機會，擔任國際志工，協助整理馬大宿舍、油漆停車場及馬來

亞大學校外研究中心等週邊環境。

「馬來亞大學的短期進修，對我而言是新鮮體驗，尤其是用全

英語上課、生活及交談，讓我印象深刻！」亞洲大學保健系四

年級簡鈺倫同學說，這是他第一次出國，不管上課，或到寄宿

家庭生活，統統得用英語交談，的確是很大衝擊，一個月下來

，讓他感受到英語的重要性，期盼未來亞大有更多國外交流研

修的機會，加速國際化。

經營管理學系吳天方教授指出，經管系EMBA碩士在職專班，

最近幾年都到海外企業見習足跡，去年7月赴馬來西亞參訪馬來

亞大學後，馬來亞大學校長Dr. Ghauth Jasmon也於去年9月率團

到亞洲大學拜會，並與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簽訂姐妹校，促成

兩校實質合作，今年暑假，才促成選派60多位學生到馬來亞大

學海外短期學習之旅。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所EMBA碩士專班，暑假到大陸東北展開海外見習亞洲大學經營管理所EMBA碩士專班，暑假到大陸東北展開海外見習

學習之旅，參訪大學、企業及長春電影城，收獲滿滿學習之旅，參訪大學、企業及長春電影城，收獲滿滿

亞洲大學EMBA在職專班，暑假到大陸東北展開海外見習之旅

，為期8天的參訪行程中，拜訪長春百腦匯實業公司、盈佳科技

集團、中國第一汽車集團、龍潭山鹿場基地等4家企業，還到吉

林大學、長春師範學院、東北大學及台商創辦的美國國際學校

拜會交流，也到國營電影重鎮－長春電影城、偽滿皇宮等地

參觀，實地體驗當地文化氣氛，收獲滿滿。

亞洲大學EMBA在職專班海外企業見習之旅，由吳天方、蔡碩

倉教授帶隊，7月2日先到東北大學、吉林大學及長春師範學院

學術交流。到吉林大學訪問時，由該校領導夏曉巍書記、管理

學院院長張向先、EMBA教育中心主任高貴富等人接待簡介。

東北大學方面，由黨委書記孫國臣、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馬欽海

等人接待，雙方並進行會談，東北大學、吉林大學主管人員更

圖說：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EMBA碩士在職專班到大陸東北

海外見習之旅。

亞洲大學EMBA在職專班在長春市，還到台灣上市公司藍天電

腦投資經營「長春百腦匯」、經營汽車周邊零件的「盈佳科技

」及中國最早汽車製造廠「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參觀，除了見



等人接待，雙方並進行會談，東北大學、吉林大學主管人員更

邀請兩校校長互訪，促進實質學術交流。

已有學生到亞洲大學短期進修的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在國際

交流處處長王曉影、科學教育院院長趙慧君及傳媒科學、經濟

管理學院教師、學生代表的熱烈歡迎聲中，展開學術座談，吳

天方、蔡碩倉教授並在會中分享亞洲大學辦校的特色與世界高

校發展趨勢，獲得迴響。

值得一提的是，擁有3萬多名學生的瀋陽大學，得知亞洲大學遠

道來訪，也慕名而來，在國台辦安排下，國際交流處處長王宇

、承辦業務人員與亞洲大學EMBA在職專班海外企業見習團

見面，期盼與亞洲大學展開實質合作交流。此外，台商創設的

長春美國國際學校，是招收幼稚園到高中（3到18歲）的學生，

以外籍教師為主的民辦學校，校園處處可見創意式教學環境，

迴異台灣私校經營模式，令學員們大開眼界。

」及中國最早汽車製造廠「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參觀，除了見

識台商周榮昌創設「盈佳科技」，以顏色及看板管理營造工作

環境，還目睹汽車製造廠每5分鐘組裝一台大型貨車。學員們也

抱著興奮心情，參訪國營企業「龍潭山鹿場基地」，實地參觀

只在教科書見過的東北新三寶─人蔘、貂皮、鹿茸的生產與養殖

過程，留下難忘的體驗。

經營管理學系EMBA碩士在職專班，歷年來到海外企業見習

足跡，遍及日本、韓國、馬來西來、泰國、越南與大陸北京、

天津、青島、大連、上海、蘇州、杭州、廣州、香港等地。吳

天方教授說，藉由「移動式教學」讓學生體驗教室外各行各業

的經營模式，並透過學習反思，達成學生有效學習目標。其中

，去年7月赴馬來西亞參訪馬來亞大學後，馬來亞大學校長Dr.

