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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透過亞洲大學，挖掘市民創意

，成為「創意之都」，競賽總獎金高達108
萬元(0827)

亞洲大學高額獎金招生奏效，327位新生獲

頒優質獎學金，要發出5110萬多元，個人

最高可領160萬元(0811)

祖父母節快到了！亞洲大學教職員生到晨

昏定省電話中心，向阿公阿嬤說：「祖父

母節快樂！」(0822)

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今

辦交接與佈達，新任副校長范國清兼任研

發長(0801)

「11位國際大師到亞洲大學師生論壇，這

學期9月、10月、11月再邀沙金特、席姆斯

、穆拉德博士、安藤忠雄等4位諾貝爾級學

者(0801)

亞洲大學新生英文強化營登場，安排10天

的密集課程，提升大一新鮮人英聽及閱讀

能力，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考試(0801)

亞洲大學資應系舉辦暑期電腦營，吸引50
位弱勢家庭學童參加，兩週的電腦課程，

教會上網、製作網頁及部落格設計(0806)

 
臺中市霧峰地區花東新村辦豐年祭典，原

住民歌舞迎賓，傳統美食饗客，亞大師生

關注協助就地重建、保障居住權益(0804)

中亞聯大國際醫療志工團隊，深入四川西

藏自治區義診，刮痧拔罐服務與教學，還

指導小朋友刷牙及口腔保健教育(0807)

亞洲大學國企系7名志工，事先錄製台灣外

籍配偶訪談影片，專程到印尼探訪外籍配

偶的故鄉，居間傳遞關懷之情(0801)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與馬來西亞古晉各中

學生跨國教學，還參加國際青年志工培

訓營，並到吉隆坡雙溪威老人院展開志工

關懷服務(0815)

亞洲大學舉辦長青樂活文化學活動，70多

位阿公、阿嬤參加康活動、校園導覽，還

到林家花園、霧峰酒莊等地參觀，體驗樂

活之旅(0806)

臺中市綠色生活「纖維‧時尚‧綠工藝生

活設計展」開幕，亞洲大學時尚系學生穿

著改裝和服上台走秀，架勢十足(0817)

亞洲大學時尚系師生到澳洲布里斯班參加

時裝週，還到大都會南TAFE學院參加時裝

設計與英語課程研習(0814)
2012 ESP英語研習營在亞洲大學登場，為

期4天的研習營，邀請專家學者講授英語文

教學理論，並分享實務經驗(0801)

河南理工大學學習參訪團到亞洲大學參訪

，雙方討論學術合作、師生互換，未來將

加強兩校學術交流(0814)



臺中市政府透過亞洲大學，挖掘市民創意，成為臺中市政府透過亞洲大學，挖掘市民創意，成為

「創意之都」，競賽總獎金高達108萬元！「創意之都」，競賽總獎金高達108萬元！

有創意，就有獎金拿！臺中市長胡志強8月27日宣布，市府經濟

發展局舉辦第一屆「臺中盃創意大獎－創新發明應用設計競賽

活動」正式開跑！將委由亞洲大學負責，把台中市民的創意挖

掘出來，再透過技轉成商品，有系統的長期協助產業，讓臺中

市成為「創意之都」；競賽總獎金高達108萬元，各組金獎第一

名獎金12萬元，還有特別獎10萬元，由台中市隴億科技公司

贊助。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今天上午舉辦第一屆「臺中盃創意大獎

－創新發明應用設計競賽活動」記者會，臺中市長胡志強、副

市長蕭家淇、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

經發局長黃晴曉、臺中市議員劉士州等社會人士出席。

胡市長說，3年前，他曾到亞洲大學參加「U19」全國19歲以下

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看到很多高中職、國中小學生投入創意

發明領域，相當感動，「 這就是我想要的發明競賽」，決定擴

大舉辦，經由亞洲大學競標獲得承辦臺中盃創意大賽，激發更

多台中市民的創意，年年讓發明的新商品不斷上市，促成產業

升級，不但讓台中市成為創意之都，更讓創意在台中市發光、

發熱。

「誰能站在創意的制高點，就能主掌未來！」亞洲大學創辦人

蔡長海指出，亞大學生3年來參加世界各地發明競賽，共得31塊

金牌、德國IF、紅點共7件，大放異彩，已是綜合大學中短期內

參展件數最多、得獎牌最多的大學；還接辦經濟部工研院全

國「U19」青少年發明創意競賽，今年第3年有近1700件作品

參賽，台中市政府也支助合辦，效益極佳。這次「臺中盃創意

大獎」，亞洲大學將配合市府辦好此次競賽，發掘更多發明

人才，讓臺中市早日成為創意之都！

圖說：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左四）與台中市長胡志

強（中）、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右二）等人在臺中盃創意大

獎記者會中，大聲喊讚！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長黃晴曉表示，此次競賽主題，以未來3

至5年內可能商品化的創意發明為評選條件，不侷限特定的產

業(產品)類別，即日起至10月5日(以郵戳為憑)截止報名，將分為

高中(職)組、大專組以及社會組三組參賽。凡設籍於臺中市17歲

以上民眾，或就學於臺中市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學校的

學生，及就職於臺中市合法登記公司行號員工，並取得目前仍

在職證明文件者，都可報名參加。參賽者也可組隊(至多5人)

參加，參賽件數不限，惟團隊中至少須有一名成員符合上列參

賽資格規定，希望吸引更多民眾共同參與 。

除了創意競賽活動，黃晴曉局長強調，市府將再藉由校園巡迴

、論壇及商機媒合等活動，推廣臺中市創意發明競賽，提升大

臺中產業發展的創意與設計競爭力，藉以鼓勵民眾從事創意設

計與發明，並協助產業尋找優質的創意人才，讓臺中市成為「

創意之都」。

亞洲大學高額獎金招生奏效，327位新生獲頒優質獎學金，亞洲大學高額獎金招生奏效，327位新生獲頒優質獎學金，

要發出5110萬多元，個人最高可領160萬元。要發出5110萬多元，個人最高可領160萬元。

亞洲大學8月11日舉辦新生校園巡禮座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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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錄取不

少優秀學生，今年度新生獲得入學獎學金、繁星推薦新生獎

學金、英文成績優良獎學金、策略聯盟高中獎學金等，共計327

位新生，預計要發出5110萬多元獎學金，其中，有位新生最高

可領160萬元，「亞大新生入學獎學金，看得到、領得到！」。

蔡校長指出，亞大新生入學獎學金，分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

大學指考分發，以及英文成績優良獎學金，除了新生入學最高



大學指考分發，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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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寒安心樂學獎學金、策

略聯盟高中獎學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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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吸引優秀學生指名就是要亞

