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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摩坦森（Dale Mortensen）博士10

月21日在亞洲大學，以「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的資源重分配」

演講。除了與產官學界菁英人士對談，亞洲大學學生及策略聯

盟學校華盛頓中學、屏東女中學生也到場耹聽，同時排隊踴躍

發問，氣氛熱絡。摩坦森教授說，教育是解決「貧富差距」根

本辦法。

摩坦森博士說，資源應該重新配置，好資源應該掌握於好公司

，企業應該績優扶植，以免資源浪費，他希望所有國家都一

樣好，不應有所謂誰強、誰弱的問題；談到未來願景，摩坦森

教授說：「我是一個學者，在研究沒有終止的，一個問題解決

了會產生更多的問題。未來或許，再拿第二個諾貝爾獎。」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二年級同學董怡廷、保健系三年級同學洪婷

薇等人發問說，如何降低找好工作的搜尋成本?你覺得亞洲的國

家會比歐洲或美洲國家強嗎?經濟學有什麼好玩的，你怎麼會這

麼有興趣？

摩坦森教授回答說，好工作的兩個要素包括溝通(communicate)

與計算(calculate)。要好好溝通，要事先計算好，按部就班就能

找到好工作；他不喜歡「強」這個字，應該讓所有國家的發展

程度趨於一致；經濟學是個老學派，無聊死了！但是生活中沒

有經濟學就是不行，經濟學是生活的基礎，文化也建築在經濟

學之上，經濟學解決人力需求的問題，「對我而言，經濟學是

很有趣的」。

財金系三年級同學張雅雲問說，現在有很多的跨國企業到各地

設廠，非技術勞工很難進入這些企業，引進外籍勞工會擠掉本

地勞工，該如何解決?摩坦森教授說，經濟技術的發展可以提供

勞工的生產力，尤其是高教育勞工的生產力比無教育勞工的生

產力更快速，使一些沒有受教育的勞工會被遠遠的排擠在後；

目前美國推行的占領華爾街的活動，主要示抗議美國最有錢

的人，這些人在美國成長中是最大的受惠者，技術的進步往往

讓有錢人增加的更快，沒有錢的人卻越來越窮，解決之道就是

改善教育制度，希望加強學生技能的學習，如何幫助無法上學

的人才是問題所在。

亞洲大學國際學生印尼籍尤澤文等人說，以印尼而言，雖然擁

有許多天然資源，但許多資源都轉到亞洲其他國家, 國內資源反

而不夠，導致印尼國內很多人失業。

圖說：摩坦森（Dale Mortensen）博士蒞校演講，亞洲大學學

生踴躍排隊發問，氣氛熱絡。

摩坦森教授回答說，講到自然資源，產油國家是最糟糕的，油

挖完了什麼都沒了；因此，每個國家最重要就是人力資源，政

府要訓練新世紀的技術。這不是靠魔法解決的！是靠教育。

這場演講，吸引500多位管理學院師生、策略聯盟學校，包括40

位屏東女中學生、50位華盛頓中學學生及工商界人士到場耹聽

，擠滿現場。亞洲大學經營管理系一年級同學陳彥廷說，他們

事先都研讀摩坦森學術著作，瞭解他主要學說─搜尋摩

擦（search frictions）理論，聽完演講後，將撰寫心得，報告學

習成果，這是好的教學設計，讓理論與實務獲得印證，並擴大

國際視野，頗有收獲。

台中市長胡志強說，亞洲大學兩年來陸續邀請10位諾貝爾級學

者及國際大師，到校講學論壇，這是需要決心與能力才有可能

做到。讓師生能與國際大師面對面交談，吸取寶貴經驗，擴大

國際視野相當難得，是師生的福氣。

摩坦森教授於2010年與美國籍的戴蒙德、賽普勒斯裔英國人皮

薩里德斯共同獲得，三人以搜尋摩擦理論(search frictions) 分析

就業市場現象，說明勞動市場，勞方與資方為什麼難以找到

彼此、工資差異性的產生，以及勞動市場如何受到法規與政策

的影響。



亞洲大學舉辦IEEE國際生物資訊暨生物工程研討會，17國學者、70篇亞洲大學舉辦IEEE國際生物資訊暨生物工程研討會，17國學者、70篇
研究論文，發表診斷口腔癌最新技術研究論文，發表診斷口腔癌最新技術

亞洲大學所主辦的第十一屆IEEE國際生物資訊暨生物工程研

討會，10月24日在台中市日華金典酒店登場，這場全世界生物

資訊及相關領域知名會議，為期三天，除來自17個國家的專家

學者發表70篇研究論文，還邀請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李文雄博

士等位知名學者蒞會演講，美國德州大學安德生癌症中心

的Ann Gillenwater 教授也蒞會發表有關光學科技應用於檢測與

診斷口腔癌的最新技術，對人類又一大貢獻。

Ann Gillenwater 教授演說時，介紹應用生物科技在醫療 診斷工

具的最大功用，可 在最初階段很快發現癌症，提高患者生存率

和減少罹癌痛苦和折磨。為此，該中心已開發螢光成像光譜儀

，及高分辨率的體內顯微鏡，很快診斷口腔癌並提早發現癌症

，現正進行最新的臨床實驗結果及評估。此一中心是美國最知

名的癌症研究中心，癌症一直是台灣十大死亡原因的第

一位，Ann Gillenwater 教授的演說內容，對癌症的治療有重要

的貢獻。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創校10年的亞洲大學，幾乎每年主辦

不同領域的IEEE國際研討會；如2003年辦IEEE多媒體軟體工程研

討會，2004年辦IEEE國際生物資訊暨生物工程會議（BIBE

2004），2006年再辦IEEE感測網路、無所不在與可靠運算國際研

討會，2007年IEEE國際生物資訊暨生物工程會議（BIBE 2007）

由美國哈佛醫學院主辦，2010年辦IEEE ISM多媒體國際

研會，2009、2011年IEEE國際生物資訊暨生物工程會議再由亞洲

大學主辦，密度之高可謂全國之冠，足見亞洲大學致力於國際

學術地位的提升，以及優質辦學的企圖心。

此次IEEE國際研討會，包括口頭論文發表、壁報論文、工作坊

，吸引17個國家、上百位學者專家來台參加。蔡進發校長說，

這個IEEE國際研討會已經在許多國家辦過許多次，超過10年，

這次由亞洲大學主辦，亞洲大學是台灣一所成長快速的私立

大學 ，擁有超過1萬2000多名學生，每年不斷邀請許多國際知名

學者舉辦國際論壇，也舉辦一系列諾貝爾大師講座，上週五才

與經濟日報一起邀請諾貝爾經濟奬大師摩坦森博士蒞校演講。

蔡校長指出，在人類基因體解碼後，生物資訊成為生物科技以

及醫藥研發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近年來台灣正積極發展生物資

訊領域。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左四）與美國德州大學安德生癌

症中心Ann Gillenwater教授（右四）等位學者合影。

2002年亞洲大學與交通大學同時成立台灣最早的生物資訊研究

所碩士班，次年亞洲大學創先成立生物資訊學系大學部，致力

於培育生醫資訊領域專才提供由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完整教

育課程。如今台大、清大、成大、中央、陽明、中興等大學也

相繼成立生物資訊與醫學資訊相關研究所，可見學術界對於生

物資訊的研究與發展不遺餘力。

今天的IEEE國際研討會，由蔡進發校長主持，美國國家科學院

院士李文雄博士講述蛋白質結構及功能的分析，此研究為新藥

研發中關鍵步驟；日本東京大學的Satoru Miyano 教授介紹如何

利用電腦來建構癌症細胞內的分子網路來達到未來個人化醫療

的目的；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吳永昌講解天然藥物產品的轉譯

研究。

10月25日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的Michael Levitt教授演講利用中