Ghauth Jasmon也於去年9月率團到亞洲大學拜會，並與亞洲大

學校長蔡進發簽訂姐妹校，促成兩校實質合作，今年暑假，亞

洲大學已選派60位學生到馬來亞大學海外短期學習。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指導砂拉越古晉中華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指導砂拉越古晉中華

一中、三中、四中教學扯鈴、民俗技藝、美姿美儀，互動熱絡一中、三中、四中教學扯鈴、民俗技藝、美姿美儀，互動熱絡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抵達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展開跨

國志工服務學習，7月6日起到古晉中華第一中學丶第三中丶第

四中學拜訪，並指導三所中學同學們美姿美儀，及踢鍵子丶扯

鈴等民俗技藝教學，亞大志工團同學們並表演原住民歌舞丶土

風舞，與同學互動熱絡，受到三所中學同學們歡迎，順利完成

跨國志工服務的任務。亞大志工團團長丶副學務長張少樑也介

紹亞大教學環境丶創校10年的輝煌成績，他力邀三所中學學生

有機會跨海來台選擇亞大就讀。

「怎樣的舉手投足，才能讓人看了就喜歡!」丶「一個人儀態是

多麼重要!」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執行秘書丶服學組組長羅

淑真等人帶領15位同學展開志工服務，她和志工同學們一起到

古晉中華第一中丶第三丶第四中學傳授當地中學生美姿美儀，

羅組長以「坐姿」為例說，男性是盤坐，女性則是偏坐或跪坐

，基本的要求都是腰要挺直，走路時，要抬頭挺胸丶且不斜視

。

古晉中學第三中學校長許武琳丶亞洲大學志工服務團團長張少

樑分別擔任「貴賓」，接受同學敬禮丶邀請，如果同學美姿動

作不落實，馬上得重來丶重做，許武琳校長說，美姿美儀的課

程教得很好，同學們也滿受用的，馬上變有禮貌多了。

三個中學全校學生分組練習，羅淑真組長還跟亞大同學一起教

學踢鍵子，「把腳伸出來!」「開始正踢!」「側踢!」「拐踢!

」「對!很好！」，亞大同學與古晉中學生一字排開來，分別練

習踢鍵子，古晉中華一中同學韓寧丶王育珺搶著報名參加踢

鍵子，她們從陌生到熟練，經過稍作練習，就可以連踢好幾下

，贏得不少掌聲。

圖說：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到馬來西亞古晉教導當地中學生原

住民舞蹈。

古晉中華三中同學蔡高謹說，小時候，他曾看過祖父玩過扯鈴

，很感興趣，只練習一陣子，扯鈴技術就很高超，還可高拋丶

高招等花式扯鈴，羨煞不少同學，紛紛指名要他教扯鈴。蔡高

謹及同學陳學偉也向亞大同學打聽到那裡買扯鈴，可以拿回家

去練習。

「我覺得好好玩！這樣的教學很不錯！」古晉中華一中高二同

學魏巧芬吳振鴻等人開心地學扯鈴，她們說，雖然以前沒學過

扯鈴，但扯鈴的模樣好美，很感興趣，尤其當學會高拋扯鈴

，「實在太開心了！」。

隨團來馬來西亞的15位同學，也到場表演原住民舞丶土風舞，

尤其是以時下流行音樂，表演創新自編組合舞曲時，更獲得熱

烈掌聲，亞大同學們進而邀請3所中學同學一起練習少數民族舞

蹈「傣族結婚歌舞」丶「美國田納西假髮舞」及「拉里古拉拉

」土風舞，度過一個歡愉的學習課程。



「拉！拉！拉!」「起鈴！」「拉一下！保持平衡！」「開始

運鈴！」，亞洲大學同學楊雅媛丶陳昱安教扯鈴，他們分別教

了「螞蟻上樹」丶「金雞望月」及拋鈴等扯鈴招式。

」土風舞，度過一個歡愉的學習課程。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與青年運動砂拉越分會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到馬來西亞與青年運動砂拉越分會
交流，晉漢省華總會會長劉金榮也讚揚台灣志工團的奉獻付出交流，晉漢省華總會會長劉金榮也讚揚台灣志工團的奉獻付出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7月6日晚間到馬來西亞古晉市私人

社俱樂部，與馬來西亞青年運動砂拉越分會進行交流，兩國青

年相見歡，在聚餐會場上氣氛相當熱絡；馬來西亞青年運動砂

拉越分會主席沈君偉感謝亞洲大學志工團到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丶第三中學丶第四中學傳揚中華民俗技藝，還到砂拉越古晉特

