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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致力環保教育、老樹保護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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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績效優等獎，為校爭光(1130)
亞洲大學曼陀師「一日亞大家族人，終身

一家人！」師生家族計劃！蔡創辦人、蔡

校長帶頭認養家族(1130)

亞洲大學邀請外籍老師、國際學生到竹山

高中，協同教學、英語講座、小組討論，

全英語授課，讓高中生輕鬆學好英文(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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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工程品質，稱讚絕對不輸給全世界任何一棟藝術館!滿意工程品質，稱讚絕對不輸給全世界任何一棟藝術館!

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主體已經完工！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

雄11月23日視察亞大藝術館一、二 、三樓工地，安藤忠雄大師

受訪時說，這是他在臺灣第一座建築物，也是他在全世界大學

校園中首座藝術館，其工程品質，比起在日本各地的安藤建築

，毫不遜色，「這棟建築太美了！」、「絕對不輸給全世界任

何一棟藝術館！」 

為迎接台灣第一座安藤建築主體完工，安藤忠雄大師23日下午

除了帶領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校長蔡進發等人視察亞大藝

術館主體完工工地，並主持記者會，還受邀在亞大體育館「大

師講座」中演講，亞大師生與中部地區各界人士2000人擠滿會

場耹聽。 

安藤大師指出，老實說，當初接到蔡創辦人的邀請，要在台中

市建造一棟不輸給哈佛、劍橋等國際知名建築，內心很不安，

但人應該把志氣拉高，想辦法實現，設計亞大藝術館成為三角

型建築，是希望讓師生們知道，人會遇到困難時，但突破困

難後，一定會有新的事情在前方等待著；三角型也代表著「三

位一體」，三位指得是「建築設計師」、「業主(也就是亞洲

大學)」、「營造商(施工者)」，但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意義，

就是從臺灣出發，到世界各國，都已是一體，代表人與人一定

要互相扶持、幫忙；

「我與亞大師生都很期待這棟建築誕生！」安藤大師說，由於

這棟藝術館包含許多意義，所以一定要蓋成世界一流的建築物

，儘管踏出第一步是最難的，但台灣人用熱情、力量來面對，

把三角建築藝出來，這是台灣人的元氣，連日本人都應該學習

，把困難的事情做好，才是最好，希望亞洲大學的學生抱持著

這樣的想法，從這裡三角型藝術館出發，走向國際。

安藤大師說，他為亞洲大學設計的藝術館，認為從三角形可以

延伸很多可能性，非常期待未來從三角形出發，不單從台中、

台灣，有更多的學生走到出去，他感謝蔡創辦人和所有參與這

棟建築的人們，「這是一個開始培育出更多年輕人從這裡走向

圖說：對抗三角型建築成功的安藤忠雄(中)與亞洲大學創辦人

蔡長海(右)、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在三角型的藝術館前，希望

年輕學生從這裡走向世界。

世界！」 。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說，當初將安藤大師的建築設計圖拿給

業界承包，邀請日本5至6家營造商施作，都被拒絕，後來又歷

經4次流標，最後感謝德昌營造不計成本的攬下工程，也很感謝

安藤大師，把最好的設計給了亞大，三角型的建築不好設計，

也最不好蓋；因為安藤大師愛臺灣，因而將設計費用壓到最低

，亞大有了這棟國際建築。

負責工程的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說，亞大安藤忠雄藝術館，

由安藤大師多次來台實地勘查、設計完成，這是安藤大師第一

座在台灣完工的建築，以三角形交錯疊成三層樓建築，在世界

建築上極為罕見；這座藝術館從設計概念到建築規劃，共花了5

年半時間，去年1月24日動土，1年10月的施工，經歷無數嚴峻

挑戰，主體工程終於完工，預計明年6 月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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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參加2012第八屆韓國首爾發明展，12

月1日晚間成績揭曉，亞大參賽17件作品中，勇奪4金 5銀 7銅，

難能可貴的是，獲金牌獎的商品系四年級林晏如同學的「預暖

衣帽架」作品，獲頒「大會次首獎」，為國爭光。

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台灣發明協會會長陳宗台表示，今年韓

國首爾發明，共計32國、591件作品參賽，包括亞洲大學在內的

台灣產業界、各級學校等共有147件參展，是海外參展最大團體

；台灣總得獎數39金 54 銀 30銅。林晏如的「大會次首獎」，是

韓國特頒的海外5件傑出發明中的1件。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主任詹孝中指出，金牌得獎作品

，分別是商設系林晏如同學的「預暖衣帽架」、商設系葉詠晶

同學的「自掀式馬桶蓋」、心理系林宗緯等位同學的「可收納

式園藝剪」及商設系胡家偉同學「肩袋式點滴帶」。

昨晚獲頒大獎的林晏如同學說，她所設計的「預暖衣帽架」，

是利用電熱系統讓一般的衣帽架有加溫的效果，尤其在寒冷的

冬天，出門前將衣物和圍巾毛帽等，掛在暖暖衣帽架上加溫，

讓熱熱的衣物抵擋寒風，也給手腳容易冰冷的人多一分溫暖。

這項發明在寒冷的首爾展出，極受歡迎。

至於商設系葉詠晶同學發明的「自掀式馬桶蓋」，也獲金牌獎

，她特別感謝環保署長沈世宏，因為沈署長曾公開提倡男性要

坐著馬桶小便，不要讓尿液濺到馬桶，以免影響女性使用時的

清潔衛生，就是沈署長給她這個發明的靈感。

指導老師徐義權指出，沈署長曾於8月間，公開倡導男士小便時

要坐著馬桶如廁，可避免水外濺，或尿液殘留馬桶蓋，保持坐

墊乾淨、清新 ，尊重男女使用者，不怕麻煩做功德。並自創順

口溜：「男士如廁上小號，要像大號坐馬桶」，此一觀念引起

關切，甚至有男士不以為然，引起爭論。沈世宏署長這個想法

，讓亞洲大學商設系葉詠晶同學靈機一動，想出不倒翁式的馬

桶蓋，來解決這個問題。

另面金牌的胡家偉同學說，他的「肩袋式點滴帶」的構想，是

看到住院患者需要吊點滴時，身邊都跟著一根點滴架，如果患

 

圖說：一、韓國發明協會推展協會主席趙恩英，頒獎給獲金牌獎

、大會次首獎的亞洲大學商設系林晏如同學（上）。二、商設系

葉詠晶同學發明的「自掀式馬桶蓋」，獲得韓國首爾發明展金

牌獎。

者想散步帶著點滴架很麻煩，此發明是將點滴塞在包包肩帶下

，運用包包肩帶施壓的原理，讓點滴液流出，並且點滴袋內部

液體可將包包重量平均施壓於肩部，減輕背包包的負擔，患者

可將隨身物品帶在身上，並不被點滴架侷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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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主辦的「2012大學博物館國際合作論壇」，11月20日邀

