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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視覺傳達學系兩件創意設計，榮

獲德國紅點設計獎，「祈線緣」更勇奪紅

點最佳獎，是臺灣之光(0803)

亞洲大學指考分發大躍進，監委認為是少

子化逆勢成長的標竿學校(0808)

亞洲大學新生入學高額獎學金奏效，錄取

許多優秀學生，總計發給3057萬多元獎

學金，最多可領160萬元(0813)

臺中市胡市長頒獎表揚本校2011馬來西亞

國際發明展得獎人，強調「沒有發明，就

沒有文明」(0816)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創意領導中心主任

黃萬傳到大陸廈門大學、華僑大學及交通

大學、同濟大學參訪，簽訂姐妹校、學術

交流(0815)

亞洲大學獲得國科會私校提升研究能量

計劃，補助618萬多元經費，研發提升青少

年情緒管理與衝突管理能力的最新教

材(0809)

亞洲大學舉辦創意設計國際論壇，邀請

日本、美國、德國等設計名師演講，傳授

最新設計概念，提供未來設計思考方

向(0801)

「Ｕ19」青少年發明競賽，2011年總共收

到來自全國各地1388件作品；其中以高職

生參與的件數最多占了52%，8冃31日初審

選出220件(0831)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顧問勞

倫斯．羅斯教授訪視亞洲大學，輔導管理

學院建立機制，加入AACSB認證(0816)

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新

學期辦理交接與佈達，新任副校長是講座

教授鄧成連(0801)

亞洲大學行政人員在職訓練登場，柯慧貞

副校長談如何調解壓力，強調面對壓力

事件，不妨轉念，寬了心，就會改運(0823)

亞洲大學舉辦學術英語文研習營，美籍老

師Julia Salehazdeh蒞校示範教學，提供校

內專業教師英語授課技巧(0826)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等人，

參與「第五屆美人腿公主」選拔評審、美

儀訓練，亞大休憩系同學邱珮欣榮獲第三

名(0804)

大陸互聯網─教師訪問團、廣東省韓山師範

學院考察團分批到亞洲大學訪問，盼能展

開實質學術交流、師生互換及短期進

修(0825)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

繼今年2月參訪後，再度參訪亞洲大學，期

盼雙方進行密切的學術交流(0803)

亞洲大學商設系助理教授陳齊川創作的「

闔家如意」戶外雕塑作品，豎立在草皮上

，為美麗的校園再添一景(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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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線緣」更勇奪紅點最佳獎，是臺灣之光「祈線緣」更勇奪紅點最佳獎，是臺灣之光

亞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八位應屆畢業生設計的「祈線緣」、

「相對論」，參加2011德國Reddot紅點設計競賽，擊敗眾多國

際傳達設計業界高手，分別榮獲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及紅

點獎。其中，勇奪最佳獎的「祈線緣」，是本校創校10年來，

參加國際設計大獎表現最傑出的一件，不僅是臺灣之光，也

是「亞洲」之光！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強調，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今年才有第1屆畢

