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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連續第8年獲得教育部評選為教學

卓越大學，累計金額共4億2749萬元(0201)

亞洲大學設立5千萬元創業基金，輔導在

校生、校友創業；校長蔡進發與4位創業

校友、在校生簽署創業備忘錄，提供12萬

元至20萬元不等獎勵金，協助校友們創

業(0130)

亞洲大學躋身西班牙網路世界大學排名千

名之列，為全球排名第970名，全台公私立

大學排名第27名(0222)

開學第二天，亞洲大學蔡校長與認養家族

聚會，帶頭關懷家族學生課業、生活及生

涯規劃等問題(0220)

亞洲大學專利研發Ｔ8銀耳養生甜品，在大

學博覽會中搶眼！5位畢業生隨技轉，投入

生產，有人月領45K(0223)

綜合稿：亞大邀請史丹佛大學生物學系副

教授Dr. Dominique Bergmann及密蘇里州

堪薩斯市立大學講座教授韓亮(Lein Harn)蒞
校演講，暢談「植物氣孔形成的分子機制

」等話題(0220、0226)

亞洲大學邀請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王慕凡在「品牌實習課程」開講，

已有會資系同學到該事務所實習(0222)

 
亞洲大學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會，蔡進發校

長勉勵新進老師，認真投入教學、研究及

服務，提高學生學習效果(0219)

中醫大、亞大首度聯合辦理2013年中國醫

寒假中西醫主題營隊(0201)

亞洲大學舉辦「幼！教一定營！」高中生

體驗營活動，安排大地闖關遊戲、幼兒音

樂與律動、幼兒戲劇練習等活動(0205)

亞洲大學舉辦3天兩夜的社工體驗營，安排

團康活動、社工之夜、參訪社服機構，並

設計大學入學模擬面試，精彩實用(0201)

亞洲大學舉辦高中心理營，吸引中部地

區10所高中、50位學生參加，與心理系師

生一同探索自我的人際關係與生涯(0201)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社寒假在緬甸臘戍展開

志工服務，為當地學童舉辦團康、戲劇表

演及詩歌教學等冬令營活動(0207)

山東建築大學36位師生，結束在亞洲大學

寒假短期研修，感謝亞大精心安排，讓他

們滿載而歸(0204)
亞洲大學半導體產研專班印尼阿西夫(Ashif)
、印度維克希(Vikash)國際學生，在國際會

議中發表EI 級論文，表現傑出(0228)

亞洲大學舉辦「從伊斯坦堡宣言─談國際器

官勸募政策」研討會，以色列Jacob Lavee
醫師等人應邀分享在國內勸募經驗(0225)



亞洲大學連續第8年獲得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大學，亞洲大學連續第8年獲得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大學，

累計獎勵金共4億2749萬元。累計獎勵金共4億2749萬元。

教育部2月1日公布「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名單

，亞洲大學連續第8年獲得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大學，累計獎

勵金共達4億2749萬元，表現亮麗。 

亞洲大學校長進發說，亞大辦學績效良好，創校12年來，亞大

創下台灣新設大學多項優異記錄，如創校第4年即獲准由臺中健

康暨管理學院升格為亞洲大學，創下國內在最短時間獲准改名

大學的紀錄，94年榮獲教育部大學校務評鑑私校第三組第

一名，97年系所評鑑全數獲得通過，當時以年僅7歲的新設大學

，辦學績效，再獲肯定。 

亞洲大學從民國95起至101年連續獲得教育部「大學教學卓越

計劃」的獎助，分別獲得5500萬元、5665萬元、5948萬多元、

8300萬元(98-99年) 及4668 萬、4668萬元，累計共獲得3億4749

萬元，成績斐然，表現卓越。教育部2月1日公布獎勵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共有33所學校獲得補助，包含國立大學校院11所、

