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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結為聯合大學，

名為「中亞聯大」，兩校密切合作，辦學

實力更強(0721)

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成立全國第一「

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0724)

亞洲大學與寶成國際集團等28家知名企業

簽定保證就業班，開辦「品牌學程」，遴

選優秀學生實習、保證就業(0712)

亞洲大學推「一日亞大家族人，終身一

家人！」師生一輩子家族計劃(0721)

「亞洲大學、由鉅建設與ＴＶＢＳ電視台

製作「跟著設計去旅行」節目，8集節目介

紹8位「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和作

品(0707)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結為中亞聯大，

早已顯合作績效，亞大研發菇類，中醫大

發現菇藥用功效(0721)

馬來亞大學98位學生暑期短期研修，安排

台灣相關文化課程，還到台北、鹿港等地

參訪，親身體驗台灣生活及文化(0723)

 
亞洲大學在暑假期間舉辦幼教營、會計營

、理財營，吸引不少高中職生參加(0718、

0717、0712)

「繳交一校學費，享受二校資源！」中

醫大、亞大結為聯合大學：「中亞聯大」

，成為今年大學博覽會矚目焦點(0721)

亞洲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郁軒，在畢業前7
個月，迅速考取16張財金專業證照，堪

稱「財金證照王」(0725)

亞洲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蔡志仁師生，以

全向電動車機械人作品，獲教育部行動終

端應用軟體創作專題全國競賽第三名，為

校爭光(0713)

亞洲大學瘋亞洲網站創意競賽，有8組學生

玩創意，結合Facebook，秀(Show)出亞洲

大學之美(0701)

亞洲大學羅浮群、服學志工們，組隊分赴

台東綠島、南投辦夏令營，還到台中惠明

盲校打掃整潔，散發關懷、散播愛(0713)

亞洲大學健康服務隊，到集集鎮和平國小

舉辦「和平國小歷險王國育樂營」，社工

系同學設計DIY課程、大地闖關活動，寓教

於樂(0711)
國科會計畫「動物魔法師：達文西PK達

爾文」電視競賽節目活動，在亞洲大學

開拍，20位參賽者開拍前訓練(0711)

亞洲大學與家扶中心合辦家扶兒童理財暨

品格教育體驗營，透過大地遊戲、理財

課程，教導家扶貧困兒童學習理財(0718)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結為聯合大學，名為「中亞聯大」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結為聯合大學，名為「中亞聯大」

兩校密切合作，辦學實力更強!兩校密切合作，辦學實力更強!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原本就是兄弟學校，最近兩校董事會

分別通過，同意兩校結為聯合大學，對外名稱就叫「中亞

聯大」，英文簡稱為CA2，兩校資源共享、合聘優良師資、召

開國際研討會，兩校學生更展開實質的課程與學術交流，合

辦「龍騰虎躍」等大型活動，擴展兩校辦學實力及影響力。

亞洲大學的創辦人蔡長海教授，亦為中國醫藥大學董事長，他

認為，兩校實質上是兄弟學校，多年來，兩校在校際合作及資

源共享上非常緊密，包括合聘師資、兩校學生跨校選課、校務

行政網路化支援、課程規劃、推廣教育、學術研究、圖書儀器

共享及師生友誼競賽等方面。

亞洲大學在短短11年內，連續7年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

學生已有1萬2千多人，10年內逆勢成長10倍，成為國內大學一

顆閃亮的新星，尤其在創意設計、生物科技與資訊、半導體、

健康政策方面的表現更為突出。

至於中國醫藥大學，不但獲評為教學卓越大學第一名，且去年

國際期刊論文1551篇，全台163所大學院校排行第7名，顯示教學

、研究能量相當強；中醫大已在台灣建立一個相當完整的中西

醫結合醫療體系，在生物醫學等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因此兩

校之間的合作聯盟，將為大學教育作出更多的貢獻。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中亞聯大已在學術研究上有相當多的

圖說：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舉辦「龍騰虎躍」體育交

流活動。

績效，如亞洲大學世界級的「菇類研究中心」所研發的新品種

菇類、彩色白木耳等產品，經過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動物實驗，

初步可抗７種癌症；另外，創設「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

中心」，將開設全國唯一「網路成癮門診」。兩校師生團隊在

教學、研究與服務方面，都有合作成效。

亞洲大學心理系碩士生陳香如同學指出，往來亞洲大學與中國

醫藥大學，交通非常便捷，設有中亞聯大專車，方便師生兩校

選修課程及活動交流，陳香如說：「我要到中國附醫精神科上

臨床心理實習課，就十分方便！」

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成立全國第一所「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成立全國第一所「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

針對國內日益嚴重的青少年網路成癮症，所併發的「科技心病

」問題，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7月24日合作創設全國唯一「

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及開設全國第一個「網路成癮

門診」，24日上午在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德華、衛生署醫事處副

處長王宗曦、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等

人見證揭牌，今後將由亞洲大學心理系、社工系師生團隊負責

有關青少年網路成癮的預防及宣傳；有關網路成癮的門診、

治療，則交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負責。

中醫大學與亞大24日上午舉辦「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

揭牌儀式，是兩校結為聯合大學，第一個學術合作的特色；教

育部常務次長陳德華說，網路成癮是現在的家長們最擔心孩子

項目之一；教育部曾委託交大等校進行研究調查，發現五分之

一國中生、三分之一高中生都有網路成癮。孩子沉迷於網路，

除了與家人間的關係生疏，也引發許多社會問題；現在正值

暑假，學生大多在家中長時間上網；該部樂見中亞聯大成立「

網路成癮防治中心」，在兩校專業的研究、合作下，能針對網

路成癮上，解決社會問題，也盡社會責任！

圖說：亞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在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德

華（中）、衛生署醫事處副處長王宗曦、臺中市副市長蔡炳

坤（右二）、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左三）等人見證下揭牌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說，網路如同二面刃，若是當作工具