業生，今年初有2組、8位應屆畢業生的作品，參加德國Reddot

紅點設計競賽都獲獎，該系先後已有3件、9位同學獲此國際

殊榮，證明設計教學受肯定。

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說，被譽為設計界奧斯卡的紅點設

計獎，分為產品、傳達與概念等類，傳達設計大獎今年吸引全

球40國、6468件作品參賽，僅608件獲紅點獎，其中80件晉級最

佳獎（best of the best)。台灣僅得三件最佳獎，一件是專業設計

師所得；一件是台科大研究生；大學生部分是由亞洲大學獲此

殊榮。該校這兩組得獎作品還能角逐現場1萬歐元獎金的初級特

優獎(junior award），10月將於德國柏林頒獎。

「男女緣分天註定，月下老人姻緣一線牽！」視傳系指導老師

侯純純說，賴湘宜等四位同學紅點最佳獎「祈線緣」作品，是

結合紅線及紙張的特性，以台灣傳統信仰「光明燈」為設計

主軸，加以包裝，把燈作成圓型吊燈和樹型桌燈。

一、榮獲德國紅點設計最佳獎作品「祈線緣」。 

二、亞洲大學視傳系畢業生(左起)陳宜鈴、賴湘宜、蘇昭安與

林俞伶設計的「祈線緣文化創意商品─桃花燈飾設計」獲得德

國紅點設計最佳獎。

侯純純老師說，為了傳達「月下老人撮合良緣」的概念，四位

同學還到月老廟觀察，想出用紅線綁紙，並在剪紙上呈現不同

生肖造型的「求姻緣」元素，燈一打亮，即展露祈求緣分的

曙光，不但讓文化融入生活，更呈現文化意涵，極具傳達創意

！

賴淑玲院長說，另獲得紅點獎的是吳亭萱、沈依霓、古進笙、

謝偉國等四位同學創作的「相對論」(RELATIVITY)作品，其中

，吳亭萱同學去年以“香”包裝設計作品，也曾獲得2010紅點設

計獎，顯見該校設計教學已開花結果。

亞洲大學指考分發大躍進，監委認為是少子化逆勢成長的標竿學校亞洲大學指考分發大躍進，監委認為是少子化逆勢成長的標竿學校

國內大學招生面臨少子困境，新設大學倍感艱辛，但創校10年

的亞洲大學卻一枝獨秀，今年又逆勢成長大躍進，平均最低錄

取分數較去年提升121分，再創佳績，該校的表現，受到監察委

員的重視，日前特地到校訪視，認為是新設大學的標竿！

亞洲大學總務長兼發言人朱界陽表示，昨天指考放榜，該校核

定招 1213人，分發1225人，分發率100．99％，22學系的最低錄

取分數，去年平均為235分，今年為356分，進步了121分，可以

說是大躍進！

朱發言人說，上月28日，監察委員趙榮耀、尹祚芊，由教育部

高教司司長何卓飛陪同，訪視亞洲大學後，兩位監委指出，亞

洲大學10年來學生人數成長10倍為1萬2千人，不但不受少子化

影響，且是少數進步神速的大學，尤其是招生逆勢成長的成功

經驗，是新設大學的標竿，教育部可將亞洲大學努力的績效，

圖說：亞洲大學提供優良、舒適的就學空間，讓學生安心求學

。

蔡校長表示，去年該校設國際學院，已招18國、200位國際生；

下學期，將有4位諾貝爾級大師與亞洲大學師生互動，除「威爾



經驗，是新設大學的標竿，教育部可將亞洲大學努力的績效，

分享給其他學校參考。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亞洲大學近年來在教學或研究方面的

努力，都獲得良好肯定，曾獲教育部新設私校評鑑三組第一名

、大學系所評鑑全部通過，已連續6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劃

」獎助；在師資方面，如聘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前法務部長

施茂林、前考試院副院長吳容明、前農委會主委彭作奎、前農

試所所長林俊義、前中興大學副校長黃永勝等產官學大師為講

座教授；又聘「威爾剛之父」諾貝爾大師穆拉德博士為榮譽

教授，下學期將第5次到校講學；另聘史丹佛、西北、伊莉諾、

杜蘭等大學拉同教授等23位國際客座教授。目前該校擁有「菇

類研究中心」、「Ｔ─ＤＮＡ水稻研究中心」兩處世界級研中心

、五個國家型研究計劃；2010國際期刊485篇，是全國163所大專

院校中25名；這些都是學生質量提升的資源。

下學期，將有4位諾貝爾級大師與亞洲大學師生互動，除「威爾

剛之父」外，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摩坦

森教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戴蒙德教授、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皮薩里德斯教授等3位，都會到校「大師論壇」，讓學生親近

國際大師學習國際化，是亞洲大學努力重點之一。

面對少子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困境，亞洲大學仍勠力開創

新局；蔡校長強調，該校首推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

有品味的「三品書院」、「志工大學」，培育學生優質人文的

巧實力，使該校獲得教育部評為品德優良學校；並設「生活、

學習、生涯」三導師，照顧學生從第一哩路到最後一哩路，畢

業即就業，不但讓學生要「贏在教育的終點！」，更要「贏在

職場的起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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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7萬多元獎學金，最多可領160萬元3057萬多元獎學金，最多可領160萬元

亞洲大學8月13日舉辦新生親師座談會，校長蔡進發向與會學生

及家長報告，該校祭出高額獎學金策略奏效，高分錄取許多優

秀學生，總計核發161人、3057萬多元高額獎學金，其中，許姓

新生以408分高分錄取資訊工程學系（資電應用組），他的原始

總成績達前8％，校方將發給160萬元獎學金，是可領最多獎金

的新生。

亞洲大學13日舉辦親師座談會，邀請所有新生、家長到校參觀

，認識新環境，並到各學系座談，瞭解各學系的特色與學程；

蔡進發校長除了介紹教學方表示歡迎，也在會中頒發獎學金給

高分錄的新生，獎勵來自各地莘莘學子，即將成為亞洲大學的

新鮮人。

亞洲大學新生入學獎學金，分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大學指考

分發，還有英文成績優良獎學金，其中，大學指考新生最高可

得新台幣250萬元獎學金，果然吸引許多優秀學生指名就是要亞

洲大學；今年大學指考，不但亞洲大學分發率百分百，平均最

低錄取分數也較去年提升121分，可說是大躍進，再創佳績。

亞洲大學教務長黃定鼎教授說，該校大學指考成績衝高分，資

工系許姓新生分數達408分，可領160萬元獎學金，時尚設計

學系、財經系各有一位同學原始總成績達前30％，可領48萬元

獎學金；另領32萬元4人、領16萬元8人、領8萬元11人。繁星

推薦、個人申請入學部分，達50至54級分者有18人，各領16萬元

，達45至49級分者有69人，各領8萬元。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與獲新生入學獎學金的同學

合影。

首創的英文成績優良獎學金，英文原始成績達頂標、前標

有12人，共可領72萬元。此外，各學系（含分組）原始總分第

一名共37人，也都可免學雜費，每人5萬多元；入學後每學期成

績維持全學系（組）第一名者，次學期仍可繼續享有此項獎勵

。

「我就是要唸亞洲大學！」亞洲大學時尚系新生陳宣翰同學透

過個人申請錄取新生，獲頒16萬元獎學金，他說，很開心可以

唸到自己想讀的學系，習得一技之長，又可以拿高額獎學金，

讓他在學四年，沒有學費負擔外，還可以輕鬆就學，一舉兩得

。



臺中市胡市長頒獎表揚本校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得獎人，強調臺中市胡市長頒獎表揚本校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得獎人，強調

「沒有發明，就沒有文明」，鼓勵再接再厲「沒有發明，就沒有文明」，鼓勵再接再厲

亞洲大學發明團隊參加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是全國獲獎

最多的學校，8月16日由臺中市長胡志強接見、頒獎表揚；胡市

長強調「沒有發明，就沒有文明」，人類的進步要靠發明，發

明就是替生活找答案、求突破，在世界競爭中獲得肯定；同時

成功並不一定屬於聰明的人，而是屬於不斷努力、永不放棄

的人。

國際發明展今年5月20日至22日比賽，臺灣共獲61金、65銀

及15銅；臺中市各級學校發明團隊，又是全台得獎牌數最多的

城市，共獲16金、16銀、2銅，佳作4面成績輝煌；其中又以亞

洲大學發明團隊榮獲11金、11銀、2銅、1特別獎，是全台第

一名，表現最突出，今天亞洲大學有李雅靖、黃威儒、謝采珊

、李侑庭、許卉雯、劉芳如、劉人戩等10多位同學到場受獎。

胡志強市長16日上午11時特別頒發獎狀給得獎人，希望藉此鼓

勵所有市民樂於發想、動手設計，營造臺中市為活潑創新、熱

愛發明的創意之都。頒獎前，胡市長以小故事分享說，他擔任

行政院新聞局長時，曾受邀到他兒子「丁丁」就讀的小學演講

，他採用30分鐘與小朋友問答互動方式，其中一名漂亮的女生

問他：「為什麼小朋友要到學校讀書學習?學生不用上課不是很

快樂嗎？為什麼家長都要小朋友到學校上課、學習呢?」

胡市長表示，這位小朋友的問題很犀利，讓他當場愣住，差一

點被問倒；但是他即回答，小朋友上學的學校有冷氣、視訊

設備，有瓦斯可以烤麵包，都是上一代的人上學發明的結果，

如果小朋友不上學就很難進步，如果不上學就難有發明，「沒

有發明，就沒有文明」。

圖說：亞洲大學發明團隊與台中市長胡志強（中）合影。

胡市長說，人類的進步靠發明，都是一代接一代，替生活需要

找答案、求突破，並在世界競爭中得到肯定，因此將此小故事

與同學分享，也許同學的發明是一小步，也許也是一大步，未

來都在大家的手上，成功並不一定屬於聰明的人，機會來時問

自己是否準備好了，胡市長也強調，他不是最聰明的人，但卻

是很努力的人，不斷的努力也永遠不放棄，如一句球鞋廣告詞

所說的「Just Do It!」（做就對了!）

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及商設系主

任兼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主任翁振宇等人出席頒獎儀式，劉育

東副校長代表受獎學校致詞說，大台中市是個發明、創意的

城市，也是國際建築地標城市，從1963年東海大學聖路思教堂

到現在大台中歌劇院、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件件都是建

築藝術品，尤其安藤忠雄藝術館將於明年8月完工，定期舉辦藝

術展覽，勢將成為大台中市新地標。

「亞洲大學師生的表現相當傑出！」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致

詞時，讚許亞洲大學致力節能減碳獲得成效，創校僅10年，已

構築美麗低碳校園，這樣的綠色環保概念，正是臺中市致力於

各項建設，不論是軟、硬體設施，都是朝低碳城市的目標邁進

，兩者相當契合。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到大陸廈門大學、華僑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到大陸廈門大學、華僑