私立大學22所，其中，亞洲大學獲得教育部新台幣4000萬元

補助，且連續兩年（102年、103年）補助。 

蔡進發校長指出，亞大辦學績效卓著，是全體師生努力成果，

亞大校園的建築獲國家卓越建設金質獎，社工系碩士劉政漢同

學獲頒總統教育獎等，並被教育部選為推展三品教育大學、品

德教育績優獎、體育教育和國際化優良的大學；目前的論文數

在全國163所大專院校中排名24名，也是全國四所通過國科會私

立大學研發能量計畫兩項的學校之一，還榮獲2012年「世界綠

能大學」排行（Green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全球

第28名殊榮，勝過不少資深公、私立大學。

亞洲大學師生得獎連連，近3年來，創意設計學院同學參加世界

各地國際發明展，共獲得36面金牌、43面銀牌、29面銅牌及7項

特別獎，商設系左楚浩、向浩天、莊宗樺同學的「水域救生指

引裝置」作品，還獲得德國IF產品設計概念獎，另有7組、17位

同學獲得德國紅點設計大獎，揚名海外，相當難得。

圖說：亞大擬訂的教卓越(ε-master)計畫，重拾早期社會「師傅

」（master）精神，導入現代化技能，孕育新世代職場師傅。

負責教卓計畫的蔡碩倉老師指出，亞大自95學年度起獲教育部

教學卓越計畫，即擘畫完整的教與學提升計畫，歷經第一期(95-

97)「五I(制度、資訊、整合、創新、國際化)：挹注資源，整建

教與學制度」階段、第二期(98-101) 邁入「發展學生學習成效導

向的教與學」階段，第三期(102-105)即將驗收前二期所奠基的教

與學成果階段。

為持續深化亞洲大學通識與教學單位課程改革，建立教師專業

成長與教學創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亞大擬訂「e技在身，萬

事達人」(ε-master)計畫，重拾早期社會「師傅」（master）精神

，導入現代化技能，孕育新世代職場師傅，內容涵蓋產學雙

師(mentors)、自主學習(autonomy)、軟硬實力課程(skills)、國際

移動(transnational)、學用合一(employability)、品質保

證(reassurance)的特色，期使新世代職場師傅擁有卓越

(excellence)、資訊學習(e-learning)、就業力(employability)的職場

能力。

亞大設5千萬元創業基金，蔡校長與4位創業校友、在校生簽署亞大設5千萬元創業基金，蔡校長與4位創業校友、在校生簽署

創業備忘錄，提供12萬元至20萬元不等獎勵金，協助創業！創業備忘錄，提供12萬元至20萬元不等獎勵金，協助創業！

亞洲大學設立5千萬元創業基金，協助輔導校友、在校生創業；

亞大第一屆『創業獎勵與贊助申請』，核准通過1位在校生及3

位校友的創業計畫，1月 30日舉辦創業簽約儀式，由校長蔡進發

與4位創業校友、在校生簽署創業備忘錄後；產學長張文鐘指出

，創業校友、在校生3個月內成立新創公司，並簽訂創業保證協

議書後，即可領取高額創業獎勵金。

亞洲大學第一屆『創業獎勵與贊助申請』，1月30日下午在健康



亞洲大學第一屆『創業獎勵與贊助申請』，1月30日下午在健康

大樓4樓H41I舉行創業簽約儀式，由蔡進發校長主持，管理學院

院長蔡明田、資訊學院院長黃明祥、總務長朱界陽、產學長張

文鐘、健管系主任何清松等人觀禮。

蔡進發校長指出，政府要提高就業率，鼓勵校友或在校生創業

是很重要的，校方為落實「學用合一」，設立5千萬元創業基金

，協助校友或在校生創業，尤其各位是第一屆申請創業者，就

是所謂「黃埔一期」，別具意義，務必要成功，成為學弟妹的

楷模後，還要經常返校分享創業經驗；創業過程中，有任何

困難，產學處等單位都會樂於提供幫助。

亞洲大學核准通過的創業計畫，包括健管系碩專班學生林雅

容申請創業主題「Health Money脊椎壓力身心健康e院」12萬元

、光通系96學年度畢業校友謝明峰申請之創業主題「瑿亞

科技」20．6萬元、心理系98學年度畢業校友楊舒傑申請創業主

題「海賊谷」19萬元及心理系97學年度畢業校友張敏書申請創

業主題「張貴人」16萬元等計畫書，分別核給12萬元至20萬元

不等。

其中，健管系碩專班學生林雅容申請創業主題「Health Money

脊椎壓力身心健康e院」是以協助政府或專案單位做健康教育認

證及服務平台管理，有助於健康產業發展之具示範性知識創造

、流通及加值等核心知識服務平台、系統、模式之建立。教導

客戶自主健康管理，以醫師SOAP的思考模式做教育訓練，如此

來減少醫療糾紛。它是一個實體與虛擬結合的科技健康商城。

圖說：亞大第一屆「創業獎勵與贊助申請」簽署儀式後，校長蔡

進發(前排左二)等位師長與4位創業校友、在校生（後排右二起）

合影。

此外，心理系98學年度畢業校友楊舒傑申請創業主題「海