洲大學。

教務長彭德保說，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大學入學考試分發最高

額的新生入學獎學金為會計與資訊學系陳沛霖同學，符合領取

的獎學金項目，有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新生入學獎學金新台幣160

萬元、英文成績優良獎學金16萬元及38萬2千多元免學雜費的

獎勵，他可擇一領取。

此外，領取繁星推薦最高額的新生入學獎學金為資訊傳播學系

林可凡同學、時尚學系林姵君同學，符合領取的獎學金項目為

繁星推薦新生入學獎學金新台幣32萬元，還可比照國立頂尖大

學收費，估計4年可省下22萬1200元，各可得54萬1200元。領取

個人申請最高額的新生入學獎學金為時尚系陳佑祥同學，符合

領取個人申請新生入學獎學金新台幣48萬元，還有符合領取個

人申請新生入學獎學金新台幣32萬元共7人。

圖說：亞大校長蔡進發（中）頒發5千多萬元入學獎學金給新生

代表。

蔡進發校長指出，一個學校的辦學是否用心，可從辦學理念、

師資及對學生的照顧等方面看出，亞大創校11年，在專業、教

學評鑑及產學合作上，都獲得佳績，連續7年獲得教育部評為教

學卓越大學，名列前茅；除了推動三品教育、志工大學及四創

學園，這學期還將推動曼陀珠師生認養計畫，從新生入學的第

一哩路照顧到最後一哩路；他勉勵新生，不屈不撓，不怕失敗

，一定會成功。

「我就是想來唸亞大的時尚系！」獲頒8萬元獎學金的吳佳蓓說

，她很驚訝，也很開心，之前上網、打聽時尚系的課程及校內

外活動，在家人支持下，如願唸到想讀的學系，將來可以習得

一技之長，又可拿獎學金，一舉兩得。

祖父母節快到了！亞洲大學教職員生到晨昏定省電話中心，祖父母節快到了！亞洲大學教職員生到晨昏定省電話中心，

向阿公阿嬤說：「祖父母節快樂！」向阿公阿嬤說：「祖父母節快樂！」

「阿公、阿嬤是孫ㄟ老情人！」「阿公、阿嬤！孫愛你！」，

為了喚起民眾對親情倫理及孝道的重視，去年教育部將每年8月

的第四個星期日訂為「祖父母節」，今年「祖父母節」是8

月26日，亞洲大學8月22日下午有不少學生、教職員到該校「晨

昏定省電話中心」，打電話向阿公阿嬤問候，大聲說：「祖父

母節快樂！」 

「遙遠的祖父母，忙碌的孫子女」是當今世代疏離的寫照，光

通所碩士生吳藏廷同學說，遠在台北的外婆最疼他，外婆接到

他的電話時，不知道有「祖父母節」，告知外婆後，她說：「

乖孫，足甘心ㄟ！」；由於颱風快到了，除了問候，還是跟外

婆講要小心防颱，開學前，再抽空去看外婆。 

亞大總務處教職員王美青昨天打電話給住在苗栗卓蘭娘家的

爸媽，她告訴爸媽「祖父母節」即將到來，26日那一天，她會

帶著兩個孩子回娘家，與阿公、阿嬤過祖父母節，除了向孩子

說明「祖父母節」的意義，還要孩子們幫阿公、阿嬤裝飯、

捶背。

商設系、馬來西亞僑生張文靜同學，也掛電話向阿公阿嬤告知

台灣設立「祖父母節」，覺得很有意思。她祖父母在電話中說

，妳去台灣唸大學，值得！

圖說：祖父母節快到了，亞洲大學教職員、學生到晨昏定省中

心打電話，向祖父母問候。

亞洲大學總務長兼三品書院執行長朱界陽說：「如果實在沒辦

法回家看祖父母的，不妨打個電話，向阿公阿嬤問好，相信阿

公阿嬤會很高興！」飲水要思源，大家不要忘本，尤其少子化

、老人化的社會，希望透過祖孫世代之間的互動，使得孫子女

能從與祖父母的互動，培養尊老與孝親的態度；時代雖不同，

但仍可享天倫之樂。這個節日值得推廣！

 



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今辦交接與佈達，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今辦交接與佈達，

新任副校長范國清兼任研發長。新任副校長范國清兼任研發長。

亞洲大學新到任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人員，8月1日辦理交接與

佈達，由校長蔡進發主持、監交，蔡進發校長感謝卸任主管的

貢獻及辛勤付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他並期勉新任主管

人員在既有基礎下，因材施教，永遠將學生擺在第一位，辦個

不一樣的大學。

蔡進發校長強調，亞洲大學創校11年，是進步快速的大學，各

項評鑑績效優異，連續7年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老師發

表學術論文數，是全國163所大學院校的24名；師生們的表現

卓越，不論是德國IF、紅點設計大獎，或是參加瑞士、馬來

西亞、韓國首爾、法國巴黎等國際發明競賽，得獎連連，除了

辦學績效佳，目前繼續推動志工大學、「四創學園」，同時繼

續營造優質、多元的教學、學習環境，讓學生安心求學。

新任副校長兼研發長范國清、資工系講座教授，是美國佛羅里

達大學電機工程博士，曾任中央大學資工系教授、佛光大學副

校長；新任教務長彭德保、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特聘教授，是

交大計算機工程研究所博士，曾任交大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教授、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院長。

新任國際學院院長黃仲陵、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特聘教授，是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博士，曾任清大教授、佛光大學工學院院長

；產學長兼光通系主任張文鐘、光電與通訊學系特聘教授，是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電機電腦博士，曾任交大教授。

圖說：左為新任副校長兼研發長范國清，在校長蔡進發（中）

監交下，與原副校長曾憲雄（右）交接。

新任學務長由原副學務長張少樑升任，仍兼代軍訓室主任；新

任主任秘書由前學務長施能義接任；曾任健康產業管理學系主

任何清松，回鍋再任健管系主任；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李美玲

，則是前社工系系主任。

其餘新任系主任、行政主管名單如下：產學營運處產學長兼光

電與通訊學系主任張文鐘、國際企業學系主任李永全、休閒與

遊憩管理學系主任陳朝鍵、副校長鄧成連兼任創意設計學院

院長、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長鄭鼎耀、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主任

龐玉涓、學涯中心實習組組長侯念祖、學涯中心生涯發展暨就

業輔導組長黃美華及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主任陳英輝。

11位國際大師到亞洲大學師生論壇，這學期9月、10月、11月，再邀11位國際大師到亞洲大學師生論壇，這學期9月、10月、11月，再邀

沙金特、席姆斯、穆拉德博士及安藤忠雄大師等4位諾貝爾級學者。沙金特、席姆斯、穆拉德博士及安藤忠雄大師等4位諾貝爾級學者。

亞洲大學「大師論壇」，三年來已聘請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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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沙金特博

士(Dr.ThomasJ.Sargent)、席姆斯博士(Dr.ChristoPherA.Sims)及「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日本國際建築師安藤忠雄等4人，也

