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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今天到亞洲大

學演講，與師生面對面互動，指導教師

研究，穆拉德博士期待再獲第二座諾貝爾

獎(0919)

亞洲大學辦「大師論壇」，今年9月、

10月、12月再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摩坦

森教授、戴蒙德教授等4人蒞校演講(0830)

亞洲大學再傳捷報！商設系學生設計的「

水環啞鈴」、「行動照護箱」，勇奪德國

紅點設計競賽概念組紅點獎(0905)

亞洲大學舉辦大一新生入學典禮，贈送新

生4件魔法見面禮：便利貼、鉛筆、迴紋針

、橡皮擦，勉勵同學獨立自主、關懷他

人(0913)

亞洲大學辦共識營，創辦人蔡長海促請全

體教職員群策群力，繼續獲得教學卓越目

標為前5名，追求卓越，要加速國際化、發

展校辦企業(0906)

台灣最大自製線上遊戲公司─中華網龍，總

經理呂學森等人到亞洲大學講授「遊戲方

法與認知」課程，吸引同學搶先選修(0916)

亞洲大學「半導體國際專班」印尼國際學

生畢利恩，榮獲國科會補助，將出國發表

研究論文，這是亞大第一位國際學生獲此

殊榮(0921)

亞洲大學舉辦哈佛商業評論國際期刊投稿

研討會，未來哈佛商學院個案教學訓練課

程可望移師到亞洲大學舉辦(0926)

亞洲大學社工系主任李美玲與學生，參加

史懷哲典範傳承之旅，長途跋涉到非洲義

診服務，實地體驗史懷哲在非洲行醫奉獻

的精神(0816)

亞洲大學師生參加夏艷泰北、竂國老挝國

際志工服務隊，攜帶科學中藥、醫療器材

，到泰北、竂國老挝等地義診服務(0909)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業界名師王千睿、

王盈發4件作品榮獲台灣設計最高榮耀－金

點設計獎(0926)

亞洲大學數媒系4位同學以「凋萎」短片，

參加2011台港兩地「短片由我創」製作

大賽，勇奪銅獎，為校爭光(0922)

陸生跨海來台到亞洲大學就讀，陪同前來

的家長放心將孩子留在亞大求學(0912)

大陸閩台高職院校師資聯合培訓班到亞洲

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專業進修(0923)
亞洲大學學涯中心辦理「大專畢業生至企

業職場實習方案」，協助校友就業，9月底

前還有名額，歡迎上網求職(0912)

亞洲大學第三屆校友會理事長改選，校友

會新任理事長為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院

長彭慶添，將為校友會會務發展創新

局(0827)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到亞洲大學演講，與師生面對面互動，指導「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到亞洲大學演講，與師生面對面互動，指導

教師研究，穆拉德博士期待再獲第二座諾貝爾獎教師研究，穆拉德博士期待再獲第二座諾貝爾獎

亞洲大學榮譽講座教授、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威爾剛之父」

穆拉德博士（Dr. Ferid Murad）9月19日下午到亞洲大學演講，

與師生面對面互動，並指導教師研究。穆拉德博士鼓勵莘莘學

子「相信與堅持」，努力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穆拉德博

士說，他12歲即訂下人生目標，要成為科學家、醫師及藥師，

逐一兌現，並成功獲得諾貝爾獎，「我下一個夢想，就是獲得

第二座諾貝爾獎！」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19日第五度到亞洲大學演講，由亞

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國醫藥大學總執行長許重義共同主持，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語言教育中心主任陳淑娟、休憩系四年級同

學鄒岳宏、經管系碩士班、印尼Martin Flemming Panggabean

同學、陳政興博土共同與談，邀請國立員林高中80多位師生及

亞洲大學師生與會耹聽，師生們紛紛向穆拉德博士請教，穆拉

德博士將新著「神奇的一氧化氮」一書，贈與亞洲大學收藏，

由校長蔡進發代表接受。

穆拉德博士先以3分鐘的影片自我介紹，從小立志成為「科學家

、醫師及藥師，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的他，「因為相信，所

以堅持」，在1998年獲得諾貝爾獎。直到現在，現年已超過75

歲的穆拉德博士不減其好奇心、樂於解決問題的求知慾望與

心情，仍持續專注於研究、講學。

亞洲大學語言中心主任陳淑娟老師首先提問，身為老師、教授

、學者，您是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跟家庭互動又是如何

？穆拉德博士回應說，動機、環境、良師都是刺激學習成長的

動力，重點在於要保持樂趣，要享受其中，這一路走來，他感

謝周遭所遇到的許多成功傑出人士，都在他的成功經驗裡面扮

演很重要的角色。至於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他自覺很幸運有位

能夠把家裡安頓的很好、把孩子教養的非常成功的賢內助。

休憩系鄒岳宏同學請教穆拉德博士，獲得諾貝爾獎肯定的漫漫

長路之前，是否遇到挫折？穆拉德博士說，投入研究，必須體

認不

圖說：「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與耹聽演講的師生互動熱絡

，開心合照。

是所有的研究，都會有明確的發現時間，科學的美妙之處就是

在永遠都在找尋，追求解答；研究的過程中，當然會有挫折，

但要轉換挫折成為持續前進的動力，重點要能享受其中。

外文系二年級王詩涵同學請教穆拉德博士，該如何在課業研究

與其他領域學習的時間分配上取得平衡？穆拉德博士幽默地回

答說，當他是學生的時候，他的老師曾在課堂上提到，課堂

所教，大約只有50％的正確性，但很不幸的，他無法告訴你什

麼是對或錯；專注所學，是必要的。但是唯有把握機會點滴

學系，不斷地涉獵新知、廣泛地學習，才能不斷的地增長智慧

。

財金系的張雅雲同學好奇：「面對驚人的研究費用，如研究幹

細胞就需要龐大費用，如何克服困難來做研究？」穆拉德博士

回答說，研究的需經費可多可少，並非每項研究都需要花大錢

；在美國方面，各式各樣的政府單位、基金會、研究機構都是

經費的來源，但是投注於研究的經費永遠不夠，永遠不嫌多。

與會學生發言踴躍，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如大學時期是否曾

經做些瘋狂的傻事？穆拉德博士說，在學期間，沒有特別瘋狂

的事，專注於學習，連續七年都名列前茅。「您的下一個夢想

是什麼？」穆拉德博士說，從小到大的夢想，像醫生、藥師、

科學家，都已達到目標，希望再得第二座諾貝爾獎。

亞洲大學辦「大師論壇」，今年9月、10月、12月再邀諾貝爾經濟學獎亞洲大學辦「大師論壇」，今年9月、10月、12月再邀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主摩坦森教授、戴蒙德教授等4人蒞校演講得主摩坦森教授、戴蒙德教授等4人蒞校演講

亞洲大學舉辦「大師論壇」，兩年來，該校一口氣聘請10位諾

貝爾學者、國際大師，與師生面談互動，親炙大師風範，擴大

國際視野；今年9月、10月、12月，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摩坦森教授（Dr .Dale Mortonsen）、戴蒙德教授（Dr.Peter

Diamond）、皮蕯里德斯教授（Dr.Chri stopher Pissarides）及「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教授共4位，也將分別來亞洲大學講學，與

師生互動。



師生互動。

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摩坦森教授於10月21日下午到亞洲大

學演講，講題：「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之資源重分配」，並與

師生座談，題目是如何制定合宜的高低階外勞政策」。2010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戴蒙德教授12月1日中午將與亞洲大學師生

