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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3件作品入圍德國iF設計獎，其中

左楚浩等3位同學的「水域救生指引裝置」

已獲ＩＦ獎，為國爭光(0328)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到亞洲大學

座談，勉勵同學賺錢、名牌，不是人生最

重要目標，擁有熱情，藉由學習所得幫助

他人，才是最重要(0319)

亞洲大學舉辦「後賈伯斯時代論壇」，校

長蔡進發、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張淑芬

等人，勉勵同學除傚法賈伯斯多元創新外

，還要終身學習，要重視品德養成(0324)

亞洲大學舉辦「雲端運算論壇」座談會，

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等人看好雲端技術

，是台灣在軟體發展與國際間齊頭並進的

機會(0321)

亞洲大學新生入學高額獎學金奏效，繁星

推薦亞洲大學新生，100人中有19名獲獎，

共發649萬元獎學金，個人最多54萬元。甄

審說明會也吸引上千家長、學生參

加(0324、0317)

亞洲大學共識營，蔡長海創辦人要求亞洲

大學辦學要有特色，以學生為重，提供良

好照顧與卓越教學，共同追求卓越(0309)

亞洲大學通識課，學生與校樹談戀愛，出

版「綠色戀人」一書，抒發人與樹自然倫

常(0310)

亞洲大學11週年校慶活動登場，16日校慶

園遊會暨公益演唱會，帶來熱鬧氣氛(0316)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四年級黃敬嵐、

校友林晏綺同學，以「熱聽診器」作品，

榮獲2011香港設計師協會環球設計銀牌

獎(0322)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100位畢業生，23人

考上國、私立大學研究所，其中，4人考上

台大、交大研究所；財金系四年級廖偉茜

同學，申請到英國倫敦大學等3所知名大學

研究所，成績耀眼(0319、0331)

亞洲大學環安室參加台中市政府「100年事

業廢棄物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

競賽，榮獲績效優良獎，為校爭光(0312)

法務部反毒培訓中部開鑼！亞洲大學「司

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成果豐碩，臺中

地檢署全國保護業務連續2年第1名(0314)

亞大、成大調查研究發現，12％國中生網

路成癮情況嚴重，呼籲家長與政府重視，

廣設網路成癮預防中心(0312)

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動土已屆滿一年

，共辦13梯次工地現場導覽，已有1576位

來賓參觀，爭睹最高格的「清水模」工

法(0309)
「臺中學」通識課程開講，琉園創意總監

王俠軍到亞洲大學上第一堂課，許下「不

僅是最好，更要唯一！」(0308)

亞洲大學印度學生成立板球隊，與交通大

學板球隊交手，比賽結果以99比98獲勝成

，印尼文化節也首度登場(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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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件已獲獎，為國爭光其中1件已獲獎，為國爭光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王思涵等9位

學生、3件設計作品，上星期入圍2012國際設計界有「奧斯卡」

之稱的德國漢諾威設計獎（iF Award）。其中，商設系左楚浩、

向浩天、莊宗樺同學的「水域救生指引裝置（Ｌife light）」設

計作品，３月28日中午主辦單位通知已獲得iF產品設計概念獎，

為國爭光。

亞洲大學商設計系主任翁振宇說，德國漢諾威設計獎（iF Award

）向來有「設計界的奧斯卡獎」之稱，是世界各國設計人馬角

逐爭取的最高目標；今年2012iF概念獎共有來自世界各國1萬500

件設計作品參賽，競爭激烈；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總共送

出124組設計作品參賽，評選結果王思涵等9人、3件設計作品，

入圍前368名，決選時再評選出前100名得獎名單。

入圍2012德國iＦ設計獎的3件作品，分別是傳達設計類：視覺傳

達設計系四年級王思涵、江琇雯、顏文鎰同學的「台灣小吃（

Ｅat your snack）」；產品設計類：商設系四年級左楚浩、向

浩天、莊宗樺同學的「水域救生指引裝置（Ｌife light）」、商

設系三年級郭芳雯、曾楷芸、鄭宇恬同學的「盲人體重計（

Ｂlind Ｗeight Ｍachine）」。

主辦單位日前已將入圍、得獎的消息通知亞洲大學，商設系、

視傳系參賽的同學們雀躍不已，感到與有榮焉，認為今年能從

世界各國設計界1萬500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入圍iＦ又得獎

，為國爭光，相當不易。

「能夠入圍德國漢諾威iＦ設計獎，就是肯定！沒想到亞大已有1

件作品獲獎，更是了不起！」翁振宇主任說，iＦ設計獎是設計

界人士追求的目標，只要入圍，等於擊敗眾多國際設計高手，

對身為學生的王思涵等9人而言，就是人生一大成就，對畢業後

要升學要就業，都很有助益，如今已有1件作品獲通知得iＦ獎，

更是莫大榮譽。

「這件作品從發想到設計，我們花了半年製作完成，過程雖然

辛苦，但能夠獲得iＦ概念獎，有種苦盡甘來感覺，努力終有

收穫！」

圖說：商設系左楚浩、向浩天、莊宗樺同學的「水域救生指引

裝置（Ｌife light）」設計作品，榮獲iF產品設計概念獎。

左楚浩、向浩天、莊宗樺同學等位同學說，這項設計作品，是

抱著學習的心情，在指導老師王士俊的指導下參賽，能夠獲得i

Ｆ產品設計概念獎，讓台灣創意在國際舞台發光發亮，相當

開心。

左楚浩等位同學的水域救生指引裝置（Ｌife light），其創意

發想，主要是查覺大部分各種休閒水域周遭，雖設有警示看板

或救生圈設施，但在夜間或陰暗、下雨視線不良情況下，沒有

照明，無法發揮警示作用，更找不到求生圈位置，相當危險；

因此，3位同學將會發光的警示標誌和救生圈結合在一起，設計

成外觀亮麗的創新設備，以達警示及救生效果。

左同學說，Life light是結合警示及救生圈放置功能，在夜晚或是

視線不良的情況下，Life light利用水電池的原理，藉由水域內的

水資源使裝置的LED發光。發光的警示圈代表著附近有水域，

提醒人們必須注意安全，警示圈內套著救生圈，能有效的傳達

出救生圈的所在位置；不但省電，也大幅增加了警示和救生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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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德博士（Dr. Ferid Murad），3月19日於亞洲大學與師生面