將分別來亞洲大學講學，與師生互動。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沙金特博士將於9月21日到亞洲大學

演講，與師生論壇：「全球經濟面臨的新挑戰─通膨隱憂

浮現？」；席姆斯博士10月26日到亞洲大學演講：「美歐央行

圖說：左起沙金特博士、席姆斯博士及穆拉德博士、安藤忠雄

大師9、10、11月蒞校論壇。



浮現？」；席姆斯博士10月26日到亞洲大學演講：「美歐央行

政策對全球的影響」，並與師生座談「金融危機下的財經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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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第六度來亞洲大學講學，指導

師生研發，並與學生面對面對話；建築界諾貝爾級的日本大師

安藤忠雄也於11月23日蒞校演講。

三年來，亞洲大學陸續聘請11位諾貝爾學者、國際大師蒞校

演講，與師生面談互動；包括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威爾剛

之父」穆拉德博士(Dr.Murad)；諾貝爾經濟學獎威廉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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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Joel Brinkley)；諾貝爾經濟學獎摩坦森

博士(Dr. Dale Mortonsen)；諾貝爾經濟學獎戴蒙德博士(Dr.Peter

Diamond)；諾貝爾經濟學獎皮蕯里德斯教授(Dr.Christopher

Pissarides)；皮克斯動漫總監安德魯．高登(Andrew Gordon)。

亞洲大學新生英文強化營登場，安排10天的密集課程，提升大一亞洲大學新生英文強化營登場，安排10天的密集課程，提升大一

新鮮人英聽及閱讀能力，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考試！新鮮人英聽及閱讀能力，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考試！

亞洲大學8月1日起舉辦新生英語強化營(Head Start English

Summer Camp for Freshmen)，吸引70位大一新鮮人參加；此次營

隊採住宿制，白天由國際學院語文教育中心英語教師講授全民

英檢中級考試模擬考題、分析出題方向，並加強英語聽、說、

讀、寫能力，還安排10位教學助教TA全程伴讀，晚上安排夜間

自習，由教學助教帶領學員們模擬考試及解題討論。

亞大國際學院語文教育中心主任陳淑娟強調，為期10天的英語

強化營，主要是幫助大一新鮮人能有效提升英聽及閱讀能力，

並高分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預估通過率90%；最大期

望是藉由營隊的集體學習，培養學生對英語的興趣及自學能力

，除了讓學生輕鬆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進而提升未來在職

場上競爭力。

亞大新生英語強化營，從今年5月起甄選學測英語成績在均標以

上(或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複試)、有志於在大一即通過英檢中級初

試的亞大新生參加，最後遴選70名學生參加，除了免費住宿，

學生僅負擔英檢報名費、書籍費及基本餐費；另安排10位傑出

的教學助教(TOEIC多益700分以上，或通過全名英檢中級複試的

學長姐)伴讀，透過自習與討論的過程，體會語言學習的樂趣。

亞大國際學院語文教育中心聘請加拿大籍老師Joel、外籍老

師Andy為學員們講授英語聽、說、讀、寫，加強提升英語能力

；並由語文教育中心吳雨濃、李孟螢英語老師，為學員們解析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模擬試題；吳雨濃老師說，10天的密集課程

，學員們興趣盎然，老師也全力投入，8 月11日將到靜宜大學參

加全民英檢考試。

圖說：外籍老師Ａndy為學員們加強英語的聽、說、讀、寫，互

動熱絡。

語文教育中心主任陳淑娟說，目前職場所需要的人才，不再只

是單一領域中取得多張證照，而是具備跨領域能力的人，英語

能力更是無論任何領域的學生必備的能力；藉由這次英語強

化營，學生能在英語老師、助教帶領下，提早打好英語基礎，

達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成效。

幼教系王薪雅同學、商設系徐筱筑同學說，很期待透過在此次

英語營的學習，能順利通過英檢中級初試，並藉此機會精進英

文能力。此次英語營隊，也獲得家長的支持，陪同女兒前來的

家長孫太康說，很開心學校這麼用心地舉辦這次活動，期望孩

子能在營隊中快樂地學習，英語明顯進步。



亞洲大學資應系舉辦暑期電腦營，吸引50位弱勢家庭學童參加，亞洲大學資應系舉辦暑期電腦營，吸引50位弱勢家庭學童參加，

兩週的電腦課程，教會上網、製作網頁及部落格設計。兩週的電腦課程，教會上網、製作網頁及部落格設計。

亞洲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8月6日起舉辦縮短城鄉差距的「

暑期電腦營」，有來自霧峰、大里等地區國小一到六年級50位

弱勢家庭學童參加，展開兩週的研習。隊輔小老師設計的電腦

課程活潑、多樣化，讓學童學習利用多媒體美工創作；其中，

非常好色、網頁部落格設計製作的課程，最吸引學童們的學習

興趣；部分學童從來不用文書處理系統，也慢慢學會利用電腦

打作業、寫心得及製作PowerPoint。

亞大資應系主任廖岳祥說，此一電腦研習營，是教育部中部辦

公室委託本校承辦，至今已邁入第8年，向來以低收入戶、原

住民、偏遠地區、身心障礙、單親家庭、外籍配偶子女及失業

勞工子女等優先，今年仍有來自台中市大里區內新國小、霧

峰 區 峰谷國小、僑榮國小、吉峰國小、霧峰國小、桐林國小、

萬豐國小、光正國小50位學童免費參加；8月6日至17日在亞洲

大學電腦教室展開研習活動。

廖岳祥主任強調，此次電腦營的課程，仍安排寓教於樂的電腦

相關基礎課程，如電腦系統基本概論、Internet整體介紹及常識

、網路與週邊裝置的應用、網頁部落格設計製作、多媒體美工

創作、文書處理、資訊素養等，希望參與此研習營的學童在電

腦基礎知識、資訊素養與相關電腦資訊應用方面都獲得提升。

今年暑期電腦研習營，由亞大資應系碩士班、大學部15位同學

組成服務團隊，資應系碩士生鄧世昌說，這次是他第一次擔任

圖說：資應系的暑期電腦營中，隊輔資應系學生指導弱勢學童

學習電腦。

此營隊的老師，由於平常就有擔任國中小的社團老師，所以在

電腦教學上並不困難，小朋友的適應能力也很好，讓他的授課

順利。不過，有部分小朋友從未接觸過電腦，針對這部分的

學員，只好用更多的用心與耐心來教導，看著她們快速進步，

心中格外寬慰。

吉峰國小四年級葉涴婷同學說，參加電腦營隊覺得很好玩，尤

其學會上傳、修改照片，然後PO上個人部落格，再撰稿說明，

製作了很棒的網頁等，「實在太開心了！」；小隊輔哥哥與姊

姊人都很好，老師教學也很有趣，讓她們學習到許多軟體的

應用，希望可以每年都可參加電腦營。

臺中市霧峰地區花東新村辦豐年祭典，原住民歌舞迎賓，傳統臺中市霧峰地區花東新村辦豐年祭典，原住民歌舞迎賓，傳統

美食饗客，亞大師生關注協助就地重建、保障居住權益！美食饗客，亞大師生關注協助就地重建、保障居住權益！

臺中市霧峰地區花東新村8月4日舉辦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典，亞

洲大學社工系近年來透過在地關懷，深入花東新村從事社會服

 