集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英國牛津、劍橋大學、東

京大學等5所大學6位藝術館館長來台參與論壇，他們樂見即將

完工的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也是安藤忠雄大師世界唯一

一座大學藝術館，加入世界各大學博物館服務行列；英國牛津

大學自然史博物館館長保羅．史密更以全球最古老的大學博

物館，勉勵全球最新的亞大藝術館，將來要以提升學生學習

品質，做為營運最高目標。

「2012大學博物館國際合作論壇」20日上午10時台北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舉行；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致詞說，國際建築大

師安藤忠雄在台灣的第一座安藤建築，主體工程即將完工，預

計明年6月開始營運，今天藉由所世界知名大學經營博物館與藝

術館的經驗，提供國內志同道合的大學與機構，一個國際交流

與學習平台。

「沒有博物館的大學，能算頂尖大學嗎？」教育部次長陳德華

、行政院政務委員黃光男表示，一所大學之所以偉大，除了有

名師，就是擁有一座知名的博物館，典藏人類文化藝術的資產

，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即將興建完工，讓原本以羅丹的「

沈思者」為主的廣場，更具人文藝術氣息，也可以看出蔡創辦

人及亞洲大學辦學的魄力。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指出，國際合作論壇參與的大學都赫赫

有名，牛津大學的自然史博物館是達爾文發表進化論的機構，

劍橋大學的藝術館館藏重要豐厚有「小大英博物館」之稱，哈

佛大學的柯比意藝術館是大師柯比意在北美唯一一件建築作品

，這些特質如何產生新的營運能量，在學術、產業、公共參與

等面相取得均衡發展，也是這次論壇平台期盼持續推動的。

論壇參與者史丹佛大學藝術館館長康妮．沃夫提醒說，博物館

在追求展覽和空間成長之際，研究、溝通與策畫的品質，必須

維護專業學術品質；劍橋大學藝術館林政昇主任、劍橋大學考

古人類學博物館馬克．艾略特樂見台灣的亞洲大學支持成立大

圖說：亞2012大學博物館國際合作論壇」登場，亞洲大學創辦

人蔡長海(左六)、校長蔡進發(左四)與英國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

館館長保羅．史密斯(右三)等6位國際知名大學博物館館長與會

。

學博物館，期待雙方有合作、互惠機會，為保存的人類文化資

產努力。

藝術館誕生，至於大學博物館的營運，不只是到館人數的多少

，而是要東京大學總和研究博物館館長西野嘉章則說，一座大

學博物館的發展要成功，必須靠政府、大學、企業與社會各界

對於博物館營運的支持；英國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館長保羅

．史密斯說，以全球最老的大學博物館，祝福全球最新的亞大

著重教學研究，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甚至從小學生開始紮根。

蔡長海創辦人、蔡進發校長偕同與會的史丹佛大學藝術館館長

康妮．沃夫、劍橋大學藝術館林政昇主任、劍橋大學考古人類

學博物館馬克．艾略特、東京大學總和研究博物館館長西野

嘉章、英國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館長保羅．史密斯等人分別

在「2012大學博物館國際合作論壇」海報上簽名，象徵展開彼

此的合作交流。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獲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獲

遠見雜誌選為華人企業領袖【傑出領袖獎】，實至名歸!遠見雜誌選為華人企業領袖【傑出領袖獎】，實至名歸!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亞洲大學創辦人、總統府國

策顧問蔡長海，獲《遠見》雜誌選為2012華人企業領袖【傑出

領袖獎】，11月7日下午5時在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3樓

宴會廳．【第十屆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中受獎；蔡創辦人

表示，身為領導者，要有「創新改變、追求卓越」的精神，台

灣雖小，但有不屈不撓、勇於創新的態度，一定能在國際揚眉

吐氣。



吐氣。

蔡創辦人強調，「傑出領袖獎」這份榮耀，不是他一個人努力

就能得到，應該歸功和他一起打拚的團隊，包括中國醫藥大學

暨醫療體系，以及亞洲大學的同仁們，「沒有他們的努力，我

今天不可能得到這個獎！」

「醫療和教育是我的畢生志業！」蔡創辦人致詞說，在教育

方面，他們「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年輕人的需求，提供最好

的教學研究，希望讓年輕的一代具備世界競爭力。6年前，他希

望中國醫藥大學能在7年內達成進入世界500大的目標，當時很

多人都認為這是做夢，但是做夢需要勇氣和傻氣，追夢則需要

毅力和執行力，如今美夢成真，中國醫藥大學今年以第453名的

成績，榮登上海交通大學公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前500大

，臨床醫學與藥學的學科領域也以世界第151名、亞洲第7名的

成績，名列世界前200大。

至於創校11年的亞洲大學，辦學績效卓著，連續7年獲得教育部

評為教學卓越大學，學生人數也從創校第一年的1千2百人，現

在已達1萬3千人，逆勢成長11倍。

在醫療方面，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也「以病人為中心」，

提升專業醫療水準，成立12個世界級水準的研究中心及10個專

科醫療中心，目前心肌梗塞、腦中風、重大外傷和重大疾病如

癌症的救治能力已達國際水準，此外，我們也努力提供最好的

醫療服務品質，2012年榮獲遠見雜誌舉辦的「傑出服務獎─醫療

院所類第一名」。

蔡創辦人強調，醫療及教育事業還肩負有社會責任，包括「醫

療和教育的傳承、深入本土性疾病研究、提供更高品質的醫療

和教學服務」等，這些都是責無旁貸的「企業社會責任

圖說：天下企業創辦人高希均教授（左）頒獎給中國醫藥大學

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亞洲大學創辦人為2012華人企業領袖【傑

出領袖獎】。

 

(CSR)」，如果能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讓他們得到更好的

照顧，這將是最大的快樂。

蔡創辦人也許下豪語說，身為領導者，要有「創新改變、追求

卓越」的精神，他將和他的團隊繼續努力，學校未來進入世

界300大，醫院發展特色醫療，成為世界一流、有特色的大學及

醫學中心，同時，也往尖端醫療科技領域發展，結合「醫療、

教育、ICT」，整合成跨領域產業，在台中市成立高科技生醫

園區，如美國矽谷、波士頓哈佛般闖出名號，對台灣的經濟發

展有貢獻，讓台灣在國際的教育、醫療界、生醫產業上佔有一

席之地，成為台灣人的驕傲。

遠見雜誌說，蔡長海創辦人是傑出的醫療教育家，提升台灣醫

療水準不遺餘力，造福無數病患，2008年榮獲馬總統所頒「台

灣醫療典範獎」；為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蔡創辦人持續以實

際行動致力社會關懷，不但於1991年成立「中國兒童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繼而於2009年成立「蔡長海教育基金會」，長

期濟助社會弱勢族群，2011年榮獲「國家公益獎」。

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在亞大演講，強調亞大藝術館是台灣、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在亞大演講，強調亞大藝術館是台灣、