賊谷」，此團隊運用21世紀末的小資族的特性「質優、價廉、

新樣、刺激、創意」，提供一個消費平台，首創『降價式』競

標網站，主要提供一個網路平台給消費者進行下標拍賣，訴求

公平、可信、透明化，讓商品的價格降到消費者認為合理的

價格。

「感謝校方提供創業基金16萬元，讓我創業圓夢！」心理系97

學年度畢業校友張敏書說，他是採取差異化策略，以「Dr.張」

創新職涯學苑為企業品牌命名，結合國外的職業追求術與台灣

各界的職涯資源資訊，整合獨創「CSE職涯成功方程式」，並

以CSE為架構來突顯品牌價值，幫助青年開創職涯大未來。如果

事業有成，除了提拔栽培亞大弟妹，還會捐出所得輔導單親婦

女創業。

產學長張文鐘指出，為鼓勵優秀學生發揮所學、積極創業，校

方設立創業獎勵金與贊助金，並訂定亞洲大學創業獎勵與贊助

申請辦法，師生共同創業贊助金額最高達300萬；每年受理申請

兩次，年度申請日期自5月1日至5月31日及11月1日至11月30日，

申請人需檢具備審資料於限期內送交產學營運處辦理。期望每

位畢業的亞大人，都有寬廣的職場人生。

亞洲大學躋身西班牙網路世界大學排名千名之列，亞洲大學躋身西班牙網路世界大學排名千名之列，

為全球排名第970名，全台公私立大學排名第27名!為全球排名第970名，全台公私立大學排名第27名!

全球知名的西班牙網路計量研究中心(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 CSIC)日前公布全球最新世界大學網

路排名評比結果(Ranking Web of University)， 全世界2萬1250所

大學院校中，台灣亞洲大學排名大躍進，全球排名第970名、全

台公私立大學排名第27名，首度進入全球千名之內，可說是大

躍進。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表示，該校全體師生都很重視世界大學

排名，各單位全力落實執行，才能獲此佳績，未來將持續努力

，保持在全球千名排名內，並往更好的排名邁進。為達網路知

識共享，該校將持續致力各單位、系所網站經營及各項網路服

務的建置，使搜尋引擎能收錄該校更多網路資訊，並持續經營

各式社群網站的服務，提升網路上能見度。

「這次在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全球千名以內的排名，台灣亞洲

大學可說是大躍進！」亞大資訊發展處資訊長劉嘉政表示，依

據該評比收錄資料顯示，亞洲大學2011年1月排名是1015名、

2011年7月是1070名、2012年1月1279名、2012年7月1811名，名次

常有起伏變動；經過努力後，這次(2013年1月)世網大排名亞洲

 

圖說：西班牙網路世界大學網路顯示：亞洲大學首度躋身全球

排名千名之列。

劉資訊長強調，亞洲大學未來將以建立標準數位資料分享程序

為目標，將校內符合公開條件的數位資料公開，不斷的充實亞

洲大學在網路上分享的資源。

西班牙網路計量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CINDOC-CSIC）的網路實驗室（Laboratorio de

Internet）所發表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是目前國際上廣受矚目和信

賴的世界大學排名，自2004年起，該機構每半年分別於1月及7

月更新一次排行榜。



常有起伏變動；經過努力後，這次(2013年1月)世網大排名亞洲

大學排名名次大幅攀升，全球排名970名，進步幅度達841個

名次，正式進入全球千名之內，亞大於國內大學排名也從49名

躍升至27名，是歷年最佳的排名成績。

劉嘉政資訊長指出，自上次排名公布後，資訊處同仁即針對世

網大排名的評比指標-以網路數據資料的分享為原則，採取多項

做法，如充實圖書館的機構典藏網站，除收錄師生發表的各項

論文外，更加入校內各式媒體報導數位資料、充實校內檔案伺

服器之數位檔案、及協助各單位更新網頁或建置新版網站等，

經由網路資料的充實供分享，因而大幅提升此次的排名。

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評比對象為全球各大學，評比內容相當

多元，並非只有期刊論文，包含大學在網頁所呈現各種形式的

教學、研究及行政等的資料，如多媒體教學、工作坊、行政

報告、研討會幻燈片、研究報告等。依今年 (2013年) 最新一次

公布評比辦法，其評估內容分為網站能見度(Visibility)及網站活

動(Activity)兩大類，比重各佔50%，其中，網路活動又細分為

網頁數目（volume of pages）、學術檔案（number of rich files）

及學術論文（number of papers）3項分項指標。

 