洲大學社工系近年來透過在地關懷，深入花東新村從事社會服

務學習工作，除了輔導學童的課業學習，也關注花東新村的重

建事務；在豐年祭典中，花東新村管理委員會理事長陳玉蘭致

贈顧問證書，由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李美玲代表接受

，感謝亞洲大學對花東新村的關心與協助。

花東新村於4日上午8時30分起舉辦豐年祭，由頭目王志雄主持

祈福儀式揭開序幕，接著安排迎賓舞、大會舞、任重道遠儀式

、婦女與少年的舞蹈表演，與來賓共舞同樂，現場還穿插親子

同樂的趣味競賽，氣氛熱絡。

花東新村原住民特別準備阿美族的傳統美食，如黃藤心、麵

包果、海鮮水產、風味特殊的醃生肉等道菜餚招待來賓，還有

小米酒盡情暢飲，亞洲大學有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李美玲、社工

系廖淑娟、蕭至邦老師及綠能科技研究中心執行長陳永進老師

等人與會，一起感受阿美族的熱情活力。

臺中市原民會主委林益陸、花東新村管理委員會理事長陳玉蘭

特別感謝亞洲大學師生對花東新村的關心與付出，未來原住民

住宅重建工作千頭萬緒，仍有賴在地大學的支持與協助。花東

新村頭目王志雄說，花東新村重建的意義，在於未來原住民下

一代的成長與發展，只有穩定的安身環境，才能長遠規劃原住

民文化傳承與教育的學習發展。

社工系廖淑娟老師說，為爭取花東新村重建，社工系師生與花

東新村居民組成「臺中市都市原住民族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圖說：花東新村原住民青年們表演山地歌舞，與來賓同樂。

協力推動重建前置工作，循序面對國有土地承租、設計規劃等

問題，保障原住民在都市居住的權益， 進而提供大學青年瞭解

原住民文化的學習場域。目前該協會秘書長簡宏哲，也是亞大

社工系畢業生，兩年來，他已在花東新村實地參與就地重建

事宜，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大學青年能貢獻所長，持續關注都市

原住民的權益。

位於臺中市霧峰地區的花東新村已建村13週年，起因921大地震

造成旅居臺中地區的原住民，因在外租屋震災受損，卻不符合

受災補助資格，使得多數辛苦打拚於社會底層的原住民，只得

群居暫住霧峰草湖溪畔；日前蘇拉颱風重創臺灣各地，花東新

村系因木板、鐵皮搭建的房子不敵強風暴雨，造成屋子漏水及

村莊淹水，故急需透過爭取就地重建，營造良好的居住環境。

中亞聯大國際醫療志工團隊，深入四川西藏自治區義診，刮痧中亞聯大國際醫療志工團隊，深入四川西藏自治區義診，刮痧

拔罐服務與教學，還指導小朋友刷牙及口腔保健教育！拔罐服務與教學，還指導小朋友刷牙及口腔保健教育！

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20位師生組成的中亞聯大國際醫療志

工團隊，7月17日至28日遠赴大陸四川省西藏自治區，在藏傳佛

教勝地佐欽寺展開「高海拔之愛─川藏地區衛教服務」， 為藏

區民眾義診，並指導刮痧拔罐等預防保健，還到孤兒院教導小

朋友衛生教育。佐欽寺白瑪格桑法王特別為第一次到該地的台

灣義診團員祈福，並對義診的師生加持說：「你們還年輕，有

許多服務人群的事情，等著你們去完成！」

剛回台灣不久、擔任義診團團長的亞大經管系助理教授張庭

彰說，亞大與中國醫藥大學組成國際醫療志工團隊，一起攜帶

科學中藥、基本中醫醫療器材設備等，曾到尼泊爾、泰北、

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寮國老挝、緬甸等國義診，今年是

第一次深入到川藏區，佐欽地區也是第一次有台灣醫療團隊進

入服務。

張庭彰老師強調，中亞聯大醫療團隊除了義診，還針對當地藏

區的需求，建立衛生教育觀念及刮痧拔罐等預防保健的教學，

讓當地藏人、小朋友學習如何透過良好衛生習慣，讓身體更

健康，也讓醫療團隊師生們，在人稱信仰靈魂故鄉的佐欽寺國

 

  

圖說：中亞聯大國際醫療志工團隊在藏傳佛教勝地佐欽寺前義診。

位 ；下背部及膝蓋針灸是最常用的診療方式，此外，飲食習慣

也造成當地居民腸胃不適問題。



健康，也讓醫療團隊師生們，在人稱信仰靈魂故鄉的佐欽寺國

際志工服務中，體驗學習不同文化、不同思考。

中醫醫療義診團是於7月17日出發，從四川成都轉搭吉普車，經

3天山路顛簸的車程，終於抵達川藏區竹慶鄉佐欽寺，途中經過

康定後即進入高海拔地區，沿途景致如詩如畫依山傍水，加上

氣候時而烈日時而飄雨，輕微高原反應及感冒症狀逐一出現在

團員身上；不過，到達佐欽寺後，休息一天，即恢復精神並開

始義診，透過當地大學生翻譯，義診團順利服務當地居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師廖千賦說，川藏區居民大多從事

畜牧及勞動工作，常常因為長期的勞務工作造成骨頭或是關節

受傷，加上缺乏醫療整治，導致長期酸痛腫脹甚至關節變形走

此外，廖千賦醫師特別爬山涉水3個小時，進入閉關山洞為長期

閉關修行者診治，他說：「這樣的義診經驗，相當特別，也很

寶貴！」

中國醫後中醫系黃敬仁說，針灸跟推拿讓當地老人家下背部及

膝蓋不適症狀明顯改善，酸痛貼布也讓當地人奉為台灣來的神

奇禮物。除了定點義診，也安排至當地孤兒院做衛教，並將募

得的文具和糖果發送給孩子們。

協助衛生教育的亞洲大學幼教系廖紋瑤同學指出，當地川藏區

居民缺乏衛生教育，小朋友沒有刷牙習慣常牙痛，口腔衛教加

上牙刷牙膏的贈與，讓大家願意每天刷牙。

亞洲大學國企系7名志工，事先錄製台灣外籍配偶訪談影片，亞洲大學國企系7名志工，事先錄製台灣外籍配偶訪談影片，

專程到印尼探訪外籍配偶的故鄉，居間傳遞關懷之情。專程到印尼探訪外籍配偶的故鄉，居間傳遞關懷之情。

今年暑假，亞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系主任李偉權率同7名學生，

組成國際志工團隊，到印尼婆羅洲島的山口洋市擔任國際志工

；出發前，志工們先到桃園縣桃園市、楊梅市訪問遠嫁臺灣、

來自山口洋市的外籍配偶梁慧琳、鄭杏媚、田月梅等3人，並錄

製訪談影片、拍下這些愛心媽媽在小學服務的感人鏡頭，帶回

印尼給她們的家人觀看，居間傳遞關懷之情，展開另類國際志

工服務。 

 