午宴座談。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皮蕯里德斯教授12月16日

下午到亞洲大學演講，講題：「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因應與

解決」，與師生座談，題目是：「長期失業問題的因應與

解決」。

此外，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是亞洲

大學榮譽客座教授，將於9月19日第五度來亞洲大學講學，指導

師生研發，並與學生面對面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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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增設第六個學院「國際學院」，加強招收

國際學生，也陸續邀請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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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校長指出，到亞洲大學講學、座談的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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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大師論壇講者：皮蕯里德斯教授（左上）、摩坦森教

授（右上）、戴蒙德教授（左下）、穆拉德教授（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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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

亞洲大學國際爭光！創意設計學院學生勇奪德國紅點設計競賽亞洲大學國際爭光！創意設計學院學生勇奪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1最佳獎、3紅點獎，全國居冠1最佳獎、3紅點獎，全國居冠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商品設計系4組、

12位同學，設計「祈線緣」、「相對論」、「水環啞鈴（Ｗater

Ｒing）」、「行動照護箱（Mobile Care）」等作品，分別獲得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及紅點獎，也是今

年全台在德國紅點大賽得獎最多、表現最傑出的大學。

勇奪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的「祈線緣」是由侯純純老師指導

賴湘宜、陳宜鈴、蘇昭安、林俞伶等4位同學創作，取紅線及紙

張的特性做鋪陳，以台灣傳統信仰「光明燈」為設計主軸，勾

勒出兩款古典剪紙的桃花燈，傳達「月下老人撮合良緣」的

概念，東方色彩濃厚，贏得評審青睞。今年10月7日，侯純純老

師將率同賴湘宜等4位同學，獲學校補助，到德國受獎。

榮獲視傳組紅點獎的相對論(RELATIVITY)，是視傳系吳亭萱、

沈依霓、古進笙、謝偉國4位同學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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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設系楊熙、詹博至、洪崇閔3位同學設計的行動照護

箱（Mobile Care），獲得概念組紅點獎，發想是緣自楊熙同學

因照顧癌末的父親，尤其接受安寧治療時，眼看著父親一步步

邁向死亡，承受心裡的痛苦與煎熬，父親過世後，他決定設計

既方便照護和提升照護品質的醫療工具，內部包含護士專用訪

圖說：商設系傅裕仁同學所設計的「水環啞鈴（ＷaterＲing）

」與楊熙、詹博至、洪崇閔3位同學設計的「行動照護

箱（Mobile Care）」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競賽紅點獎肯定。

另位概念組紅點獎、商設系傅裕仁同學所設計的水環啞鈴（

ＷaterＲing），可以讓上班族利用空檔或外出工作旅遊的人，

可以做些簡單的健身運動，避免肌肉與骨骼的退化。傅裕仁說

，「水環啞鈴」的環形設計，可以套在腕部進行舉重擴胸，也

可套在腳踝上進行腿部與腹肌的訓練；「水環啞鈴」在肌肉與

骨骼接觸的部分是採用軟性橡膠，健身時不會造成身體上的不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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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視傳、概念等類，今年概念組有來自49個國家、



既方便照護和提升照護品質的醫療工具，內部包含護士專用訪

視包、小型醫療箱、可收納的原地泡澡裝置、耳掛式手電筒、

平板電腦等。

計獎，分為視傳、概念等類，今年概念組有來自49個國家、

3536件作品參賽；至於視傳組，共有40國、6468件作品參賽。

 

亞洲大學舉辦大一新生入學典禮，贈送新生4件魔法見面禮：亞洲大學舉辦大一新生入學典禮，贈送新生4件魔法見面禮：

便利貼、鉛筆、迴紋針、橡皮擦，勉勵同學獨立自主、關懷他人便利貼、鉛筆、迴紋針、橡皮擦，勉勵同學獨立自主、關懷他人

在豎琴演奏「丹麥皇室進行曲」聲中，亞洲大學9月13日舉辦別

開生面的大一新生入學典禮，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致贈每位新

生見面4件魔法禮物，包括便利貼、鉛筆、迴紋針、橡皮擦，勉

勵大一新生獨立自主、關懷別人，希望隨手紀錄、寫下優點，

並且能屈能伸，勇敢追求自我突破。

為了迎接大一新生入學，亞洲大學13日上午舉辦大一新生迎新

活動，在迎新會場的體育館，校長蔡進發及各學院院長著博

士服，在入口處列隊歡迎，館內還佈置代表五大學院的古希臘

神祇，校方安排豎琴、長笛、法國號等在場內外演奏，營造

歡樂、恢宏磅礴的氣勢迎新，所有大一新生由各學系由系主任

、導師率隊，在師長的掌聲中進場。

校長蔡進發贈送每位大一新生「長大人」的4件見面禮：便利貼

、鉛筆、迴紋針、橡皮擦，這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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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新生進

入亞洲大學後，從此都能「長大人」，成為陽光利他的好學生

，到處發光、發亮受歡迎，服務人群。

學務長施能義向全體大一新生說明這三件禮物的意涵，他說，

魔法禮物中，「便利貼」代表大一新生開始要隨手紀錄，時時

分享快樂時光，屬於健康力；「鉛筆」是鼓勵同學時刻寫下

優點，適時關懷別人，屬於關懷力；「迴紋針」代表能屈能伸

，心性堅韌隨機應變，屬於創新力；「橡皮擦」是鼓勵同學創

新記錄，通敢追求自我突破，屬於卓越力。

圖說：亞洲大學致贈每位新生見面4件魔法禮物：便利貼、鉛筆

、迴紋針、橡皮擦。

「學校送出4件魔法禮物，用心良苦，也很實用！」亞洲大學大

一新生健管系吳真山、熊翊婷及幼教系鄭淑芬、時尚系魯孋萫

等位同學說，這些魔法禮物，雖然是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

文具，經過變裝後，顯得很有意義，開學之後，隨時用得上，

他們收到這樣的魔法禮物，都覺得很開心。

校長蔡進發說，全校師生歡迎大一新生入學，亞洲大學從新學

年度起，將實施創新教學法，針對大一新生進行性向測驗，根

據每位學生的特質因材施教，隨時調整教學策略，提高學習

成效，其中，以實施一分鐘回饋教學法，其學習成效最為顯著

，希望大一新生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接受

學校多元的教學，培養學生專業能力、資訊能力及中英文能力

，提升進入社會的競爭力，贏在職場起跑點上。

亞洲大學辦共識營，創辦人蔡長海促請全體教職員群策群力，繼續獲得亞洲大學辦共識營，創辦人蔡長海促請全體教職員群策群力，繼續獲得

教學卓越目標為前5名，追求卓越，要加速國際化、發展校辦企業教學卓越目標為前5名，追求卓越，要加速國際化、發展校辦企業

亞洲大學9月6日起舉辦為期兩天的共識營，亞洲大學創辦人蔡

長海、校長蔡進發不約而同許下「邁向國際一流大學」願景，

蔡創辦人宣示，希望全體教職員群策群力，繼續獲得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前5名，5年內落點50％以內，進入私校前7名，成立

1至3家校辦企業公司，加上產學合作每項進入前10名，7年以後



1至3家校辦企業公司，加上產學合作每項進入前10名，7年以後

進入世界900大，培養出國科會傑出研獎得主或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才，發展為國際一流的綜合大學。

「執行力（Action）！執行力（Action）！執行力（Action）！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在共識營致詞時，向與會的教職員