殊兒童學校丶唯心樂園腦麻中心從事志工關懷丶服務，相當

難得，更值得學習。

亞大國際志工服務團，由志工團團長丶副學務長張少樑丶志工

團執行秘書丶服學組組長羅淑真等人，7月4日帶領15位亞洲大

學學生到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從事志工關懷服務，將於11日

返台；6日晚間與青運砂拉越分會進行交流，受到該會主席沈君

偉丶法律顧問徐蔡斌丶活動籌委會主席劉寶茱等人熱烈歡迎。

晉漢省華總會會長劉金榮也到場感謝台灣志工團到古晉志工服

務丶無私的付出與奉獻。劉金榮會長說，青年志工為社會帶來

貢獻，不僅是服務，同時向社會昭示「互助丶友愛丶奉獻」等

精神，身上更洋溢著自我犧牲丶不求回報丶社會責任及追求

進步，讓他感佩與推崇。

沈君偉主席表示，他相信台灣亞洲大學的志工和青運會志工，

共同攜手參與社會慈善服務工作，有助於樹立正面的典範，勢

必引起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關注，尤其是分別到古晉市區的特殊

兒童學校丶唯心樂園腦麻中心，進行志工服務與關懷，別具

意義。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與馬來西亞青年運動砂拉越分會交流

餐會，受到當地媒體重視丶採訪，翌日分別於星洲日報丶詩華

日報丶聯合日報丶國際時報等當地報紙大篇幅報導。

 

圖說：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與馬來西亞古晉青年志工開心

合影。。

此外，7日晚間，亞洲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還跟古晉中華一中

校友會成員丶合唱團及古晉土風舞社成員進行交流，由古晉中

華第一中學校友會會長楊國宗等幹部接待，志工團執行秘書丶

服學組組長羅淑真帶領團員一起教唱，不但重溫馬來西亞民

謠「啦薩薩洋」，還教學「拉里古拉拉」土風舞，亞大同學們

還上場表演傣族結婚歌丶自創組合舞曲，獲得不少掌聲。

來自古晉短廊中華公學校長李優烈丶古晉幼稚園校長盧映月等

人號召當地華人，熱烈參加亞大師生們的邀舞，一起教學「美

國田納西假髮舞」，大家又唱又跳，相當投入丶開心；羅淑真

組長還跟合唱團團員即興表演「戲鳳」的小調，現場還出現

扮「阿牛」的角色，她們逗趣的表演，惹來全場哄笑，度過一

場歡愉的夜晚。

亞洲大學幼教系蘭嶼服務隊，今年暑假第5年到蘭嶼辦達悟族文化亞洲大學幼教系蘭嶼服務隊，今年暑假第5年到蘭嶼辦達悟族文化

成長營，為當地原住民小朋友教學、帶動唱、玩遊戲成長營，為當地原住民小朋友教學、帶動唱、玩遊戲

亞洲大學幼教系蘭嶼服務隊，今年暑假第5年前往蘭嶼東清村舉



亞洲大學幼教系蘭嶼服務隊，今年暑假第5年前往蘭嶼東清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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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平安返校，並在學校進行後製的動作，為整個活動畫下完美

的句點。

亞洲大學幼教系近年來向教育部申請偏遠地區服務計畫，已第

五次到蘭嶼服務，今年暑假由幼教系四年級黃千瑀同學帶領20

位成員，到蘭嶼東清村活動中心舉辦「達悟族文化成長營」，7

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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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民小朋友安排各項教學活動、好玩課程。

幼教系蘭嶼服務隊，除了為蘭嶼東清村小朋友說演故事繪本、

教學活動外，空暇時，服務隊們和小朋友一起玩躲避球，滿場

歡呼尖叫聲，玩得不亦樂乎。服務隊員們不但為當地小朋友親

自準備營養午餐及點心，結業時還贈送結業證書、小禮物，預

祝他們學業進步。

幼教系四年級黃千瑀同學說，從踏進蘭嶼到個別教學、團體康

樂活動、煮午餐分享，直到離開的那一刻，都令她們深深感動

，除了見識當地蔚藍的天空、寬闊的海洋等美景，也實地體驗

蘭嶼的生活、看到熱情又開朗的蘭嶼人；還有不少是書本裡面

學不到的東西，如團隊中人與人的互動溝通；「行萬里路，讀

萬卷書」，只有身體力行，才能得到的寶貴經驗，為人生經歷

再添美好回憶。

圖說：亞大幼教系同學到蘭嶼舉辦達悟族文化成長營，與當地

小朋友互動遊戲。

值得一提的是，蘭嶼服務隊18日要離開蘭嶼時，蘭嶼的小朋友

們都抱著服務隊員們，顯得依依不捨，讓人鼻酸；大家互留連

絡電話及地址，並約定寄信給服務隊員，相約明年回蘭嶼再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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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懂得付出、學習服務，透過企劃統籌與教案