國企系志工團團長陳品宏說，志工同學們用心良苦，返台前，

還特地跑到離山口洋市15公里外的大灣肚(Teluk Suak)去拜訪臺

灣媳婦梁慧琳的娘家，除了傳送梁慧琳在台灣生活錄影片，還

錄製了她故鄉的父母、鄰居的祝福，她的父母希望這些志工們

返到台灣，能多幫助梁慧琳適應台灣的生活，生活能過得很

幸福。

國企系志工同學還在當地訪問部分嫁到台灣的印尼家庭，希望

透過錄製的影片，讓台灣的外籍配偶也能看見這些父母們對女

兒的關切，返台親自到在台的外籍配偶家中拜訪，並傳遞這份

情感給這些思念故鄉的山口洋婦女；國企系的志工同學們還邀

請在印尼的父母，如果有機會來台看女兒時，順道來亞洲大學

一遊，讓他們盡地主之誼。

「天下父母都是一樣的愛！」國企系志工團團員梅婷同學說，

雖然不太熟悉她們的語言，但看到梁慧琳在印尼的媽媽訪談，

不斷用紙巾拭眼淚，可以想像她們非常不捨遠嫁臺灣的女兒。

國企系主任李偉權強調，此次到印尼展開國際志工服務，不但

拓展國際視野，也實際運用所學的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及資訊

應用，發揮團隊精神，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的責任。山口洋

市(Singkawang)是印尼華人聚居的城市，當地有超過3萬5,000名

山口洋女性嫁至臺灣，成為臺灣媳婦，是許多新臺灣之子母親

圖說：國企系國際志工團拜訪台灣媳婦的大灣肚娘家，錄製媽

媽給遠嫁台灣女兒的叮嚀祝福！ 

義重大！」 陳品宏同學說，印尼提供的華文課嚴重不足，加上

貧富差距大，許多補習會所的存在只是為了弘道，而不是營利

；於是他們就在山口洋市多所華語補習所擔任課輔小老師，和

當地山口洋學生以華語交流，尤其是看到這裡的華裔子弟，課

後在炎熱、簡陋的鐵鋅片屋頂下學習華語，讓他們相當感動，

越發珍惜學習的時間與資源。課後，他們還到山口洋市教師聯

誼會、新光明印華及福律新生等各華文補習所，從事打掃及修

膳等工作，希望能給當地孩童更好的讀書環境與資源，並冀望

這樣的服務與精神，能傳承並散播出去。 

國企系志工們還到著名景點Pasir Panjang從事「淨灘」活動，，

志工們自備打掃工具，還玩起了撿垃圾比賽，冒著炎熱在沙灘

上撿垃圾，展現臺灣的軟實力，雖然有成員也因此受了點傷，

但他們所想要傳遞的快樂志工精神，也深刻的刻劃在被整理乾

淨的海灘上；現場的山口洋市居民對這群來自臺灣的大學生讚

不絕口，都紛紛詢問這些學生從何而來；團員簡世音同學說

：「大家住在同一個地球上生活，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都應



山口洋女性嫁至臺灣，成為臺灣媳婦，是許多新臺灣之子母親

的故鄉，山口洋市近年來因而吹起學習華語熱。

「山口洋市是許多新台灣之子母親的故鄉，能夠到這裡服務意

：「大家住在同一個地球上生活，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都應

該愛護地球！」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與馬來西亞古晉各中學生跨國教學，還參加國際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與馬來西亞古晉各中學生跨國教學，還參加國際

青年志工培訓營，並到吉隆坡雙溪威、古晉老人院志工關懷服務！青年志工培訓營，並到吉隆坡雙溪威、古晉老人院志工關懷服務！

亞洲大國際志工團8月15日抵達馬來西亞砂勞越古晉，先後到中

華第一中學丶第三中學丶第四中學教學服務；18、19日到馬來

西亞古晉，與古晉青年運動會青年，一起參加2012年國際青年

志工培訓營，展開兩國青年學術交流；21日轉赴馬來西亞吉隆

坡雙溪威老人院、沙拉越古晉市區濟世之家展開志工關懷服務

，完成跨國志工服務的任務。

亞大國際志工團是第二年到古晉中華第一中學丶第三中學丶第

四中學進行跨國教學服務，志工團同學個別指導各中學同學們

流行舞蹈「練舞功」、防身術丶上台帶動唱，還教導美姿美儀

等課程，與當地同學互動熱絡，其中，亞大志工團同學們表演

帶動唱的「我相信」與「開心農場」，還高歌「天使」一曲，

都獲得當地中學同學們熱烈掌聲。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同學與古晉青運會青年志工，8月18日、19

日一起參加國際青年志工培訓營，聘請羅淑真組長擔任指導，

透過探索活動和趣味遊戲的方式，凝聚兩國青年多元共識與團

隊默契。心理系林劼儀同學回憶說，這兩天一夜的培訓營，讓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少數人扮演身障者的那頓午飯，雖然他不是