使用，可用於救災、資訊流通，有正面、幫助的作用；但若是



路成癮上，解決社會問題，也盡社會責任！

「網路成癮已是一項跨領域的議題，也是衛生署所關注的！」

衛生署醫事處副處長王宗曦指出，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

中心」成立，也是衛生署樂見成立，希望成為在業界、學術上

的領頭羊，在網路成癮防治的領域發揮影響力。

負責策劃成立此一中心的心理學會理事長、亞洲大學副校長柯

慧貞表示，據亞大心理系與成大行為醫學所合作調查結果，約

有10％至15％的青少年、大學生已有嚴重網路成癮問題，甚至

衍生其他身心健康、偏差行為、暴力及社會問題，如苗栗一所

大學林姓女畢業生命案，到日本遊學的兩名女大學畢業生命案

、美國的「小丑」殺人魔事件，都顯示網路成癮的併發問題，

因此，網路成癮問題，已成為網路科技發展同時，必須正視的

重要議題。

目前台灣對這項「科技病」尚未有防範與治療的正式機構，亞

大校長蔡進發希望藉由「中亞聯大網路路防治中心」，提供健

康幸福門診服務，能為成癮的青少年及其成長，避免成癮的防

範工作，盡其心力。其中，中醫大有健康幸福中心門診，亞大

有心理學系，「網路成癮防治中心」網路成癮預防，由亞大負

責家庭、學校的防治宣傳，中醫大負責成癮後的治療。

使用，可用於救災、資訊流通，有正面、幫助的作用；但若是

用於目的，則會使自己沉溺於虛擬世界的一份子，進而上癮

成疾，影響家庭、社會，如同美國發生的角色扮演「小丑」槍

擊事件。

全國第一所「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揭牌成立後，柯慧

貞副校長說，該中心未來有四大發展重點，一是確立本土性「

網路成癮」的現象、症狀及可能診斷的型態；二是推廣服務，

除了結合學校與不同組織路系統的教學或教育資源，防止成癮

；透過健康幸福心理門診，提供完善的網路成癮服務。三是人

才培訓，除了培育網路成癮的學術與實務人才、成癮防治的醫

療專業人才，還要培訓社區、教師及學生志工擴大宣導，四是

社會宣導，循序漸進地與各種民間間團體建立聯盟關係，共同

關心與參與相關媒體事件回應、倡導政策及法規的擬訂。

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說，台灣與韓國都是發展高科技國家，都

有網路成癮的問題，韓國已培訓超過1000位專業人員，成立140

個網路成癮預防與諮商中心，並在100個醫院成立治療中心，樂

見「中亞聯大」成立網路成癮防治中心，這也是中醫大與亞大

結為聯合大學後，第一個學術合作的特色招牌，他和柯慧貞副

校長呼籲家長與政府重視網路成癮嚴重情況。

亞洲大學與寶成國際集團等28家知名企業簽定保證就業班，亞洲大學與寶成國際集團等28家知名企業簽定保證就業班，

開辦「品牌學程」，遴選優秀學生實習、保證就業開辦「品牌學程」，遴選優秀學生實習、保證就業

亞洲大學7月12日與寶成國際企業、巨大（捷安特）機械公司、

臺灣數位光訊集團、元大金控、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等28家

知名企業簽定保證就業班；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該校22學

系已與這28家知名企業簽「品牌實習與保證就業」合約，並設

立「品牌實習與保證就業」獎學金、開設65個保證就業專班外

，並與這些知名企業合開「品牌學程」，初期以500位學生保證

就業為目標，將往50家品牌企業、1000人保證就業為下一階段

目標。

12日下午3時蒞校參與亞洲大學簽訂保證就業儀式的企業廠商，

包括巨大（捷安特）機械公司、臺灣數位光訊集團、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福容飯店、愛彌兒、四季

幼兒園、立本台灣會計師事務所、大可設計、埴鈁藝術、世發

印刷、福康設計、順集科技、德欣寰宇科技、日月行館、歐都

納運動服飾等16家知名企業。

負責執行的副校長劉育東指出，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為配

合「四創學園」中的畢業具創業力，設立2千萬元創業基金，協

助及鼓勵畢業生創業，並設立「品牌實習與保證就業」獎學金

，各學系新生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成績達60％以內，前5名學生各

獲新台幣1萬5千元獎學金，第6名至第15名學生各獲新台幣1萬

元獎學金。獲獎學金的學生於大一、大二優先修讀創業學程，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前排右二）與各大知名企業負責

人簽訂保證。

設醫院院長周德陽、順集科技董事長洪猶男兩人都表示，要聘

用應屆畢業生是冒風險的，大致而言，大學畢業生到企業就業

，至少要兩、三年徵才能穩定下來，人才培育需要花點時間，

亞大願意讓在校學生提早進入職場實習，還保證就業，在國內

大學之中少見。

大可意念傳達有限公司總裁謝隆發表示，該公司正好聘用幾位

亞大商設系應屆畢業生，相較之下，亞大學生不但有設計理念

，還有表達能力，最近有一個企劃案，該公司讓亞大學生上台



元獎學金。獲獎學金的學生於大一、大二優先修讀創業學程，

大三、大四到品牌企業實習，畢業保證就業。

臺灣數位光訊集團董事長簡森垣說，企業以人才為本，以該公

司經營的有線電視台而言，對於光的運用就跟通訊領域截然

不同，有必要及早培育光電、視覺傳播人才，不斷追求卓越的

亞洲大學，不但願意提供平台，讓學生在校就與企業謀合，有

保證就業的機會，還跟企業一起成長，足以創造多贏的局面。

「保證就業，就是了不起、有意義的決定！」中國醫藥大學附

，還有表達能力，最近有一個企劃案，該公司讓亞大學生上台

報告，立即取得企業主信賴簽下企劃案，因此，他很高興能跟

亞大簽訂品牌實習與保證就業。

「亞大休憩系現有5位應屆畢業生到福容飯店實習！」休憩系三

年級李瑋玲說，同學們知道學校推出「品牌實習與保證就業」

方案，不但積極與多家知名企業廠商接洽，提供保證就業名額

，處處為學生畢業出路著想，這是很明智的抉擇。

 

亞洲大學推「一日亞大家族人，終身一家人！」師生一輩子家族計劃亞洲大學推「一日亞大家族人，終身一家人！」師生一輩子家族計劃

「我的家族長是學校創辦人耶！今天中午我們一家7人，由創辦

人請吃便當話家常，好開心喔！」亞洲大學數媒系林鳳竹同學

，一直向同學說她被創辦人蔡長海選為家族成員，受照顧關懷

的過程。這是亞洲大學最近所推出的「曼陀珠」全校家族化計

劃行動，希望每位進入亞大的學生，都有如在溫暖家庭一般，

師生能相互關照，成長精進！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指出，他也有6位同學是他家人。該校除設