對面互動時說，他即使身為諾貝爾獎得主，他的論文還是會被

退稿，申請計畫被駁回；此時要保持動力，樂在其中，不是為

得獎而研究，尤其他贏得諾貝爾獎最大的意義，在於他的研究

可以幫助更多人。

穆拉德博士指出，賺錢、名牌的物質生活，不是人生最重要的

目標，擁有熱情、藉由學習所得幫助他人，才是最重要的。「

樂在其中，樂於助人、幫助社會」，矢志成為對社會有貢獻

的人；愈早了解未來要做什麼，就愈能及早訂下目標，努力實

踐夢想；他6度來到亞洲大學講學，肯定亞洲大學不斷求新求變

，學術研究也長足進步。

穆拉德博士強調「鼓勵提問、鼓勵發揮創意的學習環境」的重

要性，他希望同學們保持學習的熱情，不要蹺課、課業要名列

前茅，還要學習挑戰「權威式教育」，才能擁有教師與學生教

學相長的助益；他也立下願望，再拿第二座諾貝爾獎獎座努力

。

穆拉德博士昨天到亞洲大學，與校長蔡進發、中國醫藥大學醫

療體系總執行長許重義主持、該校國際學院的印尼學生 Ainul

Mardiah、休憩系學生李瑋玲、外文系王詩涵同學等人在國際會

議中心座談，談論台灣年輕學子如何面對未來？亞洲大學師生

與台南市善化高中、南投縣五育高中、北港高中400多位師生與

會耹聽。

蔡進發校長引用林書豪的「林來瘋」個案，及穆拉德博士自稱

被退稿、退件的努力不懈風範，鼓勵同學要堅持、要努力學習

，把握所有可能機會，才能奠定成功的契機。他詢問穆拉德博

士對於今年成立11年的亞洲大學，如何在學術發展上提升？穆

拉德博士簡答說，關鍵在於高素質的老師、高素質的學生與挑

勇於戰威權式教學；美國、歐洲大學的辦學特色，在於思想

自由，學生勇於質疑教師的教學。不過，「這個挑戰，必須建

立在紮實的根據、論述、資訊知識上，理性地挑戰教師教學的

權威！」

圖說：「威爾剛之父」、諾貝爾獎得主穆拉德博士與亞洲大學

師生互動熱絡。

來自印尼、心理系的學生Ainul Mardiah詢問是否曾對自己產生

懷疑？穆拉德博士說，鑽研時犯錯是常有的，但要不斷地堅持

，面臨挫折的時候還是要努力、要重新探究。「別人做的事，

不要跟著做」如果要提升研究，千萬不能盲從，要有創新的想

法與做法。

休憩系二年級李瑋玲同學詢問：如何讓自己的研究主題脫穎

而出？穆拉德博士表示，一切研究都必須建立於知識的基礎上

，不但好的老師要帶領學生發揮創意、學生要有學習的熱情，

才有成功的可能。他勉勵同學們掌握工作與生活、生命與生涯

平衡點的重要性。

外文系二年級王詩涵、蒙古學生Nomintuya Ganbold等位同學

請教：「該如何釋放自己心中的壓力？」。穆拉德博士說，壓

力與不順遂，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挑戰，我們應該要學習藉由

各種方式去釋放壓力，找個周末，找些朋友、看場電影，都是

不錯的方式。

台南市善化高中二年級吳懿心同學說，對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

士的演講很有興趣，很高興有機會到亞大耹聽；聽完穆拉德博

士演講之後，覺得未來的求學過程，除了學好英語外，也將傚

法穆拉德博趕緊立定志向，未來決定朝著正確的方向努力、專

精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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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要重視品德養成終身學習，要重視品德養成

亞洲大學與遠見雜誌合辦「尋找台灣的賈伯斯─後賈伯斯時代

論壇」，3月24日下午在亞洲大學登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

張淑芬、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及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等人勉

勵青年朋友，傚法賈伯斯先生融入多元學習，不斷求新、求變

的精神，保持終身學習、創新思考，並重視培育優質人文素養

，是創造成功的不二法門。



「後賈伯斯時代論壇」邀請到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遠見雜誌

創辦人高希均、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張淑芬、趨勢科技董事

長張明正、亞洲大學副校長暨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柯慧貞與談

，探索蘋果執行長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風潮，如何改

變世界的趨勢，吸引500多位師生耹聽；遠見創辦人高希均提醒

青年朋友做任何改革、創新時注意三原則：世界趨勢「That’s

the world!」、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及「Durable instead

of fashion」。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說，大家從賈伯斯的創新思維出發，從

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去思索及探討，引領年輕人「發揮

創意，大膽創新」，尋找新的生命與社會價值。未來學大師托

佛勒(Alvin Toffler)說：「誰佔領了創意的制高點，誰就能控制

全球，主宰21世紀商業命脈的將是創意!」；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臺灣的大學也能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或是培養出臺灣的賈

伯斯。

「亞洲大學不斷推陳出新的辦學特色！」蔡進發校長指出，從

三品書院、志工大學，再推動「學生有創造力、教學有創新力

、課程有創意力、畢業有創業力」的四創學園，重視學生的「

中文能力、英文能力、專業能力、資訊能力、創造能力」的五

力發展，廣邀諾貝爾獎國際級大師蒞校論壇，營造師生親近國

際大師學習環境，就像賈伯斯先生融入多元學習，不斷求新、

求變的精神。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張淑芬以「賈伯斯的心靈探索歷程」

為題，分享自我經驗及禪學的探索。張淑芬說，事業有成的人

，最終追求的是內心的心安、安靜，對自我人生的感恩。她主

持的基金會的公益活動，定期服務榮民之家、兒童仁愛之家；

還有台積電研發的節水技術，可以回收達90%的水資源，將技

術與電子、紡織產業分享。

圖說：參與「後賈伯斯論壇」人士，左起學生代表財金系陳宇

貞同學、亞大創辦人蔡長海、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亞大副

校長柯慧貞、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亞大校長蔡進發及作家

王文華等人。

亞洲大學外文系2年級江欣穎同學提問，賈伯斯有每天沉思冥想

的習慣，在下決策前，會先閉目靜坐，當心定下來時，直覺會

非常清晰、敏銳。請問張董事對此的看法?張淑芬董事回答說，

要成功就是得專心，並要終身的學習。她的先生台積電董事長

張仲謀手邊永遠有一本字典，遇到不懂時就查，找到答案後

註記，且一直重複念著。同學們追求專業、科技的同時，「要

抓住心中純真的種子，內觀自己的真心，創造富含人文關懷與

價值的社會價值！」

「知識才可以創造財富！」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說，台灣在

發展雲端技術存在著三個機會：即大陸市場的開放、成熟的硬

體技術及富含優質人文、設計潛力的人才。要突破早期臺灣企

業傳統營運方式，必須隨著雲端技術發展，透過應用程式介

面（API），大幅下降創業成本，可以用更便宜、更快速的方式

，就能創新、創業，營造高利潤。

學生代表財務金融學系四年級陳宇貞說，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

，雖然會有挫折、矛盾，學習如何從失敗中迅速站起來，就會

成功。數位媒體設計系碩士班陳明哲克服行動不便，參與論壇

，提問說面對追求完美與現實生活常陷入兩難該如何做?趨勢科

技董事長張明正勉勵說，當一切事情矛盾時，要問自己優先

順序，不是為了取悅別人而定的目標，對自己來講，完美定義

是甚麼是最重要的。

 

亞洲大學舉辦「雲端運算論壇」座談會，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等人亞洲大學舉辦「雲端運算論壇」座談會，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等人

看好雲端技術，是台灣在軟體發展與國際間齊頭並進的機會看好雲端技術，是台灣在軟體發展與國際間齊頭並進的機會

亞洲大學3月21日召開「雲端運算的機會與挑戰」座談會，由亞

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主持，邀請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資訊工