量級的模擬方式，研究生物體中由大分子所組成的微機器，如

鞭毛等的結構及機動性。美國德州大學安德生癌症中心的Ann

Gillenwater 教授講述有關於光學科技應用於檢測與診斷口腔癌

的新技術。美國萊特州立大學Nikolaos Bourbakis 教授演講有關

於Ｅ化健康照護的遠端偵測技術及隱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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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年輕人掀起到台灣留學風潮！亞洲大學不落人後積極向蒙

古學生招手，100學年度已招收正式修讀學位的蒙古學生數81人

，其中，27%的蒙古學生畢業於國立蒙古大學，超過75%的蒙古

籍研究生畢業於蒙古的公立大學，相當優秀；國際學術交流中

心主任蕭震緯說，蒙古籍學生人數，已是亞大校園內國際學生

中最大的族群，在全台大專院校中也名列前茅。

「2011年第三屆蒙古臺灣教育展」9月24、25日在蒙古烏蘭巴托

市Chinggis Khaan Hotel舉辦，由教育部次長林聰明率國內17所

大學代表訪問蒙古，發現蒙古人口 270萬人，土地卻是台灣的

44倍，人民平均所得 3000美元，過去蒙古年輕人主要去中國、

俄羅斯留學，2000年起，蒙古年輕人熱中到台灣留學；亞洲大

學由國際學術交流中心蕭震緯主任等人代表參加，蕭震緯主任

並於9月24日接受電視媒體現場採訪，就亞洲大學學校制度、課

程特色、校園環境及獎學金等議題，提出上述說明。

為了達到招生宣傳效果，教育部特地透過當地報紙、電視、廣

播等新聞媒體方式曝光，並於烏蘭巴托市中心張貼巨幅宣傳

海報，吸引不少蒙古年輕人前來觀展。蕭主任指出，亞洲大學

第二次到蒙古辦理教育展，經管系碩士班Bulgan Bayaraa及健康

產業管理學系碩士班Altangerel Uyanga兩位畢業校友，專程到

亞洲大學展示攤位擔任義工，分享自己在亞洲大學求學經驗，

盼有更多蒙古學子蒞校就讀。

在教育展現場，亞洲大學兩位畢業校友經營管理所碩士

生Dulamjav Zorigt、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生Enkhsaikhan Gantumur

圖說：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人接受蒙古當地電視台現

場採訪。

也陪同親朋好友到展示攤位認識亞洲大學，其中，有位蒙古年

輕人說：「我是你們學校蒙古國際生葉苗介紹來的，她說亞洲

大學不論是行政人員或教授對學生都很照顧，校園也美麗，叫

我一定要來申請你們學校！」，讓現場解說的蕭主任感動不已

。

據了解，此次教育展，約有300多位蒙古學生表達高度意願來臺

留學，其中，有60人表明對亞洲大學有興趣，其中，除了在學

學生，也有不少在職工作者想要繼續進修碩、博士學位，以管

理學院詢問度最高。蕭主任強調，以此次教育展的參展人潮看

，蒙古當地年輕人想要出國求學人數明顯增加，且認為中文

能力，將是未來回蒙古就業優勢，因此對於前來臺灣攻讀學位

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實為值得長期經營的招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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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承辦的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已於9月27日完成複選

，來自全台各地19歲以下的發明家，有38人得獎，選出前6名優

勝作品、15名佳作及17名評審委員推薦獎，其中，Ｕ19最高榮

譽獎獎金15萬元，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特別獎獎金10萬元，

另今年Ｕ19全國發明競賽獲台中市政府補助，增設台中市政府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特別獎，獎金10萬元，預計12月中旬頒獎。

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主任翁振宇說，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原

由經濟部工研院創辦，已連續舉辦四年，去年起由亞洲大學創

意設計暨發明中心接辦，今年第二次承辦，共收集到1245件來

自全國各地19歲以下青少年的新奇創意點，主辦單位初審時，
圖說：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的評審們到場評選，選出優勝作品

。



自全國各地19歲以下青少年的新奇創意點，主辦單位初審時，

從1245件參賽作品，評選188件作品入圍複審。

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邀請台灣設計創新管理協會創會理事長鄭

源錦、亞洲大學副校長鄧成連、仁寶設計中心副總經理陳禧冠

、博上廣告創辦人許益謙、宏達電神話處協理譚雲龍等人參與

複審，由鄧成連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決選出前六名的優勝作品

，可獲Ｕ19最高榮譽獎、亞洲大學創辦人特別獎、台中市政府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特別獎、最佳趣味獎、最佳原創概念獎、最

具發展潛力獎，各得15萬元、10萬元、8萬元不等獎金。為求謹

慎起見，前六名得獎作品，已洽請專利事務所協助檢索，最後

確定名單近期內公布。

。

此外，評審委員還選出15位同學作品，評為「佳作獎」，每人

獎金各1萬元；評審委員特別推薦獎也選出17位同學作品，每人

獎金各5000元；總獎金共達82萬5千元。

翁振宇主任強調，青少年的發明作品琳瑯滿目，得獎的作品，

從電子錢包、不用拔插頭的插座、多功能遮陽布、夜光求生

氣球、雨天方便鞋套、消氣音內褲，到防丟竊卡片、安心睡眼

罩等，以生活息息相關的用品居多，也有跟太陽能、環保有關

的發明，可以看出青少年發明創意無限。

亞洲大學同學以「祈線緣」等作品，榮獲德國紅點設計最佳獎、紅點亞洲大學同學以「祈線緣」等作品，榮獲德國紅點設計最佳獎、紅點
設計獎，師生7日赴德國領獎，光榮站上國際設計舞台設計獎，師生7日赴德國領獎，光榮站上國際設計舞台

亞洲大學視傳系學生以「祈線緣」、「相對論」作品，榮獲德

國紅點設計最佳獎、紅點設計獎，視傳系指導老師侯純純10月7

日帶領榮獲德國紅點設計最佳獎學生林俞伶、蘇昭安、陳宜鈴

、賴湘宜等位同學，赴德國柏林參加頒獎典禮；侯純純老師說

，聽到麥克風中以德文介紹：Chi-Shian-Yuan，from Taiwan

Taichung, Asia University，她們都流下激動的眼淚，大囋：「

這是台灣之光，也是亞洲大學之光！」

亞洲大學視傳系、商設系今年有4組、12位同學設計的作品，參

加2011德國Reddot紅點傳達類、概念類設計類競賽，從眾多國

際傳達設計業界高手中脫穎而出，榮獲1個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及3個紅點獎，是今年全台獲得紅點獎最多的大學。其中，