擔任身障者，感觸卻很深，餵著被矇著眼睛與被綁著手的隊友

，才知是件不容易的事，「這是個很特別的體驗！」

21日，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轉赴馬來西亞吉隆坡雙溪威老人院

展開志工關懷服務，「來喔！拍拍手！」丶「揮揮手！」志工

團領隊服學組組長羅淑真帶領志工團同學，與該院友帶來團康

活動，國際志工團也跟院友牽手跳舞，氣氛熱絡，該院院友以

表情丶出人意表的肢體動作表達他們歡喜的心情。

圖說：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同學們在馬來西亞古晉指導中華第一

中學學生防身術。

14日抵達馬來西亞，在古晉青運會成員陪同下，到沙拉越古晉

市區濟世之家展開志工服務，位於馬來西亞古晉王水長路的濟

世之家，其成員多為智能障礙、肢體障礙、語言障礙或唐氏

症等，有些還以輪椅代步或癱瘓在床；羅淑真老師帶領國際志

工同學與所有院友互動。

時尚系二年級陳宣翰同學說，從第一天到古晉濟世之家服務多

重身障者後，就一直與中學生快樂互動的教學課程，當最後一

站來到了吉隆坡雙溪威老人院時，又勾起了在濟世之家的感動

，這是一趟名符其實的關懷服務之旅，也學習到課本之外的知

識與經驗，相當難得。

亞洲大學舉辦長青樂活文化學活動，70多位阿公、阿嬤參加團康活動、亞洲大學舉辦長青樂活文化學活動，70多位阿公、阿嬤參加團康活動、

校園導覽，還到林家花園、霧峰酒莊等地參觀，體驗樂活之旅！校園導覽，還到林家花園、霧峰酒莊等地參觀，體驗樂活之旅！



亞洲大學8 月6日舉辦「霧峰學、學霧峰~長青樂活文化學」活動

，邀請南投縣竹山樂齡中心、台中市大里青松養護之家70多位

阿公、阿嬤們，在亞洲大學志工人員扶持下，在亞大校園內舉

辦一系列團康活動、校園導覽，還到鄰近的霧峰林家花園、霧

峰酒莊等地參觀，不但讓阿公、阿嬤們走出戶外舒展筋骨，也

體驗一趟樂活之旅。

「來喔！一、二、三！動一動身體！」，在服學組長羅淑真及

志工同學帶動下，阿公、阿嬤們跟著擺動身體、舉手踏步，

阿 公 阿嬤們除了參加團康活動，還在志工同學帶領下，分別參

加滾球、保齡球等競賽，以及團隊共識活動，玩得不亦樂乎，

笑聲滿場。

志工們6日下午帶領阿公、阿嬤們參觀霧峰林家花園，由明台高

中老師協助導覽，亞洲大學志工也組成「阿罩霧古蹟文化解

說團」服務，亞大服學組組長羅淑真說，霧峰林宅在921大地震

中損毀非常的嚴重，幾乎全毀，現已積極搶修，其中，萊園飛

觴醉月亭為林宅建築群之一，地震後已整修完成，昔日風華

重現；霧峰林家花園與台北板橋林家花園同為二級古蹟。阿公

、阿嬤們參觀時，也感受到古蹟保存不易。

阿公、阿嬤們隨後轉往霧峰酒莊，參觀製酒過程、品酒及霧峰

地區特產─香米；酒莊人員介紹說，這裡的清酒是邀清日本首席

的釀酒師駐台傳授釀造技術，除了釀酒廠，酒莊本身仍保留了

圖說：竹山樂齡中心、台中市大里青松養護之家70多位阿公、

阿嬤們參加樂活之旅。

舊穀倉的部份區塊，用來介紹霧峰的香米。參觀酒莊聽完解

說後，就是試喝大會，有興趣的阿公、阿嬤們紛紛採購初霧

清酒、捲心餅、香米等伴手禮。

南投縣地面高爾夫協會主任委員羅子龍說，一整天的活動下來

，對阿公阿嬤的體力來說，雖然是一種負擔，但因為亞洲大學

提供良好活動空間，以及志工們熱情無私的付出與關心，讓不

少老人家忘了疲倦，也都很開心，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次參加亞

洲大學志工團隊所舉辦的活動。

臺中市綠色生活「纖維‧時尚‧綠工藝生活設計展」開幕，臺中市綠色生活「纖維‧時尚‧綠工藝生活設計展」開幕，

亞洲大學時尚系學生穿著改裝和服上台走秀，架勢十足。亞洲大學時尚系學生穿著改裝和服上台走秀，架勢十足。

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系8位師生 ，8月14日到臺中市政府文化廳

一樓中庭參加「纖維‧時尚‧綠工藝生活設計展」走秀活動，

時尚系6位女學生穿著改裝的和服上台走秀，她們優雅的走秀

台風，贏得滿堂彩；副市長蔡炳坤在亞大時尚系同學陪同下，

也獻出自己第一次「處女秀」，架勢十足，同樣獲得不少

掌聲。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規劃一系列的品牌時尚秀，8

月13日至10月5日，在臺中市政府文化廳舉行服裝靜態展示，展

出共三大主題，包括文創工坊區、再生工藝區、居家生活區等

，各區展品精彩且富創意，其中，「文創工坊區」現場擺設傳

統和服及改造設計作品、植物染、環保染等文創產品，都是來

自台、日等多家精品工坊設計製造而成。

配合綠色生活設計展，主辦單位邀請亞大時尚系主任林青玫擔

任服裝動、靜態展策展規劃，並提供林青玫主任設計和服改造

服裝走秀；14日文化局舉辦「纖維‧時尚‧綠工藝生活設計展

」開幕，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文化局長葉樹姍，以及亞大時

尚系學生一起上台展示時尚綠色工藝專家展出的作品。

圖說：時尚系8位師生參加市府所辦「纖維‧時尚‧綠工藝生活

設計展」記者會，上台走秀。

合身剪裁的改良式和服，小露背部略顯性感，更成為鎂光燈的

焦點。

林青玫主任指出，配合市府推廣綠色時尚文化，她利用破損、

汙漬的舊衣、和服進行設計改造，以日本和服的直線剪裁線條

，精緻的織布技術及印花設計為主要特色。由於日本和服有著

現代服飾所看不到的獨特神韻，經融入時尚元素，保留傳統和

服紋飾文化精神，以織、繡、剪裁等技法，重新賦予生命，演



開幕的同時，文化局還舉辦時尚走秀活動，時尚系6位學生紛紛

穿著改裝和服上台走秀，副市長蔡炳坤也獻出第一次「處

女秀」，他在亞大時尚系同學陪同下，穿上日本改造和服羽

織上 台走秀，駕式十足；葉樹姍局長也是吸睛的模特兒，一身

服紋飾文化精神，以織、繡、剪裁等技法，重新賦予生命，演

繹不同風采。

亞洲大學時尚系師生到澳洲布里斯班參加時裝週，還到大都會亞洲大學時尚系師生到澳洲布里斯班參加時裝週，還到大都會

南TAFE學院參加時裝設計與英語課程研習！南TAFE學院參加時裝設計與英語課程研習！

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系主任林青玫帶領6位時尚系同學，7月12

日遠赴澳洲布里斯班，參加MSIT時裝週的服裝藝術作品交流，

還到澳洲大都會南TAFE 學院，即MSIT（Metropolitan South

Institute of TAFE）進行兩週的時尚時裝設計與英語課程研習，

收獲滿滿。

時尚系主任林青玫說，澳洲MSIT時裝週，是時尚服裝設計的年

度成果發表會，深獲世界各國服裝業界的重視，更是流行趨勢

走向的指標；澳洲大都會南TAFE 學院（Metropolitan South

Institute of TAFE）位於澳洲第三大都市，也是昆士蘭州的首府

布里斯班（Brisbane），距離布里斯班（Brisbane）國際機場

約15分鐘車程，交通便利。大都會南TAFE 學院是昆士蘭州政府

直屬管理運作的公立職業訓練學校之一，2008年榮獲昆士蘭年

度最佳公立訓練提供單位。