全世界的寶貝，他勉勵年輕學生做好時間管理、旅行學習。全世界的寶貝，他勉勵年輕學生做好時間管理、旅行學習。

為迎接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主體工程完成，國際建築大師

安藤忠雄11月23日下午在亞洲大學演講，他說，希望這棟藝術

館不僅是台灣的寶貝，還要是全世界的寶貝；勉勵年輕的學生

，時間表是很重要的，要把握時間，做好份內的事，「沒有辦

法按照時間完成的事情，品質也一定不好！」

安藤忠雄大師說，是蔡創辦人請他為亞洲大學設計一棟藝術館

，要完成一棟建築物，除了業主的熱情，創造力也很重要，這

兩樣特質在蔡創辦人身上看到。亞大藝術館施工近2年，如今終

於看到這棟主體建築，看到的第一個感覺，三角形的建築的確

是很難蓋的建築，「我致上最深的謝意！」

「我沒有受過專業的建築教育，所以我常去歐洲旅行，找到自

己到底要做什麼！」安藤大師鼓勵年輕人應該出去世界各國

圖說：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演講時，勉勵同學做好時間管理

、旅行學習。



旅行，再回到台灣，為了幫亞洲大學設計這棟建築來到台灣，

知道亞大收藏不少法國雕塑家羅丹的作品，羅丹也是一位用生

命在創作的藝術家，他相信很少學校有這麼多的羅丹收藏。所

謂的藝術，應是在歷史上有所成就的，所以我們要如何創造歷

史也是很重要的。

安藤大師強調，為亞洲大學設計的藝術館，他認為從三角形可

以延伸很多可能性，非常期待未來從三角形出發，不單從台中

、台灣，有更多的學生走出去，他和蔡創辦人和參與這棟建築

的人們，這是一個開始培育出更多年輕人從這裡走向世界。

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採用清水模工法，安藤大師答說，清

水混凝土便宜，且可以塑造成各個形狀，加上他個人的喜愛；

清水模不論在哪裡都可以使用，他想做的是：「誰都會蓋，但

誰都蓋不出來的建築」。

「請問安藤大師對建築有熱誠的人，有何建議，未來的路該如

何走?」安藤大師答說，他沒有接受過大學建築的專業教育，他

鼓勵年輕學生，要找到學習的對象，就像國際建築大師柯比意

就是我的學習對象，他幾乎每天都讀他─不論是一棟建築或是一

本書。同時趁年輕時，到處去旅行，多看看歐美的建築，將來

蓋一棟比安藤忠雄更好的建築。

安藤大師強調，三角形的概念，就是一種對抗的感覺，他能回

報亞洲大學，就是設計這棟好的建築，他認為大家都必須學會

享受文化，所謂的大學，就是孕育文化的起點，所以蔡創辦人

要蓋亞大藝術館的精神，就讓他很感動。

 

  

亞洲大學邀請哈佛、劍橋等5所世界頂尖大學博物館館長，亞洲大學邀請哈佛、劍橋等5所世界頂尖大學博物館館長，

參觀亞大安藤忠雄藝術館主體工程，與師生論壇。參觀亞大安藤忠雄藝術館主體工程，與師生論壇。

亞洲大學主辦的「2012大學博物館國際合作論壇」，來自美國

哈佛、史丹佛大學、英國劍橋、牛津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等5所

全球頂尖大學的博物館館長，11月21日與亞洲大學師生論壇

對話，談論各大學博物館經營策略，還參觀主體完工的亞大安

藤忠雄藝術館，史丹佛大學藝術館館長康妮．沃夫讚嘆：「這

是一座完美建築物！」，比起世界各知名大學博物館建築品質

毫不遜色。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指出，這是亞洲大學創校11年來的一大

盛事，第一次有來自哈佛、劍橋等全球頂尖大學的5位博物館館

長蒞校與師生論壇，在學術上寫下新的一頁，是亞大的榮譽，

相當難得！

亞洲大學為迎接該校的安藤忠雄藝術館即將誕生，舉辦「2012

大學博物館國際合作論壇」暖身，邀請美、英、日本5所頂尖大

學博物館館長20日在台北座談，今（21日）天上午到亞洲大學

參觀主體工程己完工的安藤忠雄藝術館，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

東說，該校安藤忠雄藝術館，是安藤大師第一座在台灣完工的

建築，也是安藤在全世界第一座大學校園中的藝術館作品，預

計明年6月開始營運。

「這座建築物太完美了！」史丹佛大學藝術館館長康妮．沃夫

參觀亞大安藤忠雄藝術館後，她向亞大校長蔡進發恭喜說，依

美國的標準而言，亞大安藤忠雄藝術館一旦完工，就是一座完

美的建築物；英國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館長保羅．史密斯說

，英國包括劍橋、牛津等各大學，已經不可能蓋如此專業、高

品質的博物館，可見亞洲大學辦學魄力。

圖說：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左一）帶領美國哈佛、史丹佛

、英國劍橋、牛津、日本東京等5所全球頂尖大學的博物館館長

，參觀主體完工的安藤忠雄藝術館。

國劍橋大學博物館策展人馬克．艾略特等人，分別與創意設計

學院師生舉辦策展工作坊，面對亞大師生論談互動。西野嘉章

告訴亞大師生說，思考力要突破，不要受限在既有知識框架下

；從事設計時，更要用最直覺的感官，去發揮想像力。

史丹佛大學康妮．沃夫指出，經營博物館經營，最重要課題就

是行銷，經營者應善用社群網站如Facebook臉書、twitter推特

或blog部落格等，吸引民眾來參觀展覽。而大學藝術館與一般

藝術館不同之處，是大學藝術館為非營利組織，策展時不會有

票房壓力，擁有較大的自主性。

劍橋大學的馬克．艾略特也說，博物館設計的原則就是：「誰

會是參觀者」及「要展出些什麼」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



日本東京大學總和研究博物館館長西野嘉章讚嘆說，亞洲大學

能邀請日本「國寶級」安藤大師，為亞洲大學設計興建藝術館

，比起在日本各地的安藤建築，同樣是座具高品質的建築。

史丹佛大學館長康妮．沃夫、日本東京大學館長西野嘉章、英

會是參觀者」及「要展出些什麼」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

總共有100萬件館藏品，有考古學、人類學和現代展覽等3間展

覽室，主要參觀者是該校學生及所有民眾。

上銀科技、亞洲大學舉辦傑出總裁講座，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上銀科技、亞洲大學舉辦傑出總裁講座，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

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陳定川勉勵學生不斷學習，勇於接受挑戰!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陳定川勉勵學生不斷學習，勇於接受挑戰!