安排，讓為期10天的教學活動順利進行，也讓學生有發揮所學

的機會，不僅對學生有所助益，也可以回饋社會，一舉多得。

亞洲大學商品設計系陳英任同學，以「真心守候」一文，在首屆2011亞洲大學商品設計系陳英任同學，以「真心守候」一文，在首屆2011

「真心守候」金筆獎徵文比賽中，拿下第一名「真心守候」金筆獎徵文比賽中，拿下第一名

「我逃家，高三那年；我窩進朋友Ｋ的家中，先賭氣勒住手機

的咽喉，不准它發言，關了機…。」亞洲大學商品設計系精品

組１年級陳英任同學，繼「懷恩文學獎」之後，憑著對寫作的

熱誠，不斷創作，日前又以「真心守候」一文，在首屆2011「

真心守候」金筆獎徵文比賽中，拿下第一名金獎，獲頒2萬元

獎金、獎狀。

首屆2011「真心守候」金筆獎徵文比賽，由朝陽科技大學通識

中心承辦，財團法人波錠文教基金會和朝陽人壽合辦，於

上（６）月27日頒獎，獲得來自全國45所大專校院125位同學

參與，學子透過自己的經歷與感懷，寫出心緒之真及對知的

承諾，評審給予高度的評價，宣稱本次徵文比賽的水準甚高，

尤其前三名的作品，不但扣緊主題撰述，文學寫作技巧的運用

也讓評審不吝稱讚。

「寫作對我而言是種武裝，對於這個世界來說，我看起來太過

於輕浮，甚至幼稚，所以我靠寫作來照明自己，靠得獎來證明

自己，我很感謝大家願意給我這個機會，也很珍惜。」在領

獎時，陳英任同學這樣說道。

圖說：「商設系一年級同學陳英任，獲得「真心守候」金筆獎

徵文比賽第一名。 

窗口，準備連接光明的世界。但……我，是那般怔怔忡忡面對

，如此慌張發覺，沒有一通未接來電的液晶螢幕，想不到您也

失聲，也練習消失在我的世界中。

在一室闃黑中，我愕然，感覺自己被拋棄，恍如自己漂進廣漠

無垠的宇宙中，四周猶如黑洞，每個懼怕都抖大撐如惡魔撲

向我，且將吞噬我……。我感覺自己被自己的叛逆拋棄，也被



獎時，陳英任同學這樣說道。

陳英任同學得獎作品名稱，跟比賽名稱「真心守候」一樣，故

事內容是描述就讀高中時的一段往事： 

「我逃家，高三那年；我窩進朋友Ｋ的家中，先賭氣勒住手機

的咽喉，不准它發言，關了機。靜靜的三天中，表面平靜的

日子，我在內心如火山烘焙了一個又一個忿忿的岩漿，幻想懲

罰您會如山下慌亂的居民，那般手足無措地四處奔忙、以倉皇

的臉探詢且懊悔我的失蹤。

甚至，我還幻想了：您的夜將跟我一樣漫長且無助，以空洞的

眼數著天花板上的羊群，焦灼且納悶，天明之光為何一直遲遲

未至。然後，我開機，三天後，以某種已然復仇的喜悅撳開它

的

向我，且將吞噬我……。我感覺自己被自己的叛逆拋棄，也被

您拋棄。」

陳英任同學在最後說道：「陳述著自己過往的叛逆，對我來說

，是種紀念，也是種警惕，從一次又一次的犯錯跟反省中，提

煉出精華，再將精華累積成寫作的靈感與動力，在創作中讓自

己的青春綻放出繽紛的花朵。」

陳英任同學去年12月參加懷恩慈善基金會、聯合報副刊合辦

的2010第五屆懷恩文學獎，他以「贈衣」的短文，抒寫他的輕

狂往事，勇奪學生組二獎，獎金5萬元。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首度舉辦「沉思者狂想曲」師生聯展,在台中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首度舉辦「沉思者狂想曲」師生聯展,在台中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隆重登場，展期至7月3日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隆重登場，展期至7月3日