林青玫主任7月12日帶領6位同學前往澳洲大都會南TAFE 學院，

並與大都會南TAFE 學院教育管理-創業產業負責人伊麗莎白．

雷諾茲（Education Manager - Creative Industries Elizabeth

Reynolds）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洽談兩校學術合作事宜

，承諾未來進行實質學術交流。

澳洲大都會南TAFE 學院時裝週7月26日在布里斯班登場，這是

一場集合全球時尚設計精彩服裝藝術作品交流，讓時尚系師生

大開眼界，體驗令人震撼的設計創新與活力；並與來自世界各

地設計菁英，一起體驗澳洲流行界的時尚設計饗宴。

圖說：時尚系師生到澳洲布里斯班參加時裝週的服裝藝術作品

交流。

林青玫主任強調，配合亞大積極推動國際交流化，這一趟澳洲

時尚之旅，能讓時尚系同學與國際時尚脈動接軌，親身體驗國

際時尚走秀氣氛，最重要的是，同學們能夠與國外學者學習，

面對面諮詢時尚設計的實務經驗，除了提升自我專業能力，未

來出國深造或朝國際舞台發展也有幫助。

「能夠置身國際時尚走秀的現場，非常震憾，也很開心！」時

尚系二年級陳怡君同學說，往常只能從電視畫面，看到國際時

尚走秀的場景，沒想到還能在澳洲布里斯班看得到，還參加兩

週的時尚設計研習及英語課程，收獲滿滿，更擴大國際視野。

2012 ESP英語研習營在亞洲大學登場，為期4天的研習營，2012 ESP英語研習營在亞洲大學登場，為期4天的研習營，

邀請專家學者講授英語文教學理論，並分享實務經驗！邀請專家學者講授英語文教學理論，並分享實務經驗！

亞洲大學與實踐大學、南台科大合辦2012 ESP─英語文教學理論

與實務研習營，此次研習營，從7月24日至7月27日為期4天，

會中，邀請到國內外專家學者講授英語文教學理論，並分享實

 



會中，邀請到國內外專家學者講授英語文教學理論，並分享實

務經驗，他們精彩的英語文教學技巧和經驗，讓與會老師受益

良多。

今年度的ESP英語研習營由三所學校通力合作，分別是亞洲大學

外文系、實踐大學以及南台科大，亞大國際學院語文教育中心

也派員協助；美國的Margaret van Naerssen教授，以「Finding

Your Niche in ESP(在專業英語領域中找到你的立足點)」為題演

講拉開序幕。她提到，對於老師們如何在英語文的教學現場為

自己找到最適當的位置，這個課題相當重要，如何在對的位置

影響學生，值得與會的老師們深思。

日本的Laurence Anthony教授、美國的Kay Westerfield教授在第

二天、第三天就課程設計及網路資源，以「ESP Course/ Program

Design:Needs Analysis, Textbook Selection, Materials

Development, Testing(由需求分析、用書選擇、教材研發及考題

設計，談專業英語課程設計)」及「Internet-Based Resources and

Projects for Business English(商用英語之網路資源及企劃)」

為題， 與老師們分享。

亞大外文系副教授兼任國際學院副院長的陳英輝教授

以「Current Development of ESP in Taiwan(台灣現階段專業英語

之

圖說：2012英語研習營在亞洲大學登場，與會專家、學者分享實

務經驗。

發展)」為題，探討目前台灣英語文教學的發展現況，並試著從

反思的角度，思考正在發展英語文教學的台灣所面臨的問題。

參與此屆ESP英語研習營的亞大外文系主任古綺玲認為，這是一

次難得的教學經驗分享，藉由聆聽他人寶貴經驗的交流機會，

不僅加深教師們教學功力，更能與許多知名大師學習。負責籌

劃工作的國際學院陳英輝副院長除了期許將來ESP英語研習營能

成為亞洲大學定期舉辦的活動，更肯定未來跨校合作的模式。

大陸河南理工大學學習參訪團到亞洲大學參訪，雙方討論學術合作、大陸河南理工大學學習參訪團到亞洲大學參訪，雙方討論學術合作、

師生互換，未來將加強兩校學術交流。師生互換，未來將加強兩校學術交流。

大陸河南理工大學學習參訪團，由副校長景國勳率同一行人，8

月10日到亞洲大學參訪，亞大副校長范國清、主任秘書施能義

、管理學院院長蔡明田等人接待，雙方就學術合作、師生互換

等相關細節討論，期待透過此次參訪、學習，進一步規劃未來

的學術合作交流。

河南理工大學副校長景國勳10日帶領應急管理學院院長夏保成

以及趙俊偉、郭建卿、邵強、梁麗娟等位處長，一起到亞洲大

學參訪。景副校長指出，河南理工大學是大陸地區第一所礦業

高等學府，具有百年辦學歷史，校方堅持科研與教學並重辦學

指導思想，大力加強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培育特色學科品牌，

建成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和省（部）級重點實驗室、人文

社科基地29個，擁有9個省一級重點學科、37個省二級重點學科

。建有安全技術工程、直線電機理論及應用、精密工程、應用

數學等31個校級研究所。

亞大副校長范國清表示，亞洲大學創校11年，在創校第4年，就

由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即改制為亞洲大學，且連續7年獲教育部

評為教學卓越大學，學生人數已達一萬三千人，校務發展的

快速，是其他私立大學所無法比擬的，繼推動三品教育、志工

大學，目前正推動「四創學園」，並與品牌企業合作，保證學

生畢業即就業，積極培育未來領袖人才。

圖說：大陸河南理工大學學習參訪團，與亞洲大學副校長范國

清（前排右三）等人合照。

前曾透過規劃大陸地區姊妹學校師生來台培訓交流的經驗，讓

師生們得到雙方面的教育學習品質提升，期待與河南理工大學

溝通洽談，促成交換學生來亞大短期研修，以及共同執行師生

來台的培訓計畫，以實際行動，加強兩校的學術交流機會。

河南理工大學應急管理學院院長夏保成也說，到亞大參訪，即

可感受亞大積極作為，如加強國際化成長、創立三品書院、推

動三品教育，以及成立誠實商店、晨昏定省免費電話中心等，

這些創新的校園資源運用，都值得學習、效法；未來希望透過



生畢業即就業，積極培育未來領袖人才。

雙方進行學術合作會談中，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提出，之

兩校學術交流的機會，陸生也可以參加志工訓練，或到霧峰鄰

近社區實際從事志工服務，增加對台灣風土民情的瞭解。

主主  辦辦  單單  位位 活活  動動  名名  稱稱 活活  動動  日日  期期 活活  動動  時時  間間 活活  動動  地地  點點

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大師論壇：大師論壇：Dr.ThomasJ.Sargent 2012.09.21 全天全天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 101-1社工系期初系大會社工系期初系大會 2012.09.26 18：：00開始開始 A101