上銀科技、亞洲大學辦HIWIN傑出總裁講座，11月14日下午邀

請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陳定川董事長、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

一起分享企業成功的經驗時，卓永財董事長勉勵亞大學生要不

斷學習，勇於接受挑戰、面對挑戰，你將會是下一個成功的創

業家或專業經理人。

「企業家如果不上學堂，只上酒家，會沒希望！」上銀科技董

事長卓永財在「總裁講座」中幽默的說，當前業界與企業界的

需求落差，他才透過上銀科技文教基金會與亞洲大學合辦系列

講座，分享上市公司經營成功者策略，提供亞洲大學親炙成功

者的經驗；希望由企業直接進入大學，協助培育人才，落實學

用合一的教育功能；這項講座於上月間由南僑企業集團會長陳

飛龍開講，分享南僑縱橫兩岸屹立不搖的致勝經驗。

至於馬總統所說，台灣企業家賺不夠多，薪水才沒漲，卓永財

董事長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他的看法是，台灣產業外移，留下

來的企業未迅速升級、或升級不夠快，加上沒有新興企業，才

會造成人才供過於求，薪水停滯。

陳定川創辦人演講時指出，企業有崇高的理念，才會吸引好的

人才，他勉勵亞大學生、企業界人士，立定目標，深耕培養專

業能力、人際能力、理念能力，所謂理念能力，就是能辨別

是非，建立正確價值觀，並透過閱讀，培養好的人生觀，創造

自身價值，「時間不要浪費在無謂的事情！」，就是通往成功

的方法。

陳定川創辦人說，新世紀企業的成功關鍵因素，在於企業內擁

有高素質的人才，因為這些高素質的人才能帶來創新，提昇公

司的競爭力；至於注重品格的企業必因根基的紮實而穩固，自

然樹葉長青果實豐滿。

亞大經管系主任陳土良提問說，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是天生的

？抑或後天培養而成？成功的企業家應具備何種條件？

圖說：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左）與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陳

定川董事長在總裁講座中對談，勉勵亞大同學要不斷學習。

陳定川創辦人答說，一位成功的企業家，需具備一些先天的

因素，必須是位可造之材，但後天的磨練也非常重要，如同璞

玉也是需要打磨才能成玉。成功的企業家，先決條件是要有卓

越的遠見，帶領企業永續發展。

卓永財董事長也說，大多數的企業家都不是一開始就立志當

老闆，非得經過很多很多的歷練、歷經許多挫折，才一步步走

向成功。態度也非常重要，在工作上展現的態度，決定了一個

人的發展，要抱持著正確態度，克盡職責，不要計較工作，而

是要盡力學習，面對挑戰，勇於挑戰的人，在機會來臨時，終

成專業經理人。而企業也需做好典範，為員工樹立良好「

身教」，而非只是「言教」

陳創辦人同時回答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生周承蔚同學詢問說，永

光投入公益活動，將社會責任視為公司的經營理念與原則，就

是要提升公司和員工尊嚴。由於有宗教信仰，相信企業應推動

服務，中部地區已開始進行品格推動。



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獻身農業研發逾30年，嘉惠無數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獻身農業研發逾30年，嘉惠無數

農民，獲頒「東元獎」，實至名歸，為校爭光！農民，獲頒「東元獎」，實至名歸，為校爭光！

第十九屆「東元獎」11月3日在台北頒獎，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

長林俊義是得獎人之一；林俊義院長長年投入農業科技研究，

從水果月曆、台梗九號、彩色白木耳、益全香米到超級蓬萊米

，從設施園藝、穴盤育苗、有機農業到生質能源，林俊義都是

重要的幕後推手。林俊義院長的受獎實至名歸，為校爭光。

林俊義院長說，能夠獲得第十九屆「東元獎」，他覺得很榮幸

，感謝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校長蔡進發等人的支持，提供

良好研究環境、儀器設，讓他專心投入農業研究，未來仍將在

生質能源、白木耳、食藥用菇類栽培及蓬萊米的培育上更加精

進鑽研，期能對台灣的農業有所貢獻，繼續在世界上居於領先

地位。

東元獎「生物/醫工/農業科技」類得主林俊義院長，他在農業公

務單位任職長達33年，被譽為「政府和農民之間最能溝通的

橋樑」，歷年經手業務影響的農業產值累積粗估高達千億元。

由於對台灣農業有卓越貢獻，他當選過世界十大傑出青年、得

過行政院優秀農業人員獎，名列國史館口述歷史計畫指定專訪

的台灣戰後「出類拔萃人物」。

現在到處可見的水果月曆，是林俊義院長於1983年擔任台灣省

農林廳特產科科長的構思，創下水果行銷小兵立大功的風潮；

後來他任職「種苗改良繁殖場」場長，將高粱種子的發芽率從

原本的兩、三成提高到八成以上，並引進改良「穴盤育苗」法

，讓種苗培育可自動填入營養機質、自動播種和澆水，大幅提

高種苗的健康成長率。

林俊義院長在「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任內，把育成將

近10年，但一直未受重視的稻米品種，正式命名為「台梗九號

」並大力推廣，如今已是全國種植面積最高的優良稻米品種；

在台灣省農業試驗所所長任內，將農試所原本每年平均只育成

一到兩個新品種的效率，提高到每年育成三、四個新品種，例

如知名的益全香米、杏鮑菇、翠玉荔枝，都是在他任內積極鼓

勵同

圖說： 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左)，獲頒第十九屆「東元獎」。

仁研發成功的。

美國普渡大學植物及植物病理系博士的林俊義，從農試所退

休後，受聘到亞洲大學健康學院擔任院長，成立「食藥用菇類

研究中心」，主導研發白木耳、牛樟菇等產品，除了已可用太

空包量產白木耳，甚至用栽培瓶生產出白木耳菇體（子實體）

，有不錯的績效，還研發完成全球唯一白木耳自動化環控栽培

系統，栽培無毒白木耳，並利用獨特配方培育出彩色的白木耳

，豔麗好看，並具抗氧化能力。

林俊義又領導培育出單位產量居世界之冠的超級蓬萊米「亞

洲168號」，每公頃10噸的稻產量不但比台灣目前最高產的品

種「台南11號」高約50%，米質也比台灣最優品種「台梗九號」

更佳，秋季栽培只需86天就可收成，比一般水稻節省兩週時間

，而且種苗能抗稻熱病可減少農藥使用，是全球缺糧國家的一

大福音，已有聯合國人員前來洽詢技轉給貧困國家。

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參加比利時布魯塞爾發明展，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參加比利時布魯塞爾發明展，

大放異彩，2件作品分獲金、銀牌，為國爭光!大放異彩，2件作品分獲金、銀牌，為國爭光!

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11月17日首度參加比利時布魯塞爾國際

發明展，大放異彩，亞洲大學商設系應屆畢業生林立韋同學的

可供茶包勾掛定位茶杯、商設系四年級趙宏仁同學的橡皮筋握

力器，分獲金、銀牌獎，為國爭光。



亞洲大學商設系林立韋同學發明可供茶包勾掛定位茶杯，兼具

衛生、人體工學與提升生活品味的功能，獲大會頒發金牌獎；

林立韋同學在一般的杯子杯緣，做了一些曲線的設計，有了這

些弧度，當杯子倒扣時會有通風效果，水較易乾也較不會有

臭味，杯緣也不會觸碰到其他東西。

林立韋同學還在杯緣設計一個突出物，此突出物設有能讓茶包

繩卡住或纏繞的溝槽，除了喝水，還增添泡茶的功能；然而，

有時候使用吸管飲用時，吸管常常會在杯口轉來轉去，因此在

杯子內部也設計了一個可以固定吸管的功能，讓健康杯使用起

來既簡單又方便。

林立韋此次獲獎的健康杯，今年5月剛獲得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已有廠商接洽量產，校方也將他所設計的茶杯，作為