勇奪最佳獎的「祈線緣 Chi-Shian-Yuan」，是亞洲大學創校10

年來，參加國際設計大獎表現最傑出的一件！

由於獲德國紅點設計競賽最佳獎殊榮，為了鼓勵師生積極參與

設計競賽為校爭光，亞洲大學全額補助一位老師及一位學生10

月7日赴德國柏林參加頒獎典禮，另有一位同學明年可向教育部

申請機票補助，其餘同學得自費到德國領獎，侯純純老師說，

這趟領獎之旅，路途雖然遙遠，卻讓同學登上國際設計舞台，

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設計師交流接觸，大大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侯純純老師提到，校方不但補助旅費到德國領獎，提交作品參

賽時，還補助參賽報名費、郵寄費及獲獎後的作品刊登展出

費用，每件作品參賽時，已獲得6萬元補助，這是全台灣各大設

計院校中絕無僅有的，此舉正是鼓勵教師認真教學、學生積極

創作，希望未來有更優秀的表現。

「當頒獎典禮上，大螢幕播放出我們的作品時，神情相當

激動！」林俞伶同學、陳宜鈴同學激動的說，雖然製作「祈

線緣」的過程難辛，獲獎也來得突然，但我們確信一切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更堅定將來要走設計之路。

圖說：亞洲大學視傳系獲得德國紅點設計最佳獎作者左起林

俞伶、蘇昭安、陳宜鈴、賴湘宜於頒獎會場合影。

蘇昭安、賴湘宜同學指出，有機會到德國柏林，了解異國人文

風情地，還能看到各國菁英設計師、作品，感受不同靈感及設

計風格，大開眼界；她們還參觀對現代設計教育影響深遠的「

包浩斯設計博物館 Bauhaus Archive」，沉浸在濃濃的設計氛

圍中，感動不已。

德國紅點設計獎分為產品、傳達與概念等類，與iF獎同被譽

為「設計奧斯卡」，是世界四大設計競賽之一。其中，傳達設

計大獎今年吸引全球40國、6468件作品參賽，僅608件雀屏中選

紅點獎（得獎率9.4%)；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更僅80件（得獎

率1.2%)，8月1日公布成績；勇奪最佳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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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紅點獎的相對論(RELATIVITY)是視傳系系主任伍小玲指導

吳亭萱、沈依霓、古進笙、謝偉國等4位同學創作。其中，吳亭

萱同學的創作去年也曾得到2010紅點設計獎。

 

亞洲大學服務學習志工金門行，到金門大學參訪，跟大同之家阿公阿嬤亞洲大學服務學習志工金門行，到金門大學參訪，跟大同之家阿公阿嬤
互動、ＤＩＹ製作童玩-竹蜻蜓，滿載而歸互動、ＤＩＹ製作童玩-竹蜻蜓，滿載而歸

亞洲大學學務處服務學習組於10月27日至29日帶領服務學習志

工學生，遠赴國立金門大學進行兩校服務學習觀摩，並到金門

縣大同之家展開關懷行動，由黑泡泡熱舞社帶來活力舞蹈，志

工學生也教導阿公、阿嬤童玩-竹蜻蜓ＤＩＹ製作，為大同之家

的阿公、阿嬤們帶來歡笑，度過一個歡愉的時光。

亞洲大學「金門大學服務學習觀摩行」志工參訪團，27日上午9

時到金門大學參訪，受到學務長董燊、生活輔導組組長莊養森

等人歡迎；亞洲大學服學組組長羅淑真分享亞洲大學首推志工

大學，並成立志工人力銀行，除了培育陽光利他的志工，也到

鄰近社區展開志工服務，還到馬來西亞古晉地區擔任國際志工

，培養學生關懷、解決問題的能力，拓展國際視野。

此外，亞洲大學結合教職員定期舉辦的「師生聯手服學日」，

該校一級主管、老師、職員一起投入服務學習行列，共同維護

校園整潔，更是服學特色之一。亞洲大學服務學習大隊長王

莉靈、小隊長譚佩珊也與金門大學師生分享「馬來西亞-古晉國

際志工」服務經驗。

金門大學也回饋交流，金門大學生輔組組長莊養森說，該校積

極投入志工服務，回饋鄉里，並將學生服務學習400小時列為畢

業門檻；學校也結合社會資源，提供服務志工、閱讀志工、身

障志工、運動志工等，服務不同族群，由校內延伸到校外的

推動，為學生學涯預做準備。

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系會長蔡皓祥分享「陽光天使週

六深度伴讀班」成效，由各學系學生組團服務金沙、金湖、

金亭、烈嶼等地的弱勢學生陪伴學習；運動與休閒學系系會長

曾小資也說，該系結合專業知能，提供運動志工同學，協助金

門縣各中小學重要競賽及活動舉行。

「來！把手舉高！一起搖一搖！」、「大聲喊！嗨！嗨！嗨！

」亞洲大學28日上午到金門「大同之家」展開關懷行動，由黑

泡泡熱舞社活力開場，阿公、阿媽跟著動感音樂一起搖手、扭

動身軀，服學組組長羅淑真接著帶動阿公、阿媽們，隨著音樂

、伸展手腳，大家健康扭一扭、開心動起來，現場笑聲不斷！

圖說：亞洲大學志工服務團赴金門大學、大同之家服務學習觀

摩之旅合影。

金門縣大同之家許美鳳主任說，大同之家設有安老組、兒少組

，主要功能是協助、支持家庭功能，能使住民獲得如同在家一

般的照顧；歡迎亞洲大學的青年志工到大同之家服務，帶來歡

笑及青春活力。

亞洲大學志工同學還協助阿公、阿媽ＤＩＹ製作童玩-竹蜻蜓，

讓他們回想起兒時的記憶，一隻隻的竹蜻蜓，身上貼滿了閃亮

的膠帶及微笑貼紙，呈現出多彩繽紛的姿態，製作過程志工的

溫馨陪伴，溫暖他們的心。比賽時，竹蜻蜓比飛的高、飛得遠

，阿公、阿媽每個人躍躍欲試的可愛模樣，運動精神可不輸給

年輕人。活動後，亞洲大學青年志工陪著阿公、阿媽話當年

，「講古」的過程伴著學生們青澀的台語，帶來不少笑語，回

憶故往也讓學生了解金門人的故事。

羅淑真組長主持反思與回饋時，志願服務同學踴躍、熱切地發

表此行感想，分享服務心得。羅組長提醒志工同學，志工不是

想要服務他人，就忽略備服務者的需要，要用心關懷，期望青

年志工持續發光、發熱，陽光利他。



第二屆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國際論壇在亞洲大學登場，兩天的第二屆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國際論壇在亞洲大學登場，兩天的
研討會，邀請七位國際知名學者會發表論文研討會，邀請七位國際知名學者會發表論文

第二屆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國際論壇(The 2nd Biocomputation

Forum)10月27日在亞洲大學登場，為期兩天的研討會，由亞洲

大學校長蔡進發博士與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拉同Jean-Claude

Latombe博士擔任聯合主席，並邀請美國萊斯大學化學與和生物

分子工程教授Dr. Cecilia Clementi等位國際知名學者蒞會發表

論文。

參加此次論壇的7位國際知名學者：美國萊斯大學化學與和生物

分子工程教授Dr. Cecilia Clementi、美國福克斯契斯癌症研究中

心教授Dr. Roland Dunbrack、特拉維夫大學資訊科學學院教授Dr.