開學第二天，亞洲大學蔡校長與認養家族聚會，帶頭開學第二天，亞洲大學蔡校長與認養家族聚會，帶頭

關懷家族學生課業、生活及生涯規劃等問題。關懷家族學生課業、生活及生涯規劃等問題。

亞洲大學上學期推動曼陀師徒制度，355位專位教師各自認養6

位以上大一學生，校長蔡進發也認養考進亞洲大學的臺中一中

、曉明女中及學生社團負責人等8位學生；這學期開學第二天，

蔡校長就與認養家族聚會，並關懷他們的課業、生活及生涯規

劃等問題，蔡校長說：「我是認養家族伙伴的曼陀

師Mentorship），一輩子亦師、亦父、亦友！」

蔡進發校長說，亞大除了設有學習、課業、生涯三導師外，上

學期又推出曼陀師徒學制（Mentorship），由專任教師每人認

養6位以上大一新生為家族成員，教師是家族長，他與創辦人蔡

長海也都認養學生；每月家族聚會1至2次，隨時聯絡關懷，還

要帶領學生學習、閱讀及研究；畢業後要協助就業、創業，希

望每位亞大人都是優質人文素養的職場達人。

2月22日中午，蔡校長與8位家族成員一起聚會、話家常，會計

與資訊學系陳沛霖同學說，蔡校長關心他們的學業、生活外，

還交待以後若有任習哪些專業？張混智經理回應說，經管系學

圖說：亞大校長蔡進發（中）定期與認養的家族同學聚會，關

懷生活課業、指導人生！

 

生畢業想在科技公司工作，大多落在業務端方面，要在雲端的

軟體觀念以及瞭解雲端的市場性、如何運用雲端等等，需要在

資訊學院做跨領域的學習為佳。

亞洲大學專利研發Ｔ8銀耳養生甜品，在大學博覽會中搶眼！亞洲大學專利研發Ｔ8銀耳養生甜品，在大學博覽會中搶眼！

5位畢業生隨技轉，投入生產，有人月領45K!5位畢業生隨技轉，投入生產，有人月領45K!

亞洲大學2月23日在台北大學博覽會中，提供亞大專利研發Ｔ8

銀耳養生甜品，給前來參觀的家長、高中生品嚐，見證亞大落

實「學用合一」，畢業即就業、創業的教育需求，成為今年台

北大學博覽會招生特色之一。



今年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台北場，23日、24日在國

立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登場，中亞聯大：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

大學兩校比鄰設攤，亞洲大學教務處提供兩大桶Ｔ8銀耳養生

甜品：檸檬銀耳甜品、綠豆銀耳甜品，給前來詢問的家長、學

生試飲，喝過銀耳甜品的人，無不豎起大姆指說：「讚！」、

「好喝！ 」

教務長彭德保說，亞大專利研發的Ｔ8銀耳技術，成功技轉給偉

裕生技公司，預估年產值2500萬元；亞大5位畢業生隨技轉，到

偉裕公司上班，投入生產，最高月領薪水45K（即4萬5千萬元）

，最少也領33K，不但畢業即就業，憑藉所學技術也可以月領

高薪。

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所帶領的師生研究團隊，從38種銀耳品

系中，選出編號8銀耳品種，命名「亞大Ｔ8銀耳」，以獨創專

利技術，用環控生產含60％多醣體，有濃郁玉蘭花香、無毒、

無重金屬，可提升免疫功能的養生保健銀耳，又稱「素燕窩」

，產品試賣中，被認為是市場最優質的白木耳；該團隊正又以

創

圖說：亞大在大學博覽會中，提供銀耳甜品試飲，極受考生家

長喜愛，詢問度極高。

新栽培法，研發舞菇、牛樟菇等生產，在生物科技方面，已有

多方的突破。

「亞大新生入學獎學金，看得到、領得到！」亞洲大學校長蔡

進發說，亞大今年大學甄選入學新生入學獎學金最高新台幣300

萬元，即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學測成績達74-75級分者，可領300

萬元獎學金；至於學測成績45級分至73級分，可領8萬元至160萬

元獎學金；去年新生會資系學生陳沛霖就獲得160萬元獎學金，

他的指考成績換算為推甄是70到73級分。

  

亞洲大學邀請史丹佛大學生物學系副教授Dr. Dominique Bergmann、亞洲大學邀請史丹佛大學生物學系副教授Dr. Dominique Bergmann、

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立大學講座教授韓亮蒞校演講!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立大學講座教授韓亮蒞校演講!

亞洲大學2月邀請史丹佛大學生物學系副教授Dr. Dominique

Bergmann、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立大學講座教授韓亮(Lein Harn)