今年大一新生的入學禮物。

至於銀牌獎的「橡皮筋握力器」，採就地取材的便利性，隨時

可鍛鍊身體；趙宏仁同學說，橡皮筋在我們生活中很常見，但

它多屬於有毒化學物質，若直接丟棄之後會對環境有所汙染，“

橡皮筋握力器”讓橡皮筋使用後，免於被直接丟棄的命

圖說：商設系林立韋同學的可供茶包勾掛定位茶杯，獲比利時

布魯塞爾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運，給予了橡皮筋第二次的生命。將橡皮筋從握力器上卸除後

，便可以輕鬆的收納至提袋或公事包中，以方便在任何場所中

使用。

第61屆比利時布魯塞爾發明展17日閉幕，總計來自21國世界各

地的創意高手、600多件作品參賽角逐獎牌；台灣發明團隊首度

以4件作品參展，成績揭曉，獲得特別獎、金銀牌與騎士勳章的

佳績；比利時布魯塞爾發明展，是歷史最悠久的發明展之一。

 

亞洲大學商設系同學，參加海峽兩岸高校設計競賽，獲1銀1銅2亞洲大學商設系同學，參加海峽兩岸高校設計競賽，獲1銀1銅2

優秀1入圍獎，是台灣參賽大學中表現最佳的大學!優秀1入圍獎，是台灣參賽大學中表現最佳的大學!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9位師生，11月11日參加「第二屆海

峽兩岸創意論壇」，此次論壇包含設計競賽與學術論文發表，

來自海峽兩岸29所大學、300多件參賽，選出22件作品決賽，亞

洲大學商設系有7件學生作品參賽，共入圍5件，決賽結果獲得1

銀1銅2優秀1入圍獎，是台灣參賽大學中表現最好的大學，並獲

得大陸當地媒體的重視報導，為校爭光。 

此次論壇還評選出４篇與創意設計有關的優秀論文，台灣學校

入選2篇，其中，亞洲大學數媒系碩士生張君仰論文是其中一篇

，發表時更獲得肯定。 

亞洲大學獲得銀獎作品是梁婉莉同學的「影餐」，獲人民

幣5000元獎金。她以中國傳統皮影戲的影子與光線的交互作用

，轉化設計於餐具上，用餐時有光影與餐的互動趣味性。指導

老師徐宏文表示，梁婉莉同學設計此餐具時，對於兒時記憶中

的皮影戲，充滿純真童玩的感情，適切轉化在設計上運用。 

獲得銅獎作品是李柏勳、劉濠陞同學所設計的「無限延伸魯

班尺」，獲人民幣2000元獎金。指導老師劉芃均說，該設計為

無限延伸尺進階設計，將第一代僅有一般公制的量尺工具，再

進階設計入中國老祖先智慧的魯班尺(一般俗稱文公尺)度量尺度

，讓第二代設計可運用在一般家居生中所需要量取”吉祥字”的

量尺工具，使其使用範圍擴大，不侷限於一般文具用品，。 

亞大商設系主任翁振宇指出，商設系劉芃均、徐宏文老師帶領7

位學生，第一次到大陸華僑大學參加兩岸設計競賽，即獲得台

圖說：商設系師生們參加海峽兩岸高校設計競賽，獲1銀1銅2優

秀1入圍獎好成績，受獎後後開心合影。 

「我們能夠獲獎，雖然感到意外，但都很開心！」粱婉莉、李

柏勳同學說，原本志在參加，不在得獎，竟然能獲獎，相當

高興，感謝劉芃均、徐宏文老師鼓勵與指導；對大陸同學熱情

接待與交流過程，看到對岸不同地域的文化，留下深刻印象，

鼓勵學弟妹未來盡量參加類似設計競賽活動，開拓國際視野。 

此外，獲優秀獎是郭芳雯同學、黃嬿婷同學、入圍獎為方麗雅

、李俊輝同學。

台灣參加此次論壇的大學，包含亞洲大學、成功大學、台灣藝

術大學、台中教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中原大學、台灣科技



位學生，第一次到大陸華僑大學參加兩岸設計競賽，即獲得台

灣參賽學校之冠佳績，足見本系同學設計潛能無限。

術大學、台中教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中原大學、台灣科技

大學、金門大學、義守大學、淡江大學10所大學。

2012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2012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

獲得1銀、1銅，為校爭光!獲得1銀、1銅，為校爭光!

2012年第64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成績揭曉，亞洲大學學生

發明團隊4件參賽作品中，分別以「攜帶式傷口救護結構」、「

戒指指甲剪」等榮獲1銀、1銅，為校爭光。

商品系四年級郭芳雯同學以「攜帶式傷口照護結構」發明作品

，獲得銀牌，郭芳雯同學是改良市面上傳統片狀的OK繃，以類

似捲尺的功能和外型作為新產品的一大特色。

郭芳雯同學說，將OK繃形成捲狀，讓使用者更能方便且是主動

性攜帶，在繃帶上也可以增加用量，一捲使用完還可以後續

補充，可減少包裝上的浪費；產品的外部還附有消毒藥膏，將

醫護用品合為一體，一般傷口皆能用此產品快速簡單處理；隨

身OK繃商品外型簡潔在使用上也方便和簡單，無論在哪一方面

，都有市場銷售性的可能，不分年齡和性別皆能使用和攜帶，

作為隨身的醫護用品。

商設系碩士生莊宗樺發明的「戒指指甲剪」，獲得銅牌；莊宗

樺同學說，指甲剪通常都被置放在家中的抽屜或是難以發現的

角落，有沒有發現經常更換指甲剪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損壞

，而是不小心遺失了；他利用簡單的槓桿原理及輕薄的金屬

材質，跟我們手中的戒指做結合，不喜愛穿戴戒指的也可以變

成項鍊掛帶。

圖說：商品系四年級郭芳雯同學以「攜帶式傷口照護結構」發

明作品，獲得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銀牌。

世界三大發明展之一的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11月4日成績揭曉

，台灣代表團共獲22金、29銀、32銅、3項特別獎，總獎牌數4連

霸世界冠軍。

 

亞洲大學時尚系學生參加時尚「衣」起秀創意大賽及圖騰設計競賽，亞洲大學時尚系學生參加時尚「衣」起秀創意大賽及圖騰設計競賽，

楊之皓、陳怡君同學作品分獲全國第三名，為校爭光!楊之皓、陳怡君同學作品分獲全國第三名，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系參加高雄市環保局主辦「2012「寶貝綠

高 雄 回收FUN輕鬆」時尚「衣」起秀創意大賽」及電光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主辦「圖騰設計競賽」，時尚系三年級楊之皓同學