學習、課業、生涯三導師外，上學期末又推出曼陀珠計

畫（Mentorship），由每位專任教師「認養」大一新生6位同學

為家族成員，教師是家族長。每月家族聚會1至2次，平時有任

何情事，要聯絡關懷、分享歡樂或共同解決問題。四年後，每

位教師有24位家族同學；10年後，就有36位家族同學在社會

服務。長久以後，每個亞大家族，皆人丁旺盛，校內外相互幫

忙扶持，相信每位亞大人會以家族為榮！

「一日亞大家族人，終身一家人！」亞洲大學總務長朱界陽說

，他6位家族同學暑假分別打工或旅遊，他都瞭若指掌，等待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定期與6位認養的家族同學吃

便當、話家常！

開學聚餐驗收成果。身為公共事務室主任的朱界陽說，全校

近400位教師，正等待下學期2千多位新生家族成員，「為子女

教育操勞的家長，就放心把學生交給亞洲大學吧！」

亞洲大學、由鉅建設與ＴＶＢＳ電視台製作「跟著設計去旅行」節目，亞洲大學、由鉅建設與ＴＶＢＳ電視台製作「跟著設計去旅行」節目，

8集節目介紹8位「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和作品8集節目介紹8位「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和作品



為了推動建築美學，亞洲大學、由鉅建設與TVBS電視台共同策

劃製作「跟著設計去旅行」節目；7月7起，每週六晚間8時至

9時 在TVBS56頻道播出。7月7日晚間8時已播出第一集，介紹安

藤忠雄建築大師傳奇的一生、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及作品

，節目內容豐富又有深度，頗受好評。

7月7日晚間8時播出第一集，週日上午11時重播，專題介紹安藤

忠雄大師及作品，並由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介紹亞大安藤忠

雄藝術館興建過程，大部分觀賞此一節目的觀眾指出，亞洲大

學與由鉅建設製作此一深度節目，針對建築設計與美學，讓人

感到興趣，尤其是節目製作過程緊湊、介紹詳實，收視情況可

說是叫好又叫座。

「跟著設計去旅行」專輯節目，7、8兩個月內共有8集主題節目

播出，由亞洲大學副校長、哈佛大學建築博士劉育東與TVBS主

播李文儀共同主持，介紹8位獲得素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

稱「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和作品，包括安藤忠雄、札哈哈蒂

、貝聿銘、法蘭克蓋瑞、妹島和世、庫哈斯、理察羅傑斯、赫

佐迪穆榮等，同時也邀請到國內重量級建築師如王重平、陳

瑞憲、姚仁喜、邱文傑等人，一起為觀眾導讀大師作品。

「跟著設計去旅行」節目，第一集節目介紹日本建築大師安藤

忠雄與作品，同時也邀請到國內重量級建築師陳瑞憲，一起為

觀眾導讀、介紹安藤忠雄大師作品。陳瑞憲說，安藤忠雄大師

承襲法國建築大師科比意的風格，大量採用混凝土建築，即使

用所謂的「清水模」工法，迄今讓他印象深刻的3件建築作品，

一是光之教堂、二是風之教堂、三是水之教堂，每一件作品，

不但完成他的夢想，有時還為了能源考量，或替業主的節省

經費，作了更多的設想。

為了在亞洲大學蓋一座世界知名藝術館，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

海在劉育東副校長的牽線下，在2007年6月9日安藤忠雄首次來

台演講會的後台，苦等5小時，只為了在能擠出的10秒鐘內，向

安藤大師親自拜託；後來決定以三個三角形建築結構呈現，採

圖說：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與TVBS主播李文儀（中）共同主

持「跟著設計去旅行」節目，與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長張基

義（左）等建築學者論談。

用極致完美安藤式「清水混凝土」建築工法，歷經3年8個月的

漫長協商，啟台日跨海技術合作，終於去年1月14日動土。

「建築為困難的事業，需要有奮鬥的精神！建築為團體的工作

，需要彼此共同扶持！」。安藤忠雄大師說，所有的奮鬥後，

都將有美麗的果實在等待，亞洲大學安藤藝術館的三角形設計

概念在建築結構上是困難，但在幾何學上，卻代表著穩固，也

代表著共同扶持、共立共生，共創美好的未來。

劉育東副校長說，安藤忠雄大師最令他欽佩的是專注的態度，

安藤藝術館從籌劃到動土，花費4年半的時間，相關的建築設計

一改再改，就一個永恆的建築而言，並不算太長。

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強調，節目同時將介紹設計界重要的國

際獎項，包括德國IF獎、Red Dot獎、日本Good Mark獎等，並

邀請蕭青陽、聶永真、王千睿等獲獎設計師與各校獲獎學生，

一起在節目中分享獲獎經驗，希望藉著作品介紹，一同向國際

大師學習，引進世界上最前瞻的設計理念，共同為台灣下一代

城市美學的推廣，盡一份心力。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結為中亞聯大已顯合作績效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結為中亞聯大已顯合作績效

亞大研發菇類，中醫大發現菇藥用功效!亞大研發菇類，中醫大發現菇藥用功效!