喊話；蔡創辦人說，創校10年的亞洲大學，各項辦學成效都有

長足進步，但背後仍充滿危機，受到少子化影響，甚至到了民

國115年，亞洲大學面臨關閉的可能，因而大家要有危機意識，

從危機中尋找轉機，甚至思考15年後的學校何去何從，未來只

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加速國際化，二是發展校辦企業。

蔡創辦人也說，校訓是創新、關懷、卓越、健康，其中，教職

員對學生要秉持愛心、細心、耐心去照顧，至於領導團隊是來

服務的，不但要感恩、包容、溝通，還要達到團隊和諧；身為

主管人員要真誠關心員工，好好待人，給予員工足夠的愛與

尊重，千萬不要整天勾心鬥角，甚至一心想踩著同仁肩膀升官

，這樣的成功，沒有什好驕傲的，畢竟「人在做，天在看！」

，希望將執行力，融入組織文化中，董事會、學校、校辦企業

一家，共同追求卓越。

蔡創辦人也列出近、中、遠程目標，與所有教職員共勉：

近程目標：1、繼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前5名，2、招生註

冊率95％以上，3、三年內落點55％以，進入私校前10名，4、一

系所至少一特色，5、進修推廣部每年業績達1億元以上，6、論

文數目去年466篇，今年增加到520篇，7、產學合作每項進入「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前10名，8、成立1至3家校辦企業公司。

圖說：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在共識營，許下發展為國際一流

的綜合大學的遠景。

中程目標：1、繼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並名列前

3名，2、招生註冊率95％以上，3、五年內落點50％以內，進入

私校前7名，4、1至2家公司上市或上櫃。

長程目標（7年以後）：1、進入世界900大，2、培養出國科會

傑出研獎得主或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才，3、發展為國際一流的綜

合大學。

蔡進發校長也指出，國內的私立大學面臨少子化嚴重等挑戰，

本校將視社會需求與學術發展趨勢，檢討系所名稱；提升辦學

績效，延聘傑出師資，提供績優新生獎學金，營造優質學習

環境，吸引學生就讀，延聘國際級大師與師生座談，開拓國際

視野；並建構一系特色一產學，成立跨校、跨國、跨領域的整

合式研究中心，並追蹤、考核其產出成果。設立國際學院，擴

大招收國際學生，加強國際化，追求卓越，同心協力，讓本校

成為國際一流的大學。

 