以「俏麗牛仔」作品，時尚系一年級陳怡君同學以「琉金遊魚

」作品，各獲全國第三名，另有時尚系一年級蘇芋如同學等2名

學生同時榮獲佳作，為校爭光！

高雄市環保局為宣導全民共同響應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工作，提

高資源回收成效，主辦「2012「寶貝綠高雄 回收FUN輕鬆」時

尚「衣」起秀創意大賽」，時尚系三年級楊之皓同學以「俏麗

牛仔」作品，榮獲時尚「衣」起秀創意大賽」第三名，獲頒5仟

元獎金。

電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辦「圖騰設計競賽」時尚系一年級陳

怡君同學以「琉金遊魚」作品，榮獲圖騰競賽第三名，獲頒5仟

元獎金，此外，時尚1A蘇芋如同學及林効賢同學的「東方

花映」、「杏蝶」獲得佳作並各獲得典藏版陶板畫框。

楊之皓同學的「俏麗牛仔」時尚「衣」起秀創意大賽作品，主

要運用家裡不要的牛仔褲當成布料，改造成俏麗的小洋裝，將

剩餘的牛仔布與浴巾拼接做出有個性的側背包，從巧拼剪下的

花朵和舊項鍊作為裝飾，整體給人感覺年輕俏皮又不失時

尚感。

「為愛護地球，從環保做起！」楊之皓同學說，我們應多關心

生活周遭的環境，也要開使響應有關環保的活動，要從自己本

身做起去影響身邊的人，讓大家都能為地球付出一點心力！很

圖說：時尚系陳怡君(左)、林効賢同學各以「琉金遊魚」、「

杏蝶」作品，獲得圖騰設計競賽全國第三名及佳作。

開心作品能獲得肯定，未來將更加努力，期待本身能夠發揮所

學且回饋社會。

陳怡君同學的「琉金遊魚」圖騰設計作品，設計理念以金魚的

體態圓融柔美，呈現出貴婦般的高雅氣質，而優游中的金魚更

是散發出了十足的活力和生氣，同時金魚橘白交錯的體色大大

凸顯了色彩交融的視覺美感，讓人在使用陶瓷衛浴設備的同時

也能享受到金魚帶給我們典雅舒適的視覺魅力！

「 第一次參與競賽就獲得肯定！太開心了！」陳怡君同學說，

透過競賽，讓我學習到比賽的經驗與拓展視野的機會，並且學

會如何使用合成軟體的方法，獲益良多，更感謝時尚系老師辛

勤的指導！

亞洲大學產學日，舉辦與中小企業產學合作交流會，廠商擺攤，亞洲大學產學日，舉辦與中小企業產學合作交流會，廠商擺攤，

產學技術交流及成果展，並參訪專業教學中心及教室!產學技術交流及成果展，並參訪專業教學中心及教室!

亞洲大學產學日，11月29日上午舉辦2012亞洲大學暨中小企業產

學合作交流會，除了邀請台中市產業界廠商到校參訪，讓中部

企業廠商瞭解亞大的研發能量、學術資源；亞洲大學各學院系

還邀請企業廠商實地到院系參訪，促進雙方的產學合作與

交流。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該校創校進入12年，教學、研究量不

斷提升，不但連續7年獲得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教師

也注重跨領域的研究，2011年發表Ｉ級論文已超過553篇，在全

國163所大學院校中，排名第25名；產學合作方面的成果也逐年

增加，內容涵蓋綠色能源、觀光旅遊、醫療照顧、生物科技、

文化創意、精緻農業等六大新興產業，成果豐富且多樣。

蔡進發校長又說，亞洲大學創新育中心也是成果豐碩，除了獲

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外，已有 12家廠商進駐，接受亞洲大

學教授的專業輔導及培育，內容包括生物科技、食藥用菇類、

保健食品、中草生技、健康照顧、資通服務等，符合立會產業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左）與偉裕生技公司總經理顏榮

豐簽訂產學合作契約。



保健食品、中草生技、健康照顧、資通服務等，符合立會產業

需求的產品。

蔡進發校長還與偉裕生技公司總經理顏榮豐、近光社文化創意

公司董事長陳和平，分別簽訂產學合作契約，約定雙方展開實

質的合作機會，除了增進產業競爭力，也能培育業界所需人才

，共創三贏。蔡校長指出，亞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是兄弟校

，已組成聯合大學，命名「中亞聯大」，都可以做為產學合作

的後盾，提供學術資源。

台中市工商策進會總幹事王瑩也到場主持台中市中小企業榮譽

指導員協進會2013年新舊會長交接典禮，她說，感謝亞洲大學

提供場地、產學合作經驗，與台中市中小企業廠商分享、合作

交流，她也期待台中工商發展，有賴榮指員志工協助，發揮最

大服務能量，促進各級中小企業健全發展 ，讓台中工商經濟更

上層樓。

新任台中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會長黃其斌，聘請亞洲

大學校長蔡進發擔任會102年顧問，為期一年，蔡進發校長欣然

受贈顧問書。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時尚系 、創新育成中心廠商約克貝爾生

技公司、生產健康米的亞大公司、出產菇類新豐能源及賣文創

產品的迎光社、植物工廠旺永水栽培等廠商，都到場擺攤位，

約克貝爾生技公司施養佳老師說，看到這麼多廠商願意共襄

盛舉，提供產品分享生物科技，可見亞洲大學產學合作成果，

日見績效。

與會的中小企業廠商，隨後分組到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管

理 學 院 、 資訊學院、健康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等專業教室、創

意設計暨發明中心、雲端計算中心、實習法庭、個人投資理財

實驗室等參觀，留下深刻印象。

亞洲大學致力環保教育、老樹保護卓然有成，榮獲101年亞洲大學致力環保教育、老樹保護卓然有成，榮獲101年

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選拔績效優等獎，為校爭光!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選拔績效優等獎，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多年來深耕環保教育，落實資源回收，更致力老樹

保護，年年增加校園綠覆率，卓然有成，榮獲101年廢棄資源管

理績優事業選拔績效教育類優等獎，11月30日上午北上新竹科

學園區接受環保署長沈世宏頒獎表揚，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憑藉著優異的環保成績，今年3月參加台中市環保局廢

棄資源管理事業選拔獲優等獎，繼而於8月再參加環保署舉辦的

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選拔，再獲教育類優等獎，全台163所大

學院校中有亞洲大學、逢甲大學、弘光科大、大葉大學共4所大

學院校得獎，得獎不易。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表示，該校是所快速成長的大學，不但

辦學、研究都與日俱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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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蔡校長簽署塔

樂禮宣言，成為國內第18所簽署加入宣言的大學；100年初，亞

洲大學參加世界綠色大學排名全世界第30名、臺灣所有學校第

4名；100年11月21日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持續展現

亞大關心環境與生態保護。

蔡校長指出，該校在每棟教學大樓設置資源回收的垃圾桶，透

過三品教育、服務學習教育、專業環保教育、通識教育課程及

一分鐘環保教育，讓本校生活垃圾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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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

還闢建生態水域、獨角仙生態教室、落葉堆肥區等，並舉辦「

老樹入新厝」、「禮讚枯木逢春─老樹復活」等活動，吸引師生

踴躍參加，獲得潛移默化的效果。

此外，亞大「誠實商店」已開店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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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亞洲大學環安室主任朱界陽帶領環安室同仁致力環保教育

，獲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選拔績效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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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環安室主任朱界陽說，這次獲得環保署辦理「101年廢

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選拔績效優等獎」，再次證明本校所推動

的三品書院潛在教育結合環保教育所推動相關的情境教室的成

效卓著，這些情境教育包括獨角仙生態教室、老樹銀行、誠實

商店、落葉堆肥區、奉茶站、少紙化活動等情境教育，除了體

現環保教育生活化，從潛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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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主任強調，該校對環保的重視，由點、線、面，連結為培育