業策進會副執行長王瑋、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資訊學院講座教

授Dr. Calton Pu、美國IBM Thomas J. Watson研究中心經理鍾健

堯與談，與會人士看好雲端運算技術，產值高達1兆元以上，相

當可觀，不但是台灣的利基，也是台灣在軟體發展與國際各科

技強國齊頭並進的機會。

「中小企業面臨危機，如何透過雲端科技，建立商業模式？」

亞洲大學副校長曾憲雄、光通系副教授張清濠提問；美國IBM

Thomas J. Watson研究中心經理鍾健堯回應說，雲端運算如果結

合到醫療或製造業，首先要講究人性化，符合民眾需求，想方

設法讓民眾願意使用，以血壓計為例，如果利用雲端運算，讓

圖說：右起亞洲大學蔡進發、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資訊工

業策進會副執行長王瑋等人參與雲端運算論壇。



設法讓民眾願意使用，以血壓計為例，如果利用雲端運算，讓

民眾方便攜帶，樂於使用，隨時測量血壓，就會創造新興市場

。

蔡進發校長認為雲端運算為熱門的科技趨勢，他說，雲端科技

可結合醫療照護、生物科技、精緻農業、觀光旅遊、文化創意

、綠色能源6大新興產業；以美國最大的網路電子商務公司─亞

馬遜（Amazon.）為例，平均毛利達22％，網路服務事業高

達50％；台灣是全球第一大伺服務器輸出國，如果結合硬體優

勢與雲端服務，毛利率可達30%以上。

「知識才可以創造財富！」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說，早期台

灣企業須自行採購硬體設備，佔了很大營運成本，隨著雲端技

術發展，逐漸演變成創業者無須購入任何硬體，透過應用程式

介面（API），大幅下降創業成本，可以用更便宜、更快速的

方式，就能創新、創業。雲端的特性就是資料可隨時移動、隨

時被使用，如何收集資料、彙整成資訊，進而轉化為知識，創

造利潤，是重要的課題。

資訊工業策進會副執行長王瑋說，雲端運算對台灣IT(資訊科技)

產業，有直接衝擊，隨著未來應用軟體與資料都將移往資料

中心，IT(資訊科技)產業競爭也將移往系統（Ｓystem）、軟

體（Ｓoftware）服務；台灣如果沒有雲端系統軟體，不但硬體

毛利難以提升，應用服務成本也會爆增，這是很大危機。

王瑋執行長強調，資策會大力投入研發應用軟體，目前正發

展CAFÉ-CAKE（企業雲端伺服器），與華碩電腦合作主機雲，

再與廣達合作桌面雲、與喬鼎資訊合作儲存雲、與趨勢科技合

作雲端資訊安全，全力策動國內新型雲端產業發展。

亞洲大學新生入學高額獎學金奏效，繁星推薦亞洲大學新生有19名獲獎亞洲大學新生入學高額獎學金奏效，繁星推薦亞洲大學新生有19名獲獎

共發649萬元獎學金，並舉辦甄審說明會共發649萬元獎學金，並舉辦甄審說明會

亞洲大學3月17日舉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新生親師座談會，

校長蔡進發向與會學生、家長宣布，該校祭出高額獎學金策略

奏效，高分錄取許多優秀學生，光是今年繁星推薦錄取100人，

就有19名學生獲得繁星推薦新生獎學金，每位54萬元至30萬元

不等，學校就要發出649萬7120元獎學金。

此外，亞洲大學3月24日舉辦大學甄選入學申請甄審說明會，邀

請通過第一階段錄取考生及家長到校參訪，讓通過第一階段之

考生能對亞洲大學認識學習環境，還到各學系了解辦學情況，

吸引多達上千位學生和家長蒞校；4月7日、8日進行第二階段指

定項目甄試，將錄取三分之一名額，即3位同學中錄取1位，4

月23日公布錄取名單。

蔡進發校長指出，亞洲大學在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個人申請」

招生名額，計1197人，各學系預計甄試人數，皆以3倍錄取人數

核計，預計甄試人數計3659人，卻錄取3757人，除了滿額錄取，

因有同分同條件學生，故增額錄取98人；至於外加的原住民學

生招生名額有 125人，也增額錄取11人，人數達136人，有的家

長遠從屏東東港開車過來，可見亞洲大學的辦學，備受各界

肯定。

來自新北市新北高中的林姵君同學以57級分，推薦上亞大時

尚系，她除了可領32萬元新生入學獎學金，學費還可比照國立

中興大學，四年可省下22萬1200元，總共可得54萬1200元，是可

領最多獎金的新生。「亞大新生入學獎學金，看得到、領

得到！」蔡校長指出，此次繁星推薦亞洲大學，還有2名新生英

文達前標，可獲得英文獎學金，各獲12萬元獎學金。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與獲繁星推薦入學獎學金的同

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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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生入學最高可得新台