為展現創意設計的專業能力，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即日起至7

月3日，在文建會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沉思者狂想曲

師生聯展」，展期7天。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說，此次展期

，正好與全國知名的「世界魔幻展─與蒙娜麗莎對話」及藝術

家「吳炫三建國百年特展」同期展出，參觀民眾絡繹不絕，文

建會特別引導蒞臨參觀的團體帶到亞洲大學的展場參觀，為亞

洲大學打響知名度。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沉思者狂想曲」師生聯展，6月27日上

午11時在文建會台中創意文化園區，舉辦開幕茶會，由副校長

劉育東、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數媒系主任蔡明欣、視傳

系主任郭郁伶等人剪彩揭幕。劉育東副校長讚許這次師生聯展

的作品，內容精彩豐富，頗具設計的意涵，值得參觀、鑑賞。

賴淑玲院長指出，此次展覽，以該校極具代表性的法國名雕家

羅丹「沉思者」雕像為創意發想，鼓勵教師、學生狂想及創作

，總計有24位師生、45件作品參加聯展，這是該校首度結合平

面設計、數位媒體、商品設計、時尚設計等全方位的教師及博

士班學生展出，頗獲好評。

展出作品中，較具表性的有賴淑玲院長的數位作品「戲蟹狂

想曲」、「漢字狂想曲」、商品系翁振宇主任的「精簡型

電腦」、「伺服器」等商品設計，還有視傳系系主任郭郁伶

的「PAPER VS. WORDS」海報設計、時尚系主任林青玫的「新

時尚緣起甲骨文」等時尚作品。

圖說：「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左一）等人參觀「沉思者狂

想曲」師生聯展。

賴淑玲院長強調，該院決定未來每年會持續舉辦「沉思者狂

想曲」，邀請各學系師生參展，並持續與國際展演結合，將亞

洲大學設計領域推向國際舞台，形成教學特色之一；所展出設

計作品、成果並將發行專輯，為以成果為導向的教學卓越計畫

留下紀錄。

此次展出所有作品，還獲邀參加「2011 中國設計節」，於遼寧

省大連市隆重舉行，並同步展出，中國設計節是每年一度的全

球設計師、專家、學者的高峰交流合作盛會，包含「國際設計

博覽會」、「DDF中國設計論壇」、「兩岸三地設計高峰會」

等活動。



亞洲大學保健系舉辦保健科學營，傳授保健營養知識、動手實作，邀請亞洲大學保健系舉辦保健科學營，傳授保健營養知識、動手實作，邀請
高中生提前體驗大學生活高中生提前體驗大學生活