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今年7月結盟為聯合大學「中亞聯大」

，其實，兩校師生團隊在教學、學術研究，早有顯著合作績效

；最近亞洲大學世界級的「食藥用菇類研究中心」，新研發一

種的菇類產品，經過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動物實驗，初步可抗

肝癌、胃癌、乳癌、肺癌、腎癌、大腸癌及鼻咽癌等7種癌症，

近期內將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指出，3年多前，亞洲大學生科系范宗宸主

任與中國醫藥大學教務長鐘景光合作，針對人類口腔癌細胞作

一連串的實驗，發現經由特殊奈米粉末處理的巴西磨菇萃取物



一連串的實驗，發現經由特殊奈米粉末處理的巴西磨菇萃取物

，可藉由粒腺體路徑導致人類口腔癌細胞之凋亡，將來若能與

西藥搭配治療，相信能夠幫助增強癌症病人的免疫系統及抵抗

腫瘤的能力。

蔡校長說，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師生團隊，利用獨特配方培育

出無毒彩色的白木耳，除了豔麗賞目外，具抗氧化功能，並與

中國醫學大學合作，經動物醫學實驗證明，白木耳多醣體萃取

物可提高免疫力，可促進「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RPE-19)生長

、腸道有益乳酸菌的生長，有益眼睛、腸胃的健康。兩校的

合作，學生獲益最大，升學、就業都有很好績效！

「亞大副校長柯慧貞帶領的心理師培育團隊，去年7月也與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周德陽簽訂研究與教學合作協議。」蔡

校長說，亞大學生可透過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一年的臨床心

理學實習，將課堂所學應用於服務病人，提供學習成長機會。

圖說：亞大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研究團隊，培育白木耳、香菇

多年， 學術成果豐碩。

亞洲大學副校長柯慧貞說，針對日益嚴重的青少年網路成癮症

，兩校將於本月底創設「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開設

全國唯一「網路成癮門診」；亞洲大學心理系師生團隊負責有

關青少年網路成癮的預防與宣傳；至於網路成癮的門診、治療

，就交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負責。

亞洲大學商品設計系學生張文靜說：「中亞聯大，讓我享受兩

校資源，很棒！」生科系的黃鈺珊同學興奮的說：「追隨教授

去中醫大實驗，讚啦！」

馬來亞大學98位學生暑期短期研修，安排台灣相關文化課程，馬來亞大學98位學生暑期短期研修，安排台灣相關文化課程，

還到台北、鹿港等地參訪，親身體驗台灣生活及文化還到台北、鹿港等地參訪，親身體驗台灣生活及文化

馬來亞大學資訊工程、科學、財務金融、文化教育等相關科

系98位學生，7月2日至28日到亞洲大學，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暑

期短期研修，亞洲大學安排華語文課程，還有台灣半導體的

發展、台灣金融市場、台灣女性文化、台灣歌謠及台灣特色小

店與設計等課程，採全英文授課，並邀請前衛生署長、亞大講

座教授楊志良為學生進行「台灣健保概說」演講，內容精彩

豐富。

「我的家人！」、「我們是一家人！」亞洲大學安排華語文

課程，在課程上，馬來亞大學的學生與亞大老師互動對答，除

了學中文，同時了解台灣語言文化，收獲滿滿；馬來亞大學學

生也詢問申請到亞洲大學就讀的專業課程、申請過程，表達可

望申請到亞大就讀研究所的高度意願。

修習台灣文化相關課程之餘，亞洲大學也安排每週周一、周四

進行校外文化參訪，由資傳系林寬裕老師、休憩系龎鳳嫻老師

及財法系吳尚儒老師，協同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助理楊雅蓉帶領

馬來亞大學學生到南投縣日月潭、台北市、彰化縣鹿港鎮、高

雄等地進行校外文化參訪，深入了解台灣的景點、風土人情。

亞洲大學特別遴選8位亞洲大學學生參與這趟暑期研修活動，除

了課堂上與馬大學生互動、協助生活適應外，私下也相當熱心

主動，並帶領馬來亞大學的學生遠赴新北市九份、台中市清水

區高美濕地、逢甲夜市等地景點參訪、品嘗台灣小吃，進行深

度台灣之旅。

圖說：馬來亞大學學生到彰化鹿港參觀白蘭氏健康博物館參觀

。

馬來亞大學學生Noor Muhammad Faidhi Bin Noor Azman說，很

感謝亞大安排與亞大學生進行友誼體育競賽，他們也主動邀請

亞大學生於課後進行更多體育運動上的交流，讓大家的感情更

加融洽。

Saiful Hoque Sarkar、Sarah Najwa Binti Zainon等人也代表馬大

學生，感謝亞洲大學為馬大學生所安排的課程、參訪活動、生

活照顧等，馬大學生們都非常感動且珍惜這次至本校研修的

機會，覺得收獲滿滿。

 



暑假期間，亞洲大學幼教系、財金系、會資系等舉辦暑假期間，亞洲大學幼教系、財金系、會資系等舉辦

幼教營、會計營、理財營，吸引各地高中職校生參加幼教營、會計營、理財營，吸引各地高中職校生參加

暑假期間，亞洲大學幼教系、財金系、會資系等分別舉辦幼

教營、會計營、理財營，吸引不少各地高中職生參加。其中，

財金系與台中市家扶中心合辦的「理財營」，安排大富翁等理

財遊戲，還運用籌碼與玩具鈔票，想像身邊擁有很多錢財，讓

參與的學員懂得理財，最為吸睛。

財金系、台中市家扶中心7月13日至15日舉辦「夢想起飛-築夢

踏實」兒童理財暨品格教育體驗營，為80名國小4至6年級家扶

貧困兒童，進行3天2夜營隊活動，財金系主任歐仁和說，此次

體驗營，安排理財課程、愛的約定與實踐、發現亞洲之美、水

球大戰、大地遊戲、團康與晚會等活動，透過體驗遊戲，讓家

扶貧困兒童學習理財及品格教育，擺脫貧窮迎接未來。

學生會會長吳尚霖、小隊輔外文系吳至珉同學說，相信品格會

決定兒童的未來，要脫貧需從品格做起，在理財課程中，安排

大富翁等遊戲，傳授小朋友正確的理財觀念；由於小朋友身上

都沒錢，參加遊戲時，也會運用籌碼與玩具鈔票，想像已運用

很多錢財。

幼教系7月14日舉辦第一屆「幼！教你一定要營！」暑期營，吸

引台中家商、霧峰農工、明德女中、僑泰中學、明台高中等30

多位高中職生參加，除了安排幼教專業發展趨勢、幼兒律動、

幼兒餐點與營養等課程，還有大地闖關遊戲、製作專屬亞大幼

教暑期營的包包等活動，讓學員們提前體驗大學生活。

幼教系系主任陳昇飛指出，首次舉辦的「亞大幼教營」，除了

安排專業課程，還有活潑多元的活動，讓參與的高中職生深入

了解幼教領域及學習團隊合作，進而嚮往成為一位優秀的幼教

專業人員。相信「幼！教你一定要營！」暑期營，不但豐富學

員暑期生活，也讓參與的高中職生對未來生涯規劃有進一步的

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保健系助理教授李明明受邀為學員們傳授「幼

 