幣250萬元獎學金，還加碼設「出國短期研修」獎學金、「品牌

實習與保證就業」獎學金，並創設2千萬元畢業生創業基金、招

收千萬元國際設計菁英班等利多，果然吸引許多優秀學生指名

就是要亞洲大學。

「我就是想來唸亞洲大學時尚系！」獲頒54萬元獎學金的林姵

君說，她曾上網了解時尚系的課程及校內外活動，在家人支

持下，如願唸到自己想讀的學系，除了習得一技之長，又可以

拿高額獎學金，一舉兩得。



文達前標，可獲得英文獎學金，各獲12萬元獎學金。

亞洲大學第二天共識營，蔡長海創辦人要求亞洲大學辦學要有特色亞洲大學第二天共識營，蔡長海創辦人要求亞洲大學辦學要有特色

以學生為重，提供良好照顧與卓越教學，共同追求卓越以學生為重，提供良好照顧與卓越教學，共同追求卓越

亞洲大學3月18日舉辦的共識營，進入綜合檢討的議程，創辦人

蔡長海以鏗鏘有力的語氣，要求亞洲大學辦學要有特色，一系

所院至少一特色，才能獲得外界認同，成為名符其實的名校；

學校要以學生為重，重新檢討導師制度，提供良好的照顧、卓

越的教學，不斷求新、求變，「唯有以執行為標的，所有變革

才能成真！」

「教育就是要有愛！」蔡創辦人勉勵全體教職員說，沒有學生

就沒有學校，沒有學校就沒有老師，要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子弟

教導，學校要提供更好、更快的服務與產品，滿足學生的需求

，讓學生認同學校，能以學校為榮。因此，建議重新檢討導師

制度（目前已設生活、學習、生涯導師），從大一新生開始認

養學生，帶領學生發揮創新能力，加強輔導學習能力。

談到學校落點議題，蔡創辦人指示，亞大創校 11週年，大家要

心懷壯志迎頭趕上，亞大近程目標3年內落點50％以內，進入私

校前10名，中程目標（4至6年）落點在45％以內，進入私校前

7名。至於教學績效評比，也要訂定辦法，列入檢討，並於兩週

內實施彈性薪資，獎勵績優的教師。

蔡創辦人也提到跨領域研究的重要性，他說，不僅是要跨系、

跨院，還要跨校，相關的研究檢討，希望在3月28日的行政會議

提出來，即使與成功大學、中興大學及私立中國醫藥大學進行

學術合作，也要有教學特色，如健康學院是否考慮長期照護的

領域、人文社會學院如何加強臨床心理領域、創意設計學院的

特色又為何？如此一來，才能進行實質的學術合作，獲得彼此

的互惠、互助及互信。

圖說：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在共識營中，勉勵所有教職員以

學生為重，追求卓越教學。

針對蔡進發校長所提出「四創學園」，即學生具創造力、教學

具創新力、校園具創意力、畢業具創業力。蔡創辦人建議，校

園創意力除了硬體建設外，也加入課程的創意變革，不妨改

為「課程創意力」，讓大家一起以多元教育、多元價值，因材

施教的適性教育與創新教學來激發學生的創意與創新力。

亞洲大學目前是「重視研發與服務品質的教學型大學」，董事

會並以具有特色的國際一流綜合大學為願景，創校11週年舉辦

的兩天共識營，定調以「邁向私校前七大」為目標，並擬定相

關執行策略與目標，即教學卓越邁入前五名、營造就業與創業

邁入私大前七名、學術研發排名進入前廿名、產學績效進入私

校前十大、國際化與招生落點提升20％。

亞洲大學通識課，學生與校樹談戀愛，出版「綠色戀人」一書亞洲大學通識課，學生與校樹談戀愛，出版「綠色戀人」一書

抒發人與樹自然倫常抒發人與樹自然倫常

亞洲大學「新聞與生活」通識課程，兼任總務長的朱界陽教授

要260多位學生，每人選擇校園一棵樹「談戀愛」，並寫戀愛

手札，於植樹節前夕編印「綠色戀人」一書，人與樹間的情感

流露無遺，更顯現同學寄情於樹的「人與自然倫常」！

「第一次相遇， 

流蘇樹，是妳今生的名。 

妳我已在佛前面求了一千年，只為了使彼此相遇…， 



妳我已在佛前面求了一千年，只為了使彼此相遇…， 

佛把妳化作一棵樹，在我每天必經之路旁，直到今天才發現

是妳！…」

亞洲大學資傳系三年級同學林建凱，引述詩人席慕容「一棵開

花的樹」詩詞，傾訴他與流蘇樹的戀情，指流蘇樹是他一千年

前殉情的女友，因在泰國佛教國度，被打入地獄。經千年求情

，不計形式再相遇，他女友化為校園一棵樹，他轉世來台唸

亞大，與樹女友人間再聚！譜出「人樹相遇」的淒美戀情，令

人動容！朱總務長說：「往年我欣賞流蘇開滿白花之美，如今

路過就肅然起敬，因為她是我班上學生千年女友！」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最近推出「四創學園」：學生有創造力、

教學有創新力、校園有創意力、畢業有創業力，朱總務長推

出「綠色戀人」的創新，融合通識課程發給同學「綠色戀人」

手札，要每位同學選擇校園中一棵樹，將樹當成戀人，替它

澆水、除蟲、拔草，為它寫戀愛日記；記錄發芽、長枝、開花

、結果的過程 ，進而與樹對話，抒發對樹的感情。

「老師，好奇怪哦！人怎麼去跟樹談情說愛？」朱總務長說，

當他在課堂上宣佈要找「綠色戀人」，還要繳「戀愛日記」時

，好多同學狐疑、納悶，覺得怎麼會有如此的教學法，甚至認

為不可思議！

朱教授表示，亞洲大學設有三品書院、推動志工大學，培育學

生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成為陽光利他的世

界公

圖說：植樹節前夕，朱界陽教授（前排中）與學生們手持「綠

色戀人」一書，獻給校樹愛人。

民；這其中包含人與人的倫常、人與自然的倫常等兩大涵養，

希望每位亞大人走出校門，都具有優質人文素養軟實力；「綠

色戀人」課程學習，正是開拓人與自然倫常，愛護地球、重視

環保的創新意境。

經過一學期的教學驗證，學生寫出好多精彩的「人樹戀情」，

感人字句，讓朱界陽讚嘆不已，從學生與樹談情說愛的心靈對

話中，印證樹的確也可以種在心田裡，因此於植樹節前夕編印

成「綠色戀人」一書，作為「自然之愛」通識課程教材。

朱總務長說，生科系張姓女同學寫下「前世情人爸爸樹」一文

，她把校園內的桃花心木大樹，當成已往父親，天天到大樹

前「晨昏定省」，除告知他當天的心情外，最主要是每天向「

樹爸爸」說聲：「我愛你！」；張同學說，因為嚴父生前，父

女當面都說不出我愛你。還好，朱老師的「綠色戀人」，可解

感恩相思之苦。

亞洲大學11週年校慶活動登場，16日校慶園遊會暨公益演唱會，帶來亞洲大學11週年校慶活動登場，16日校慶園遊會暨公益演唱會，帶來

熱鬧氣氛，盼能再創校務高峰熱鬧氣氛，盼能再創校務高峰

亞洲大學3月16日舉辦11週年校慶園遊會暨公益演唱會，上午10

時起鼓聲喧天，舞獅陣出動揭幕，一整天，不但園遊會吸引人

潮鑽動，帶來高人氣，下午時尚系舉辦「愛地球秀創意，服飾

改造設計賽」，晚上還有公益演唱會，為活動帶來高潮。

亞洲大學16日上午10時在創意設計大樓後方草地，舉辦11週年

校慶園遊會，由校長蔡進發主持，學務長洪耀釧、副學務長張

少樑、教務長黃定鼎、總務長朱界陽、教發中心主任卓播英教

授等位師生與會，氣氛相當熱絡。

蔡進發校長指出，11年前的今天，亞洲大學校園從一片甘蔗園

、西瓜田，到如今校園花木扶疏，建築美侖美奂，還有國、內

外雕塑名家的大型雕塑藝術作品分散校園，充滿人文藝術氣息

，更具有青春、朝氣、有活力；11年來，亞洲大學不但辦學卓

越有成，教育部各項評鑑也名列前茅，國際化、體育也都評列

為優等，目前繼推動三品教育、志工大學之後，再推出「四創

學園」，即學生具創造力、教學具創新力、校園具創意力、畢

業具創業力。

 

圖說：亞大創校 11週年校慶，出動舞龍舞獅，預祝校運昌隆。

「校長好！」、「來！來！這是攝影社的照片義賣！」、「這

是休憩系的涼水舖！來一杯！」「算算塔羅牌、卜卜命運！」

蔡校長還偕同學務長洪耀釧等位主管人員到園遊會的每個攤位

，向參與遊會人員、同學致意，蔡校長看到亞大機動車輛安全



業具創業力。

「拾穗有成、創新未來」蔡校長勉勵全體教職員，在現有基

礎上，各方面都有創新力，積極培養學生具有軟實力，開創校

務高峰、再創未來「黃金十年」，不但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評

鑑盼能達到前5名、私立大學排名前7名，教師的教學研究及參

加國際論文期刊數，也能達到前20名。

「祝亞洲大學11週年校慶！」，16日上午校慶園遊會暨公益演

唱會，邀請台中尚武風陣頭舞獅開場助陣，先來一段擊鼓秀、

一時鼓聲喧天，接著舞獅喜迎龍年，他們高水準傳統技藝演出

，不但氣勢磅礡，也絕對吸睛，獲得不少掌聲，校長蔡進發也

趨前致贈紅包，為亞洲大學討個好彩頭。

，向參與遊會人員、同學致意，蔡校長看到亞大機動車輛安全

騎乘研究社、生存研究社的攤位，也感到好奇、親切詢問，有

不少同學拉著蔡校長合照。

亞洲大學11週年校慶，從3月12日起展開，為期一週，除了由各

學系舉辦成果聯展揭開序幕，14日舉辦的第二屆超級盃草地躲

避球聯賽，也精彩刺激，各學系推派學生參加，在場邊加油同

學的尖叫聲、歡呼聲不斷，充分展現大學生的青春活力氣息，

最後由休憩系獲得冠軍。

校慶演唱會由金曲樂團MATZKA打頭陣，現場「安可聲」不斷

，歌壇新星歌手張暄祺也帶來拿手歌曲「如果可能」，全場師

生們聽得如癡如醉，金曲歌王王宏恩的熱歌勁舞，為現場帶來

熱鬧氣氛，金曲新人王韋禮安演唱知名偶像劇主題曲「還

是會」，帶領全場觀眾進入另一個高潮，活動由藝壇歌姬A-Lin

壓軸，A-Lin一出場，同學們頓時 High到最高點。

亞洲大學商設系黃敬嵐、林晏綺同學，以「熱聽診器」作品，榮獲亞洲大學商設系黃敬嵐、林晏綺同學，以「熱聽診器」作品，榮獲

香港環球設計獎銀牌獎，為校爭光香港環球設計獎銀牌獎，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四年級黃敬嵐、校友林晏綺同學，