近年來，國人的飲食與健康觀念意識抬頭，對於保健養生觀念

日益增長，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暑假期間舉辦保健科

學營，邀請各地高中生參加，安排保健營養知識傳遞與實作

課程，包含講座、動手實作、分組競賽等，建立高中同學對保

健的概念，並悠游於亞洲大學美麗的校園，提前體驗大學生活

。

為培養食品營養及化妝品科技專業人才，保健營養生技系7月9

日舉辦保健科學營，吸引國立大里高中、大湖農工、文華高中

、中興高中、潮州高中、嘉義女中，及義峰高中、建台高中、

僑泰高中等多位學生參加，旨在培養食品營養及化妝品科技專

業人才。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主任黃佩珍說，此次保健科學營，透過生動

活潑的搶答、實作、觀察，傳達保健營養的精華概念，包括食

品營養概念、現代中草藥概念、香水分析與香水DIY等活動，過

程緊張、有趣，學員團隊合作共同完成每一站的題目，最後評

分時選出第一名。

首先是「我是營養達人」，是用賓果遊戲使同學瞭解六大類營

養素、六大類食物及健康飲食原則，包括飲食綱領、每日飲食

指南等資訊，並釐清常見的飲食迷思。至於「快樂享瘦健康」

，是以實際量測個人身體質量指數(BMI)、腰圍、體脂率，使同

學明瞭體重與健康的相關性，肥胖的定義及體脂計的原理。

「罐中傳情」，是讓同學了解食品加工機器高壓滅菌釜及真空

封罐機的操作原理與方法，並給學員在罐中放入禮物與溫馨小

卡片，製成獨一無二的傳情罐頭。「微觀的世界」為同學介紹

食品中的微生物的種類與其所扮演的角色，並透過滅菌、取

菌種、染色實際操作由顯微鏡直接觀察食品中微生物的外觀與

特徵，加強同學的印象。

圖說：保健系舉辦保健科學營，邀請高中生提前體驗大學生活

。

「氣相色層分析-質譜儀(GC-MS)原理介紹與香水分析」使同學

了解香草植物、花香植物的種類並利用水蒸氣蒸餾法得到精油

的成分，使用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進行分析實驗得到香味的

物質的組成與化學結構。「花花世界-嗅覺的響宴」，讓學員學

習到香水的來源並聞許多不同香味，分辨香味，並動手製作一

瓶專屬於學員的香水。

「現代神農-神農嚐百草、採藥樂」了解天然植物經過採集、煉

選具有藥效的部位，讓同學親自飲用不同藥材熬煮的味道辨明

五味、五色在中藥的概念，並將藥用植物來與大家一起觀察、

研究，分享其中的樂趣與奧秘。

榮獲活動競賽第一名的建台中學劉天瑜同學說，此次活動緊湊

又充實，讓他學習到相當多的保健概念，希望有更多的同學來

參與，「沒來的，真是可惜！」。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北上參加2011生物科技大展，現場展示彩色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北上參加2011生物科技大展，現場展示彩色

白木耳及杏孢菇等多種菇類，引人注目白木耳及杏孢菇等多種菇類，引人注目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參加2011生物科技大展，亞洲大學健康

學院院長兼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林俊義，除了現場展示彩色白

木耳，秀出杏孢菇等多種菇類，還邀請約克貝爾生物科技公司

、蕈優生物科技公司兩家進駐廠商一起參展，格外引人注目。

2011生物科技大展7月21日至24日台北世貿一館展出，今年邀請

來自歐美、日本、紐西蘭、澳洲等國共485家廠商參與盛會，大

陸地區也有69家包括醫學美容、保健食品、藥業連鎖通路商等

，來到台灣尋求策略聯盟，創下歷年展出紀錄。展覽首日，副

總統蕭萬長到場表示，去年台灣生技業產值較前一年成長9％，



總統蕭萬長到場表示，去年台灣生技業產值較前一年成長9％，

在人才、制度、資金、技術等要素日趨完備後，未來榮景可期

。

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長兼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林俊義首度率廠商

參加生技展，林俊義院長說，全球產業走向知識經濟時代，透

過政府鼓勵產學合作的政策引導，發現台灣過去在農業、養殖

業努力累積的專門技術，已逐步成為生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推手

。

林俊義院長所率研究團隊利用獨創的基質配方，栽培出的彩色

白木耳，相當艷麗好看，四天展期，吸引大量人潮觀賞，林俊

義院長也在現場解說，他說，經動物醫學試驗證明，白木耳多

醣體萃取物不具毒性、可提高免疫力，商機無限，不少廠商趨

前詢問，並表明合作的意願。

在展示現場，亞洲大學菇類研究中心同時秀出多種菇類，包括

大小如同法國麵包的杏孢菇，格外引人注目。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也邀請約克貝爾生物科技公司、蕈優生

物科技公司兩家進駐廠商一起參展。其中，約克貝爾科技公司

圖說：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及進駐廠商約克貝爾生物科技

公司、蕈優生物科技公司一起參加2011生物科技大展，研發成

果格外引人注目。

長期致力於玻尿酸、膠原蛋白、胎盤素等原液研究生產，在生

技展期間，特別展示所研發銀耳精粹保養品、適膚寧等品牌保

養品，由於物美價廉，吸引大批人潮搶購。

此外，蕈優生物科技公司已和林俊義教授簽訂產學合作，致力

於菇類及銀耳栽培技術研發，並合作推出相關養生產品，如靈

芝咖啡、養生菇餅、靈芝雪茸養生液和白木耳素燕窩等。

大陸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到亞洲大學參訪、上課，學習3Ｄ動畫製作等大陸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到亞洲大學參訪、上課，學習3Ｄ動畫製作等