蒞校演講，暢談「植物氣孔形成的分子機制」，及分享密碼學

運用及論文撰寫的經驗。Dr. Dominique Bergmann強調，生物資

訊是一項重要的手段，協助生物學家、生醫研究者的工作；亞

洲大學設有生物與醫學資訊學系，是很有前瞻性的做法。

Dr.Dominique Bergmann以植物葉面的氣孔為研究主體，探討植

物幹細胞的演變、組成，及改變植物基因後對氣孔生成的影響

。她於2月26日演講時說，地球的氣侯在某程度上與氣孔有密切

關係，全球環境依賴植物行光和作用，生成氧氣，供應地球生

物呼吸，植物是重要氧氣來源。另一方面，可說是植物氣孔控

制了大氣中的氧氣、水氣及二氧化碳含量。

Dr. Dominique Bergmann在演講中列舉多張圖例、數據做對比

參考，讓與會師生更容易瞭解植物基因改變後的變形、以及對

植物構成的影響，她說，有趣的是，植物內細胞皆是由植物幹

細胞組成，而幹細胞受到一些外來刺激，或是基因影響，將長

成不同功能的細胞，負責各種功能；若是以外力改變植物基因

，將導致葉面氣孔的破壞、畸形，影響植物呼吸作用。

資訊學院2月20日邀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立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 Kansas City USA)講座教授韓亮(Dr.Lein Harn)演講，韓

亮教授向與會師生說明研究「密碼學分享」的原因，韓亮教授

圖說：史丹佛大學生物學系副教授Dr. Dominique Bergmann（前

排左三） 蒞校演講，跟與會師生合影。

說，他從1986年開始研究密碼學，近10年密碼學領域的理論競

爭激烈，主因是大多數學家將理論帶進密碼學領域，而理論是

需要證明，不過，並非所有理論都要證明，否則等於切斷了研

究方向。

為了讓大家瞭解「密碼學分享」的概念，韓亮教授先讓學生提

出範例，再利用範例講解Shamir密碼分享的概念，韓亮教授說

，「Shamir密碼分享」到現在還是熱門的研究題目，還有許多

議題未被提出探討，希望有興趣的師生一起研究發展。



亮教授向與會師生說明研究「密碼學分享」的原因，韓亮教授

亞洲大學邀請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王慕凡在亞洲大學邀請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王慕凡在

「品牌實習課程」開講，已有會資系同學到該事務所實習!「品牌實習課程」開講，已有會資系同學到該事務所實習!

亞洲大學「品牌實習課程」講座開跑了！邀請立本台灣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王慕凡2月22日率先開講，王慕凡會計師講述

企業文化與會計人生涯規劃，他說，會計師最主要的工作是

查帳，也需要了解產業界需求，職場即戰場，面對職場上競爭

，會計人員須具備三心：專心、細心、耐心，還有三力：語文

能力、數字能力及觀察能力。 

　 

　王慕凡會計師以「企業文化講座-會計人生涯規劃」為題演講

，他說，所謂企業文化，就是企業內人員共同一致的價值觀，

有些企業文化是自然衍生形成，沒有刻意塑造，有的是依企業

經營者及主要幹部的行為、喜好、決策型態、判斷標準等，自

然地為員工所採納學習，蔚然形成風氣。如王品集團是喊出「

人性本善、以客為尊」經營理念，南韓三星集團的企業文化是

包容。

　「會計師最主要的工作是查帳！」王慕凡會計師指出，這包

括監督客戶的內部營運、記錄、文件。查帳員除了監督企業內

所有財務方面的行為外，還要確定該企業在收支、資產、投資

以及所有其他的財務活動上達到平衡。對上市公司而言，這個

工作尤其重要，因為它在提供企業本身一個精準的財務狀況、

並幫助企業做經營規劃的同時，也保護了投資人與股票持有人

。理論上，公司一年兩度的查帳應該是公開的、強制執行的。

　王慕凡會計師說，一般會計系的畢業生踏出校門後，可分升

學及就業，升學分為國內及國外研究所，其中，如果考上國內

研究所後，除了可增進兩年的會計專業及學識文憑外，可打鐵

趁熱，參加會計師考試以取得會計師執照，至於就業，可以擔

任公司企業稅務會計，也透過國考擔任公職會計。

亞洲大學「品牌實習課程」講座，由副校長劉育東主持，歡迎

圖說：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王慕凡在亞大「品牌

實習課程」中開講。

王慕凡會計師蒞校演講，劉育東副校長說，該校已與寶成國際

集團、巨大（捷安特）機械工業、臺灣數位光訊集團等30家企

業簽約合作，提供品牌實習機會，希望畢業即就業，為協助同

學儘快了解企業需求，除了加強英語證照取得，將英文唸好外

，開辦企業講座，幫助同學瞭解職場文化。 　

會計與資訊學系主任陳瓊燕也指出，為培育人才，該系與立本

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簽約，執行「品牌實習暨保證就業」計畫

。目前會資系已有四年級成紹勤同學已到立本台灣會計師事務

所實習，明年將再遴選兩位同學到該所實習，以後該系每年會

有5個實習名額，實習期間前兩個月是觀察期，給薪1萬元，之

後每個月薪水1萬9千元，實習5個月。

　王慕凡會計師對亞洲大學執行「品牌實習暨保證就業」計畫

，非常欽佩，他說，國內大學生畢業後競爭激烈，在校學習

期間，即非常需要事先瞭解業界生態與文化，目前到該會計師

事務所實習的成同學，將實習到今年五月底，不論是態度或

反應，表現不錯，讓他印象深刻。

亞洲大學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會，蔡進發校長勉勵新進老師，亞洲大學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會，蔡進發校長勉勵新進老師，