大學及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參訪，簽訂姐妹校、學術交流大學及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參訪，簽訂姐妹校、學術交流

在少子化趨勢下，亞洲大學正積極開拓陸生來源！亞洲大學校

長蔡進發8月15日至18日率同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拜訪大

陸廈門市廈門大學、華僑大學及上海市交通大學、同濟大學，

除了簽訂姐妹校，還進行學術交流，承諾師生互訪、交換，甚

至提議擴大舉辦兩岸創意設計聯展、資訊領域研討會等，可謂

成果豐碩。

廈門大學具有 90年的歷史，在經濟、管理及台灣研究在大陸學

術方面，居領導的地位；蔡進發校長、黃萬傳主任等人8月15日

拜訪廈門大學，由該廈門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林福榕



拜訪廈門大學，由該廈門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林福榕

、韓曉燕書記陪同，參觀廈大「穿西裝、戴斗笠」等名建築

風格、校園，並與廈門大學副校長鄔大光等人晤面、座談。

蔡進發校長說，亞洲大學創校10年，目前以創意設計學院為領

頭羊，目前該院的師生在國際各項競賽獲獎連連，資訊學院的

師資，也僅次於台灣的交通大學，健康學院在保健食品的研發

有亮麗的表現；至於加速國際化，更是兩校共同追求的特色，

並定期舉辦「大師論壇」，下學期還要邀請四位諾貝爾獎得主

蒞校演講、座談，與師生對話。

8月15日下午，蔡進發校長、黃萬傳主任一行人轉往姐妹校華僑

大學拜會，由該校副校長吳季懷、外事處處長項士敏、國際交

流學院副院長謝友福、李庭志書記等人共同參與座談。雙方敲

定再簽訂學生交換協議，並全力促成到亞洲大學兩週的專業研

習事宜。

華僑大學早期由華僑所創辦的，是所綜合性大學。除了參觀

校園、校史館外，蔡進發校長在座談時指稱創意設計學院的

特色、推動志工大學及三品教育的表現，引起該校美術學院院

長孫德明等人高度興趣，表明將組團來亞洲大學參訪、研習。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預計今年10月將受邀參加由華僑大學主

辦的兩岸華人大學院校數位畢業聯展。

蔡進發校長、黃萬傳主任等人再轉往上海交通大學參訪，上海

交通大學為近代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參訪時，受到上

海交通大學港澳臺辦公室副主任姚奕等人歡迎，蔡進發校長不

圖說：蔡進發校長（左二）、黃萬傳主任（右二）等人拜訪廈

門大學，與廈門大學副校長鄔大光（中）合影。

但邀請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參加亞洲大學所舉辦的設計比賽，更

邀請該校師生參加亞洲大學即將舉辦的「大師論壇」、進行學

術交流、學生互換。

蔡進發校長還到上海同濟大學參訪，由同濟大學副校長蔣昌俊

、電子與信息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主任關佶紅、王瀚

漓教授等人接待，雙方就未來教學與學術發展上的交流合作等

事宜討論，並協定與同濟大學、澳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合辦

學術研討會。

同濟大學創建於1907年，是中國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尤以

同濟大學的建築工程系，不但在中國式建築是領域最大且專業

最全的學科，在世界排名更是數一數二；蔡進發校長說，亞洲

大學已邀請世界知名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興建藝術館，預計明年8

月完工，屆時將邀請同濟大學師生到訪參觀。

蔡進發校長強調，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進步快速，亞洲大學有

必要加強與中國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策略聯盟和資源共享；

將來無論在學術交流與擴大招生方面，都將加速進行。

 

亞洲大學獲得國科會私校提升研究能量計劃，補助618萬多元經費，研發亞洲大學獲得國科會私校提升研究能量計劃，補助618萬多元經費，研發

提升青少年情緒管理與衝突管理能力的最新教材提升青少年情緒管理與衝突管理能力的最新教材

亞洲大學今年再度獲得國科會補助私校提升研究能量的三年

計劃，獲得618萬多元補助，亞洲大學決定結合心理系、資訊多

媒體應用學系及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共同合作，研發提升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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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研究指出，國內約有六成的國中小學生曾有被霸凌的經驗

，約有2萬名經常欺負同學的霸凌者（占中小學的7%），許多

青少年面對同儕關係的衝突，由於沒有適當的衝突管理與情緒

管理技巧，導致校園霸凌事件不斷發生。此外，國中生有自傷

經驗者約30%，許多青少年甚至大學生面對親密關係的衝突，

由於沒有適當的衝突管理與情緒管理技巧，常導致憂鬱自傷甚

至自殺行為的發生。

針對青少年自傷及校園霸凌事件頻傳，亞洲大學提出研究計劃

，副校長柯慧貞說，此一計劃，由她與副校長曾憲雄、創意設

計學院院長賴淑玲共同合作，以臨床心理學，分析青少年自傷

或校園霸凌行為的成因，利用資訊多媒體應用專長，建置互動

式情境遊戲平台、互動式故事述說平台，再結合數位媒體設計

圖說：亞洲大學獲國科會補助私校提升研究能量計劃，副校長

柯慧貞（前排中）、曾憲雄（前排右二）等人率領的研究團隊

合影。

「應用互動式情境遊戲與故事敘說數位平台於青少年衝突管理

與情緒管理技巧訓練之成效：自傷與霸凌行為之預防計畫」，

獲得國科會的補助。

「亞洲大學近來教師研發能量不斷擴大！」亞洲大學校長蔡進

發表示，該校去年即拿到兩個國科會提升私立大學研究能量的

整合型計畫各1800萬元，一是健康管理學院院長林俊義的「利



式情境遊戲平台、互動式故事述說平台，再結合數位媒體設計

專長研發有趣生動的動畫場景與角色造型，研發出「傳統

授課」、「網路模擬式情境遊戲」及「互動式故事述說遊戲」

等三套不同教材，建構多元的學習方式，進行評估績效與改良

。

柯慧貞副校長強調，傳統式的講述法，對提升青少年學習興趣

與動機上有所限制，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索性學習，也受限於大

班級與師資的不足；所幸，拜科技網路的進步神速，可藉由網

路摸擬式情境遊或互動式故事敘說方式，來提升教學成效，進

而激發青少年在學習上的動機與學習成效，亞洲大學因而提出

整合型計畫各1800萬元，一是健康管理學院院長林俊義的「利

用太陽能在菇類培育」應用計畫，二是蔡進發校長研究團隊

的「以阿拉伯芥整合系統生物學」研究計畫；難能可貴的是，

亞洲大學是新設大學中，唯一獲得兩項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大學

，而且是兩項皆得的全國四所大學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亞洲大學老師研究發展的能量大幅