台灣最大自製線上遊戲公司─中華網龍，總經理呂學森等人到亞洲大學台灣最大自製線上遊戲公司─中華網龍，總經理呂學森等人到亞洲大學

講授「遊戲方法與認知」課程，吸引同學搶先選修講授「遊戲方法與認知」課程，吸引同學搶先選修

臺灣第一家上櫃的線上遊戲研發公司─中華網龍，首次以超強

卡司，進駐亞洲大學在數位媒體設計系開設「遊戲方法與認知

」課程，中華網龍總經理呂學森9月16日率先開講，吸引眾多喜

愛線上遊戲的同學搶先選修，造成轟動，這學期，數媒系學生

將完整的學習一款遊戲從無到有、再到發售營運獲利的過程。

亞洲大學數媒系主任蔡明欣說，中華網龍總經理呂學森

等人，2000年在智冠科技網董事長王俊博的支持下，共創臺灣

唯一專注線上遊戲研發公司，近年來不斷研發出許多廣受全球

歡迎的線上遊戲，如網路三國Online、金庸群俠傳Online、黃易

群俠傳Online、武林群俠傳Online、中華英雄Online和天子傳

奇Online等數十款的線上遊戲，營收屢創新高，且於2009年成為

臺灣第一家上櫃的線上遊戲研發公司，也是台灣最大自製線上

遊戲公司。

9月16日下午，中華網龍總經理呂學森第一次登上講堂授課，這

學期，他和公司重要幹部在數媒系開設的「遊戲方法與認知」

圖說：中華網龍總經理呂學森（前排右三）率超強卡司，到亞

洲大學授課，與聽課學生合影。

呂總經理16日帶領公司遊戲企劃、程式與系統規劃部門等重要

幹部陳宏勳總監、陳誌敏協理、梁世明經理、莊凱雄經理、江

采琳經理等人到課堂上，為選課的同學介紹這學期將講授遊戲

企畫、程式與系統規劃、遊戲美術設計、遊戲商業模式與遊戲

行銷模式等課程，除了將講授遊戲發想、發行營運等過程，還



學期，他和公司重要幹部在數媒系開設的「遊戲方法與認知」

課程，呂總經理強調，他已經離開校園20多年，再度回到校園

，感覺變得更年輕了；這是他第一次到大學殿堂上課，教授遊

戲課程，他決定傾囊相授，絕不保留，期望能培育遊戲產業中

所需的各種人才。

「只要熱愛電腦遊戲產業，打電動的小孩不會變壞！」、「打

電動的宅男也是最帥，相信遊戲產業是有未來的！」呂總經

理說，他很看重年輕學子的創意，想當年他身為學生時，即以

創意贏得遊戲競賽，獲得智冠科技董事長王俊博的賞識創業，

智冠科技公司去年更曾榮登台灣股票市場中的股王，中華網龍

也成為智冠科技公司最賺錢的金雞母，成為華人經營數位內容

的成功標竿，打破國人對遊戲普遍有的負面印象。

行銷模式等課程，除了將講授遊戲發想、發行營運等過程，還

將為學生解答線上遊戲公司在遊戲設計製作與營運鮮為人知的

重要關鍵知識(know- how)。

數媒系碩士生張君仰同學說，透過此一課程，可以將所學的遊

戲設計概念與理論，與實際的遊戲設計結合，如果有機會將創

意的遊戲企劃，實際製作成一款具市場賣點的遊戲產品，對未

來的升學、就業都有實質幫助，甚至獲得人生第一桶金，一舉

兩得。

數媒系主任蔡明欣強調，該系著重在動畫與遊戲創作上，更有

全國唯一的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完整數位媒體設計課程，

因而，吸引中華網龍公司尋求產學合作，呂總經理更從百忙中

蒞校開課，亞洲大學未來將和中華網龍展開產學、研發、參與

國際展覽等多元合作，亞洲大學也將成為中華網龍培育線上遊

戲與行動遊戲人才後盾。

亞洲大學「半導體國際專班」印尼國際學生畢利恩，榮獲國科會補助，將亞洲大學「半導體國際專班」印尼國際學生畢利恩，榮獲國科會補助，將

出國發表研究論文，這是亞大第一位國際學生獲此殊榮出國發表研究論文，這是亞大第一位國際學生獲此殊榮

亞洲大學「半導體國際專班」二年級碩士生、印尼國際學生畢

利恩（ＢriliantＡdhi Ｐrabowo）最近獲得國科會補助，11月22

日將飛往印尼巴里島，參加國際電子電機學會主辦的2011ＩＥ

ＥＬ ＴＥＮＣＯＮ國際研討會，代表亞洲大學發表論文，亞洲

大學「前瞻電力電子元件實驗室」負責人許健教授說，這是亞

洲大學第一位國際學生榮獲國科會補助出國發表論文，表現

傑出，相當難得。

許健教授說，畢利恩（ＢriliantＡdhi Ｐrabowo）的研究論文

：「氮化鎵元件之電性、熱性及機械性之參數模擬」，是目前

經濟部推動台灣電動汽車最先進技術；這是一篇利用電腦輔助

技術模擬軟體(TCAD)，及利用分析解計算的方法來研究氮化鋁

材料作為氮化鎵鋁/氮化鎵高速電子遷移率電晶體結構中氮化鎵

鋁上的鈍化層所產生的效應，論文提及此氮化鋁鈍化層，可以

有效地降低元件操作時晶格溫度、分散操作時表面所產生的熱

及增強元件的機械特性。研究發現，與沒有覆蓋氮化鋁鈍化層

的元件比較，覆蓋氮化鋁鈍化層的元件其汲極電流可增加30%

。

「我實在是太高興了！」印尼國際學生畢利恩說，他在「半導

體國際專班」學習一年多，透過研究實驗室的「虛擬製造」，

實習時進入實際生產，從理論到實際製造，讓他十分受用，在

許健教授籌指導下，費盡心血完成的論文，還能獲國科會補助1

萬6千元，實屬難得，尤其是回到自己的國家、在國際研討會上

發表論文，內心的感動無法言喻。

畢利恩指出，亞洲大學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研究實驗室的設

備也新穎，教授群所採取的軟體研究教學，遠勝過傳統書本的

傳授法，教學與產業結合，尤其是研究團隊展現合作默契，令

圖說：「前瞻電力電子元件實驗室」負責人許健教授（右）與

印尼國際生畢利恩合影。

論文：「線性頂部P型多層環來降低表面電場之新穎800V橫向擴

散金氧半電晶體靜電防護穩健增強性的發展」、「65奈米技術

下利用P型環及淺溝隔絕區來降低表面電場橫向擴散金氧半電晶

體之設計」。

國際電子電機學會主辦的2011ＩＥＥＬ ＴＥＮＣＯＮ國際研

討會，今年11月22日在印尼巴里島舉行，除了印尼國際學生畢

利恩到場發表論文，亞洲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蔡宗叡也將發表

兩篇論文：「線性頂部P型多層環來降低表面電場之新穎800V橫

向擴散金氧半電晶體靜電防護穩健增強性的發展」、「65奈米

技術下利用P型環及淺溝隔絕區來降低表面電場橫向擴散金氧半

電晶體之設計」。

許健教授說，台灣半導體的產量已是世界第一，但缺乏優秀



傳授法，教學與產業結合，尤其是研究團隊展現合作默契，令

他印象深刻，是他很懷念的地方；畢業之後，他考慮留在台灣

進入台灣半導體業界服務。

國際電子電機學會主辦的2011ＩＥＥＬ ＴＥＮＣＯＮ國際研

討會，今年11月22日在印尼巴里島舉行，除了印尼國際學生畢

利恩到場發表論文，亞洲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蔡宗叡也將發表

兩篇

許健教授說，台灣半導體的產量已是世界第一，但缺乏優秀

人才，該實驗室以「虛擬製造」技術，即利用電腦模擬軟體實

驗為橋樑，將半導體從理論結合製造，因而降低研發週期及

成本，每年吸引20多位印尼、印度等地國際菁英學生到「半導

體國際專班」就讀，並與台灣學生一起研究，並在國際期刊發

表論文。「半導體國際專班」畢業學生都進入電子大廠上班，

赴德國及清華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亞洲大學舉辦哈佛商業評論國際期刊投稿研討會，未來哈佛商學院亞洲大學舉辦哈佛商業評論國際期刊投稿研討會，未來哈佛商學院

個案教學訓練課程可望移師到亞洲大學舉辦個案教學訓練課程可望移師到亞洲大學舉辦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個案教學發展中心與哈佛商業評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簡稱HBR)中文版，9月23日在亞洲大學哈佛講

堂共同舉辦HBR國際期刊論文投稿研討會，邀請HBR英文版亞

洲區主編Anand P、Raman演講；Raman主編獲知亞洲大學管理

學院個案中心，是目前台灣中部地區推動個案課程的專責學校

，表示願意與亞洲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將哈佛商學院個案教學

訓練課程移師到亞洲大學舉辦。

23日HBR國際期刊論文投稿研討會，吸引來自興大、東海、

暨南、清華、元智、中原各校管院教師、資深教授到場聆聽，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主任王國雄教授致詞說，HBR為管理學界最

頂級期刊，當代最知名的管理學者如彼得杜拉克 (Peter Drucker)

、波特(Porter)等最具影響力的文章都發表於HBR，顯示HBR的

文章對管理領域研究方向及管理實務的提昇均扮演領航者的

地位，希望亞洲大學管理學院個案教學及研究團隊能汲取經驗

，與HBR合作於亞太管理議題的研究。

Raman主編首先表達「創新」一直是HBR秉持的信念。HBR

於1922年出版，出版目的是為了在不斷變化的世界實踐與增進

管理實務 (to improve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1994年，除了美國外，也開始拓展到日本、德國，緊接

著於2000年相繼與中國、俄國、義大利、波蘭、拉丁美洲、匈

牙利以及台灣等國簽訂出版合約，但都尚未在這些國家內設立

公司據點。2005年HBR進入印度市場後，才決定藉由在各國設

立子公司，以子公司為據點汲取所在區域的管理趨勢，增加更

多元化、全球化的編輯內容。

Raman表示，將HBR視為一跨國企業，HBR所進行的及所關注的

是〝如何開發新產品和服務來提供給新興國家市場〞和〝如何

將新興國家市場的創新想法帶回美國國內〞，這些都是促

使HBR及其他企業全球化的動力。

 

圖說：亞洲大學邀請Raman主編指導國際期刊投稿技巧。

Raman並在研討會中分享其審稿的標準，他建議與會的台灣管

理學者，其研究成果要與企業實務相結合，為企業所採用的管

理研究成果才會受到HBR編審的青睞。

Raman主編會後參觀亞洲大學校園，Raman主編對亞洲大學將沉

思者 (The Thinker) 放置在圖書館入口深表贊同，認為對於學生

的學習及期許，有莫大助益；明年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完

工後，他希望能有機會在此具藝術氣息的館場舉辦HBR國際學

術研討會。

Raman主編也對亞洲大學管理學院投注於個案教學的資源，留

下深刻印象；亞洲大學個案中心主任呂承璋老師說，該中心推

動校內及中區各校個案撰寫及課程，並多次舉辦教育部、中區

個案研討會，累積許多經驗，個案中心期望能與HBR英文版及

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合作，與中區各校分享亞洲大學及哈佛商學

院推動個案教學的經驗。



亞洲大學社工系主任李美玲與學生，參加史懷哲典範傳承之旅，長途跋涉亞洲大學社工系主任李美玲與學生，參加史懷哲典範傳承之旅，長途跋涉
到非洲義診服務，實地體驗史懷哲在非洲行醫奉獻的精神到非洲義診服務，實地體驗史懷哲在非洲行醫奉獻的精神

史懷哲博士名言：「真正幸福的人，是那些已經開始尋求並知

道如何服務他人的人。」，為追隨史懷哲博士到非洲行醫無私

奉獻的腳步，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任李美玲、社工系四年

級同學陳盈方，參與中國醫藥大學史懷哲典範傳承之旅，走訪

非洲加彭共和國首都自由市、蘭巴倫及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

和國等地，實地體驗當年史懷哲到非洲行醫的精神，並展開義

診活動，同時與蘭巴倫史懷哲醫院的醫師交流，討論病患的診

療及當地社區醫療等問題。

社工系主任李美玲說，她和陳盈方同學8月24日至9月4日與中國

醫藥大學牙醫、醫學、中醫及公衛系師生，一起展開史懷哲(Dr.