圖說：幼教系舉辦第一屆「幼！教你一定要營！」暑期營，吸

引高中職生參加。

兒餐點與營養」，現場準備麵粉、小蘇打、奶油等材料，讓所

有學員現場DIY，製作明治抺茶餅乾，多數的學員第一次DIY手

工餅乾，無不興趣高昂，尤其吃到自己調作的餅干，都大呼

：「超好吃的！」

會計與資訊學系7月10至12日舉辦第二屆「亞大會計營」，吸引

各地高中職生對會計領域有興趣的40位高中職生參加，會資系

除了安排會計專業發展趨勢等課程外，還有「現金流」、「大

地活動」、「營火晚會」與「星光夜語」等活動，3天2夜的的

營隊生活，讓學員們提前體驗大學生活。

會資系主任陳瓊燕強調，此次「亞大會計營」，安排會計專業

發展趨勢，會計與生活、理財與投資、會計倫理與專業、會計

師講座等課程，並邀請任職勤業眾信余良元學長及味丹公司的

林嘉鵬學長經驗分享，讓參與的高中職學生不僅對未來會計生

涯規劃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進而嚮往成為優秀的會計專業

人員。

「繳交一校學費，享受二校資源！」中醫大、亞大結為聯合大學「繳交一校學費，享受二校資源！」中醫大、亞大結為聯合大學

：「中亞聯大」，成為今年大學博覽會矚目焦點：「中亞聯大」，成為今年大學博覽會矚目焦點

「中亞聯大！讚！讚！」、「繳交一校學費，享受兩校資源！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7月起兩校結盟聯合大學，對外名稱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7月起兩校結盟聯合大學，對外名稱

就叫「中亞聯大」，主打學生「繳交一校學費，享受二校資源

」的招生策略，兩校資源共享、合聘優良師資、召開國際研

討會，加上兩校學生緊密學術交流，辦學實力更強，成為今年

大學博覽會考生吸睛焦點。

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在大學博覽會中，合租一個大攤位，

兩校結盟為「中亞聯大」的看板，吸引不少考生駐足詢問，「

亞大大學新生入學獎學金最高可領250萬元！」、「亞大設千萬

元國際菁英班！」、「亞大與28家企業簽訂保證就業班，保

證500位同學就業！」的大字看板更吸睛，也打響「中亞聯大」

的名號。兩校師生也在場一起高喊：「中亞聯大！讚！讚！」

「考生們！請注意中部的崛起！」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陳偉德

在大學博覽會中說，中醫大與亞大兩校多年來校際緊密合作，

包括合聘師資、兩校學生跨校選課、校務行政網路化支援、課

程規劃、推廣教育、學術研究、圖書儀器共享及師生友誼競

賽等；兩校除了地理位置接近，交通便捷外，且只有三個科系

重疊，互補性相當高，北部固然是學術重鎮，但請多留意「中

亞聯大」的中部崛起，絕對令人刮目相看。

亞洲大學副校長鄧成連也指出，亞大創校僅11年，雖然年輕

  

圖說：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結為「中亞聯大」，亞大師生在大

學博覽會攤位上高喊：「中亞聯大！讚！讚！」

，但校務發展迅速，已連續7年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且

師資堅強，如聘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蕭青陽設計師、前考試院

副院長吳容明等業界名師，學生人數更達1萬3千多人， 10年內

逆勢成長10倍，成為國內大學閃亮的新星，尤其在創意設計、

生物科技與資訊、半導體、健康政策方面的表現更為突出。

亞洲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郁軒，在畢業前7個月，迅速考取亞洲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郁軒，在畢業前7個月，迅速考取

16張財金專業證照，堪稱「財金證照王」16張財金專業證照，堪稱「財金證照王」

證照名稱證照名稱 考照日期考照日期 證照名稱證照名稱 考照日期考照日期

證劵商業務證劵商業務

人員人員
100/12/04

結構型商品銷售結構型商品銷售

人員人員
101/04/28

信託業業務信託業業務

人員人員
100/12/18 債劵人員債劵人員 101/05/03

企業內部控制企業內部控制 101/01/03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債權委外催收人員 101/05/05

高級證劵商業高級證劵商業

務人員務人員
101/03/04 理財規劃人員理財規劃人員 101/05/19

銀行內部控制銀行內部控制

與內部稽核與內部稽核
101/03/17 產物保險業務員產物保險業務員 101/05/26

人身保險業人身保險業

務員務員
101/03/31 資產證劵化資產證劵化 101/06/03

投信投顧業投信投顧業

務員務員
101/04/06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投資型保險業務員 101/06/10