以「熱聽診器」作品，榮獲2011香港設計師協會環球設計銀

牌獎，為校爭光。

黃敬嵐、林晏綺同學說， 香港設計師協會通知他們的「熱聽

診器」作品，已在香港設計師協會環球設計大獎中獲獎；已於3

月6日在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舉辦頒獎典禮，所

有獎項當晚公布，他們沒辦法到香港出席頒獎典禮，錯過上台

親自受獎的機會，不過，所有獲獎作品3月9日至25日在香港演

藝學院─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展出。

黃敬嵐、林晏綺同學說，看過醫生的人，都有過被聽診器冰到

肌膚的經驗，這個經驗，造成我們往後在聽診前會引發緊張，

也有幼童因為對冰冷感到不適而哭鬧，尤其是過於虛弱的病人

，也不宜接觸這股冰冷的刺激感。

黃敬嵐、林晏綺等位同學所設計的新型的熱聽診器，內部多了

加熱裝置，為熱紅外線或電熱絲，讓聽診器接觸人體的部分，

有了暖和的溫度不再冰冷，因此患者可得到溫暖舒適的照護，

也為醫療器具增添親民的溫暖感，改變以往聽診器總是冷冰冰

的印象。

「我沒想到會獲得銀牌獎，心裡真的很感動、開心！」去年曾

獲得崑山盃筆電設計獎，獎金高達20萬元的黃敬嵐同學表示，

此次以「熱聽診器」作品參賽，開始獲主辦單位通知入圍得獎

，雖然

 

  

圖說：商設系黃敬嵐同學與校友林晏綺的作品，獲得香港設計師協

會環球設計銀牌獎。

還不知道所得獎項是甚麼，但已經很滿足，當接到得獎通知時

，格外高興。

已經在設計公司上班的校友林晏綺同學強調，這次的比賽能

獲獎，真的很開心，雖然因事無法到現場領獎，但仍是一次很

好的經驗，之後也會再接再厲，繼續參予相關設計競賽。



亞洲大學生科系4人考上台大、交大研究所；財金系廖偉茜同學申請到亞洲大學生科系4人考上台大、交大研究所；財金系廖偉茜同學申請到
英國倫敦大學研究所，成績優異英國倫敦大學研究所，成績優異

國內各大學研究所陸續放榜，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畢業班大

放異彩，111位畢業生，有23人分別考上國、私立大學研究所，

其中，陳俊廷、蕭庭翔同學考上臺灣大學獸醫學系研究所，張

碧珊、吳瑞芸同學考上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甲組、生物資訊與系

統生物研究所；另財金系廖偉茜同學申請到英國倫敦大學，成

績優異。

值得一提的是，生科系蕭廷翔同學同時考上台灣大學、成功

大學、交通大學、中山大學四校研究所，成績優異。另如劉力

嘉同學考上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同時錄取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系、國立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私立東海大學畜產與

科技學系碩士班，成績亮麗；劉力嘉同學說，同時考上多所大

學研究所，「超爽的！」是他4年來最開心的時刻，也讓家人、

親友知道：「亞洲大學也是超強的大學！」

生科系張碧珊從大一就決定考研究所，除了專注學校課業、參

加校內外活動，也積極的找老師做實驗研究、考英文證照等，

學習過程不怕失敗，反覆練習，直到弄明白為止，「考上國立

大學，是我的夢想！」張碧珊同學奉勸學弟妹說，只要下定決

心要考研究所，永遠不嫌晚，全力以赴好好準備，一定會成功

。

生物科技系主任范宗宸指出，不論是生物科技推甄碩士班，或

是自行報考生物科技領域、生命科學研究所，非常重視同學們

的實驗研究成績，尤其是同學的專題研究佔很重要的比例，四

年求學期間，他經常鼓勵同學多到實驗室鑽研，多下一點苦

功夫，實力

圖說：亞洲大學生科系同學，左起為蔡哲維、張碧珊、吳瑞芸

、趙苾聿、劉力嘉、宋俊毅，分別考上國、私立大學研究所，

成績亮麗。 

不輸給國立大學學生，考上國立大學研究所也不是遙不可及的

夢想。

此外，財務金融學系今年升學成績亮眼，有9位畢業生更上一

層樓，考上國內外研究所。其中，財金系廖偉茜同學同時申請

到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布魯內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東英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等國際知名

大學，成績十分耀眼，圓了出國留學的夢想。，廖偉茜同學說

：「提早規劃，認真準備」，就是圓了出國留學夢想的關鍵

今年健康學院兩位學生李蕙君、蘇臻芳分別考上高考專技食品

技師、醫務管理，升學、就業都有亮麗表現！

亞洲大學榮獲教育部校園環境管理評鑑優等、台中市政府「100年亞洲大學榮獲教育部校園環境管理評鑑優等、台中市政府「100年

事業廢棄物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競賽績效優良獎事業廢棄物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競賽績效優良獎



創校11年的亞洲大學，持續對環境保護用心及推動「綠色大學

」理念的堅持，最近參加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100年事

業廢棄物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競賽，榮獲教育組績效

優良獎，3月12日由環安室人員王美青代表到臺中市政府受獎，

為校爭光！

此外，教育部3月23日公布100年度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

調查暨績效評鑑結果，亞洲大學評鑑結果為「優」等，肯定亞

洲大學對校園環境安全衛生的努力。

99年12月25日，亞洲大學在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

葉欣誠教授見證下，由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簽署塔樂禮宣言，

成為國內第18所簽署加入宣言的大學；今年初，亞洲大學參加

世界綠色大學排名全世界第30名、台灣所有學校第4名；去年11

月21日，亞洲大學也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持續展

現亞大關心環境與生態保護。

市府評審委員蒞校訪視時，認為亞大的「誠實商店」二手物品

回收，及「奉茶站」環保杯再利用，頗具特色，因而頒給亞大

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競賽績效優良獎；總務長兼任環安室主任

朱界陽表示，「誠實商店」已開店近三年，不但師生捐贈的二

手貨品可以資源回收，物品也得以延續生命、使用價值，師生

把「丟棄可惜，送人不好意思」的物品捐到誠實商店，能做資

源回收，出售所得又能救濟貧困同學，發揮師生誠心、愛心，

一舉數得，頗具意義。

亞洲大學首開先例在校園內設立「奉茶站」，烹煮枸杞茶、青

草茶、紅茶等健康養生茶，師生只要拿著環保杯，可以自行

取用，減少使用寶特瓶，既節能減碳省錢，又可喝到健康美味

的「三品茶」。

圖說：環安室參加台中市政府「100年事業廢棄物清理及資源減

量回收再利用」競賽，榮獲績效優良獎，由環安室人員王美青

代表（右）前往受獎。

此外，該校推動三品教育，除了身教、言教，也重視情境教育

，在校園內闢建生態水域、獨角仙生態教室、誠實商店、落葉

堆肥區、奉茶站等，並舉辦「老樹入新厝」、「禮讚枯木逢春─

老樹復活」等活動，實際體現環保教育生活化，從潛在教育強

調資源回收再利用的真諦，擴大環境保護及資源回收的效果。

朱主任又說，上學期，該校在每棟教學大樓增設資源回收的垃

圾桶，再結合加三品教育、服務學習教育、相關專業環保教育

、通識教育課程及一分鐘環保教育，讓該校生活垃圾從99年度

的939噸，降至100年度的887噸，共減少了52公噸，可見環保教

育的成效顯著。

法務部反毒培訓中部開鑼！亞洲大學「司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法務部反毒培訓中部開鑼！亞洲大學「司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