Albert Schweitzer)典範傳承之旅，輾轉飛抵加彭首都自由市，再

轉往聖多美普林西比，及蘭巴倫等地，飛行里程來回達3萬5000

公里、40多小時，加上路地坐車10多小時，可謂是長途跋涉、

風塵僕僕。

參訪行程來到蘭巴倫(Lembarene)停留的期間，團員們就居住在

毗鄰歐威格河畔的史懷哲紀念醫院宿舍；李美玲主任說，這是

史懷哲於1914年起為當地教會建立的第一間醫院，醫院舊址至

今仍然保留門診建築與醫療器械設備等，史懷哲在當地行醫半

世紀後，於1965年逝世的墓碑和受其感召的醫療奉獻者一同佇

立的墓園就在附近，紀錄史懷哲獲得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博

物館也在不遠之處；「我有機會倘佯其間，緬懷史懷哲為原始

森林邊緣的弱勢者，實踐其敬畏生命信念的奉獻精神，內心充

滿深刻的感受與悸動。」

在蘭巴倫史懷哲紀念醫院及社區，團員們展開牙科等義診，並

為社區兒童的進行口腔衛生教育活動。李美玲主任說，她們師

生就與來自美國年輕時即參與和平志工團，而目前仍在羅徹斯

圖說：社工系主任李美玲與陳盈方同學，參加史懷哲典範傳承

之旅，與當地非洲婦孺合影。

特醫學中心習醫的Stanley醫師一起，參與兒科門診及病房巡視

等志工服務，近距離觀察兒童病患、愛滋病症等跟母親的家庭

背景的關連性，留下深刻印象和體會。

團員們還在蘭巴倫史懷哲紀念醫院牙科門診附近，合種一株緬

梔樹作為紀念，團長中醫大中西醫學所所長陳汶吉並代表蔡長

海基金會，捐贈史懷哲醫院基金會經費、反光衣等物品。史懷

哲醫院基金會除回贈代表當地的擊鼓樂器作為紀念外，還準備

象徵蘭巴倫少女成長轉變的舞蹈，她們展現自然、純真及熱情

美感，讓所有的團員嘆為觀止，情緒High到極點。

李美玲主任強調，這趟行程，不僅讓生長在台灣的師生們一睹

非洲國家的風情、文化，更看到一世紀之前史懷哲在蘭巴倫的

奉獻，目睹至今仍有來自不同國家的醫護人員追隨史懷哲腳步

奉獻服務，讓師生們對於未來服務他人的志向能有更明確的

體悟，重新找尋自己服務他人的初衷。

亞洲大學師生參加夏艷泰北、竂國老挝國際志工服務隊，攜帶科學亞洲大學師生參加夏艷泰北、竂國老挝國際志工服務隊，攜帶科學
中藥、醫療器材，到泰北、竂國老挝等地義診服務中藥、醫療器材，到泰北、竂國老挝等地義診服務

亞洲大學啟動國際醫療志工服務行動！繼今年1月派員到尼泊爾

義診服務，亞洲大學經管系助理教授張庭彰8月1日偕同經管所

二年級王孝良、蘇奕瑋、殷禎勵同學及會資系四年級蔡旻蓁

同學，參加中國醫藥大學夏艷泰北、竂國老挝志工服務隊，一

起攜帶科學中藥、基本中醫醫療器材設備，展開泰北老挝地區

國際醫療志工服務，這也是台灣醫療隊伍首度踏上神祕老挝地

區服務。

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合組的夏艷泰北、竂國老挝志工服

務隊，8月1日到15日出發到泰北展開國際志工服務，所有隊員

行前接受基礎醫療及公共衛生的訓練，包括藥膏製作、寄生

圖說：經管系助理教授張庭彰參加泰北、竂國老挝等地義診

服務。 



行前接受基礎醫療及公共衛生的訓練，包括藥膏製作、寄生

蟲學、針灸拔罐、復健推拿及創傷護理保健等，分別到泰北的

清萊(Chiang Rai)、清邁(Chiang Mai)，包括泰北滿樂福村、滿星

疊村、美斯樂村、大谷地、皇太后身障中心及寮國老挝地區展

開義診。

這次義診有兩位隨隊中醫師廖千賦、林伯欣，除了中醫看診外

，並針對當地小朋友及民眾做醫療衛生宣導，還有舉辦剪髮、

團康、魔術、折氣球活動，並在皇太后身障中心開辦中文教學

；經管系助理教授張庭彰說，到泰北義診，除了直接義診等醫

療行為外，衛生教育更重要，相信衛生教育才是長遠守護居民

的方法。

在泰北義診期間，當地天氣豔陽高照，時而大雨傾落，幾乎所

有志工團都水土不服、適應不良，但仍覺得收穫滿滿；泰北滿

星疊村大同中學校長張明光說，感謝台灣義診團隊多年來的

服務，不僅當地居民受益，該校師生也獲得衛生護理及急救

知識，這是當地民眾最急迫需要的。

服務。 

「施比受更有福！」、「愛不分國界，送愛到泰北！」亞洲大

學經管所二年級同學殷禎勵說，泰北居民所接受的義診服務，

雖只是幾天的醫療照護，但可感受到所有志工同學真誠付出、

誠心關懷；她每天看著上百位泰北病患來義診的同時，也深深

感受到能付出自己的愛心，就是最幸福的。

泰北及竂國老挝位於金三角地區，歷經戰亂及地屬貧瘠區，仍

停留在落後生活條件，處處可見封閉、貧窮景象。泰北山區約

有100多個華人難民村、10萬人，生活普遍貧困落後；加上這些

華人村地處於邊境交界地帶，資訊傳遞不易、少有外來文化

刺激，居民教育程度低，基本衛生知識不足，當地居民疾病罹

患率高。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業界名師王千睿、王盈發4件作品榮獲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業界名師王千睿、王盈發4件作品榮獲

台灣設計最高榮耀－金點設計獎台灣設計最高榮耀－金點設計獎

經濟部工業局主辦的「金點設計獎」（Golden Pin Design

Award）9月16日登場，今年共有944件作品角逐金點設計獎，評

選結果，有15件產品榮獲金點設計獎最高殊榮，其中，有4件是

來自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業界名師，創意商品設計系王千睿

老師的LED立燈等3件作品及視覺傳達設計系王盈發老師的嘉振

茶業品牌包裝。副總統蕭萬長頒發獎座及獎狀說，金點設計獎

代表台灣設計最高榮耀，希望將金點設計獎推向國際舞台，成

為國內外產業展現設計實力的平台。

今年「金點設計獎」評審，由國內外的設計專家組成，國外評

審邀請奧地利III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Design)總

監Peter Simlinger、澳大利亞設計獎(AIDA)總裁Brandon Gien及

德國iF設計獎總監Ralph Wiegmann，國內則邀請台藝大設計學

院院長林榮泰、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中原大學

校長程萬里等參與評選。

創意商品設計系業界名師王千睿帶領的佳世達科技公司、明基

友達集團共獲3件金點設計獎，成為最大贏家，設計作品包括工

業設計類的LED立燈、BE Light LED 閱讀桌燈及包裝類的觸控面

板玻璃半成品的組合式插槽輸送箱。

王千睿教授目前任職明碁電通(BenQ)佳世達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暨設計長。在王千睿的帶領下，佳世達團隊至今贏得德