課程，對亞大校園之美、教學設備新穎，留下深刻印象課程，對亞大校園之美、教學設備新穎，留下深刻印象

大陸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一行20人，7月21日到亞洲大學參訪、

上課，並由數位媒體設計學系主任蔡明欣、專任講師李政宗授

課指導：「台灣學生動畫作品賞析」、「3Ｄ動畫製作」等課程

，教學之餘，廣西中職培訓團教師們對亞大的校園之美，教學

設備新穎，留下深刻印象。

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透過台中市僑泰中學校長廖玉明的安排，

今天上午到亞洲大學參訪，受到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創意

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數媒系主任蔡明欣等人歡迎；劉育東副

校長說，亞洲大學創校10年，雖然還是很新的大學，卻有很大

企圖心、進步最快速的大學，不但連續6年獲評為教育部評為教

學卓越大學，學生人數已達1萬2千人，成長10倍，國際論文期

刊全國排名25名，同時研發紫米、彩色白木耳、防蚊液等產品

不斷，歡迎到訪指教。

僑泰中學校長廖玉明說，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近年來廣邀國

內外名師蒞校任教，如澄果設計公司負責人蔣友柏等，加上師

生國內外得獎連連、教學設備一流，可說是「數位王國」，高

中職生要到亞大就讀設計、時尚等相關學系，還得考高分才行

，也值得推薦大陸高中生到亞大就讀。

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團長、廣西銀行學校副校長盧華東說，早

有耳聞亞洲大學辦學卓越、校園漂亮，到校參訪之後，果然親

眼看到亞大美麗的校園、漂亮的建築及到處可見國內外大師的

雕塑藝術品，透過上午的校園巡禮、密集教學，相信所有老師

圖說：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與亞大副校長劉育東（中）等位師

長們合影。

數媒系主任蔡明欣、專任講師李政宗授課指導：「台灣學生動

畫作品賞析」、「3Ｄ動畫製作」，蔡明欣主任授課時，藉由展

示學生動畫及遊戲作品，讓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團員們了解動

畫遊戲產業，且讚嘆不已，直問：「這些都是由學生自行製作

的嗎？」，蔡明欣主任說：學生要製作一套遊戲，除了要懂得

美術，更重要的是遊戲企劃製作的過程；曾經有學生為了製作

一套遊戲，獨立花費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作品。李政宗老師則

以3D電腦動畫的角色表演為主題，並介紹學生作品及分享教學

經驗。

廣西中職教師培訓團一行人，在蔡明欣主任等人陪同下，參觀

亞洲大學藝術中心、圖書館及時尚系教室、設計專業教室、動

漫研究中心及電腦繪圖與補助設計實驗室等。



雕塑藝術品，透過上午的校園巡禮、密集教學，相信所有老師

團員收獲滿滿。

南京農業大學赴臺研修旅行參訪團、福建省高等院校青年工作者交流南京農業大學赴臺研修旅行參訪團、福建省高等院校青年工作者交流

考察訪問團分赴亞洲大學參訪，體驗亞大校園之美考察訪問團分赴亞洲大學參訪，體驗亞大校園之美

大陸南京農業大學赴臺研修旅行參訪團、福建省高等院校青年

工作者交流考察訪問團，暑假分別到亞洲大學參訪，訪問團

到訪，除了到亞洲大學學習上課，雙方並就未來學術合作、師

生互訪及短期研習等事宜討論，氣氛熱絡。

南京農業大學暑期赴臺研修旅行參訪團一行24人，7月14日到亞

洲大學參訪；他們對亞洲大學的教育理念、校園建設都很感

興趣，雙方並進行學術交流，黃萬傳主任並講授「農民組織創

新基因之診斷及應用」，進修推廣部副主任陳坤成主講：「智

慧財產權認識與管理講座」

黃萬傳主任表示，亞洲大學創校僅10年，已連續6年獲教育部評

為教學卓越大學，是全台灣成長最快速的大學之一，學生人數

已達1萬2千人，辦學績效有目共睹，該校保健系、生物科技系

都跟農業有所關連，如成立水稻T-DNA生技研發中心，至於

紫米、彩色白木耳、菇類栽培及白木耳等保健食品等重要學術

研發成果，也受到業界注目。

參訪團團長、南京農大港澳辦公室主任遊衣明說，他代表南京

農業大學參訪師生，感謝亞洲大學的安排，走進亞洲大學校門

，第一印象就是怎麼有這麼漂亮的校園，加上多棟新建巴洛克

建築，有這等規模跟實力，必是花費許多的心血所累積而來，

取名「亞洲」更是代表學校放眼世界的志向，他歡迎亞大師生

到南京農大進行參訪、交流。