Dan Halperin、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教授Dr. Xuhui Huang、美國

史丹佛大學結構細胞學系教授Dr. Michael Levitt、新加坡A-

STAR大學生物信息學研究所教授Dr. Chandra Verma及美國史丹

佛大學電腦科學系拉同教授Ｄr.Ｊean-Ｃlaude Ｌatombe等。

此外，主辦單位也邀請亞洲大學生物與醫學資訊學系系主任胡

若梅、吳家樂教授、陳玉菁助理教授及中國醫藥大學陳語謙教

授等人，27日下午也發表研究論文。

蔡進發校長說，歡迎遠從美國、香港、新加坡等各地學者蒞臨

亞洲大學，參加這項國際研討會；亞洲大學創校10年，是所

很新、很年輕的大學，卻十分努力 、進步快速的大學，並積極

舉辦多次與電腦科學、生物科技相關國際研討會，上週還舉辦

諾貝爾大師論壇，邀請到去年經濟獎得主摩坦森博士蒞校

演講，24日並舉辦生物資訊與生物工程研討會與論壇(IEEE

BIBE2011)，參與人數很踴躍，成果豐碩。

史丹佛大學拉同教授Jean-Claude Latombe說，這項研討會，邀

請來自世界各地專家學者發表研究成果，提出有關生物資訊與

生物科技的想法，今年又邀請亞洲大學教授們發表論文，彼此

相互討論；這是第二次舉辦這個研討會，有許多學者今年再次

聚在一起，討論更新、更進一步的研究，都有很大收獲。

圖說：參加第二屆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國際論壇知名學者與與

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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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醫系吳家樂老師詢問，這麼多的蛋白質，我們如何去界定每

一個蛋白質的功用。Dr. Michael Levitt 回答說，這很難界定，人

體中有太多的蛋白質，每個蛋白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相似的

蛋白質則會聚在一起而產生功用。

蔡進發校長強調，此項國際論壇將在生物學、醫學、資訊技術

等相關領域，進行學術交流與經驗分享，及在相關領域中所遇

到的困難，進一步探討解決辦法。本次論壇邀請到主題演講和

專題小組討論，重要議題包括基因學、蛋白質組學、結構生物

學和系統生物學等。

法務部長曾勇夫在亞洲大學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士法務部長曾勇夫在亞洲大學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士
及團體大會，盼散發「愛與希望」及團體大會，盼散發「愛與希望」

法務部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月28日在亞洲大學召開「100年

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表揚推

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員，法務部長曾勇夫致詞時，除了對

受獎人士的善心義行表達敬意，希望激勵更多人參與犯罪被害

人保護工作，協助被害人走出陰霾，重返社會，讓被害人不再

暗夜哭泣，社會更加祥和。

5年前，亞洲大學成立司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定期舉辦更生

保護人相關課程，包括「如何開創創意人生」、「樂活田園」

、「保護教育與創意思考」等課程； 針對犯罪保護人也召開犯

罪被害人家庭會談，開設「手工藝品達人」、「快樂學英文」

等課程，並舉辦馨生人戶外團康活動。還到台中、澎湖等監獄

等單位進行心理輔導、團康活動，慰藉受刑人，獲得良好績效

，該中心因而受邀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合辦此次表揚大會。

今年度接受表揚人員，包括志工張幸雄、林夙慧律師、洪雅玲

社工師、韋愛梅女士、黃心怡督導、李竟民組長、陳麗珍、吳

秀珠、王淑子女士、廖明山等10人，以及財團法人私立台東基

督教阿尼色弗兒童之家、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台東縣私立德蕾之家、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及社團法人台中律師公會等4個團體，另頒發一特別獎，表揚因

病過世、前板橋地檢署考科科長劉正次的貢獻，分別由法務部

長曾勇夫、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長顏大和頒獎，場面溫馨

感人。

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推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努力，如今年3

月台中市發生阿拉夜店大火案，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及時介入

處理；此案更創下記錄，從事件發生到國家賠償，只花費半年

完成；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長顏大和也說，該會成立12年

，都是多靠協會志工們的付出努力做出名堂來，「事件發生在

那裡，服務就到那裡！」，即使像阿里山火車翻覆事件，有不

少傷亡是大陸人士，也照樣服務、協助處理。

 