增加，2010年國際期刊485篇，是全國163所大專院校中第25名，

有超過2億元以上的研究經費，投入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疾病

、水和糧食缺發等問題的研究，希望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力。

亞洲大學舉辦創意設計國際論壇，邀請日本、美國、德國等設計名師亞洲大學舉辦創意設計國際論壇，邀請日本、美國、德國等設計名師
演講，傳授最新設計概念，提供未來設計思考方向演講，傳授最新設計概念，提供未來設計思考方向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8月1日舉辦「創意設計國際論壇」，邀

請日本、德國及美國四位國際知名設計學者，透過實務經驗探

討設計相關議題，提供學生在設計中有更多元化的思考方向，

日本千葉大學小野健太教授等人建議，未來的設計師，要善用

電腦軟體設計，否則很難生存，具挑戰性的設計作品，最好將

特定的人性關懷融入。

「創意設計國際論壇」1日上午在亞洲大學國際會議中心登場，

邀請日本武藏野藝術大學、工藝工業設計學科教授中原俊三郎

、德國「柏林藝術學院」教授André Witting、美國「創意研究

學院」教授Stephen Schock 、日本千葉大學小野健太教授擔任

論壇專家學者，並邀請成大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林峰田蒞臨

指導。吸引亞洲大學、雲林科大、高雄師範大學、成大工業設

計研究所、建國科大、文化大學、明道大學、中興大學、台中

技術學院、台中教育大學相關設計科系及中部各校高中生200多

人參加。

日本武藏野藝術大學、工藝工業設計學科教授中原俊三郎，以

生活產品設計美學（Lifestyle Design）為題、德國柏林藝術學院

教授André Witting以「點選、按一下滑鼠、列印、製作你獨特

的設計」（Click >Print< to produce your design）為題、美國「

創意研究學院」教授Stephen Schock 以美國創意研究學院產品

設計教育（Product Design Education at the College for Creative

Studies）為題，及日本千葉大學小野健太教授以設計界的本

質（Nature of Design World）為題，分別發表演講。

日本武藏野藝術大學、工藝工業設計學科教授中原俊三郎等位

設計界名師，分別介紹各領域頂尖的設計作品及學生設計作品

，提出最新穎的設計概念，引起很大回響，日本千葉大學小野

健太教授強調，未來的社會變化很大，專業平面設計師如果只

是設計一個物件，勢將很難生存，如過去設計一個Ｌogo的設

計費，可能有10萬美元，現在只有400美元，因此，建議要善用

電腦設計方創造更多元的設計層面，開創自己的設計未來。

圖說：（左起）亞洲大學商設系系主任翁振宇、德國柏林藝術

學院教授André Witting、美國創意研究學院Stephen Schock教授

、日本千葉大學小野健太教授、日本武藏野藝術大學中原俊三

郎教授、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林峰田及創意設計學院

院長賴淑玲合影。

綜合座談時，亞洲大學商設系畢業校友傅裕仁、四年級同學蔡

心平、張馨予等人提問說，未來畢業作品，設計方向是什麼？

一生中最具挑戰性的設計作品又是什麼？如何讓設計本身不是

很單調？

日本武藏野藝術大學中原俊三郎教授、日本千葉大學小野健太

等位教授分別回答說，有夢想、有靈魂的設計作品最具挑戰性

；如果畢業作品，能夠融入人性關懷、或社區關懷的一面，會

更受到注目；最後是要去思考一個設計師，所設計出來的物件

，對人類能提供多少的幫助；至於要到美國或日本設計學進修

，除了素描、製圖等基本科目，語言是最重要的，如果能有完

整的設計作品集呈現，會有加分效果。

亞洲大學健康院院長賴淑玲也建議對設計有興趣的同學，如何

把無趣的東西，變成有趣方東西，再加入幽默、感性的元素，

會更討喜；同時，所設計的作品，要符合市場需求，可以賣得

出去的東西，是既實用又美觀，那就是具挑戰性的設計作品。



亞洲大學承辦第六屆「U19」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選出189件亞洲大學承辦第六屆「U19」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選出189件

進入複審，10月中旬決選。首獎獎金15萬元進入複審，10月中旬決選。首獎獎金15萬元

亞洲大學承辦第六屆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8月31日進行初賽

審查由副校長鄧成連主持，從全國各地19歲以下青少年參賽

的1388件作品中，評選出189件進入複賽，預計10月中旬完成最

後評審，首獎獎金15萬元、亞洲大學創辦人獎是特別獎，獎

金10萬元，鼓勵青少年踴躍投入創意發明行列；得獎者仍將由

亞洲大學安排出國參加國際發明競賽。

亞洲大學副校長鄧成連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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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起交由亞洲大學接

手承辦，今年是第二次主辦，此一創意活動，儼然成為每年19

歲以下學生期待的競賽，讓青少年天馬行空、最原創的想法有

實現的舞台。

亞洲大學商設系主任兼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主任翁振宇指出，

該校去年第一次承辦Ｕ19創意競賽，就收到來自各地1068件

作品；今年總共收到1388件作品，件數成長近三成；其中，以

高職生參與的件數最多，占52％，比較特別的是國中小學生今

年參與有191件，比去年多了3倍，有不少是透過指導老師整批

將作品寄來參賽，可見Ｕ19的活動，已逐漸往下紮根，創意的

發想不受年齡、背景限制的。去年「Ｕ19」競賽頒獎典禮，台

中市長胡志強親自到場頒獎，同意贊助經費支持Ｕ19競賽活動

，讓台中市成為「創意發明之都」。

參與此次「Ｕ19」初審的產官學界人士，有台灣發明協會執行

長陳宗台、中國生產力中心創意事業部協理邱宏祥、亞洲大學

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台灣發明商品促進協會會長謝新民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助理教授李朝金、國立聯合大學工