網絡，再結合學習服務教育，推廣環保志工、國際志工等，讓

同學與專業及體驗中，了解生態，保護環境，愛護地球；該校

誓言將致力建構永續經營安全友善綠色大學，讓學生成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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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開先例在

校園內設立奉茶站，師生只要拿著環保杯，可以自行取用，減

誓言將致力建構永續經營安全友善綠色大學，讓學生成為專業

與人文素養良好品格的世界公民而繼續努力。

 

亞洲大學曼陀師「一日亞大家族人，終身一家人！」亞洲大學曼陀師「一日亞大家族人，終身一家人！」

師生家族計劃！蔡創辦人、蔡校長帶頭認養家族。師生家族計劃！蔡創辦人、蔡校長帶頭認養家族。

「我的家族長是學校創辦人耶！我們一家5人中午由創辦人請吃

便當話家常，好開心！」外文系碩士生吳至珉同學說，蔡創辦

人關心他們的學業、生活外，還詢問他們跟同學互動，交待以

後如果有任何生活問題、學習困難，可以隨時跟他聯繫。

「至珉，你碩士班有幾位同學，學校的教學資源還可以嗎？」

蔡創辦人11月30日在跟家族成員聚餐時，詢問吳至珉同學；吳

至珉同學說，很幸運被蔡創辦人選為家族成員，受到照顧與

關懷，讓他好感動，餐會結束後，家族成員還聚在一起互相

認識，相約以後有任何生活、學業問題，都可以互相勉勵、

解決。

亞洲大學這學期推出「曼陀師」全校家族化計畫行動，希望每

位進入亞大的學生，都有如在溫暖家庭一般，師生們能相互關

照生活、課業學習成長精進，創辦人蔡長海、校長蔡進發都很

支持此一計畫，分別投入認養家族行列，各認養12位同學。

蔡進發校長說，亞大除了設有學習、課業、生涯三導師外，這

學期又推出曼陀師計畫（Mentorship），由每位專任教師至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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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中）定期與認養的家族同學聚餐

、話家常！

據統計，4年後，每位教師至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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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位家族同學，包括陸生、資傳系大一、大二同學，他們平常

就學、打工或旅遊，他都瞭若指掌，聚餐時隨時關心；身為公共

事務室主任的朱界陽說，全校近400位教師，這學期分別認養2千

多位新生家族成員，「讓家長放心把學生交給亞洲大學吧！」」

亞洲大學邀請外籍老師、國際學生到竹山高中，協同教學、亞洲大學邀請外籍老師、國際學生到竹山高中，協同教學、

英語講座、小組討論，全英語授課，讓高中生輕鬆學好英文。英語講座、小組討論，全英語授課，讓高中生輕鬆學好英文。



大學聯招入學考試加考英聽，讓全台高中生緊張應對！亞洲大

學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啟動英文課程支援計畫，邀請外籍

老師、國際學生到南投縣竹山高中，除了與竹山高中英文科老

師進行協同教學，還安排與高中生主題式活動，如聖誕節慶、

英語講座、小組討論等，透過全英語授課，讓高中生學習英語

變得更有趣。 

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主任陳英輝說，透過英文課程支持（大

手牽小手）計畫，先與策略聯盟竹山高中秘書陳連興、教務主

任劉惟中等人召開課前規劃會議，決定從11月10日起至明年1月

3日，每週同協教學1次，共計上9次英文課程、6次英文學習

活動，鎖定高 一語文班、數理班及高二語文班為授課對象。 

亞洲大學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聘請語文教育中心主任陳淑娟、

外籍教師勞倫斯（Ｌaurence Ｂowles）等人到竹山高中，安排

英文科教師觀摩上課情形，並舉辦教學專業座談，如何增加學

生的英聽能力，成為詢問重點，亞大外籍教師勞倫斯說，學英

文要放輕鬆，沒壓力才能學好英文，如安排主題式活動，讓孩

子們從日常生活體驗中，就能輕鬆學好英文、開口說英語。 

亞洲大學為加速國際化腳步，設立國際學院，已招收19國、300

多位國際學生就讀，並獲得教育部國際化績優獎助；此外，資

工系半導體產研專班2010印尼籍碩士生Hutomo Suryo Wasisto，

前年考上德國漢諾威工科大學（ＴechnischeＵniv.Ｂraunschwig

）博士班，今年榮獲2012歐洲最佳年輕科學家獎，揚名歐洲，

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還請來來自印度、印尼Ａshif、Ｅmita、Ｖinay、Ｈema

等多位國際學生，與竹山高中學生進行主題式小組英語會話，

除了儘量引導竹山高中學生主動開口 說英語，還利用小組的互

動方式，在國際學生帶領下，全程用英語互相討論，提升學生

圖說：「亞洲大學國際學生Hema與竹山高中學生透過小組討論

，讓高中生學習英語變得更有趣。

們的學習情緒。

至於大學入學加考英聽是否加大城鄉之間的成績差距？陳英輝

主任說，他並不擔心城鄉差距的問題，因為英語教學可以透過

協同教學來加強，外籍老師的加入，更可以增強學生英聽能力

，況且像竹山高中有不少老師條件非常好，可以教得很好；亞

洲大學只是分享教學資源，讓更多策略聯盟的優質高中學生，

也能輕鬆學好英文。

竹山高中高一江昕蓉同學說，聽亞大外籍老師用全英語授課，

利用主題方式活動如聖誕節，讓他們宛如置身在國外歡度聖

誕節，全程要一開口說英語，不管是一起唱聖誕歌、道賀聖誕

快樂，或裝飾聖誕禮物，都要朗朗上口說英語，很快就記住

英語，「讓學英語變得更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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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創意領導中心、教學卓

越計畫、進修推廣部越計畫、進修推廣部
本地生與境外生心靈輔導講座本地生與境外生心靈輔導講座 -3 101/11/01 17:00-18:30 M012

攝影社攝影社 校園人像外拍競賽校園人像外拍競賽 101/11/03  羅丹廣場、太極湖羅丹廣場、太極湖

崇德青年志工社崇德青年志工社 期中元氣進補期中元氣進補 101/11/06  感恩學院、惜福學院、築夢學院感恩學院、惜福學院、築夢學院

、登峰學院、登峰學院

服務學習組服務學習組 「師生聯手服務學習日」「師生聯手服務學習日」 101/11/07 17:10-17:40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宿服組宿服組 【宿舍關懷點滴情】【宿舍關懷點滴情】101-1期中考加油站期中考加油站 101/11/07 21:30 各宿舍櫃台各宿舍櫃台

武學研究社武學研究社 全國傳統武術交流活動全國傳統武術交流活動 101/11/11  新北市三重市立綜合體育館新北市三重市立綜合體育館

經管系系學會經管系系學會 經管系體育週經管系體育週 101/11/12-16  籃球場、羽球場籃球場、羽球場

籃球場、羽球場、排球場、壘籃球場、羽球場、排球場、壘



生科系系學會生科系系學會 歡樂你我，好運動歡樂你我，好運動 101/11/12-17  籃球場、羽球場、排球場、壘籃球場、羽球場、排球場、壘

球場球場

服務學習組服務學習組 團康領袖研習營團康領袖研習營
101/11/12、、13、、

19、、20 17:00~21:00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人文社會學院新生關懷成果發表人文社會學院新生關懷成果發表 101/11/13 18:00-21:30 行政大樓行政大樓A101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財金系系學會財金系系學會 新生初體驗新生初體驗 -金晚越烤越熟金晚越烤越熟 101/11/13  烤肉烤肉B區區