此外，福建省高等院校青年工作者交流考察訪問團，6月30日由

福建省福州大學黨委副書記、福建省海峽兩岸高校交流促進會

副會長陳少平率團，到亞洲大學參訪，亞洲大學副校長李培齊

接待，雙方並就未來學術合作、師生互訪及短期研習等事宜

討論。

圖說：福建省高等院校青年工作者赴台交流考察訪問團與進修

推廣部主任黃萬傳（右四)於行政大樓前合影。

李培齊副校長說，亞洲大學近來雖然受到少子化的影響，但招

生仍逆勢成長，並且以黑馬之姿、後發之勢突飛猛進，已讓不

少國內資深大學備受壓力，加上校園優美、到處可見國內外著

名藝術家的大型戶外裝置藝術品，營造美學的情境，歡迎各位

到訪參觀。

福建省海峽兩岸高校交流促進會副會長陳少平說，從李副校長

的介紹可以知道亞洲大學的確是台灣教育界的黑馬，到訪之後

，發現亞大的校園之美，令人大開眼界，名不虛傳；此次由福

建八所高等院校主管同仁所組成的訪問團，相信都會留下深

刻象，頗有收穫。進修推廣部主任黃萬傳說，亞洲大學在大陸

已有超過20家的姐妹校，未來將進行雙向學術交流合作。

會中，來訪團員詢及亞洲大學核心能力之一是創新能力，在創

意產業及人才方面，是如何培養？李培齊副校長說，亞洲大學

成立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聘請發明家鄧鴻吉開設專班指導，

也接辦「Ｕ19」青少年發明競賽活動，全力開發學生創意設

計「金頭腦」，藉由各項國內外競賽，累積進入社會就業或升

學的實力。

 

桃園縣中小企業協會一行40人，到亞洲大學參訪，理事長葉春木桃園縣中小企業協會一行40人，到亞洲大學參訪，理事長葉春木

讚嘆：「亞洲大學校園，止不住美的吸引！」讚嘆：「亞洲大學校園，止不住美的吸引！」



桃園縣中小企業協會一行40多人，由協會理事長葉春木、秘書

長石朝旺等人帶領，7月22日到亞洲大學參訪，除了參觀亞洲大

學校園、藝術中心及戶外雕塑藝術品，還聆聽研發處組長時文

中老師介紹「雲端運算的應用」，雙方進行交流、討論，氣氛

熱絡。

「亞洲大學校園，止不住美的吸引！」葉春木理事長表示，透

過總務長朱界陽在炙熱的燄陽下精闢的導覽、解說，瞭解亞洲

大學校園之美，著著實實上了一堂美學課程，亞洲大學學生在

這充滿藝術有愛的環境受教育，是何其幸福，同時感受得到教

育者辦學的用心，透過了解相信很多人會鼓勵孩子選讀亞洲

大學，做一個「有品德」、「 有品質」、「 有品味」的好人。

葉春木理事長心有所感指出，參訪有故事，有文化的單位，讓

我們得以認識亞大之美、亞大的好，讓我們更有動力，繼續打

拚事業，願追隨亞洲大學精神，過精彩的三品人生，期待安藤

忠雄大師的作品（即安藤忠雄藝術館）完成，有幸再訪，再度

感受亞洲大學校園藝術之美。

桃園縣中小企業協會接受亞洲大學副校長曾憲雄的邀請，由理

事長葉春木、秘書長石朝旺帶領40人參訪團，22日到亞洲大學

參訪，由總務長朱界陽、研發處陳永進、時文中組長代表接待

，除了由陳永進老師向企協會員介紹亞洲大學的校園環境及各

院系，時文中老師簡報「雲端運算的應用」，並邀請台中市中

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邱月美會長參與交流，並由萊碼創意

科技介紹其雲端客服系統，與會人員對於雲端技術的應用討論

熱絡。

圖說：桃園縣中小企業協會一行40多人到訪，與總務長朱界

陽（左前一）合影。

葉春木理事長會後致贈協會會旗給曾憲雄副校長，表示感謝，

由陳永進老師代表接受。

桃園縣中小企業協會一行人，由總務長朱界陽陪同導覽校園內

的希臘羅馬式建築、太極湖、圖書館、藝術中心，參觀國內外

雕塑名家羅丹、阿曼、楊英風等位大師的戶外雕塑藝術品。

朱總務長強調，佔地24多公頃的亞洲大學，創校10年，從原本

的甘蔗園、西瓜田，開發成如今綠草如茵的校園、太極湖及環

校步道，還擁有巴洛克式建築，蒐藏國內外名雕塑家的雕塑

作品，加上校園優美，漫步校園裡，彷彿置身歐洲，亞洲大學

不僅是中部婚紗攝影勝地，更是小朋友戶外教學、親子活動的

好去處。此外，即將於明年六月完成的安藤忠雄藝術館，以三

角形疊成三層樓、「清水模」工法的建築，勢將成為大臺中的

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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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講座-商設系 創意設計國際論壇 100年8月1日 10:00~19:00 A101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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