圖書館圖書館 新生導覽活動新生導覽活動 2012.09.10-10.31 依各班安排依各班安排 圖書館圖書館

心理系系學會心理系系學會 新學期心繫望期初大會新學期心繫望期初大會 2012.09.26   

健康服務社健康服務社 2012老實聰明體驗營老實聰明體驗營 101.09.03-09.07  新竹新竹

學生會學生會 101年學生社團創新領導與自我開發研習營年學生社團創新領導與自我開發研習營 101.09.04  亞大亞大

服學組服學組
101-1學年度「服務與學習期初領導幹部人才學年度「服務與學習期初領導幹部人才

培訓」活動培訓」活動
101.09.04-06

全天全天 社團法人雲林縣老人長期照護社團法人雲林縣老人長期照護

協會附設小太陽老人日間照顧協會附設小太陽老人日間照顧

中心中心 (斗六幸福園斗六幸福園 )、社團法人雲、社團法人雲

林縣老人長期照護協會附設小林縣老人長期照護協會附設小

太陽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太陽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古坑小古坑小

太陽太陽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101學年度實習諮商心理師與見習生培訓暨新學年度實習諮商心理師與見習生培訓暨新

生心理健檢行前工作坊生心理健檢行前工作坊
101.09.05 10:00-16:00 I212

學生會學生會
101年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幹部校園知能研習年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幹部校園知能研習

暨經驗交流暨經驗交流
101.09.05-09.06  

日月潭日月潭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班級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期初導師會議」班級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期初導師會議」 101.09.07 08:30-09:30 M001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班級導師輔導知能研習：班級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班級經營大補帖」、「「班級經營大補帖」、「moodle平台介紹」平台介紹」

、「班級經營增能工作坊（依院系分、「班級經營增能工作坊（依院系分6
場次）」場次）」

101.09.07
09:40-15:10

M001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特殊資源教室特殊資源教室

特殊資源教室活動：「新生親師座談會」特殊資源教室活動：「新生親師座談會」 101.09.08 11:00-12:00 H101

宿服組宿服組 學生宿舍入住服務活動學生宿舍入住服務活動 101.09.08-09 08:00-21:00 學生宿舍學生宿舍

綠油油康輔社綠油油康輔社 開啟夢想的起點開啟夢想的起點 -康輔招生活動康輔招生活動 101.09.10-09.21  亞大亞大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特殊資源教室特殊資源教室

諮心知新志工招募諮心知新志工招募 101.09.10-28 尚未確認尚未確認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

宿服組宿服組 住校生消防逃生演練住校生消防逃生演練 101.09.11 17:30-18:30 學生宿舍學生宿舍

貝達那卡羅浮群貝達那卡羅浮群 勇士群集招生大會勇士群集招生大會 101.09.12  亞大亞大

學生會學生會 迎新晚會迎新晚會 101.09.12  亞大亞大

學生會學生會 社團博覽會社團博覽會 101.09.12  亞大亞大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特殊資源教室特殊資源教室

諮心知新社志工活動：「期初大會」諮心知新社志工活動：「期初大會」 101.09.12(暫定暫定 ) 18:30-20:30
尚未確認尚未確認

機動車輛安全騎乘研機動車輛安全騎乘研

究社究社
亞洲大學安全駕駛講習亞洲大學安全駕駛講習 101.09.13  

亞大亞大

崇德青年志工社崇德青年志工社 崇青社第二屆幹部訓練崇青社第二屆幹部訓練 101.09.15  亞大亞大

Fun Talk飯桶研習服飯桶研習服

務社務社
社團幹部訓練營社團幹部訓練營 101.09.17  

亞大亞大

咖啡研究社咖啡研究社 Club Barista(咖啡師俱樂部咖啡師俱樂部 ) 101.09.17-09.21  亞大亞大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系

學會學會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大一新生迎新晚會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大一新生迎新晚會 101.09.19  

亞大亞大

幼兒教育學系系學會幼兒教育學系系學會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101-1學期期初系大會學期期初系大會 101.09.19  亞大亞大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系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系

學會學會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家族大會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家族大會 101.09.19  

亞大亞大

流行音樂社流行音樂社 流音招生慶開學流音招生慶開學 101.09.19  亞大亞大

國際志工社國際志工社 心之旅心之旅 -從心出發的旅程從心出發的旅程 101.09.19-12.26  台中松鶴部落台中松鶴部落

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 財務金融學系期初系大會財務金融學系期初系大會 101.09.20  亞大亞大

Rainbow百性社百性社
營造性別平等及友善同志校園活動之第三屆高營造性別平等及友善同志校園活動之第三屆高

雄同志大遊行雄同志大遊行
101.09.22  

高雄高雄

真善美禪學社真善美禪學社 真善美禪學社真善美禪學社101-1學期幹部訓練學期幹部訓練 101.09.22-09.23  亞大亞大

綠油油康輔社綠油油康輔社 康輔迎新響四方康輔迎新響四方 -迎新一日營迎新一日營 101.09.23  亞大亞大

Fun Talk飯桶研習服飯桶研習服

務社務社
飯桶社期初大會飯桶社期初大會 101.09.24  

亞大亞大

ＡＣＧ動漫研究社ＡＣＧ動漫研究社 101-1學期ＡＣＧ動漫研究社期初大會學期ＡＣＧ動漫研究社期初大會 101.09.24  亞大亞大

Rainbow百性社百性社 101-1學期學期Rainbow迎新晚會迎新晚會 101.09.24  亞大亞大

健康服務社健康服務社 新血來潮迎新趴新血來潮迎新趴 101.09.24  亞大亞大

衛生保健組衛生保健組 101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 101.9.24-9.29 08:00-12:00 體育館體育館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特殊資源教室特殊資源教室

諮心知新志工招募說明會諮心知新志工招募說明會 101.09.25 18:30-20:30
尚未確認尚未確認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靈成長講座：學生心靈成長講座：  
「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講座」—從黑夜到天明，用愛與勇從黑夜到天明，用愛與勇

氣飛翔的女孩氣飛翔的女孩  
講師講師 :莊馥華小姐莊馥華小姐 (第四屆總統教育獎得主、台第四屆總統教育獎得主、台

灣版海倫凱勒灣版海倫凱勒 )

101.09.26

18:00-20:00

A101

生存研習社生存研習社 101-2學期生存研習社社團期初大會學期生存研習社社團期初大會 101.09.26  亞大亞大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系學會系學會
101-1學期休憩系期初系大會學期休憩系期初系大會 101.09.27  

亞大亞大

香草園點心社香草園點心社 101-1學期香草園點心社期初大會學期香草園點心社期初大會 101.09.27  亞大亞大



攝影社攝影社 中區聯合「攝中區聯合「攝 ˙遊」遊」 101.09.28  霧峰、彰化霧峰、彰化

Fun Talk飯桶研習服飯桶研習服

務社務社
飯桶飯桶 -中秋迎新慶團圓中秋迎新慶團圓 101.09.30  

亞大亞大

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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