圖說：左起顏大和董事長、蔡炳坤副市長、蔡進發校長、曾勇

夫部長及台中地檢署檢察長張斗輝等人一起啟動「永恆之馨」

儀式。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指出，今天是感恩、溫馨、希望的日子，

有不少犯罪被害人在協會協助，重新站起來；因為有志工們的

奉獻，讓社會更加溫馨祥和，帶來希望；亞大創校十年，除了

辦學績效卓著，也加入社會服務行列，首推志工大學，希望對

這個社會有所幫助。

100年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今天

下午2時30 分起在亞洲大學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邀請台中市副市

長蔡炳坤、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各分會主任委員、受獎人及馨

生人等，計400人參加。

「永恆之馨，擁抱馨生！」此次大會由台中市國安國小兒童合

唱團出場表演唱「照亮我的天空」、「謝謝你燦爛笑」等歌曲

，揭開序幕；台中律師公會薩克斯風樂團到場吹奏「世界第

一等」、「多少柔情多少淚」樂曲，馨生人陳雁苡也表演孔

雀舞，都贏得不少掌聲；曾勇夫部長、顏大和董事長、蔡炳坤

副市長、蔡進發校長及台中地檢署檢察長張斗輝等人接著一起

啟動「永恆之馨」儀式，盼能到處散發「愛與希望」。

亞洲大學視傳系投入集集山蕉產業文創品牌設計，產品多樣化亞洲大學視傳系投入集集山蕉產業文創品牌設計，產品多樣化
又富創意，盼不再蕉賤傷農又富創意，盼不再蕉賤傷農

用山蕉產業文創與世界「交」朋友！亞洲大學視傳系為集集蕉



用山蕉產業文創與世界「交」朋友！亞洲大學視傳系為集集蕉

農量身打造26種香蕉產業文創，讓「阿蕉姨」成為邁向世界的

台灣農業「嬌客」，嶄新的創意開拓山蕉產業不一樣的視野，

南投集集鎮長嚴鴻邦說，蕉農看到這些產業文創，相當豐富，

已為集集山蕉注入強心劑，期望香蕉也可以和古坑咖啡、八卦

山土鳳梨酥一樣走入世界，不再蕉賤傷農。

活動策展人、亞洲大學視覺傳達學系助理教授侯純純說，果賤

傷農，每當看到山蕉盛產時，價格大跌，蕉農焦頭爛額；國會

殿堂也上演丟香蕉戲碼，甚為不捨；因此亞洲大學視傳系選擇

具口感香Q特色的集集山蕉，投入集集山蕉產業文創品牌設計，

共116學生、產出26組文創，讓集集鎮長嚴鴻邦欣喜不已，向亞

大提出邀展的請求。

因此，亞洲大學同學設計的集集山蕉產業文創品牌作品，應邀

即日起至11月20日在集集鎮遊客服務中心(集集驛站)一樓，展出

山蕉產業文創的26組作品，設計的作品包含以集集山蕉為主要

設計元素的旅遊紀念品、觀光遊戲組、手工山蕉冰淇淋、山蕉

果醬、山蕉蛋捲、山蕉紅茶，甚至是天然保養品等。

侯純純老師說：學生產業文創除趣味十足，也深入市場需求，

例如「阿蕉姨」幸福果醬；山蕉下午茶的田園「蕉」響曲，即

是休閒名店；「莫逆之蕉」的山蕉酥，可以媲美土鳳梨產品。

「蕉焙」的山蕉紅茶，是整合山蕉與日月潭阿薩姆紅茶產業的

新產品「蕉想月」的山蕉冰淇淋；「蕉朋友」山蕉成長的故事

則深具文化面等，都是可行的產業文創。

圖說：視傳系三年級楊以琪(左)、王薷苹同學文創「山蕉女子

糕校」─杯子蛋糕。

視傳系三年級周世旻、鄒慶惟同學說，選擇集集山蕉文創為產

學合作目標，從觀光客的需求切入，朝向食品點心、玩具遊戲

及生活用品等方向著手，做為設計文化關懷的主題。

集集鎮文化服務所所長蔡伊達、形象商圈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

劉青松，也對山蕉產品設計的文創，刮目相看；他們說，將山

蕉產業分類組成大富翁的遊戲組的創意，可以作為鎮內堆動觀

光旅遊地圖；產業文創的作品，可以結合蕉農產銷班成立生產

活動組織，投入生產、包裝、整合成為集集山蕉文創產業產品

，對香蕉盛產時，將香蕉生產為特色農產品建立具口碑的品牌

，有很大幫助，蕉農再也不必為香蕉盛產焦急。

亞洲大學外文系四年級梅家瑄、詹又潾同學以唐詩英譯作品，榮獲亞洲大學外文系四年級梅家瑄、詹又潾同學以唐詩英譯作品，榮獲
第一屆臺大文學翻譯獎佳作，為校爭光第一屆臺大文學翻譯獎佳作，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外文學系四年級學生梅家瑄英譯杜甫的律詩〈野望〉

及蘇軾的絕句〈花影〉，詹又潾同學英譯杜甫的律詩〈野望〉

及杜牧的絕句〈遣懷〉，參加第一屆臺大文學翻譯獎大專院

校組，分別榮獲佳作獎，為校爭光，將於10月21日下午北上

領獎。

杜甫的律詩〈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

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

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梅家瑄同學的英

譯內容：

Looking at the Wild (Du Fu) 

West hills were snow-covered and three fort-cities defended;

The clear river at South had a bridge crossed over.

The whole country in wars separated all my brothers apart.

At a far corner, weeping, in tears, I was alone and remote.

Yet being old I could only give myself to illnesses,

With not a drop nor dust to contribute to the sacred court.

Often I rode to the outskirts, looking as far as I could,

But couldn’t stand the state’s affairs bleak day by day.

詹又潾同學杜甫律詩（野望）的英譯內容：

Staring at the Wilderness (Du Fu) 

By west hills heaped with snow are three fortified cities;

In south area across a clear river is Ten-thousand-miles Bridg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s turbulence parting me from all my

broth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I weep bitterly feeling lonely and remote.

Only the old age can I consecrate to the ill health;

But without a bit to contribute to my holy dynasty.

Often I ride a horse to the countryside taking a far-seeing view;

And can’t bear everything turning desolate day after day.

此外，蘇軾的絕句（花影）：重重疊疊上瑤臺，幾度呼童掃

不開。剛被太陽收拾去，卻教明月送將來。 梅家瑄英譯內容：

The Flower Shadows (Su Shi) 

The flower shadows layer by layer piled up the elegant terrace.

Several times did I call a child to clean up but couldn’t.

圖說：得獎者：亞洲大學外文學系四年級學生梅家瑄。 

No sooner had the falling sun put them away,

Than the rising bright moon set them back.

至於杜甫律詩〈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詹又潾同學的英譯內容：

Heart-Releasing (Du Mu) 

Down in my luck at this world, I drifted with the wine;

Light in my palm was many a Chu girl of slender waist.

The past decade was just a nap as if a dream of Yangzhou;

What I won in red-light houses was but a name of heartlessness.

外文系主任古錡玲指出，上學期，外文系7位修習翻譯學程的

同學，各選律詩、絕句一首，經教授陳建民指導，今年5月底寄

出英譯稿，參加第一屆臺大文學翻譯獎。評選結果，首獎從缺

，貮、參獎各1人、佳作5人，外文系梅家瑄、詹又潾分獲佳

作獎，其餘得獎同學都來自國立大學及研究所，難能可貴。

「沒想到我們的英譯作品，在臺大文學翻譯獎比賽中獲獎，相

當開心！」梅家瑄、詹又潾同學獲知得獎，十分興奮與感動，

紛紛表示感謝外文系開設的翻譯學程及陳建民教授的指導，將

再接再勵繼續英譯文學創作。

亞洲大學健管系長期照護所研究生鄭秀瑮、林幸宜論文，入選第22屆亞洲大學健管系長期照護所研究生鄭秀瑮、林幸宜論文，入選第22屆
公共衛生研究生論文獎第二名，是亞洲大學之光公共衛生研究生論文獎第二名，是亞洲大學之光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長期照護所研究生鄭秀瑮、林幸宜

提出「行動功能指標ADL及IADL預測台灣老年人跌倒風險之

探討」、「健康飲食及運動可有效降低社區成年人代謝異常的

風險」，分別獲得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第22屆公共衛生研究生論

文獎第二名，指導教授蔡仲弘深表讚賞說：「這是亞洲大學

之光！」。

蔡仲弘教授強調，這已是健管系研究生的論文，第二次在公共

衛生領域中獲獎；她們的獲獎，除了建立同學自信心，也印證

亞洲大學研究生的學術研究能力，不輸國立大學的學生。。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行病學學會在10月16日於台大公共衛

生學院，頒發第22屆公共衛生研究生論文獎，亞洲大學健管系

長期照護所研究生鄭秀瑮、林幸宜研究論文分別獲得流行病學

和生物統計組（第一名從缺）、衛生教育和社會及行為科學組

第二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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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長期照護所研究生鄭秀瑮（左）、林

幸宜與指導教授蔡仲弘（中）開心合影。

因子的風險。健康飲食及良好的生活行為介入，是社區成年人

安全有效的健康促進方法，運用培訓地方種子人員，能激發參

與者，增強自我效能，增進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雜誌刊載。

鄭秀瑮同學的論文是「行動功能指標ADL及IADL預測台灣老年

人跌倒風險之探討」，是國內少見以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日常生活功能）和IADL（I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探討老年人跌倒的研究，資料相

當珍貴。

老年人口急速上升，使得跌倒的預測愈來愈重要；鄭秀瑮同學

的研究調查顯示，老人有ADL和IADL困難時，常導致老人活動

受限，無法獨立生活，甚至容易發生跌倒；其中，如ADL失能

，不管是近期或遠，都不具預測跌倒風險的能力。平日適量的

體能活動、適當的營養攝取，及定期的跌倒風險評估，將可有

效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風險。

林幸宜同學的論文是「健康飲食及運動可有效降低社區成年人

代謝異常的風險」，她的研究結果顯示健康飲食及良好的生活

行為，如多運動，可經由有組織、有系統的健康促進方法推廣

到社區，且可有效的改善成年人，如中老年人代謝症候群危險

「林幸宜、鄭秀瑮兩位研究都長期追蹤個案、用心投入學術

研究，她們的研究精神及學術程度，都不輸國立大學的研

究生！」指導教授蔡仲弘說，從林幸宜、鄭秀瑮兩人身上，就

可以看出亞大學生的程度佳，只要找對研究方法、研究方向，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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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能可貴。