認真投入教學、研究及服務，提高學生學習效果。認真投入教學、研究及服務，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亞洲大學2月19日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會，校長蔡進發勉勵新進

教師，認真投入教學、研究及服務，創新教學課程，透過教學

的互動，引導學生具創造力，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師從

中得到成就感，「亞洲大學唯一不變的是，天天在變，變得

更快、更好！更進步！」

這項研習會，除了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蘇文碩、經營管理學系特

聘教授林君維、紀慧如助理教授、財經法律學系講座教授張

進德、生物科技學系特聘教授兼研發長黃志揚，還有視覺傳達

設計學系講座教授林磐聳、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朱庭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副教授林盛宏、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謝明輝等8人參加研習；蔡進發校長到場歡迎，學務長張少樑、

教務長彭德保、人事室主任林玉泉、教發中心主任卓播英教授

等人報告業務。

蔡進發校長歡迎新進教師加入亞洲大學的大家庭，他說，亞大

創校12年，學生人數逆勢成長10倍，新生入學落點更大幅提升

；且在校務評鑑屢創佳績，連續8年獲得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

大學，深獲好評；師生表現卓越，獲獎連連，近3年來，除了在

各地國際發明展中，共獲得36面金牌，還獲德國得IF、紅點設

計大獎，目前的論文數在全國165所大專院校中排名24名，非常

感謝師生們的努力，未來在穩固的基礎下，將和新進教師持續

衝刺，好還要更好，向前邁進。

總務處綜理全校總務事宜，由組長楊承諭代理報告，她說，朱

總務長常說：成功不必總務，但沒有總務不會成功；總務雖非

萬能，但沒有總務萬萬不能，總務處竭誠提供各項服務；教務

長彭德保也指出，亞大創校以來，除了以辦學卓著、優美校園

圖說：亞大校長蔡進發（前排左二）、講座教授林磐聳（前排

右二）等位新進教師合影。

贏得口碑外，近來更積極推動三品教育、志工大學及「四創

學園」、學校並成立2千萬元創業基金，設立「品牌就業學程」

，鼓勵學生創業、保證就業。

學務長張少樑除了說明學務處協助學生安心就學、建構校園

文化、鼓勵多元學習的各項措施外，他強調，亞大對學生個別

輔導的重視，有傳統班級導師制度，正全面性地推動曼陀師徒

認養計畫，讓學生透過典範學習， 即早發現並確立正確的人生

志向與志趣。 亞洲大學新聘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講座教授林磐聳

，從台灣師範大學副校長退休轉任，在全國設計界頗具聲望，

蔡校長在會中也特別介紹、推崇；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副教授林

盛宏，則是商設系創系主任，如今回鍋再任商設系主任；林盛

宏主任說，亞大是個充滿活力的大學，他尤其感受到創辦人旺

盛的辦學企圖心，以學生為重、以教學為主，更重視學術研究

，他願繼續奉獻心力協助推動。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首度合辦2013年中國醫寒假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首度合辦2013年中國醫寒假

中西醫主題營隊活動，吸引138位國、高中生參加!中西醫主題營隊活動，吸引138位國、高中生參加!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首度聯合辦理2013年中國醫寒假中西

醫主題營隊活動，從1月23日到2月2日，共分3個梯次，吸引全

台各地對日常生活醫學體驗有興趣的138位國、高中生參加，一

起探索醫學知識、生命經驗及充滿活力的營隊教育。

此次活動召集人、亞大休憩系校友張正諄說，此次活動，由中

醫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亞大進修推廣部合辦，共辦了3個梯次，

包括國中醫學營、高中醫學營及高中中醫營，共吸引對於日常

生活醫學體驗有興趣的138位國、高中生，除了中部學生如台中

一中、台中女中的學生參與，也有遠從澎湖、台東、宜蘭等地

慕名而來；由他召集亞大各學系活動人才組成的”勁‧創意活動

企劃工作團隊”擔綱此次活動承辦。

中醫大辦理的活動，屬於醫學營主題專業課程，包括醫學面

面觀、成醫之道、解剖學、人體蟲蟲危機、養生食療課針灸

課程、拔罐刮痧、中藥砲製、物理治療、包紮等課程；至於亞

圖說：中醫大、亞大合辦中西醫主題營隊，展開團康活動。

認知自我，培養領導能力、執行力及溝通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寒假中西醫主題營隊，每梯次結束訓前，