成果豐碩，臺中地檢署全國保護業務連續2年第1名成果豐碩，臺中地檢署全國保護業務連續2年第1名

法務部3月14日下午在亞洲大學舉辦『無毒有我，有我無毒』反

毒教育宣導人才培訓，臺中地檢署檢察長張斗輝說，法務部在

亞大設「司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協助該署保護業務，6年

來成果豐碩，該署於司法保護業務評比，已連續兩年獲得全國

第一名。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該校「司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

已為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犯罪被害保護人開設輔導、諮商

、服務等課程；教授、學生也長期進入監獄、看守所、戒治所

宣導服務，迄今已辦理4125輔導活動場次，服務人數達17萬6千

多人次，獲得總統獎牌及法務部頒發多項獎項殊榮，展現學術

參與的「柔性司法」保護的新境界。

圖說：法務部保護司副司長黃怡君代表部長曾勇夫，昨天致贈

獎狀給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左），感謝亞大對司法保護工作

的貢獻。



「亞洲大學司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一路走來，始終保持

創新、精進，不少更生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在大學校園受教，

受到薰陶！」張斗輝檢察長說，這次保護司結合慈濟大學，透

過慈濟系統的反毒教育培，由亞洲大學協辦，就是盼這股向下

紮根與向外擴展的反毒力量，達到防範未然的教育「無毒」

功能。

張檢察長指出，臺中地檢署執行與毒品戰爭中，採取緝毒、

戒毒、反毒三管齊下，頗獲成效。大台中地區吸毒人數，從民

國96年7500人，到去年已降至4500人，減少了3000人。不過，從

販毒人數仍有增加趨勢，可見毒品難以消滅，唯有結合學校、

社區，甚至宗教力量，全力以赴展開反毒宣傳，將毒品控制、

壓制到減少。

亞洲大學「司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主任李明榮指出，法務

部去年又在亞大設置臺中地區司法保護據點─亞洲大學關懷小站

，透過亞大教學資源，協助需要保護被害人的家庭、受保護管

束人等弱勢對象，解決問題並滿足其需求，達到司法精緻化及

活力化的目標。

李主任強調，該中心師生還到馬祖地檢署反賄選活動、澎湖監

獄春節關懷、南投看守所中秋節聯歡，並協辦大型研討會，全

國有功人士表揚大會；國中、小、高中職教師「法治教育研

習會」等活動；也讓亞大財法系、幼教系、社工系、心理系的

老師和學生體驗服務，獲益良多！

亞大、成大調查研究發現，12％國中生網路成癮情況嚴重，呼籲亞大、成大調查研究發現，12％國中生網路成癮情況嚴重，呼籲

家長與政府重視，廣設網路成癮預防中心。家長與政府重視，廣設網路成癮預防中心。

網路成癮已嚴重影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亞洲大學副校長

柯慧貞在台灣臨床心理學年會中指出，問卷調查顯示，光是全

國國中生網路成癮之盛行率高達12．1％；值得注意的是，當青

少年同儕支持或邀他上網程度愈高時，父母長輩愈反對，則網

路成癮程度愈高；父母可應用空間與時間電腦使用管理，合理

適度滿足青少年上網，避免成癮。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年會3月10 、11日在亞洲大學舉行兩天，該校

心理系臨床心理學講座教授兼副校長柯慧貞表示，亞洲大學心

理系與成功大學行為醫學所合作，共同執行國科會計劃，針對

國中生網路成癮進行研究探討。從2296份有效問卷中發現，國

中生網路成癮症高達12．1％，男生15．9％、女生8．9％；其網

路使用時間，上課日每人平均2．34小時；假日高達6．32小時

，成癮後的學生在性格衝動上較高，常影響人的一生，也常造

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柯教授指出，網路成癮學生家中，若個人有一台可上網電腦，

且放在個人房間內，成癮比例較高。調查發現，網路成癮的青

少年，有 31．8%電腦放在個人房間；非成癮症的青少年，

有20．4％電腦放在個人房間內；可見電腦放在個人房內與網路

成癮有相當關連度。因此建議家長或父母，避免在子女房內放

電腦，最好擺在客廳或書房的家庭公共空間，可隨時關心青少

年上網情形。

柯教授呼籲，青少年一旦「沈迷」網路，家長不要一味的反對

，因為從調查資料中交互作用分析顯見，當國中生的周遭同儕

愈支持上網時，父母愈反對，則網路上癮程度愈高；同樣地，

當父母師長愈反對時，同儕上網的支持愈高，國中生也愈容易

成癮。

該如何協助沈迷或上癮網路青少年？柯教授指出，一方面宜開

放合理時間給予上網，滿足適度需求；另方面，要減少依賴上

圖說：亞洲大學定期舉辦電腦營，由志工學生指導社區青少年

正確使用網路世界，避免網路成癮症。

得需求，讓青少年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歸屬感、愉快與成就感，

青少年就不會依賴打電玩來獲得樂趣與成就。

柯教授指說，韓國在發展IT產業同時，廣設網路成癮預防中心

，並在100個醫院成立診療中心，培訓1000名以上專業治療人員

與教師。她已在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規劃成立網路成癮防治

中心，更呼籲政府重視此一嚴重社會問題。

參加臨床心理學年會的衛生署長邱文達，對柯教授研究團隊的

發現，極為重視，認為政府可以整合跨部會資源，針對此議題

擬政策加以防範。

「利用網路學習者，成癮機率很低！」柯教授說，調查發現，

上網玩線上遊戲或聊天室者，成癮率較高。為防範不適與過度

使用網路造成危害，她建議規劃網路成癮預防教育政策，及早

介入，予以預防網路成癮高風險群的嚴重化，及針對12．1％青

少年成癮者提供治療等。



放合理時間給予上網，滿足適度需求；另方面，要減少依賴上

網獲

少年成癮者提供治療等。

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動土已屆滿一年，共辦13梯次工地現場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動土已屆滿一年，共辦13梯次工地現場