在台中市衛生局擔任營養師的林幸宜同學說，她的畢業論文能

夠得獎，甚至評選為第二名，相當開心，憑藉這樣的研究成果

，參加國民健康局體重控制成效及正常血糖值宣導競賽活動，

還榮獲體重控制成效組優等，是意想不到的附加價值；目前她

正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深入社區老人健康維護相關研究。

「能夠得獎，特別高興，也是對自我肯定！」新竹國泰醫院擔

任護理長的鄭秀瑮同學說，她一邊工作，一邊從事學術研究，

讓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過程雖然辛苦，但收獲很多，尤其經

由蔡仲弘教授的指導，精準抓住研究方向，將來有機會將繼續

攻讀博士學位。

亞洲大學時尚系學生模特兒，參加「2011台北世界設計大展亞洲大學時尚系學生模特兒，參加「2011台北世界設計大展
憶．游．織．醒」展走秀，動感演出時尚秀，贏得不少掌聲憶．游．織．醒」展走秀，動感演出時尚秀，贏得不少掌聲

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系10月24日下午應邀參加「2011台北世界設

計大展」的服裝動態展演，在台北南港展覽館走秀，並挑大樑

擔任大專院校首場展演；時尚系主任林青玫等人共同設計30多

套服飾，展現多重變化的功能性，相當亮麗，並由亞洲大學22

名學生擔任模特兒輪流上台走秀，個個台風穩健，展示青春

自信、亮眼，足以媲美職業模特兒的水準。

臺灣首次舉辦世界設計大會在2011年在臺北市舉行，這是台灣

歷經一年多申請舉辦，並自全球13國19個城市中脫穎而出，集

合跨平面、產品及室內設計，及建築、藝術等不同設計領域，

讓學生體驗令人震撼的設計創新與活力；主辦單位舉辦走秀活

動暖身，亞洲大學時尚系師生整體創意動態走秀，24日下午1

時30分、3時30分在台北南港展覽館【感動設計區-美麗織事】

開演，吸引不少民眾到場觀賞。

時尚系主任林青玫說，此次師生聯合展演，以該活動感動區主

題概念『美麗織事』為發想，策劃展演的主題概念是「憶．游

．織．醒」，以兒時游動於腦中的記憶，運用織物為主要媒材

，表現紡織品構成各式各樣的衣飾，賦予多層次情感，配合個

人的生活模式，創造出服裝多元化的功能性與搭配性，擁有無

限精彩的可能。

圖說：時尚系學生模特兒參加2011台北世界設計大展-憶．游

．織．醒」展走秀，亮麗好看。

林青玫主任強調，該系受邀到南港展覽館走秀，除了讓學生有

更多舞台上歷鍊的經驗；透過師生創意聯合展演，結合異素材

與創新思維相互激盪出前瞻設計，以全新、前衛性的創意概念

，呈現時尚織事美麗覺醒的視覺饗宴及展現自我突破的嶄新

蛻變，讓觀賞者感受師生充沛的設計能量，以「設計」體驗時

尚「憶。游。織。醒」。

 

亞洲大學擴大關懷行動，舉辦原住民暨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亞洲大學擴大關懷行動，舉辦原住民暨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