國iF，red dot，日本G-mark等國際設計大獎300餘項，更獲得最

高榮謍iF金獎3項及2座red dot Best of Best獎項，國際得獎量數

全國之冠。

圖說：副總統蕭萬長頒獎給得金點設計獎的王千睿老師。

此外，獲得視覺傳達設計類金點設計獎的美可特品牌企劃設計

公司王盈發，是亞洲大學視傳系兼任教師，設計作品嘉振茶業

品牌融入東方生活美學，藉由台灣人品茶的文化內涵，以書冊

、捲軸概念，呈現深厚且獨特的茶品牌。

亞洲大學視傳系、商品系今年參加德國紅點設計大賽，已有

4組、12位同學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競賽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

）及紅點獎，表現傑出；創意設計學院去年也聘請在iF、

reddot、IDEA獲得國際獎項的業界名師任教。創意設計學院院

長賴淑玲教授說，亞洲大學名師出高徒，老師以身作則，帶頭

獲得國內外各項獎項，學生當然必須更加努力，更積極參與國

際競賽，爭取更高榮譽。



亞洲大學數媒系4位同學以「凋萎」短片，參加2011台港兩地亞洲大學數媒系4位同學以「凋萎」短片，參加2011台港兩地

「短片由我創」製作大賽，勇奪銅獎，為校爭光「短片由我創」製作大賽，勇奪銅獎，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四年級同學馮清俊、林芷瑄、張

凱南、呂宛鮞等4人參加My Video 2011台港兩地「短片由我創」

製作大賽，以「凋萎」短片，在大專院校組脫穎而出，獲得

銅獎，9月17日在台北誠品書店信義旗艦店6樓視聽室，獲頒獎

座及新台幣1萬5000元，為校爭光。

數媒系主任蔡明欣指出，今年「短片由我創」製作大賽，邀請

台灣、香港兩地高中職、大專校院學生及社會人士，透過製

作30秒的短片發揮創意，每一個比賽組別分設金、銀、銅獎各

1名、優異獎2名。主辦單位共收到347部參賽作品，各組經初審

取10名參加複審，再取5組代表台灣參加台港兩地決賽，競爭

激烈，能夠獲獎著實不易。

今年「短片由我創」製作大賽，以宣揚尊重智慧財產權為主題

，拒絕非法影印教科書、拒絕網路侵權，數媒系四年級呂宛鮞

等位同學製作「凋萎」短片，就發想一朵朵綻放的美麗花朵，

就像創作者的辛苦結晶，經過時間的淬鍊，努力的栽培磨練

而成，但是非法的下載，就如同影片中的手，肆意的掠奪、

摘取，就算花朵有在強的生命力，也敵不過一隻隻扼殺它們

的手，最終美麗的花朵將殘破不堪，漸漸凋萎。

呂宛鮞同學說，首次參加「短片由我創」製作大賽，就拿到

銅獎，相當意外，要感謝數媒系吳信成老師指導，讓她們這群

沒

圖說：左起馮清俊、張凱南、林芷瑄、呂宛鮞榮獲「短片由

我創」製作大賽銅獎。

經驗的同學們能勇往直前、信心十足直到獲獎，也感謝學校提

供設備齊全的攝影棚，提供我們良好拍攝及攝影環境，順利製

作「凋萎」短片。

「能夠獲獎，真的很感動又很開心！」呂宛鮞、張凱南、林

芷瑄、馮清俊說，從發想「花」的題材，到拍攝完成，是靠團

隊通力合作，最後能夠得獎，是項肯定，同時也觀摩、學習到

其他團隊的優秀作品，大開眼界，不過，拍攝過程中，犧牲了

兩盆花朵，只能好好安葬花兒，表示最高歉意。

 

40多位陸生跨海來台到亞洲大學選課、就讀，陪同前來的家長參訪後，放心40多位陸生跨海來台到亞洲大學選課、就讀，陪同前來的家長參訪後，放心

將孩子留在亞大求學將孩子留在亞大求學

首批大陸生跨海來台到亞洲大學上學的第一天，9月12日適逢中

秋節，由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總務長朱界陽接待，其中

，朱總務長介紹亞洲大學辦學軟硬體設備、校園環境，營造讓

學生安心求學環境，希望陪同前來註冊的陸生家長們放心把孩

子留在亞洲大學就讀。連同吉林長春師範學院、廈門南洋學院

、福建農業學院短期進修陸生，這學期，有40多位陸生在亞洲

大學選修、就讀。

至於短期進修的陸生、老師有27人；其中，吉林長春師範學院

王也等11人選修視傳系、資傳系等系有印刷設計、品牌策略、

數位影片剪輯等學分。廈門南洋學院陳小雨同學等11人選修探

圖說：總務長朱界陽介紹辦學績效，希望陪同前來註冊的陸生

家長們放心。



數位影片剪輯等學分。廈門南洋學院陳小雨同學等11人選修探

索教育、管理學、資料結構等學分。福建農業學院由劉必健老

師帶領林澤良同學等3人，選修電子商務、數位影像處理等學分

。北京現代管理大學楊璨地同學選修設計素描及英語聽講等

學分。

朱總務長、黃主任於中秋節接待陸生及家長時說，亞洲大學創

校十年，辦學績效卓著，已連續六年榮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

大學，除了擁有美麗校園，巴洛克式建築 ，還首推三品教育、

志工大學，在晨昏定省免費電話中心、誠實商店及會呼吸的大

樓等情境教室下，培養學生成為「做人有品德」、「做事有

品質」、「生活有品味」的現代青年、是陽光利他的好國民，

更重視優質的人文素養的培育，營造所謂的軟實力、巧實力，

畢業後，贏在職場上的起跑點。。

朱總務長還留下手機號碼，陸生在亞洲大學求學期間，如果有

任何生活上、課業方面，甚至就醫等問題，隨時可以打電話

詢問，所謂「出外靠朋友、靠師長」，他們一定盡力協助解決

問題。「陪著孩子來台，親眼看了亞大的校園，真的很

放心！」

家長們放心。

13位跨海到亞洲大學就讀的陸生，分別是鄭重、陸易、林嘉禾

、余蕾蕾、蔣夢婷、郭建邦、李之琪、歐曉舜、王婷婷、孔

湘湘、鄭丹儀、宋歌、徐必霖。

來自溫州的陸生余莓莓將就讀亞洲大學視覺傳達學系，她的父

親余向東說，台灣的亞洲大學，不論是求學設備、住宿環境，

比想像中的還要好，週遭的人也很好客、熱情，「這一趟真的

沒白來」，明年有機會還要揪團到台灣自由行，順便看看孩子

求學情形。

杭州姑娘蔣夢婷同學，跨海來到亞洲大學求學，感到很新奇，

也好興奮，她說，她和媽媽提早來台，在台灣友人帶領下，已

經去過一中 夜市、日月潭及台北故宮，更喜歡台灣的民土風情

。

大陸閩台高職院校師資聯合培訓班到亞洲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專業進修大陸閩台高職院校師資聯合培訓班到亞洲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專業進修