主辦主辦 /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協辦協辦 /亞洲大學社工系亞洲大學社工系  
協辦協辦 /南投志願服務推廣南投志願服務推廣

中心中心

南投縣南投縣101年「志工團隊管理者研討會」年「志工團隊管理者研討會」 101/11/13 08:40~12:20 M009

宿服組宿服組 環保玩創意－＂襪＂來也環保玩創意－＂襪＂來也 101/11/13、、14 18:30-20:30 登峰學苑地下室登峰學苑地下室

圖書館圖書館 資源利用講習資源利用講習 -EndNote 101/11/14 15:10-17:00 圖書館圖書館4樓資訊素養教室樓資訊素養教室L406

機動車輛安全騎乘研機動車輛安全騎乘研

究社究社
亞大機研社期中大會亞大機研社期中大會 101/11/14  健康大樓社課教室健康大樓社課教室

學務處衛保組學務處衛保組 健康體位與飲食健康體位與飲食 101/11/15 3:30-5:30 亞洲會議中心亞洲會議中心

台灣社會政策學會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亞洲亞洲

大學社工系大學社工系

「社會政策研究：本土議題的國際化」「社會政策研究：本土議題的國際化」

論壇論壇
101/11/16 AM09：：00~

PM05：：30
M001

服務學習組服務學習組 101-2學年度服學小隊長遴選活動學年度服學小隊長遴選活動
即日起即日起

至至101/11/16止止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慈青社慈青社 慈青社慈青社 -第十一屆大里仁愛之家機構關懷第十一屆大里仁愛之家機構關懷 101/11/17  大里仁愛之家大里仁愛之家

服務學習組服務學習組 志願服務特殊訓練志願服務特殊訓練
101/11/17-

11/18 8：：00~17：：00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綠油油康輔社綠油油康輔社 服務學習日服務學習日 -小小航海王定向尋寶成長營小小航海王定向尋寶成長營 101/11/18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幼教週幼教週──躲避球躲避球 101/11/19 18:00-21:00 健康大樓健康大樓H棟前廣場草皮棟前廣場草皮

Fun Talk飯桶研習服飯桶研習服

務社務社
中區飯桶社交流活動中區飯桶社交流活動 -信念的突破信念的突破 101/11/19  健康大樓健康大樓H113教室教室

幼教系系學會幼教系系學會 動個隆咚鏘動個隆咚鏘 -幼教週幼教週 101/11/19-22  排球場、籃球場、操場、登峰學排球場、籃球場、操場、登峰學

院旁空地院旁空地

財金系系學會財金系系學會 有口皆盃，絕對金財有口皆盃，絕對金財 -財金新生盃競賽財金新生盃競賽 101/11/19-23  羽球場、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籃球場、排球場

光電系系學會光電系系學會 光通系班際盃運動比賽光通系班際盃運動比賽 101/11/19-23  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

崇德青年志工社崇德青年志工社 心靈饗宴講座心靈饗宴講座 101/11/2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A101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幼教週幼教週──籃球競賽籃球競賽 101/11/20 18:00-21:00 籃球場丁場籃球場丁場

圖書館圖書館 資源利用講習資源利用講習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101/11/21 15:10-17:00 圖書館圖書館4樓資訊素養教室樓資訊素養教室L406

學務處衛保組學務處衛保組 眼科常見的問題與牙齒保健眼科常見的問題與牙齒保健 101/11/21 3:30-5:30 亞洲會議中心亞洲會議中心

社工系系學會社工系系學會
當我們「烤」再一起－學生安全教育輔導當我們「烤」再一起－學生安全教育輔導

活動活動
101/11/21  烤肉烤肉B區區



Rainbow百性社百性社 親密關係的暴力防治講座親密關係的暴力防治講座 101/11/21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A101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幼教週幼教週──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101/11/21 15:00-17:00 操場操場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幼教週幼教週──畢業系友丁繼分享講座畢業系友丁繼分享講座 101/11/22 18:00-21:00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M001國際會議廳國際會議廳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幼教系「教育實習輔導專題講座」暨幼教系「教育實習輔導專題講座」暨11月月

實習返校座談會實習返校座談會
101/11/23 09:10-17:10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M009人文藝術空間人文藝術空間

真善美禪學社真善美禪學社 真善美禪學社生命教育服務隊真善美禪學社生命教育服務隊 101/11/24-25  彰化縣萬興國民小學彰化縣萬興國民小學

服務學習組服務學習組
服學志工探索教育暨生態人文知能研習服學志工探索教育暨生態人文知能研習

活動活動
101/11/24-25 8：：00~18：：00 台灣地區台灣地區

服務學習組服務學習組 青年志工環境暨文化體驗營青年志工環境暨文化體驗營 101/11/24-25 8：：00~18：：00 台灣地區台灣地區

保健系系學會保健系系學會 罐傳你的心罐傳你的心
101/11/26-

12/07  管理學院一樓廣場管理學院一樓廣場

宿服組宿服組 【甜蜜【甜蜜DIY】製作健康‧美味巧克力】製作健康‧美味巧克力 101/11/26、、27 18:30-20:30 登峰學苑地下室登峰學苑地下室

學務處衛保組學務處衛保組 如何擁有優質的睡眠如何擁有優質的睡眠 101/11/27 3:30-5:30 亞洲會議中心亞洲會議中心

創意領導中心創意領導中心
國際視野與全球化議題講座國際視野與全球化議題講座 -5

「台灣文創產業進軍國際舞台的新思維」「台灣文創產業進軍國際舞台的新思維」
101/11/27 09:00-12:00 A115

生輔組生輔組 101年度中央有關機關訪視僑生活動年度中央有關機關訪視僑生活動 101/11/28 8:00-5:00 A101

圖書館圖書館 資源利用講習資源利用講習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 101/11/28 15:10-17:00 圖書館圖書館4樓資訊素養教室樓資訊素養教室L406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101學年度幼教系專題講座第學年度幼教系專題講座第3場，小大繪場，小大繪

本館林貞美創辦人：「繪本故事」本館林貞美創辦人：「繪本故事」
101/11/28 15:00-17: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108教室教室

Rainbow百性社百性社 同志父母心路歷程同志父母心路歷程 (出櫃出櫃&入櫃入櫃 )講座講座 101/11/28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A101

休憩系系學會休憩系系學會 休憩哈火鍋休憩哈火鍋 101/11/29  烤肉烤肉A區區

經管系系學會經管系系學會 經嗓獎經嗓獎 101/11/29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A101

生科系系學會生科系系學會 節能減碳生活創意大賽節能減碳生活創意大賽 101/11/29  烤肉烤肉B區區

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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