成長營，邀請新移民、原住民家庭成員同遊竹山天梯等地成長營，邀請新移民、原住民家庭成員同遊竹山天梯等地

亞洲大學學務處擴大關懷行動，10月23日舉辦族群融合親子共

學成長營，邀請台中市18個新移民家庭、13個霧峰花東新村的

原住民家庭成員，一起到南投縣竹山天梯、竹山文化園區及紫

南宮等景點參訪，透過戶外教學與親子陪伴的方式，享受難得

的悠閒假日。

此次成長營隊共82人，由學務處服學組羅淑真組長、社會工作

學系廖淑娟老師帶領服務學習的志工，全程陪伴；23日上午7時

一早，從亞洲大學出發，到竹山鎮大鞍里，由民宿業者導覽竹

山天梯自然景觀，9時至12時，在民宿業者、服學志工陪同下，

親身領略天梯的宏偉，沿途並介紹竹林生態及竹林之美；雖然

山路不好走，體力負擔也大，但每位成員、大小朋友無不邁力

向前，走完全程，全體隊員中午到民宿餐廳享受竹筍全餐美食

。

「這隻竹蜻蜓，跳得好高哦！」「這是我做的竹筷！耶！」成

長營隊下午2時轉到竹山文化園區，除了參觀工藝家的精緻竹

藝品，並親手學做竹藝品、大小朋友一起ＤＩＹ竹蜻蛙、竹筷

，親身體驗由竹子製作各項生活藝品，每對家庭的親子成長學

習熱絡，對此趟竹的認識及生態讚不絕口；最後還到香火鼎盛

的竹山紫南宮參觀，認識台灣宗教文化，有的還上香膜拜、祈

求好運到來，收獲滿滿。

羅淑真組長表示，運用服務學習的有限資源，結合校內接受志

願服務專業培訓的服學志工，規劃行程、安排活動及分工，讓

志工們瞭解自己的責任，期能發揮最大的服務成效，更讓參與

營隊的原住民、新移家庭成員們，感受到亞洲大學的溫馨與

用心。

圖說：亞洲大學舉辦原住民暨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成長營，與

會人員在竹藝店合影。

位於台中霧峰的都市原住民部落「花東新村」，是921大地震的

受災戶，花東新村民陳玉蘭說，這次的共學成長營，讓部落的

原住民朋友們有個美好的回憶，在志工團隊貼心的服務，享受

難得親子同樂的戶外活動，感謝亞大持續給予原住民的關懷與

支持。

社工系廖淑娟老師指出，服務學習的核心價值，是培育學生良

好生活習慣及熱忱服務，今年社工系將協助花東新村進行社區

營造的部落發展，成立「台中市霧峰區花東新村部落原住民培

力工作坊」，由社工系研究生進駐服務，做好紮根的工作，期

能引起更多校內師生的關注。

水墨畫名家蘇峰男教授蒞校演講，介紹溥心畬、黃君璧、張大千及水墨畫名家蘇峰男教授蒞校演講，介紹溥心畬、黃君璧、張大千及

林玉山等位畫家、作品，並親自示範作畫，師生大開眼界林玉山等位畫家、作品，並親自示範作畫，師生大開眼界

亞洲大學這學期起舉辦「駐校藝術大師系列講座」，亞洲大學

駐校藝術家、水墨畫名家蘇峯男教授率先登場，蘇峯男教授特

別講述近代名畫家如溥心畬、張大千、黃君璧、林玉山等人，

比較其畫作特色；他還提筆示範山水畫，畫出阿里山有名的「



比較其畫作特色；他還提筆示範山水畫，畫出阿里山有名的「

雲海」讓聽講師生大開眼界。

蘇峰男教授10月4日下午以「水墨畫的畫境」為題演講，受到校

長蔡進發、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歡迎，蔡進發校長指出，

創校之初，就把美的元素加進校園來，明年8月安藤忠雄藝術館

完成後，更將帶動全校藝文氣息，「美育」正是目前所推動「

三品教育」的基礎，校方正透過正式、非正式、潛在課程及情

境教室，營造造充滿藝術、優質多元、人文關懷的求學環境。

蘇峯男教授特別介紹溥心畬、黃君璧與張大千是民國以來傳統

水墨國畫中老一輩畫家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後半生都跟台灣有

密切的關係，也給台灣水墨畫畫壇帶來很大的影響；他說，溥

心畬是清朝道光皇帝第六子親王的次孫，身為皇室子弟，自幼

精通經史和書畫，善山水、人物、花鳥、走獸，他的山水畫線

條簡單、用筆流暢，作畫大多取自大自然；溥心畬不僅書畫好

，而且從小即通詩詞典籍，他的畫作藝術不離詩、書、畫，曾

以畫名與張大千並稱「南張北溥」。

至於國內外聲名遠播的張大千，蘇教授指出，張大千一生，可

說是多采多姿，帶點傳奇性，他曾不遠千里去西北荒僻的戈

壁裡，住在敦煌石窟中二年七個月之久，臨摹了幾百幅精采的

壁畫，之後他畫人物仕女，確實受了敦煌壁畫的影響，明顯轉

變畫風；60歲以後，他旅居歐美，接觸新文化開展視野，進而

創出潑墨重彩風格，潑墨山水更成為張大千所廣為人知的一大

特色，他畫花卉，如荷花更是一絕。

黃君璧的畫作與表現技法，來自於傳統國畫的嚴格訓鍊，但其

中所蘊含的自然觀及人文精紳，則已逐漸脫離傳統中國山水藝

術精神之理念。例如他在畫中的取景：近景松石林木，主景瀑

布遠山，已是西方風景畫的窗景構圖；他也主張寫生，認為畫

中山水除了臨摹前人之作，更要身歷其境。因此，他曾走訪世

界三大瀑布，將這種天然奇景描繪得生動寫實，宛若身歷光影

，他突破了傳統畫法，獨創的「倒人字形」、「抖動搖擺形」

畫瀑新法，逼真地傳達瀑布飛動的視覺效果，因此談到畫雲

和水，黃君璧自創的筆法可說是前無古人。

蘇峯男教授還介紹台灣畫家林玉山、名畫家傅狷夫及歐豪年等

人作品，他特別強調，林玉山是台灣著名畫家，以膠彩畫及水

墨畫著稱，他是台灣水墨畫家中，畫花、畫鳥的第一人，尤其

是畫老虎，更是畫得有骨有肉，顯得虎虎生風，他對台灣文化

的發展、藝術及美術教育上有卓越貢獻。

圖說：亞洲大學駐校藝術家、水墨畫名家蘇峯男教授蒞校演講

。

談到水墨畫，蘇教授說，國畫起源於中國，後來傳到日本、

韓國，也稱為「國畫」，為了讓中西畫明顯區分，目前都以「

水墨畫」、「彩墨畫」稱之。「水墨畫」顧名思意就

是用”墨”及”水”來作畫，習作的表現主要利用水墨的調合，藉

由其濃淡、粗細的筆觸表現，讓景物或意境清楚呈現、躍然

紙上。

在場耹聽有不少是創意設計學院學生，蘇峯男教授勉勵同學說

，作畫前，先清楚要表現什麼，先有意念，再順著意念去創作

、舖排；藝術本身就是要有創意，如同畫作一樣，設計東西，

不一定什麼地方都要填滿，留白也是門學問，即所謂「空

靈感」，有時留白反而更受歡迎。

蘇峰男教授親自提筆示範山水畫，他先以乾筆勾勒出山岩石壁

，在岩壁的技法上是以側邊做出明暗，其後也是以乾筆樁出山

壁的稜角，若實若虛，逐漸的清幽的意境跳躍於紙上，再營

造「雲深不知處」的情調，浮游於雲海中，陶治性靈，個中滋

味盡在不言中。

以花卉及山水見長的蘇峰男教授，台北縣淡水鎮人，國立台灣

藝專(台灣藝術大學前身)美術科畢業後，再進入美國舊金山藝術

學院研究所深造，獲美術碩士學位M. F. A；專長水墨畫，曾任

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系主任、書畫學系系主任、造形藝術研

究所所長等職，前年受聘為亞洲大學駐校藝術家。屢次應聘省

展評審、評議委員、全國美展評審委員。北、中、高美術 館、

國父紀念館、歷史博物館等展品評鑑委員等。

好消息！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校際交通巴士，10月3日上路！好消息！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校際交通巴士，10月3日上路！
繞行中醫大、亞大及高鐵台中站，服務兩校教職員生繞行中醫大、亞大及高鐵台中站，服務兩校教職員生

好消息！好消息！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專屬校際交通

巴士，10月3日已經上路！由中國醫藥大學出發、經亞洲大學，

最後到高鐵烏日站，一天往返四趟，每週一至週五上午7時由中

國醫藥大學出發，晚上8時05 分回到中國醫藥大學，兩天來，已

有教職員生搭乘，頗為稱便，請多加利用。

總務長朱界陽指出，目前這輛專屬巴士停靠站分別是亞洲大學

校門口、中國醫藥大學英才路側門、高鐵烏日站地下一樓六號

出口處附近18、19、20號公車月台，供教職員生上下車。

此一交通巴士的乘車證，交由亞洲大學統一製作，採限量發行

，提供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教職員生申請，其中，亞洲大

學申請乘車證者，酌收工本費一學期50元；朱總務長說，10 月3

日至17日是試乘期，兩校教職員生可免證搭乘；本校教職員生

即日起到總務處櫃台申請乘車證。

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是共同向元盟交通公司，合租43人座

遊覽車，要求元盟交通公司提供 2011年（含）以後的新車上路

，是低底盤的巴士，車身外觀彩繪，並張貼宣傳廣告，成為兩

校校際專用交通巴士。由於交通接駁車將行駛高鐵路段，一旦

座位額滿時，請搭乘下次班車（因為高速禁止站立）。

目前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兩校校際交通巴士，每週一至

週五，上午7時10 分從中國醫藥大學發車，接英才路、五權路到

中投快速道路，從丁台交流道下，到亞洲大學校門口；再由亞

洲大學校門口上國道3號高速公路，轉中彰快速道路，抵達高鐵

台中站，一趟行車時間約1時30分；週六、日及國定假日不行駛

。

朱總務長強調，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是兄弟校，學術交流

密切，經常舉辦類似「龍騰虎躍」的體育競技、學術活動，加

上學生相互選修通識課程，因此，決定兩校租用遊覽車，並使

亞洲大學到高鐵台中站交通，增加交通的便利性。

圖說：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專屬校際交通巴士上路了！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高鐵台中站發車、到站表

中國醫藥大學站

(發車時間)
亞洲大學

(發車時間)

高鐵台中站

(到站時間)

07：10 08：10 08：40

10：20 11：10 11：40

14：10 15：10 15：40

17：15 18：10 18：40

高鐵台中站->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發車、到站表

高鐵台中站

(發車時間)
亞洲大學

(發車時間)

中國醫藥大學站

(到站時間)