導覽，已有1576位來賓參觀，爭睹最高格的「清水模」工法導覽，已有1576位來賓參觀，爭睹最高格的「清水模」工法

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動土已屆滿一週年，完成現場實樣（

Ｍock-Ｕp）及一樓灌漿，自去年7月起舉辦安藤忠雄藝術館工

地現場導覽，共辦了13梯次，已有1576位來賓、安藤迷競相爭

睹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高規格的「清水模」工法，負責策劃

的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最近一梯次，還來了199位來賓，就

為了看一個僅僅蓋到一樓的工地，親身體驗日本工匠手藝之美

，「讓我有點震憾了！」

劉副校長說，安藤忠雄藝術館工地現場導覽，共辦了13梯次，

其中，有9梯次是與誠品書店合作，來自各地建築師、建築系

師生、設計界及台灣安藤迷等來到工地現場，展開所謂「台灣

的安藤之旅」，實地體驗安藤大師所說：「在工地現場這個即

將完成之前的中途狀態，建築能夠擁有最美容顏的一刻！」；

他還在全省6處誠品書店，舉辦安藤藝術館的系列講座及安藤忠

雄書展，獲得迴響。

去年7月23日，亞洲大學邀請誠品書店執行長曾乾瑜、伊東豐雄

建築設計事務所設計師澤村圭介及準建網站總編輯楊恩達、

Ｓhopping Ｄesign總編輯黃威融、等20多位建築界、網路傳播

執行負責人，展開第一梯次台灣安藤之旅；最近一梯次是中華

民室內設計協會199位會員，於3月4日到亞大參觀安藤工地，都

獲得很大迴響。

在劉副校長等人引導下，與會來賓戴上工地安全帽，到安藤忠

雄藝術館工地參觀現場實樣（Mock-Up），這是一座一比一的

兩層樓三角形現場實樣；劉副校長說，安藤大師的「清水模」

工法要求嚴格，聘請六名日本匠師協助施作，所有來賓、安

藤迷，就為了親眼看到安藤建築中，那麼純淨的清水混凝土牆

是怎麼建造

圖說：負責安藤工地的德昌營造游志成主任向來賓解說清水模

模具。

的？怎麼選水泥、選沙？「清水模」又是長得什麼樣？釘模板

和灌漿有什麼困難？施工過程有什艱辛？安藤先為什麼稱工程

建造為「惡戰苦鬥」？為什麼工作如戰場？

「到安藤忠雄藝術館工地現場參觀的來賓，都有莫名的感動！

」劉副校長舉例說，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理事長王玉麟於參

觀後，特別感謝亞洲大學提供機會，讓該協會199位會員參觀安

藤忠雄藝術館工地，收獲很大，更藉由此次的參觀，希望日後

能提升台灣建築的施工品質和混凝土技術。

台灣的安藤迷，每年都會到日本參加「安藤之旅」，除了參觀

安藤大師的建築作品，還會安排參觀工地現場實地體驗，劉副

校長說，安藤忠雄藝術館是安藤大師在台灣第一座建築作品，

沒想到舉辦空前的台灣安藤之旅，竟如此受到歡迎；安藤忠雄

藝術館，將於今年9月底完工，將成為大台中地地標。

「臺中學」通識課程開講，琉園創意總監王俠軍到亞洲大學上第一堂課「臺中學」通識課程開講，琉園創意總監王俠軍到亞洲大學上第一堂課

許下「不僅是最好，更要唯一！」許下「不僅是最好，更要唯一！」

臺中市政府首創在亞洲大學合辦「臺中學-文創新視界」13堂課

通識課程，3月8日下午在亞洲大學開講，琉園創意總監王俠軍

上了第一堂課，吸引300多學生、60位文化局志工、台中市民眾

共同上課，獲得很大回響。



共同上課，獲得很大回響。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臺中學-文創新視界」講座課程，是

項創新課程的安排。該校即將邁入第11年，「文創」是該校推

動重點，如正興建安藤忠雄藝術館，繼「三品書院」、「志工

大學」之後，再推出「四創學園」，與文創新視界課程宗旨

一致。尤其文化局長葉樹姍親自邀請13位業界名師蒞校授課，

參與「臺中學」的通識課程，這是項創舉，相當難得，未來課

程將更見精彩。

王俠軍於1994創辦「琉園」，2002年以琉園 Ｔittot品牌進軍

國際，2003年9月，王俠軍轉戰瓷器藝術，再創新品牌「八方

新氣」，今天他應邀以「明白」為題開講，王俠軍說，他對創

設「八方新氣」新品牌，期許頗高，希望「八方新氣」具有官

窯的浪漫，更是美學的實現，並扮演瓷器革新者，將傳統瓷器

的華麗、典雅、高貴，再添加專業、時尚、文化的美感。

「不僅是最好，更要唯一！」王俠軍指出，面對歐日名瓷、百

年品牌不可攀的障礙，他決定使用高難度的燒瓷技巧，提高製

作瓷器的門檻，採取工序長、失敗率高、成本高的路線，集陶

瓷藝術大成，專做獨一無二的瓷器，如「日月明」的白瓷，居

然讓瓷器「站」了起來，「各位知道，要瓷器長腳、站起來，

有多難啊？！」

談到文創產業，王俠軍強調，文化創意產業應該有五個面相，

一是理想：思考打遺品牌存在的意義；二是文化：將中國文化

重新銓釋，賦予時代趨勢的新文化；三是工藝：在工藝上建立

優勢，超越競爭對手，四是專業：建立具有共識的專業團隊，

創追求專業的美感；五是時尚：讓美學實現，符合時尚需求。

圖說：琉園創意總監王俠軍在「臺中學-文創新視界」通識課程

，上了第一堂課。

臺中文化局志工吳麗琴、台中市民眾陳冠閔說，從文化局的公

告中得知講座活動，對講座若干主題、演講者有興趣、如電影

製作人柴智屏、琉璃王俠軍大師等人都有興趣，很高興到場耹

聽王俠軍老師談白瓷器創作過程，收獲頗豐。

「最期待的講座是與休閒文化相關議題，及花博經驗分享！」

休憩系三年級李瑋玲同學，她是臺中人，想要了解文化產業的

最新趨勢，因而選修「臺中學」的通識課程，像王俠軍老師是

世界級的工藝大師，可親近學習大師風範，相當開心。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王國雄說，新開設「臺中學-文創新視界」講

座課程，這學期，每週四下午3時至5時上課，邀請琉園創意總

監王俠軍、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總製作人丁錫鏞、可米瑞智傳

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柴智屏、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執

行李永豐、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紙教堂見學中心主任孫崇傑、格

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人郝廣才等知名文創業者蒞校講述文

化創意產業議題。不僅亞大同學踴躍選修，也歡迎台中市民眾

耹聽。

 

亞洲大學舉辦印尼文化節，分享印尼美食，觀賞印尼傳統舞蹈亞洲大學舉辦印尼文化節，分享印尼美食，觀賞印尼傳統舞蹈

另亞大、交大板球隊競技，是台灣板球史上的創舉另亞大、交大板球隊競技，是台灣板球史上的創舉

亞洲大學首度舉辦的印尼文化節，3月27日晚間登場，60多位亞

大印尼國際學生，將會場佈置成印尼氛圍，除了分享印尼美食

，還帶來印尼傳統舞蹈，熱門樂團搭配印尼文化樂器Angklung

演唱悅耳歌聲，掀起高潮；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員鄧進權

也認同印尼文化節，他邀請亞大印尼學生到台中市政府廣場，

擴大舉辦印尼文化節活動。

此外，亞洲大學為慶祝11週年校慶，舉辦國際學生校際板球賽

，由新成立的亞洲大學國際板球隊與交通大學板球隊，進行校

際國際學生板球友誼賽，這是台灣板球史上的創舉，兩隊板球

球下場比賽，顯得精神抖擻，各自展現高超球技。

亞洲大學國際學生繼蒙古文化節之後，27日下午5時起舉辦印尼

文化節，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員鄧進權、駐台北經濟貿易

印尼代表Harmen Sembiring、台灣印尼學生會會長Ramzi Adriman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等人到場致意，亞洲大學本地

圖說：亞大印尼同學以歌劇方式，表演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

至於亞洲大學板球隊是由30位印度學生組成，副校長兼國際學

院院長劉育東擔任指導，半導體實驗室許健教授任領隊，交通

大學板球隊也是30位國際學生組成，在亞洲大學體育室主任李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等人到場致意，亞洲大學本地