業設計系徐義權、宏景智權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所長蔡志雄及

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郭介誠等，由郭介誠理事長任召集人。

 

圖說：參與今年Ｕ19青少年發明競賽初審的評審們合影。

此次Ｕ19競賽召集人、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郭介誠說，Ｕ19青

少年創意發明競賽活動，主要在激發他們有好的發想，並勇於

參賽，即便所發明的作品發想不夠完整，或流於天馬行空，但

青少年的創意無限，創意這部分應該受到鼓勵，俾能符合「

Ｕ19」競賽的意義，進而協助青少年將想法落實成發明作品。

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執行長朱界陽指出，亞洲大學發明團隊一

年多來參加馬來西亞、韓國首爾國際發明競賽，共獲15金、

17銀、9銅、3特別獎，其中，去年「Ｕ19」學生優勝的作品也

出國比賽，參加馬來西亞國際發明競賽共獲得2面金牌、1面

銀牌、1特別獎，成績優異。

蔡進發校長強調，該校除了首獎15萬元獎金外，創辦人蔡長海

再提供10萬元為創辦人獎，希望藉此鼓勵全省各地的青少年，

從小就埋下發明的種子，勇於發想創作，投入創意發明的行列

。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顧問勞倫斯．羅斯教授訪視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顧問勞倫斯．羅斯教授訪視

亞洲大學，輔導管理學院建立機制，加入AACSB認證亞洲大學，輔導管理學院建立機制，加入AACSB認證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顧問、紐西蘭馬西大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顧問、紐西蘭馬西大

學(Massey Uiversity)副校長勞倫斯．羅斯教授(Professor

Lawrence C. Rose)，8月16日至18日到亞洲大學訪視，這是羅斯

教授第二次到亞洲大學，此次訪視重點，在輔導亞洲大學管理

學院規劃、建立與改進商管教育的機制，進而討論加入AACSB

認證的各項準備工作。

AACSB顧問羅斯教授蒞校訪視，除了拜會亞洲大學副校長劉

育東，針對亞洲大學加入AACSB認證所遭遇的問題，管理學院

代理院長利菊秀也召集財金系系主任歐仁和、國企系系主任李

偉權、經管系系主任陳世良、AACSB執行祕書高立學、會資系

老師龎玉涓等人，與羅斯教授面對面討論，深入了解根本問題

及提出解決之道。

財金系系主任歐仁和等人，就管理學院各學系的現況、準備認

證進度等提出簡報，其中，包括認證計畫中的三大重點1.策略規

劃(Strategic Management) 2.參與(Participants) 3.學習保證

(Assurance of Learning)等，羅斯教授特別針對學習目標

(Learning Goal)及學習標的(Learning Objectives)提出明確的定義

與實例說明，並就管理學院認證目標的設立及達成目標的方式

提出看法；羅斯教授還以亞洲大學管理學院及其任職的紐西蘭

馬西大學作比較，明確點出亞洲大學管理學院要加入AACSB認

證仍需改進的地方。

羅斯教授強調，AACSB不是要管理學院達成特定的目標，是要

知道管理學院在達到自我設立的目標的過程中做了哪些改進與

努力；AACSB強調的是自我改善的過程，而非目標達成的結果

。

羅斯教授指出，他深刻感受到亞洲大學不斷的成長與進步，也

肯定管理學院及各學系所做的努力，期許管理學院能不斷的精

圖說：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顧問勞倫斯．羅斯教

授與亞洲大學管理學院師長們合影。

進，才是認證成功的關鍵，他相信以亞洲大學對教育的投入及

管理學院院長、主任及老師們的努力與合作，亞洲大學通過認

證是指日可待的。

羅斯教授在管理學院代理院長利菊秀等人的陪同下參觀校園，

羅斯教授對於學校提供學生如此優美的環境讚嘆不已，認為亞

洲大學創校僅10年，卻有顯著的進步，至於正在興建中的安藤

忠雄藝術館，明年8月一旦完工，足以提升學生的藝術素養與吸

引國際學生的注意。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簡稱AACSB或AACSB Interna1916年在

美國創建，核心任務是推動全球管理教育品質的認證，當前已

經成為國際上最為權威且知名的大學商學院與MBA認證機構，

學術地位崇高。

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今辦交接與佈達，新任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今辦交接與佈達，新任
副校長是講座教授鄧成連副校長是講座教授鄧成連

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人員，８月１日辦理交接

與佈達，由校長蔡進發主持、監交，蔡進發校長感謝卸任主管

的貢獻及辛勤付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他並期勉新任主

管人員在既有基礎下，務必落實創意教學法，因材施教，讓所

有學生畢業後，在職場起跑點上不輸別人。

蔡進發校長強調，亞洲大學創校10年，是進步最快速的大學，

各項評鑑績效優異，連續六年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辦

學績效，比起其他國立大學還要好，同時繼續營造優質、多元

的教學、學習環境，讓學生安心求學。

新任副校長、講座教授鄧成連，是The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設計管理博士，曾任台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教授 、

銘傳大學教授兼設計學院院長、崇右技術學院校長。新任教務

長黃定鼎教授，是美國愛荷華大學植物學博士，曾任成功大學

圖說：「秘書室新任主任秘書范宗宸（左）與缷任主任秘書李

明榮，在校長蔡進發（中）監交下完成交接。 

其餘新任主管名單如下：健康產業管理學系主任邱尚志、生物

與醫學資訊學系主任胡若梅、管理學院副院長利菊秀代理院長



長黃定鼎教授，是美國愛荷華大學植物學博士，曾任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教授兼主任秘書、佛光大學生命研究所教授兼主任

秘書、佛光大學教務長。

新任資訊學院院長黃明祥，是交通大學資訊科學博士，曾任勤

益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副教授、教授、中興大學特聘教授

。新任通識中心主任王國雄，是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工業工程

博士，曾任中興大學教授兼應用數學系主任、佛羅里達大學訪

問學者。

與醫學資訊學系主任胡若梅、管理學院副院長利菊秀代理院長

、社會工作學系主任羅幼瓊、心理學系主任張利中、幼兒教育

學主任陳昇飛、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主任伍小玲、創意商品設計

學系主任翁振宇、秘書室主任秘書范宗宸、圖書館館長廖淑娟

、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榮、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學習暨