08：45 09：20 10：10

11：45 12：20 13：10

15：45 16：20 17：10

18：45 19：15 20：05

時刻表依學校網路公布

圖為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專屬校際交通巴士上路了！

 



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在亞洲大學登場，知名心理學者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在亞洲大學登場，知名心理學者
黃光國教授、黃榮村校長、曾志朗政務委員提出反思論點黃光國教授、黃榮村校長、曾志朗政務委員提出反思論點

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0月15日、16日在

亞洲大學登場，邀請知名心理學者、總統府國策顧問黃光國

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朱瑞玲進行反思演講，兩位前教育部

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政務委員曾志朗，就台灣未來的

學術發展，台灣心理學家應有的社會關懷提出看法；香港中文

大學著名心理學者梁耀基（Freedom Leung），也到場分享香港

心理學家的角色與貢獻。

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亞洲大學副校長柯慧貞表示，今年學術

研討會主題是「反思心理學家的社會關懷」，共有350篇論文，

投稿相當踴躍，分口頭報告與壁報論文兩部分，口頭報告

在15、16日下午舉行，依不同的主題分別進行研討，現場還有

壁報論文展示與交流，包括蘇薌雨教授獎學金優秀碩士論文獎

得主在內的論文，吸引不少心理學者及師生前往瀏覽。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在研討會中致詞說，該校辦學成效卓著，

不但招生人數逆勢成長十倍，已連續六年獲得教育教學卓越

計劃，學術方面，2010年國際論文發表數量已在大專院校中排

名第25名，其中，心理學系在該校創校第二年成立，並成立研

究所，可同时培育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是該校的重點科

系之一。心理學在台灣的發展日漸蓬勃，透過歷年來心理學學

者的研發教學及服務應用，整體群眾的身心健康企進已有莫大

的貢獻。

知名心理學者、總統府國策顧問黃光國教授15日上午率先登場

，主講：反思五十年來台灣心理學家的社會關懷與貢獻」，黃

教授反思觀點、重要論述是「國際化成為流行，以接軌世界

為名，行複製西方經驗之實」；他說，台灣和快速竄起的大陸

學界都以西方（美國）馬首是瞻，在趕英超美的口號下，砸重

金鼓勵以量計價的學術出版 ，一時間人人衝刺「唉唉叫」論文

，有本事的單兵突圍，有計謀的巴結國外大牌學者，做苦工換

取在ＴＯＰ期刊上的版面位置。

第二場的演講主題是「面對台灣未來發展與國際趨勢，台灣心

理學家應有的社會關懷」，15日下午邀請政務委員曾志朗、中

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到場演講。

圖說：參加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開幕與會

人員全體合影。

曾志朗教授強調人生而平等，他由腦科學神經元觀點切入心

理學，呼籲科學家們應當努力實踐「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的大同理念；知識分子更應關懷本土，留在本土，

建構本土，並結合網際網路帶向國際，實現大同理想。

黃榮村校長歸納出當代重大問題呼應台灣事件與特有文化，為

台灣心理學家們提供教學、研究與社會關懷許多的引路。包括1.

全球氣候變遷與重大天然災害的因應，與台灣傳統污染源和核

電問題。2.網路成癮與自我調控的潰敗，對學習、溝通及生活

影響。3.金錢遊戲與台灣的社會正義傳統的角色功能。4.現今藍

綠與統獨信念的對抗，與是非判斷，所帶來緊張、失落、憂鬱

、希望、不確定感等，是當代台灣心理學家值得深入研討的

課題。

「佛陀是全世界最好的心理諮商師！」香港中文大學著名心理

學者梁耀基（Freedom Leung），也到場分享香港心理學家的角

色與貢獻。梁教授將佛陀提到的受、想、行、識與腦科學作

連結，說明我們的每個想法，在大腦內都會產生改變，在教育

實務中，內觀的訓練是融合了東方的禪修、儒家的吾日三省與

西方科學實事求事的態度。此外，梁教授提到恐懼、焦慮、憤

怒和悲傷都會遮蔽心智；我們若能改善情緒，那麼注意力、看

世界的角度及行為也會跟著改變。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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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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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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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輔導組

特殊資源教室

諮心知新社志工自我探索團體 100.10.19 -11.30
每週三，共6週

18:30-20:30
I215律動教室

諮商輔導組

導師知能研習 

魏明毅諮商心理師～ 

「傳道與解惑—談學生衝突的轉化」

100.11.02 15:00-17:00 M003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靈成長講座 

魏明毅諮商心理師～ 

「情緒EQ大躍進之人際溝通講座」—人際吃

的開，走得通

100.11.02 17:30-19:00 A101

服務學習組 志工基礎訓練 100.11.10 19:00-21:00 M001

諮商輔導組

導師知能研習

林伯彥醫師(信安醫院精神科主任)～

別為教育抓狂—談教師的心理自由

100.11.11 13:10-15:00 M004

諮商輔導組 

特殊資源教室
認識聽障~校園聽障體驗營 100.11.12 09:00-12:00 M014

服務學習組 志工基礎訓練 100.11.12-13
11.12  8:00-16:40

11.13  8:00-12:10
A101

服務學習組 100年區域和平志工團青年志工服務中區博覽會 100.11.15 上午8時至下午13時 體育館

衛生保健組 運動傷害防治 100.11.15 晚上6:00-8:00 M001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靈成長講座 

蘇俊賢臨床心理師～「開心農場，非網不可」—

網路成癮與因應

100.11.16 15:00-17:00 A101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靈成長講座 

蘇俊賢臨床心理師～「愛上陌生人」—網路交友

陷阱與犯罪

100.11.16 17:30-19:00 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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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雁領行(三)大學教師的教學秘笈 100/11/02(三三 ) 14:10-16:30 資訊大樓I104會議室

教發中心 飛雁領行(四)大學教師應該知道的教學問題 100/11/23(三三 ) 14:10-16:30 資訊大樓I104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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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領學程暨陸生心靈輔導講座-2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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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天鵝理論」

11/09 17:10-18:30 A115亞洲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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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投日月潭」

11/05 -- 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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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竹北埔、內灣客家文化」

11/26 -- 新竹

陷阱與犯罪

諮商輔導組 

特殊資源教室
諮心知新社外展服務-聲暉定向越野活動志工 100.11.20 08:00-16:00 校外

諮商輔導組

導師知能研習 

程子芸臨床心理師～「導師可以放鬆的聽，學生

可以安心的講」

100.11.22 17:00-19:00 M516

衛生保健組 健康體位1824 100.11.22 下午3:30-5:30 M001

服務學習組 志工基礎訓練 11.26-27
11.12  8:00-16:40

11.13  8:00-12:10
A101

衛生保健組 腸胃肝膽的保健 100.11.29 下午3:30-5:30 M001

教學發展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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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講座

教卓計畫辦公室

100年11月1日(星期二) 15:50~17:30 A101 賦稅改革專題演講

通識講座

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

100年11月2日(星期三) 15:00~17:00 I109 學習有方、快樂學習--學習與策略探討

通識講座

衛生保健組

100年11月15日(星

期二)
18:00~20:00 M001 運動傷害防治

通識講座

衛生保健組

100年11月22日(星

期二)
15:30~17:30 M001 健康體位1824

創意領導中心

 

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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