學生、國際學生也都受邀參加；開場前，與會人員先享受道地

的印尼美食便當，含黃醬飯、沙嗲、雞湯麵,、冷當雞等，香味

可口，具印尼家鄉味。

駐台北經濟貿易印尼代表Harmen Sembiring表示肯定，他說，印

尼距離台灣只有5個小時的航程，印尼是個很大的國家，約有1

萬4000多個島、400個語言，文化多元，值得台灣的同學前往

遊玩。

印尼、台灣的朋友穿著鮮艷印尼傳統服飾，表演印尼舞蹈，頗

為吸睛，贏得不少掌聲。接著以印尼家喻戶曉的故事為主軸的

表演劇上場，訴說名叫Malin年輕人，為了尋找真愛而浪跡天涯

，他到印尼很多地方，看到不同的舞蹈、歌曲，這些傳統印尼

其舞蹈，包括Pendet dance, Piring dance, Kayau dance, Kecak

dance, Yapong dance, Merak dance, Saman dance等。

大學板球隊也是30位國際學生組成，在亞洲大學體育室主任李

明榮、張育瑋助理教授等人安排下，17日下午1時30 分在亞大體

育場，舉行開賽儀式，雙方先禮後兵，互相贈旗，亞大印度女

學生也到場獻花，氣氛熱絡。

這場板球賽，由交大板球隊先攻，等到亞大板球隊領先交大

一分，以99比98勝交通大學隊，即宣布比賽結束，讓此次3小時

的板球比賽，劃下完滿句點。兩隊相約下次到新竹進行友誼賽

，未來會安排跟台北科大、清華大學進行校際競技。比賽後，

許健教授買比薩大餐，招待兩隊板球隊員，讓兩校國際學生相

當感動，覺得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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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工作坊(1)： 

「與情緒和諧共處‧優雅共舞」情緒管理與調適團體 

講師:陳彥成實習心理師、藍文彬(漢翔工業實習心理師)

3月21日(三)- 5月23日(三)

每週三 

19:00-21:00

共8週

M006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工作坊(2)： 

「拒當刺蝟」人際關係與衝突管理團體 

講師:何淑梅實習心理師

3月22日(四)- 5月24日(四)

每週四 

18:30-20:30

共8週

M006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第21期初級急救員訓練 3月31日(六)- 4月1日(日) 8:00-17:00 M004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樂活亞洲，健康Let’s Go 4月2日(一)- 6月8日(五) 8:00-17:00 衛保組

資訊傳播系系學會 電台一日體驗 4月6日(五)  中國電視公司

綠油油康輔社 期中團康發表會 4月9日(一) 資訊大樓I106教室  

學生事務處 

宿舍服務組

愛心優良房東評選 4月9日(一)- 4月20日(五) 上班時間 學生賃居處所

學生事務處 

宿舍服務組

賃居處所安全評核 4月9日(一)- 4月27日(五) 上班時間 學生賃居處所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特殊資源教室

諮心知新社志工培訓： 

「認識亞斯伯格症」 

講師:張中平老師 (台中自閉症協進會講師)

4月10日(二) 18:00-21:00 M521



特殊資源教室 講師:張中平老師 (台中自閉症協進會講師)

幼兒教育學系系學會 幼兒教育學系期中系大會 4月11日(三)  
管理大樓M001

教室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4）:

「學生創造力與溝通藝術」 

講師:紀潔芳教授(吳鳳科技大學專任教授)

4月13日(五) 13:00-15:00 M004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諮輔人員輔導增能督導工作坊： 

「特殊資源教室的工作分享及交流」 

講師:吳惠慈老師(東海大學特殊資源教室輔導老師)

4月13日(五) 09:00-12:00 H101

崇德青年志工社 期中元氣進補 4月13日(五)  

感恩學院、惜福

學院、築夢學院

、登峰學院

機動車輛安全騎乘研

究社
亞大機研社期中大會 4月14日(六)  資訊大樓I306教室

崇德青年志工社 吃素環保救地球-你我共同行動 4月16日(一)- 4月20日(五)  Show time廣場

學生事務處 

宿舍服務組

100-2期中考加油站 4月17日(二) 21:00-22:00 各宿舍櫃台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系

學會
健管系家聚大會 4月18日(三)  資炫大樓烤肉B區

流行音樂社 流行音樂"Party" 4月18日(三)  行政大樓前草皮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諮輔人員輔導增能督導工作坊： 

「邊緣性人格成因及處遇督導工作坊」 

講師:張艾如院長(心靈之美心理治療所)

4月20日(五) 09:00-16:00 M627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工作坊(4)： 

「悠遊心靈圖卡~正向思考與發掘優勢」工作坊 

講師:陳怡婷諮商心理師

4月21日(六) 09:00-16:00 M103

綠油油康輔社 熟能生巧-進階器材訓練營 4月21日(六)- 4月22日(日)  資訊大樓I108教室

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 全國大專院校財務金融盃聯合交流競賽 4月21日(六)- 4月22日(日)  中華大學

健康服務社 歡樂時光機-大豐社區關懷服務 4月21日(六)- 4月29日(日)  
台中市潭子區大

豐社區

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 財智能力，金能可敵 4月21日(六)- 5月24日(四)  
管理大樓一樓

廣場



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 社會工作學系-班際盃運動比賽 4月23日(一)- 5月2日(三)  
操場、籃球場、

排球場

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 財能迎金-班際盃趣味競賽 4月23日(一)- 4月25日(三)  網球場、籃球場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系

學會
健管系OB V.S YB對抗賽 4月24日(二)- 4月26日(四)  籃球場、排球場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5）: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講師:魏明毅諮商心理師

4月25日(三) 15:00-17:00 M003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靈成長講座(3)： 

「學生情感講座」—打造愛情新文化，創造對的幸福 

講師:魏明毅諮商心理師

4月25日(三) 18:00-20:00 A101

經營管理學系 經嗓獎-歌唱大賽 4月25日(三)  
國際會議中心

A101

幼兒教育學系系學會 烤了幼烤，熟了沒 4月25日(三)  
資訊大樓I棟烤肉

B區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降低膽固醇─維持健康體位 

減肥藥的迷失─用藥安全
4月26日(四) 15:30-17:30 M001

貝達那卡羅浮群 四德國小感恩畢業宿營 4月27日(五)- 4月28日(六)  四德國小

攝影社 攝影社年度社遊活動 4月28日(六)  

三義勝興車站、

龍騰斷橋、水載

下瀑布

國標社 國標社社團聯合集訓 4月28日(六)  台中教育大學

Rainbow百性社 中部五校同質社團學術研討聯合聚餐 4月28日(六)  
山河戀休閒咖啡(

綠野山莊)

綠油油康輔社 五校聯合儲備幹部訓練 4月28日(六)- 4月29日(日)  
南投縣仁愛鄉法

治國小

ACG動漫研究社 ACG動漫歌謠祭 4月30日(一)  資訊大樓I312教室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

卓越計畫、進修推廣

部

創領學程暨陸生心靈輔導講座-2 4月12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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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領導系列講座-2

「網路智慧財產權發展新趨勢」 

財經法律學系吳尚儒助理教授

4月26日(四) 17:00-18:30 A115亞洲講堂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

卓越計畫、進修推廣
臺灣文化生態體驗活動-2

「臺南探尋文化古蹟」
4月28日(六) 08:00-17:00 台南



通識講座 

社工系系學會
跟蔡阿嘎一起愛台灣！-公益部落客分享 04月02日(一) 18:00-21:00 A101

通識講座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亞大學生卓越論壇「突破困境成為贏家」 04月03日(二) 10:30-11:30 A101

通識講座 

通識教育中心

擊樂的世界系列講座：鋼琴的可能性…不只是古典音

樂而已!!
04月10日(二) 12:30-14:30 A101

通識講座 

語文教育中心
多益高分秘笈講座 04月11日(三) 16:00-17:30 A101

通識講座 

通識教育中心

「臺中學-文創新視界」名人系列講座-文創整合性展演

-台北花博經驗分享
04月12日(四) 15:00-17:00 A101

通識講座 

衛生保健組

「降低膽固醇-維持健康體位；減肥藥的迷失-用藥

安全」
04月26日(四) 15:30-17:30 M001

卓越計畫、進修推廣

部
「臺南探尋文化古蹟」

4月28日(六) 08:00-17:00 台南

進修推廣部

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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