圖說：林郁軒同學考取16張證照的名稱一覽表。 

林郁軒同學建議大家可以將考試科目相近的證照一起準備，並

善用電腦筆試來妥善規劃考照日期，可以有不錯的「綜合

效果」；此外，考前盡可能地收集考古題、找出重點及議題，

和同學共組「讀書會」等方式，也是事半功倍的妙方。

林郁軒同學提到印象最深刻的考照經驗，是今年4月28日考取結

構型商品銷售人員後，再繼續準備4天即5月3日，馬上考債劵

人員，接著準備1天，即5月5日就考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剛好是

短短的7天內要考三張證照，壓力不小；林郁軒同學強調，「抓

重點」和「意志力」是極短時間內考取的證照的不二法門。



務員務員

中小企業財務中小企業財務

人員人員
101/04/15

外幣收付非投資型外幣收付非投資型

保險業務員保險業務員
101/06/17

亞洲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應屆畢業生林郁軒，在畢業前發奮圖強

，從去年12月至今年6月，迅速考取16張財金專業證照，不但是

同學眼中的「財金證照王」，也是考證達人，更打破亞大財金

系以最短時間通過最多證照的紀錄。

林郁軒同學說，在學期間，一直注意未來的職涯規劃，尤其看

到從事金融業，幾乎都設定有「證照」為基本的入行門檻，認

為唯有擁有傲人的證照，就業才有競爭力可言，因而激發他的

鬥志，立志要在當兵前，儘可能地考取所有可以報考的財金專

業證照，退伍後才能找到好工作。

「擁有證照後，不但提升就業競爭力，也是踏入職場的試

金石！」林郁軒同學說，下定決心狂掃證照時，最重要的是要

有效率的準備及執行；他的考證經驗：一是考證照「最忌太晚

準備，太早放棄」；二是把證照內容拆成好幾等份；三、要適

時休息，不然彈簧也是會疲乏的；四、持之以恆，努力不懈

；五、預設考試前一天就要考試；六、一定要做考古題；七、

考證照前花點時間了解這張證照的重點，畢竟知彼知己百戰

百勝；八是有效率準備的方法。

重點」和「意志力」是極短時間內考取的證照的不二法門。

在畢業前7個月內，林郁軒同學已經通過證券商業務人員、信託

業務人員、企業內部控制、高級證券商業務人員、銀行內部控

制與內部稽核、人身保險業務員、證劵投資信託事業證劵投資

顧問事業業務員、中小企業財務人員、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債劵人員、債權委外催收人員、理財規劃人員、產物保險業

務員、資產證劵化、投資型保險業務員、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

險業務員等16張財金專業證照。

「亞洲大學也積極獎勵同學考取證照，提升就業競爭力！」財

務金融學系主任歐仁和說，學習暨生涯輔導中心訂定有「證照

獎補助要點」，最高可以補助100%的報名費，並提供優渥獎金

舉辦「考照達人」比賽，皆是激勵同學考取證照的直接有效

措施。

歐仁和主任指出，亞大財金系建置有「數位投資金融中心」，

讓同學學到財金理論與實務的完整概念，增加證照考試成功率

；至於該系的「證照考試模擬系統」更是同學考照成功的秘密

武器。

林郁軒同學的班導師王癸元認為，「提早規劃，積極且效率地

準備」，應該是這次林郁軒同學可以成功的關鍵，也可以為未

來有志報考證照的同學的典範。

 

亞洲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蔡志仁師生，以全向電動車機械人作品，亞洲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蔡志仁師生，以全向電動車機械人作品，

獲教育部行動終端應用軟體創作專題全國競賽第三名，為校爭光獲教育部行動終端應用軟體創作專題全國競賽第三名，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蔡志仁，指導資工所碩士生柯