生涯發展中心主任陳秀才、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主任翁振宇、

國際暨兩岸教育學院語文教育中心主任陳淑娟。

亞洲大學行政人員在職訓練登場，柯慧貞副校長談如何調解壓力，強調亞洲大學行政人員在職訓練登場，柯慧貞副校長談如何調解壓力，強調

面對壓力事件，不妨轉念，寬了心，就會改運面對壓力事件，不妨轉念，寬了心，就會改運

亞洲大學100學年度行政人員在職訓練登場，陸續聘請亞洲大學

副校長柯慧貞、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

中心主任卓播英等人授課，從如何調解壓力、談人際關係、性

別平等到做好資訊安全、著作權保護，柯慧貞副校長8月23日率

先開講，暢談如何調解壓力，她指出，壓力事件對個人身心健

康產生一定程度影響，一旦感受到極大的壓力，一定要設法

疏壓，相信只要轉念，寬了心，就會改運。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副校長柯慧

貞以「轉念、寬心、改運─談如何調解壓力」為題開講；她說，

每個人在生活中，追求成就感、愉快感之餘，還是要找到工作

的意義；當面臨壓力事件時，難免對個人的身心健康產生影響

，但同樣的壓力事件，每個人因工作歷練、經驗及年齡等因素

，會有不同大小的壓力感受。「壓力不一定不好，但壓力到了

極限，還是要懂得疏壓！」、「每個人在壓力下，潛能是無

限的！」。

如何增加抗壓性？柯慧貞副校長強調，腦是人的中樞思想，碰

到壓力事件，可以用「心」去調控它，換言之，就是碰到壓力

事件，不妨念頭一轉，改變想法、改變心情、甚至去改變命運

，也就是「心轉念、寬了心，就改變命運」；所謂「性格決定

命運」，相信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有正面意義；即使事情有

負面影響，也能轉為正面，也即是「危機即轉機」。

如何減壓？柯慧貞副校長說，當你感受到負向情緒或有壓力時

，就要設法疏節壓力，可以尋求很多管道來疏壓，如大哭、打

枕頭，或是聽音樂、品嚐食物、運動、唸經或是出門旅行看風

景等方式，找到減壓的出口，來舒緩負面情緒。工作時，要量

力而為，盡力而為，「愛你所擇，擇你所愛」；意念方面，不

妨抱持「活在當下」、「心無罣礙、隨緣自在」，改變想法，

從正向思考，相信一切都會變得美好。

圖說：「亞洲大學副校長柯慧貞8月23日於行政人員在職訓練中

率先開講，暢談如何調解壓力。

「每一個考驗，每一個問題，每一個錯誤，有一天都會變成美

麗的玫瑰花瓣，就像枝幹上都是刺，痛苦會導向光明，使你享

受健康美麗的人生！」柯慧貞副校長也提出「快樂的技巧」分

享說，首先是追求目標，其次是常保微笑，第三是要學會和別

人分享喜悅，其餘包括樂於助人、保持一顆童真的心、學會和

各種人愉快地相處、要能處變不驚、要保持幽默、要能寬恕

他人、要有幾個知心的朋友、要會享受你的天倫之樂、保持高

度的自信心、要尊重弱者、偶而也放縱自己一下、有空上網

瞧瞧、具有膽識和勇氣，還要常和人保持合作，並從中獲得

樂趣。

亞洲大學100學年度行政人員在職訓練，由校長蔡進發主持，柯

慧貞副校長率先登場開講，接著是8月25日資發處網路組組長陳

偉嵩主講：「如何於工作中輕鬆做好資訊安全」、8月26日考選

部研究委員董鴻宗主講：「公文程序與製作」、9月9日通識教

育中心教授兼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主任卓播英教授

主講：「新時代人際關係」、9月13日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志

光主講：「由案例談性別平等與其落實」、9月16日群展國際法

律事務所律師吳梓生主講：「著作權保護與合理使用」等課程

，邀請所有行政人員一律參加聽講、研習。



亞洲大學舉辦學術英語文研習營，美籍老師Julia 亞洲大學舉辦學術英語文研習營，美籍老師Julia Salehazdeh蒞校示範Salehazdeh蒞校示範

教學，提供校內專業教師英語授課技巧教學，提供校內專業教師英語授課技巧

亞洲大學國際暨兩岸教育學院8月26日舉辦100學年度學術英語

文研習營(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聘請美國密西根

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著名的學術英語文研習營（EAP）

培訓師Julia Salehazdeh蒞校示範教學，Julia Salehazdeh憑藉豐富

的英語文教學經驗，提供校內專業教師英語授課的相關技巧；

經管系助理教授陳坤成說：「受益良多，也加深英語教學

功力！」

美籍老師Julia Salehazdeh國際教學經驗非常豐富，她曾到日本、

台灣和其他國家擔任EAP培訓師。Julia Salehazdeh以生動的教學

方式，讓一整天的研習更加有系統、活潑化，主要討論的議題

包括(一)關於教書，教授必須要知道什麼事?(二)要用英文授課，

你需要知道什麼?(三)Powerpoint 如何模糊掉重點?(四)如何呈現

資料並著重在重點上?Julia Salehazdeh還準備豐富的書面資料，

提供亞洲大學教授們參閱、討論，在課堂上，教授群與Julia

Salehazdeh互動熱絡，討論聲此起彼落，頗有收穫。

此次研習營安排一整天的課程，除了上課，還透過分組討論，

全程以英文對話、討論議題，並分享彼此教學上的心得。國際

暨兩岸教育學院陳英輝副院長表示，隨著國際化的腳步，英文

已成為國際場域主要的溝通媒介，針對各學系教師同仁舉辦的

研習營，希望傳授全英文授課技巧，讓學生受惠，進而提升學

校整體國際化程度，創造良好英文學習環境。未來該院將定期

舉辦EAP英語研習營工作坊，並將活動列為年度數重點工作

之一。

圖說：美籍老師Julia Salehazdeh在學術英語文研習營示範教學。

經管系助理教授陳坤成、心理系副教授蘇完女說，這是難得的

教學經驗及交流機會，透過美籍老師有系統指導英語授課技巧

，著實加深教學功力，願意參加下一屆的EAP英語研習工

作坊。

為了強化專業教師全英語授課知能，國際學院去年8月1日成

立後，已經舉辦兩屆EAP四梯次研習營，第一屆研習營(99年8

月23-26日及9月6-7日)邀請香港理工大學John Milton等專家蒞校

示範教學；第二屆研習營(100年1月20-21日及1月25-26日)邀請英

國諾丁罕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Paul Crawford教授等專

家蒞校指導；兩次研習營共計有79位專業教師參與。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等人，參與「第五屆美人腿公主」選拔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等人，參與「第五屆美人腿公主」選拔
評審、美儀訓練，亞大休憩系同學邱珮欣榮獲第三名評審、美儀訓練，亞大休憩系同學邱珮欣榮獲第三名