大陸閩台高職院校師資聯合培訓班，9月23日到亞洲大學參訪，

雙方進行學術交流，並與福州教育學院等16所閩台高職院校簽

訂合作協議意向書（ＭＯＵ），允諾雙方未來在學生交換、教

師互訪等方面，進行實質學術交流。

閩台高職院校師資聯合培訓班人員參訪團，由福建船政交通職

業學院黨委副書記陳炎生帶領，包括福建衛生職業技術學院、

省教育廳等16所學院領導共17人，到亞洲大學參訪、進修。參

訪團團長陳炎生說，感謝亞洲大學的接待，此次參訪團目的在

學習臺灣教育的特色，得知亞洲大學辦學績效有目共睹，特別

前來取經，尤其是校園優美，處處可見雕塑藝術品，營造美麗

、舒適的求學空間，令人刮目相看。

副學務長蔡碩倉到場介紹亞洲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講授「贏在

終點的教育思維---培育學生優質人文的巧實力」課程，他說，

面對少子化問題，亞洲大學在困境中力求突破，透過態度培養

的品德教育、潛移默化的境教、典範學習的言教，加上三導師

輔導系統，建構校園內的國際多元教學平台，進而培養學生賺

取人生的第一桶金，並透過強化非正式課程，學生須獲得反思

、關懷，全力培育學生的軟實力。

兼任「三品書院」執行長的總務長朱界陽也傳授本校通識教育

課程的概念及特色，他指出，亞洲大學致力推動三品教育，設

立「三品書院」，希望學生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

品味，校內設置晨昏定省免費電話中心、誠實商店、開心農場

等10多處情境教室，並首推「志工大學」，投入志工服務工作

圖說：閩台高職院校師資聯合培訓班成員與亞洲大學校長蔡進

發（中著西裝者）等人合影。

雙方進行學術交流，創意領導中心黃萬傳主任介紹說，可以透

過簽訂合作議意向書（ＭＯＵ），進行兩校教師來校研習、交

換學生等，像齊齊哈爾大學與亞洲大學兩校學生互換，所須

學費，可以在各自學校繳納；大陸學生也到亞洲大學短期進修

，已有吉林省長春師範學院、四川西南財經大學等校學生；老

師方面，有廈門大學、華廈學院等校組教師團到亞洲大學專業

進修。

會後，朱界陽總務長等人陪同閩台高職院校師資聯合培訓班人

員參觀校園，參觀法國知名雕塑家羅丹的「沉思者」、阿曼

的「勝利女神詩篇」等大型戶外雕塑品和晨昏定省中心、誠實

商店等，留下深刻印象；下午四時，在參觀校園中，巧遇亞大

的教職員的兩周一次的周末歡樂時光（Ｈappy Ｈour），受到教

職員們歡迎，一起享用餐點。



等10多處情境教室，並首推「志工大學」，投入志工服務工作

，讓人文素養不只是口號，每位學生可望成為陽光利他的世界

公民。

職員們歡迎，一起享用餐點。

畢業即就業！亞洲大學學涯中心辦理「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畢業即就業！亞洲大學學涯中心辦理「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協助校友就業，9月底前還有名額，歡迎上網求職協助校友就業，9月底前還有名額，歡迎上網求職

亞洲大學學涯中心最近辦理「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

方案」，協助校友就業，此次亞洲大學獲教育部分配、可媒合

人數193人次，截至目前，亞洲大學已媒合165人次、媒合

率85.49%，僅剩18位校友可參加此一媒合方案，學涯中心歡迎

校友們踴躍上網求職，展現長才將不是夢想。

學涯中心主任陳秀才指出，此項就業方案的合作企業，都需通

過教育部所組成「跨部會審查小組」審查合格後，才能招募

人才，並接受96至99學年度大專畢業生(不含碩士以上)登錄履歷

進行應徵，全台各大專院校自99年8月起至100年9月底將媒合3萬

多名畢業生就業。

陳秀才主任說，教育部審核通過的企業至少需提供2萬2000元以

上薪資，保障社會新鮮人就業薪資，與本校合作的企業，如豐

昱國際股份公司(台中永豐棧酒店)，即提供2萬2000元以上薪資

的飯店工作人員、客戶服務人員、秘書、業務助理、倉管等

職缺；神腦國際公司，招募薪資為2萬2000元至3萬8000元的賣場

管理人員、財務會計助理等，甫退伍尚未就業的男性校友，也

可把握此時機上網登錄履歷(網址：http://968. lhu.edu.tw/)，有機

會進入中大型企業工作，或洽本校服務專線(04)2332-3456轉1793

王靜敏助理。

「亞洲大學校友在業界工作表現，備受雇主肯定！」學涯中心

組長李紹毓說，教育部針對畢業校友流向調查顯示，亞洲大學

歷

圖說：亞洲大學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吸引不少畢業同學前往

投遞資料、面試。

年來就業率均達60％以上，待業率低於4%，待業校友大多是服

兵役中、準備國家考試或繼續升學等因素，也顯見亞洲大學校

友在業界頗受好評。

值得一提的是，雇主對亞洲大學校友的「工作態度」、「出勤

狀況」、「公司指示之配合程度」等表現，有高達95%以上的

滿意程度。李紹毓組長強調，除了教育部媒合機會外，也可前

往本校學涯中心facebook查詢工作職缺，學涯中心將不定期公

布最新、最即時的就業訊息。

 

亞洲大學第三屆校友會理事長改選，校友會新任理事長為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第三屆校友會理事長改選，校友會新任理事長為中國醫藥大學

兒童醫院院長彭慶添，將為校友會會務發展創新局兒童醫院院長彭慶添，將為校友會會務發展創新局

亞洲大學在8月27日舉辦第三屆校友會理事長改選會議，改選

結果，由畢業於亞洲大學健康管理研究所、中國醫藥大學兒童

醫院院長彭慶添獲選為第三屆校友會新任理事長。彭慶添說，

他將延續第一、二屆理事長吳錫金的理念，持續號召更多校友

加入校友會行列，進而協助校友順利就業，全力增進校友權益

及福祉。



第三屆校友會新任理事長彭慶添，現為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院長、衛生署醫事審查會專家委員、醫策會醫院評鑑醫療組

委員、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也是國內兒童血液腫瘤、

兒童急重症權威。

彭慶添理事長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亞洲大學健康管理

研究所，曾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科部主任、副院長、亞

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教授。亞洲大學校友會秘書長蔡少洲說，

藉由彭理事長其豐富的行政與實務經驗的領導，相信必能讓亞

洲大學的校友會，更加成長茁壯，為校友會再創新局，協助母

校校務發展。

亞洲大學校友會8月27日上午在亞洲大學會議室召開理監事會，

並改選第三屆校友會理事長，亞洲大學主任秘書范宗宸、學涯

中心主任陳秀才、校友會秘書長蔡少洲等人到場，見證校友會

理事長改選及交接事宜。

圖說：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院長彭慶添（右）獲選校友會新

任理事長與吳錫金理事長交接。

亞洲大學校友會第一、第二屆理事長為吳錫金，吳錫金現為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主任秘書，也是國內首屈一指泌尿科的

權威。吳錫金前理事長說，很榮幸在校友會成立後，連任第一

、二屆校友會理事長，亞洲大學創校10年，締造不少辦學奇蹟

，始終是校友們的驕傲、也是榮耀，學校的永續經營，還需要

校友們的持續支持與推展。因此，在他任內與學涯中心合辦如

校友回娘家、系友會及校友會聯誼活動、人才招募、就業研討

會等多場活動，即使卸任理事長職務，仍將持續關懷及支持

母校、校友會。

 

學生事務處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活活   動動   名名   稱稱 活活   動動   日日   期期 活活   動動   時時   間間 地地  點點

學務處衛保組 100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 100/09/26-10/01 08:00-12:00 體育館