政宇等4位同學，以「全向電動車走入家庭的技術」作品，參加

行動終端應用軟體創作專題全國競賽，榮獲第三名，為校

爭光。

由於智慧型電動的全向機器人，在未來智慧型家庭應用及環保

節能上扮演重要角色，資工系助理教授蔡志仁指導資工所碩士

生柯政宇、黃建誌、涂嘉琳及資應系三年級嚴宥佑等位同學，

設計跟隨銀髮族的陪伴機器人的Android〈Android-Kinect-

Robot〉系統技術研發；此一系統，具有人臉辨識、Marker辨識

、追隨及避障等功能。

蔡志仁老師指出，台灣老化人口日見嚴重，目前台灣大部分是

雙薪家庭，年輕朋友平時要工作，假日還要加班賺錢，才能維

持一般的生活水平，導致無法長期照顧長輩，加上經濟及安全

上考量，大多數無法聘請看護照顧老人，利用智慧型電動的全

向機器人，在住家裡照顧銀髮族的想法就應運而生，因而研發

全向電動車走入家庭的技術。

圖說：資工系蔡志仁老師（右三）與指導研究機器人全向電動車

的資工所碩士生們合影。

研究建置「聲音銀行暨訊息代理人系統」，由可以監控的機

器人，結論影音和網路技術，發展透過機器人收音和發言，經

過伺服器的連接，互相傳達。



這套全向電動車系統，是由蔡志仁老師在國科會計畫經費支持

下研發出來的原型機，蔡志仁老師說，銀髮族可以藉由這套自

行開發的系統，透過機器人的行動能力及Kinect或Android手機

或平板的影像傳輸，配合亞洲大學的私有雲端科技，就能遠距

老人照護及傳輸訊息。

此外，成功大學陳立祥教授及亞洲大學陳勇國、蔡志仁老師共

同提出國科會跨領域創意加值計畫中的「銀髮族健康守護系統

」構想計畫已獲通過，目前正在研擬細部計畫書中，若能獲得

經費補助，將可提升亞洲大學、成功大學的跨校合作，接續

蔡志仁老師強調，這是撫慰銀髮族獨居的影音和機器人，除可

以監護老人，還具備遺言託付、愛心叮嚀、晨昏定省、用藥叮

嚀及心情留言等功能，協助老人撫慰心靈，維護老人心理的

健康；老人說不出口、來不及說及未來才要說的話，或者是子

女沒時間說叮嚀、忘記的慰問和吩咐，及動人的心情故事，都

可以由這個系統來代理；未來還可以在這機器人身上，加入許

多健康監測功能，並與「雲端老人健康管理主系統」連結，建

立完整的健康資訊。

亞洲大學瘋亞洲網站創意競賽，有8組學生玩創意，亞洲大學瘋亞洲網站創意競賽，有8組學生玩創意，

結合Facebook，秀（Show）出亞洲大學之美結合Facebook，秀（Show）出亞洲大學之美

「這一年，我們一起瘋的亞洲！」、「這一次，你不需要會一

個打十個，只要拿出你的創意網站，Asinsanity，因為有了你，

絕對會不一樣！」亞洲大學資訊發展處舉辦「2012瘋亞洲網站

創意競賽」活動，設計組第一名「Amber Asia」獎金1萬2000元

；第二名「創意資工設計網」，獎金8,000元；第三名是「亞洲

大學國際窗口」獎金6,000元；技術組第二名「展現，亞洲」，

獎金8,000元(第一名從缺)。

亞洲大學資發處邀集全校各系同學及教職同仁一起參加「2012

瘋亞洲網站創意競賽」，除了設計校園首頁外，更結合了學生

的創意，用Facebook Show亞洲之美。此次競賽，共分技術組及

設計組，共有8組參加競賽，由各學系師生或教職同仁組隊

參加。

資發長劉嘉政指出，各隊網站作品相當亮眼，如獲得網站設計

類第一名的「Amberasia」作品，搬出微笑牆展現亞洲親和力，

簡單大方的設計方式，獲得評審及同學們的青睞。視傳系利用

三角形的元素搭配線條，設計出顛覆以往傳統的網頁概念、

Asia團隊以校園建築特色為主軸。亞洲大學國際交流中心蕭震

緯主任也參加此次競賽，蕭震緯主任以活潑鮮艷色彩打造出亮

眼專業的網站，獲得設計組第三名佳績。

此次佳作作品是資工系、光通系的「亞大心，世界觀」作品，

超吸睛，光通系碩士生吳葳廷指出，「亞大心，世界觀」網路

票選超高人氣，開站第三天，瀏覽人數破5000人次，該站

以Mei(美)為出發點來突顯學校特色，結合Facebook特色，提高

亞洲大學網頁的瀏覽率。

圖說：亞大教職員點選校園網站閱覽的情形。

光通系老師柯賢儒指出，該網站使用了資料庫並結合了社群網

站Facebook App等技術，除了磨練學生撰寫程式的技巧外，更

學習如何整合現有科技，達到創新的目的。

劉嘉政處長也期望亞大學生豐富創意及設計理念，讓大家使用

學校網站可以更簡單，增進資訊在網路上流通的可見度。這次

活動除了網站競賽，開放給學校師生使用live@edu帳號投票，

只要參加投票得朋友就有機會抽中金額共計1萬元的獎品。

live@edu是亞大與微軟共同合作的新服務，提供給亞大的教

職員、學生和校友免費 10GB的終身電子郵件帳號及7 GB 的網路

儲存空間。



亞洲大學羅浮群、服學志工們，組隊分赴台東綠島、南投辦夏令營，亞洲大學羅浮群、服學志工們，組隊分赴台東綠島、南投辦夏令營，

還到台中惠明盲校打掃整潔，散發關懷、散播愛還到台中惠明盲校打掃整潔，散發關懷、散播愛

暑假到了！亞洲大學師生紛紛組隊到各地展開志工服務、弱勢

關懷，除了遠赴馬來西亞展開國際弱勢關懷、志工服務，社工

系健服社、幼教系服務隊還到台東縣綠島、南投縣集集鎮舉辦

夏令營，亞大羅浮群、good服務群及服學志工們，還組隊到

台北、台中等地舉辦新台灣之子兒童成長活動營、新移民家庭

親子共學成長營，到處散發關懷、散播愛。

亞洲大學good服務群成員（學務處服學組長羅淑真帶領、商設

系三年級蔡筑琦等位志工同學組成團隊），7月10日由到台中市

惠明盲童育幼院協助打掃育幼院寢室，動手做環境清掃及窗戶

、櫥櫃擦拭等工作，讓該院有愉快且乾淨的生活環境；亞大服

學組志工7月4日、5日，還在台北大板根森林遊樂園舉辦「銀髮

族健走樂活」關懷活動，邀請各地20多位銀髮族參加健康講座

及三峽老街參訪。

亞洲大學羅浮群40多位師生，由羅淑真組長帶領下，6月30日至

7月6日，在台北松山慈惠堂、大板根森林遊樂園等地舉辦新台

灣之子兒童成長活動營，安排大地探索活動、反毒講座及兒童

健康概念宣傳課程等；亞大服學組志工另舉辦「2012新移民家

庭親子共學成長營」，吸引25位新移民家庭家長、子女參加，7

月8日由志工們帶領到台中市國立美術館參觀美術作品，陶冶

心情。

此外，亞大幼教系綠島服務隊15位同學，8月22日至29日將到台

東縣綠島公館國小舉辦「夏日綠悠悠」夏令營，吸引60多位小

圖說：亞洲大學good服務群成員到台中市惠明盲童育幼院協助

打掃。

朋友參加，展開暑期輔導及團康等活動；社工系健康服務社7月

2、3、4日也到南投縣集集鎮和平國小舉辦和平國小歷險王國育

樂營，3天2夜的暑期營隊，為小朋友安排大地闖關遊戲、木工

的教學和DIY課程。

亞洲大學去年暑假已啟動國際志工團隊，不但有「史懷哲典範

傳承」志工團、馬來西亞古晉及泰北、寮國老撾國際志工服

務隊，到國外擴大服務層面，之前還有師生到薩爾瓦多難民營

、印度垂死之家志工服務，散播「愛心關懷無國界」；今年8

月13日至22日，亞大20位師生再度組隊到馬來西亞古晉為當地

特殊兒童中心、腦麻中心關懷服務。

亞洲大學健康服務隊，到集集鎮和平國小舉辦「和平國小歷險王國育樂營」亞洲大學健康服務隊，到集集鎮和平國小舉辦「和平國小歷險王國育樂營」

，社工系同學設計DIY課程、大地闖關活動，寓教於樂，社工系同學設計DIY課程、大地闖關活動，寓教於樂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健康服務隊，7月2日到4日到南投縣集集