2011南投美人腿節─「第五屆美人腿公主」選拔活動，7月31日

落幕，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時尚設計學系系主

任林青玫及服務學習組組長羅淑真等人，幕後參與評審、美姿

美儀訓練，評選出今年美人腿公主，亞洲大學休憩系三年級同

學邱珮欣榮獲第三名。

這項活動，連續五年在全國茭白筍最大產地的南投縣埔里鎮

舉辦，由南投縣政府主辦、埔里鎮農會承辦、亞洲大學協辦；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時尚設計系主任林青玫主

任及服學組組長羅淑真等人，連續兩年協助規劃參賽佳麗美姿



任及服學組組長羅淑真等人，連續兩年協助規劃參賽佳麗美姿

儀態、口語表達及走秀台步訓練，並在選拔賽中擔任評審。

今年美人腿公主選拔，第一名獎金由3萬元提高到5萬元，吸

引85人參賽，參賽佳麗素質與人數都較以往高，且有來自大陸

四川麗水市7名佳麗參賽，於7月24日初選選出15位佳麗，與四

川麗水7名佳麗進行最後決選與訓練，埔里鎮農會仍聘請羅淑真

老師擔任專業訓練課程。

羅淑真老師說，記得第一天訓練時，參賽佳麗狀況頻傳，有的

因第一次穿高跟鞋站不穩，有的從來沒上過台顯得緊張，還有

表達不良、互動不佳等脫序狀況，到了決選時刻，每位佳麗臉

上洋溢著自信，展現絕佳的儀態、落落大方而談，讓她深信「

人的潛能是無限的」，只要肯努力學習，一定可以成功。

賴淑玲院長指出，今年美人腿公主選拔，參賽佳麗個個才藝

出眾、儀態端莊，讓評審工作更加困難；22名入圍總決選的

佳麗，以各種造型服裝展現才藝，並秀出美腿；決選成績仍以

美腿為

圖說：  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前排左一）、服學組組長羅

淑真（前排右）參加「南投縣第五屆美人腿公主」選拔評審。

評分重點，決選結果由鹿谷鄉農會推薦的陳凱婷囊括國際組與

國內組美人腿公主雙料后座，浙江省麗水市姑娘鄭媛媛、林軼

洋分獲國際組2、3名；張承柔、邱珮欣分獲國內組第2、3名。

「很高興能夠參加美人腿公主比賽，雖然結果不是最好的，但

意味我還有許多進步空間！」榮獲美人腿公主比賽第三名的邱

珮欣，是亞洲大學休憩系三年級同學，邱珮欣說，她是受到羅

淑真老師推薦、指導美姿美儀，一路打敗眾多長腿佳麗，參賽

過程中，認識很多新朋友，也從各位佳麗身上，找到值得學習

的地方，收獲滿滿。

大陸互聯網─教師訪問團、廣東省韓山師範學院考察團分批到亞洲大學大陸互聯網─教師訪問團、廣東省韓山師範學院考察團分批到亞洲大學

訪問，盼能展開實質學術交流、師生互換及短期進修訪問，盼能展開實質學術交流、師生互換及短期進修

大陸互聯網─教師訪問團、廣東省韓山師範學院考察團8月25日

分別到亞洲大學參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分別與韓山師範學

院等校簽訂合作協議意向書（ＭＯＣ），展開實質的學術交流

與合作，承諾未來進行師生互換及短期進修等，同時也將參加

兩岸師生畢業聯展，相約明年加目前最夯的海峽兩岸大學生網

絡商務創新應用大賽，增進兩岸大學院校師生資訊交流。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該校創校10年，已連續6年獲教育部評

為教學卓越大學，系所評鑑也全部通過；推動三品教育、「志

工大學」獲得成效，被教育部評為品德教育績優大學；教師研

究論文國際期刊2011年是466篇，是全國163所大專院校中第26名

。該校研發團隊創新不斷，擁有兩處世界級研究中心、五個國

家型研究計畫、如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的師生研究團隊，研發

全球首見彩色白木耳，學術研究獲得肯定。此外，學生人數成

長10倍，目前學生人數達1萬3000人，是所進步快速的大學。

韓山師範學院由院長林倫倫率領科研處處長陳樹思、生物系主

任馬瑞君及院長辦公室講師蔡銳群25日上午10時到亞洲大學

拜訪；大陸互聯網─教師訪問團在團長九州音像出版公司總經理

劉曉輝帶領北京科技大學梅紹祖、西安郵電學院經管學院院長

張鴻、北京師範大學教務處老師冉莉楠、上海大學計算機學院

副院長吳悅及中國建設銀行電子銀行部副總經理馬春峰等53人

，下午5時也到校訪問，由校長蔡進發、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榮

、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董事

會主任秘書許志賢等人接待。

圖說：大陸互聯網─教師訪問團到亞洲大學訪問，全體成員在校

門口合影。

「大陸人士形容亞洲大學是台灣民辦學校之中，具有大陸985等

級的大學！」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指出，亞洲大學與大陸

近百所大學院校簽訂姐妹校，並已啟動實質交流機制，如吉林

省長春師範學院、四川省西南財經大學及廈門南洋學院都有學

生到亞大短期學習，也有老師組團進修，今年10月亞大還要參

加廈門華僑大學兩岸設計畢業聯展，亞大幼教系有師資培訓的

課程，都歡迎韓山師範學院師生展開實質交流。

「抵達亞洲大學，就強感受到亞大之美、亞大的實力、水平、

追求人文藝術精神！」九州島音像出版公司總經理、參訪團團

長劉曉輝盛讚亞洲大學辦學的卓越表現，她在座談會中，力邀

亞洲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網絡商務創新應用大賽，她說，

這項大賽，已吸引大陸20多萬名師生、企業界人士報名參賽，

促進大學生、企業人士之間彼此的資訊交流，歡迎亞洲大學師



韓山師範學院院長林倫倫說，該校具有百年辦學歷史，是所特

色鮮明的本科師範院校，目前學生人數僅有1萬5000人，可見創

校僅10年的亞洲大學，學生人數已有1萬3000人，辦學績效令人

驚奇。大陸同樣面臨少子化趨勢，該校也尋求開拓非師範專業

領域，除了到亞洲大學取經學習外，希望在公共衛生、創意

設計、健康醫療管理等方面，與亞洲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例如

老師來台短期研習、學生互換等交流。

促進大學生、企業人士之間彼此的資訊交流，歡迎亞洲大學師

生組隊參賽。

上海大學計算機學院副院長吳悅對亞洲大學資訊學院，不論是

師資、教學設備，在台灣資訊學界領域排名超前，尤其是雲端

教學的貢獻，也表達敬意，當場邀請亞洲大學資訊學院師生明

年參加上海大學所舉辦的國際性資訊會議，共襄盛舉，讓兩岸

資訊界真正展開學交流。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繼今年2月參訪後，再度參訪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繼今年2月參訪後，再度參訪