都舉辦熱力四射的營火晚會，除了有詼諧幽默的主持與互動，



課程、拔罐刮痧、中藥砲製、物理治療、包紮等課程；至於亞

洲大學校園舉辦的活動，大多是營隊教育課程，包括破冰

活動、4Q探索體驗、闖關大地遊戲、營火晚會等。

此次活動，除了醫學知識等課程外，還設計充滿創意與歡樂的

專業活動體驗課程，讓參與學員一同探索4Q元素；張正諄指出

，所謂4Q課程是帶領學員體會現代人的人格成長所必須具備的

要素，除了智商IQ、控管情緒EQ外，還發展出培養好品格的道

德MQ與增加壓力韌性的逆境AQ，透過活動讓營隊學員逐漸

都舉辦熱力四射的營火晚會，除了有詼諧幽默的主持與互動，

還有動感舞蹈表演、專業訓練的火舞，在絢爛燈光、音響陪

伴下，讓每位學員們在營火晚會上，顯得依依不捨。

「這是個充滿知識、體驗及美好回憶的營隊！」嘉義協同高中

的廖同學說，此次醫學營，除了安排醫學專業課程，在亞大校

園內還展開一連串校園導覽、闖關、探索、創意、營火晚會等

精彩活動，新奇又好玩，從破冰活動開始，整個活動，學會

溝通、團隊合作及信任，還認識很多新夥伴，令人難忘。

亞洲大學舉辦「幼！教一定營！」高中生體驗營活動，安排亞洲大學舉辦「幼！教一定營！」高中生體驗營活動，安排

大地闖關遊戲、幼兒音樂與律動、幼兒戲劇練習等活動。大地闖關遊戲、幼兒音樂與律動、幼兒戲劇練習等活動。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2月1日舉辦第二屆「幼！教一定營！」

，吸引彰化縣文興高中、臺中市僑泰中學、明台高中、慈明高

中等校、40位高中職生參加，幼教系安排幼兒音樂與律動、幼

兒餐點製作、戲說幼教等課程，還有大地闖關遊戲、幼兒戲劇

練習等團康活動，讓學員們認識亞大幼教系教學內涵，提前體

驗大學生活。

幼教系主任陳昇飛指出，幼教系第二屆幼教體驗營活動，除了

安排專業課程，還有加入活潑多元的戲劇課程，讓參與的高中

職生能瞭解亞大幼教系多元活潑的課程內容，並透過此活動

安排，學習團隊合作精神，引導高中職生嚮往成為優秀的幼教

專業人員。

此次幼教營，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劉斐如老師為高中職生講授「

幼兒音樂與律動」，她安排肢體律動的遊戲及唱跳，示 範樂器

的演奏等活動，多元化與專業的活動內容，讓學員們認識幼兒

音樂律動的基本架構；慈明高中高瓔琪同學指出，沒想到「幼

兒音樂與律動課程」既活潑又有趣，且融入肢體活動元素，讓

她初步了解如何設計幼兒藝術活動。

保健系助理教授李明明特別為學員們指導幼兒餐點製作技巧，

現場準備可可粉、麵粉、奶油等材料，讓所有學員現場DIY，短

時間學員們就分別製作迷你夏威夷巧克力蛋糕等，讓她們覺得

很新奇；明台高中薛佳宜同學就說：「參加不少研習活動，這

是第一次有餐點製作，對亞大的實作課程印象深刻！」

圖說：幼教系主任陳昇飛（前排左四）歡迎各地高中生到亞大

參加幼教營。 

「戲說幼教」是此次營隊的重頭戲，由於幼兒都比較好動，劉

佳仁老師為學員們指導幼兒戲劇的演出方式，示範如何吸引幼

兒目光的肢體動作表現，僑泰中學鄭思妤同學分享說，上「幼

兒戲劇」的課超有趣的，尤其是老師讓學員們上台表演時，學

員們放得開、勇敢「秀」自己。

文興高中莊恩寧、明台高中陳盈如等位同學說，幼教營的課程

不管是音樂律動、大地闖關遊戲還是戲劇表演，都很活潑、

有趣，也讓她們認識亞大幼教系教學內涵，覺得幼教系有「家

」的感覺，此次到亞大參加幼教營，值回票價，「下次有機會

，我們還要再來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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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社服機構，並設計大學入學模擬面試，精彩實用!參訪社服機構，並設計大學入學模擬面試，精彩實用!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1月30日至2月1日舉辦第二屆社會工作體