諮輔組特殊資源教室 諮心知新社志工招募說明會 100/10/03 18:00-20:00 L007

學務處衛保組 100學年度第一次捐血活動 100/10/04-06 10:00-17:00 感恩學苑前廣場

諮商輔導組

導師知能研習 

進階珍愛守門人訓練—自殺風險的辨

識與處遇

100/10/05 17:00-19:00 M003

綠油油康輔社 友校聯合唱跳交流晚會 100/10/05  資訊大樓I109教室

生活輔導組 與學務長有約 100/10/06 18:30-20:30 亞洲大學

學務處服學組 基礎訓練課程-第一場次(不分學院) 100/10/06 詳服學組網站 亞洲大學

健康服務社 歡樂迎心 100/10/06  行政大樓L003教室

綠油油康輔社 淨山淨心，擁抱自然-環保服務志工日 100/10/06  南投縣魚池鄉頭社山

健康服務社 花東奇緣-社區關懷服務 100/10/07  台中市霧峰區花東新村

學務處服學組 基礎訓練課程-第二場次(不分學院) 100/10/08-09 詳服學組網站 亞洲大學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工作坊 

陳彥成實習心理師、藍文彬(漢翔工業

實習心理師)～ 

「搞懂你我之間，名為人際的關係」

人際成長團體

100/10/11~12/06
每週二，共8週 

18:30-20:30
M006

原住民文化研習社 我們都是一家人-迎新活動 100/10/11  資訊大樓106教室　

香草園點心社 100-1 學期香草園點心社期初大會 100/10/12  7003食品加工實驗室

翔音擊團 100-1翔音器材講習 100/10/12  社團辦公室

歡樂桌球社 100/1學期桌球社期初大會 100/10/12  資訊大樓I311教室

F&F執行管理團隊 腦力激盪創意蛋糕大賽 100/10/12  資訊大樓I307教室　

學務處服學組 100-1「服學靜心舒壓」增能講座 100/10/12 17:30-21:00 亞洲大學

學務處服學組 基礎訓練課程-第一場次(不分學院) 100/10/13 詳服學組網站 亞洲大學

生活輔導組 沉思與奮起~與校長有約 100/10/13 18:30-20:30 亞洲大學

學務處衛保組 常見中毒處理-健康關懷講座 100/10/13 18:30-20:30 M001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系學會 保健系烤-越烤越熟 100/10/15  烤肉A、B區

幼兒教育學系系學會 幼教一家親 100/10/15  管理大樓羅馬柱

財經法律學系系學會 中部法院巡禮之旅 100/10/15-16  
台中地方法院、台中高等行

政法院

英語演講社
In-Club Humorous Speech & Evaluation

Contest 幽默演講與講評比賽校內賽
100/10/15-16  行政大樓A117教室　

慈青社
慈青社－第九屆大里仁愛之家機構

關懷
100/10/17  大里仁愛之家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靈成長講座 

Janet謝怡芬小姐(旅遊節目主持人)～ 

「提升逆境商數之生命教育講座」-換

副眼鏡看世界，開創人生新視野

100/10/17 17:00-19:00 A101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工作坊 

何淑梅實習心理師～「校園Superman

」壓力管理團體

100/10/17-12/12
每週一，共8週18:30-

20:30
M006

歡樂桌球社
第九屆淡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邀

請賽
100/10/19  淡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系學會 春風滿面迎新之旅 100/10/19-20  文山休閒農場

學務處服學組 基礎訓練課程-第一場次(不分學院) 100/10/20 詳服學組網站 亞洲大學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工作坊 

劉威成諮商心理師～「自我探索-轉念

之藝術」學生工作坊

100/10/22 9:00-17:00 M006

綠油油康輔社 彈指之間-吉他之夜 100/10/21-22  資訊大樓I306教室　

原住民文化研習社
小魯凱，伊拉呼!-族語歌曲創作心得

分享
100/10/22  資訊大樓I109教室　

歡樂桌球社 亞洲大學第二屆新生盃桌球賽 100/10/22-23  桌球教室

學務處服學組
基礎訓練課程-第三場次(限健康、資訊

學院)
100/10/22-23 詳服學組網站 亞洲大學

學務處服學組 特殊訓練課程-第一場次(不分學院) 100/10/22-23 詳服學組網站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 財金新生體驗營-活動經驗傳承 100/10/24  松田崗休閒農場

學務處衛保組 肺結核防治-健康關懷講座 100/10/26 15:30-17:30 M001

F&F執行管理團隊 淨灘之把愛找回來 100/10/26  台中高美溼地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系學會 保健系迎新宿營-卡通人生 100/10/26  香格里拉樂園

綠油油康輔社 社區服務日-亞洲定向越野育樂營 100/10/26-27  資訊大樓I109教室

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 新生初體驗-金晚越烤越熟 100/10/27  資訊大樓烤肉B區

幼兒教育學系系學會 顛覆童話戲劇公演 100/10/27  國際會議廳A101

學務處服學組 基礎訓練課程-第一場次(不分學院) 100/10/27 詳服學組網站 亞洲大學

羽球社 新鮮人我們羽你有約 100/10/28  亞洲大學體育館

羽球社 羽你相見－羽球社期初大會 100/10/29  資訊大樓I109教室

學務處服學組 基礎訓練課程-第四場次(限管理學院) 100/10/29-30 詳服學組網站 亞洲大學

武學研究社 跨校性社團聯合幹部訓練 100/10/29-30  中台科技大學社團辦公室

學務處服學組 100-1「潛能開發創意營」活動 100/10/29-30 08:00-17:00 台南縣烏樹林露營區

生活輔導組 僑生之旅 100/10/29-30 07:00-17:00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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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發中心
飛雁領航(一)重新詮釋我國大學教育目標與

功能
10/05 (三) 14:10-16:30 資訊學院 I104會議室

教卓辦公室 揭開黑盒子－專業核心能力的評量 10/14 (五) 13:10-15:00 管理大樓 M009教室

教發中心 飛雁領航(二)如何評鑑學生學習成就 10/19 (三) 14:10-16:30 行政大樓 A502會議室

教卓辦公室 從教師專業能力論課程目標的擬訂與編寫 10/26 (三) 15:10-17:00 行政大樓A116亞洲講堂

幼兒教育學系系學會 顛覆童話-校園宣導戲劇公演 100/10/31  大里圖書館

教學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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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領導中心

2011暑期馬來亞大學短期研修學習成果

發表
100年09月21日(三) 15:00~17:00 A101

通識講座

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
我的建築學習之路 100年09月28日(三) 15:00~17:00 M210

通識講座

諮商輔導組

「提升關懷力之學生情感講座」-愛似

百匯，吾愛無悔
100年9月29日(四) 14:00~17:00 A101

通識講座

創新育成中心
中小企業創新價值的密碼 100年9月29日(四) 09:00~12:00 A101

通識講座

時尚設計學系
國際染織、時尚專題講座 100年09月30日(五) 09:40~12:30 M001

通識講座

創新育成中心
創意行銷 100年9月30日(五) 13:00~16:00 M210

通識講座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國際禮賓大使培訓活動 100年10月12日(三) 15:00~19:00

M210

M217

通識講座

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
國家考試專技考試大蒐秘 100年10月12日(三) 15:00~16:30 M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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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計畫、進修推廣部 國際生(含陸生)合作學習平台-1「南投溪頭森林浴」 10/1 整天 南投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計畫 創領學程暨陸生心靈輔導講座-1 10/5 17:10-18:30 A115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越計畫 創意領導系列講座-1 10/12 17:10-18:30 A115亞洲講堂



 

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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