鎮和平國小舉辦「和平國小歷險王國育樂營」，3天2夜營隊，

吸引58位小朋友參加；營隊活動結合當地社區特色的木製產業

，安排木工的教學和DIY課程，讓小朋友有不一樣的學習和成長

，同時宣導愛護地球、珍惜資源的觀念，並在互動闖關遊戲中

，培養小朋友重視團隊精神、負責任的態度，寓教於樂。

社工系指導老師侯念祖表示，此次營隊活動能順利辦成，除了

感謝和平國小校長、老師的全力配合與提供場地，與和平國小

學生與家長的熱情參與，也要特別感謝亞洲大學統一商城佳佳

香麵食館老板陳霞，捐獻2萬元新台幣，給健康服務社作為活動

經費，讓「和平國小歷險王國育樂營」能順利進行。尢其是健

服社成員們，獨力的完成了這場活潑精彩的營隊活動，「這可

說是漂亮的出擊！」

圖說：社工系健康服務隊到集集鎮和平國小舉辦「和平國小歷險

王國育樂營」。

社工系李幸甄同學表示，第一次體驗帶營隊，真的花了很多

時間，大家很辛苦也很累，但也因此學習到很多事物，很感謝

有這個學習的機會，得以學到團隊該如何有效性的去執行活動



在活動方面，小朋友體驗動手做木工的樂趣，並將製作與彩繪

的木製風車用於美化於和平社區，增添社區景點的美感與創意

。社工系同學也設計了一連串的大地闖關遊戲，讓小朋友透過

闖關遊戲對社區文化與特色更加了解，並且培養團隊合作以及

良好的人際關係互動。另外還有安排教育繪本的分享，藉此透

過講故事的方式，教育小朋友團體生活與規範，協助他們未來

能夠適應並順利的融入團體生活，最後以問答的方式加深小朋

友的學習印象。

有這個學習的機會，得以學到團隊該如何有效性的去執行活動

等技巧」。

「三天的集集營隊，讓我真的難以忘懷！」鄭旻雯同學說，很

喜歡與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事務的感覺，也學習如何有效的分工

合作達到最高品質，希望未來能夠再次參與營隊活動；此次營

隊活動，讓所有參加人員都留下難忘的回憶，也得到將來辦理

營隊的寶貴經驗。

國科會計畫「動物魔法師：達文西PK達爾文」電視競賽節目活動，國科會計畫「動物魔法師：達文西PK達爾文」電視競賽節目活動，

在亞洲大學開拍，20位參賽者開拍前訓練在亞洲大學開拍，20位參賽者開拍前訓練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淑玲獲得國科會科普傳播計畫，

將製作一系列「動物魔法師：達文西PK達爾文」電視競賽節目

，先行遴選20位高中職學生，7月11日起在亞洲大學開拍，先舉

辦開拍前的訓練，再選出10位晉級角逐者，參加節目的拍攝，

為期一個月，最後優勝的參賽者，可以獲得百萬元總獎金。

賴淑玲院長說，《動物魔法師》是以達文西及達爾文為發想，

找尋對創意設計及自然生態有興趣的高中職生為參賽者，以生

物生存適應與演化的歷程，為競賽遊戲內容，採用積分制的

方式，選出最後的優勝者。

此項電視節目競賽最後優勝者，可獲總獎額超過100萬元，包括

：市價近30萬元的國際知名品牌「Volando精品自行車」乙部、

免費參訪演化天堂「加拉巴哥群島」或設計之都「佛羅倫斯」

，進行一趟自然生態或創意設計的朝聖之旅！優勝高中職生，

如果選讀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成績達到學校門檻，學校還

提供千萬獎金國際設計菁英班，全額補助到歐美知名設計學府

一學期。

此次活動報名踴躍，有來自全國各地高中職生近百位學生報名

，經過嚴格篩選有20位菁英高中職生入圍，創意設計學院11日

上午為入圍的20位參賽者舉辦歡迎會，由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賴

淑玲主持，及資傳系主任陳士農老師、商品系劉美均老師、視

群傳播製作人許鴻龍與會，並採空拍方式為美麗校園及這些

 

圖說：創意設計學院賴淑玲院長與「動物魔法師：達文西PK達

爾文」電視競賽節目參賽者合照。

入圍菁英留下戰鬥高昂的倩影。

此項電視競賽節目，要展開為期一個月的拍攝行程，亞洲大學

特別在開拍前，安排創意設計及自然生態課程，邀請創意設計

學院劉美均老師前來授課，讓參賽者了解相關知識，認識亞大

校園，同時適應開拍鏡頭。

賴淑玲院長說，此節目最後會再選出10位晉級者，參與節目

拍攝，所以參賽者無論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意開發、溝通協

調都相當重要。藉由「動物魔法師：達文西PK達爾文」讓參賽

者能盡情享受一趟特別的學習之旅，也培養學習的競爭力。

亞洲大學與家扶中心合辦家扶兒童理財暨品格教育體驗營，亞洲大學與家扶中心合辦家扶兒童理財暨品格教育體驗營，

透過大地遊戲、理財課程，教導家扶貧困兒童學習理財透過大地遊戲、理財課程，教導家扶貧困兒童學習理財



亞洲大學、台中市家扶中心7月13日至15日，在亞洲大學舉辦「

夢想起飛-築夢踏實」兒童理財暨品格教育體驗營，為80名國小4

至6年級家扶貧困兒童，進行3天2夜營隊活動，安排理財課程、

愛的約定與實踐、發現亞洲之美、水球大戰、大地遊戲、團康

與晚會等活動，透過體驗遊戲，讓家扶貧困兒童學習理財及品

格教育，擺脫貧窮迎接未來。

亞大財金系主任歐仁和說，今年暑假，首次由台中市南區家扶

中心與亞大財金系合辦3天 2夜的體驗營，在亞大著名的希臘、

羅馬式建築及藝術氣息薰陶中進行，由學生會、財金學系幹部

及家扶社工員分工合作，以「兒童理財」與「品格教育」為

主題，展開3天2夜的活動，透過理財課程、大地遊戲等活動，

引導兒童在金錢觀念及倫理道德的反思。

第一天，財金系張博宇同指導小朋友營隊舞教唱，再透過小隊

競賽，提醒小朋友團隊合作及助人自助的重要性；到了晚上，

安排「星光夜語」晚會分享小朋友彼此的成長及想法。

第二天，安排理財課程，運用遊戲來體驗「開源與節流」的重

要性，下午則進行「愛的約定與實踐」，運用百孝經來提醒兒

童「百善孝為先」；第三天以「水球大戰」作為活動結束的休

止符，讓兒童留下難忘的夏日回憶。

臺中市家扶中心主任洪健胤指出，此次活動，除了感謝亞大學

圖說：亞洲大學、台中市家扶中心在亞洲大學舉辦「夢想起飛-

築夢踏實」兒童理財暨品格教育體驗營，與會人員大合照。

生們的志願服務外，由臺中市南區家扶中心扶幼委員會及各界

善心人士贊助經費，讓活動順利舉辦，觸發小朋友不一樣的

感受，同時寓教於樂，讓兒童們獲得寶貴的理財知識，也學到

良好的品格教育。

「看到小朋友們努力為了自己的小隊一起團隊合作，真的很

感動！」學生會會長吳尚霖、小隊輔外文系吳至珉同學說，相

信品格會決定兒童的未來，要脫貧需從品格做起，在理財課

程中，安排大富翁等遊戲，傳授小朋友正確的理財觀念；由於

小朋友身上都沒錢，參加遊戲時，也會運用籌碼與玩具鈔票，

想像已運用很多錢財。

無無

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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