亞洲大學，期盼雙方進行密切的學術交流亞洲大學，期盼雙方進行密切的學術交流

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一行15人，繼今年2月

參訪，8月3日再度參訪亞洲大學，此參訪團團長新林高等學校

金殷珠老師期盼未來雙方進行密切的學術交流。此團兩次來台

行程中，亞洲大學為唯一參訪的大學校院。

此參訪團由團長新林高等學校金殷珠老師 (Kim Eun ju)、台北市

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黃靖玟老師及台中第二高級中學林良

吉老師陪同，帶領13所韓國高中、14位學生進行文化交流參訪

，由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張俊評組長接待歡迎。

蕭震緯主任說，亞洲大學是國內新設大學中發展最快的學校，

學生人數達到1萬2千人，以此排名約全國30名；招收國際學生

方面。今年預期將增加至200位外籍學生、20個國家。學校對於

外籍生也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及生活照料，歡迎來自韓國的各

位同學至亞洲大學各科系所就讀。

會中，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黃靖玟老師詢問有關學

雜費問題。蕭主任回應說，外籍生採取申請入學，對成績優異

外籍生提供優渥的獎學金，與來自不同國家外籍學生一起學習

、擴大國際視野。

圖說：韓國修學旅行協會人士來臺考察學生團一行15人到亞洲

大學訪問、合影。

座談會結束，由張組長陪同各師生巡禮校園，多數同學對亞洲

大學建築收藏、安置大型的戶外藝術品，如法國知名雕塑家羅

丹的「沉思者」、校園希臘羅馬式建築等印象深刻，紛紛拍照

留念；團長金殷珠老師說，能踏至美侖美奐的亞洲大學相當

開心，對於藝術人文氣息校園環境，內心充滿驚奇，更加希望

韓國學生們能在高中畢業後，至亞洲大學完成上大學夢想。

 

亞洲大學商設系助理教授陳齊川創作的「闔家如意」戶外雕塑作品，豎立亞洲大學商設系助理教授陳齊川創作的「闔家如意」戶外雕塑作品，豎立
在草皮上，為美麗的校園再添一景在草皮上，為美麗的校園再添一景



亞洲大學校園大型戶外公共藝術品，再添一景！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助理教授陳齊川創作「閤家如意」的

大型雕塑藝術作品，放置在國際會議中心前方的草皮上，吸引

不少來往師生、民眾圍觀、欣賞，無不稱讚說：「這是一座亮

麗好看的藝術品！」。

「闔家如意」的大型公共藝術作品，是以黑色塑鋼（Ｆ．Ｒ

．Ｐ）製成，陳齊川老說，它是以漢字草書的「一筆如意」，

幻化為立體雕塑，並刻入母子造型，在圓融婉轉的手法中，刻

畫抽象的「圓滿如意」之美；期待「一筆如意」的立體造型，

與人們生活中事事如意、家庭和樂的願望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

商設系助理教授陳齊川是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畢業，曾任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等校駐校藝術家，從事雕塑創作

多年，對外參賽獲獎連連，所創作的石雕「天空」系列，獲得

桃園文化中心收藏，不少景觀雕塑作品如「世外桃源」、「奮

力不懈」、「無言歌」、「母子如」、「日月輝映」、「

靜觀」、「窗」等，分別擺置於日月潭日月行館、國立桃園

高中、國立桃園農工、台南縣麻豆國中、文賢國中校園。

圖說：陳齊川老師與「闔家如意」景觀藝術品合影。

總務長朱界陽表示，亞洲大學校園風景如畫，創意設計學院大

樓是巴洛克銅綠圓頂、古典柱式的建築，搭配法國名雕塑家

羅丹、阿曼及台灣楊英風教授等多位國內外名藝術雕刻家近20

件大型雕塑作品，如「沉思者」、「永恆的春天 」、「吻」、

「勝利女神詩篇」及「鳳凰來儀」、「水袖」等銅雕，及本土

雕塑大師余燈銓創作的林增連創辦人紀念雕塑群組，矗立在校

園各角落，如今校園再添陳齊川老師的「闔家如意」景觀藝

術品，讓亞洲大學校園看起來更加賞心悅目。

 

學生事務處

8月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服務學習組 2011『知書達禮文化營』活動 100年8月20-22日 整天 台北市松山慈惠堂

課外活動輔導組 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幹部知能研習營 100年8月25日 整天 管理大樓Ｍ001

學生會 學生社團創新領導與自我開發研習營 100年8月26-27日 整天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服務學習組 松柏園關懷活動 100年8月31日 07:00-12:00
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

社區照顧關懷點

9月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生活輔導組 新生入學輔導活動 100年9月13-14日 整天 亞洲大學

諮商輔導組 班級經營工作坊 100年9月8日 半天
管理大樓M267

會議室

諮商輔導組 100-1期初定向暨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100年9月8、29日 整天 M001、A115

教學卓越中心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教卓辦公室

教師增能工作坊

(一)影片欣賞:放牛班的春天

(二)現代教師的圖像-何謂「有效教學」?

誰是「有效教師」?

100年9月7日 13:10-17:20 A115



誰是「有效教師」?

教卓辦公室

教師增能工作坊

(一)如何激發學生創意思考

(二)如何提升學生批判思考力

100年9月7日 13:10 A101

教卓辦公室

教師增能工作坊

(一)如何進行課程的學習成果評量

(二)學習成果評估機制及推動經驗分享

100年9月7日 13:10 M001

通識教育中心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通識講座

教學卓越辦公室
諾貝爾大師論壇-穆拉德博士 100年9月19日(一) 13:00~17:00 A101

創意領導中心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創意領導中心 100學年度陸生新生說明會 09/15 17:10-18:30 M001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計畫 創意領導學程第6屆99-2級暨陸生新生迎新活動 09/16 18:00-21:00 地點未確認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計畫 「2011馬來亞大學短期研修訪問」學習成果發表會 09/21 15:00-17:00 A101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計畫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訓典禮 09/21 17:10-18:30 A115亞洲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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