驗營，社工系學生安排團康活動、社工系友的學習經驗分享及

熱鬧的「社工之夜」，還參觀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等社服機構，並設計高中生們大學入學模擬面試

，實地了解社工系學生課程安排與生活。

3天2夜的社工體驗營，吸引各地29所公私立高中、近70位高中

生參加，比預定招收40名學員超出許多，在社工系主任羅幼瓊

、助理教授南玉芬、蕭至邦帶領下，與30位社工系學生一起探

索社會工作的專業及樂趣。羅主任說，所有活動的具體內容與

細節設計，都由社工系學生包辦，讓學生們在學習成長過程中

，也是個驗收的機會。

「在實地體驗、參訪中，高中生們接觸學習社工人員同理心等

基本能力！」南玉芬老師舉例說，參訪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時

，有學員在穿上模擬老人身體狀況的『老人包』後，深刻感受

老人行動不便後，表明今後對家中或是在外遇到的老人，較能

同理他們為何總是行動遲緩，「將來一定會改變他對老人的

態度！」

高中生們大學入學模擬面試登場，最受高中生青睞；社工系所

有教師全部動員，將所有學員分為4組，每組由兩名老師擔任模

擬面試老師，提供經常被問及的模擬題目，讓模擬面試最接近

真實情境。參加模擬面試的學員陳昱璇、劉亭瑜說，最緊張的

時刻是在進門前，但是看到教授們的笑臉，就覺得沒有那麼

可怕，一切就平常心，不再緊張了。學員吳姵萱也說，老師們

圖說：亞大舉辦社工體驗營，安排團康活動，所有學員熱烈參與

。

提供不少意見，這些對於高三面試時都很有用！「亞洲社工

好棒！我好感動喔！」

社工系助理教授侯念祖說，透過社工營的活動，可以讓忙於課

業的高中生，對於社會工作有基本認識，也開展一扇了解、關

心社會的視窗，對豐富他們的經驗與想法，很有幫助的。至於

未來是否續辦社工體驗營，羅主任肯定的說：「我們一定會繼

續辦理的，因為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

參加營隊的古羽晴、黃于婷同學說，這三天營隊過得充實、

有趣，不但認識了新朋友，還對社工系有深入的了解，也學習

到如何與他人相處，進而是建立自信心和正向的觀念，提前體

驗大學生活。

亞洲大學舉辦高中心理營，吸引中部地區10所高中、50位學生亞洲大學舉辦高中心理營，吸引中部地區10所高中、50位學生

參加，與心理系師生一同探索自我的人際關係與生涯規劃。參加，與心理系師生一同探索自我的人際關係與生涯規劃。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1月24日、25日舉辦第一屆「亞洲大學高中心

理營」，以「網路不成癮」為主題，安排高中生喜愛的人際

關係、愛情心理、自我探索與生涯規劃等課程，還設計青少年

喜愛的團康活動與大地闖關遊戲，展開為期2天1夜活動，吸引

來自中部地區10所公私立高中、50位學生參加，與心理系師生

一同探索自我的人際關係與生涯規劃。

亞洲大學副校長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柯慧貞為高中心理營開幕

，暢談網路成癮的現象與防制，柯慧貞講座教授鼓勵同學們要

發揮自己的優勢能力，成為抗壓達人，避免網路成癮的問題。

心理系吳信輝老師則以「戀愛及分手的議題」為題，與同學們

分享如何經營美好的愛情與幸福的人生。

心理系助理教授周廷璽偕同10多位心理系碩士生、大學生，帶

領各地高中生進行「探索人際關係」與「生涯規劃」等團康

活動；參加的同學們感受到心理系學生的助人專業與服務熱情

，活動後彼此討論、分享，氣氛相當熱絡。

圖說：亞大心理學系舉辦高中心理營」，設計青少年喜愛的團

康活動。

理學系有更正確與充實的認識；尤其亞大校園很漂亮，活動空

間又大，不少同學離別時，頗捨不得，相約日後在亞大相見。



，活動後彼此討論、分享，氣氛相當熱絡。

團體闖關的大地遊戲是營隊活動最夯的活動，高中生們互相

協助、同心協力通過每項關卡，不但凝聚團隊成員的感情，也

與帶領營隊的心理系大哥哥大姐姐打成一片，整個活動充滿了

青春與歡笑。

參加營隊的大甲高中廖宥棋、后綜高中彭家香、西湖高中張育

甄同學說，在團隊活動過程中，大家追求共同目標，凝聚團隊

成員的感情，打成一片；經過營隊洗禮，感覺很充實，也對心

負責籌畫活動的周廷璽老師說，心理系雖是第一次辦理高中生

營隊，經驗不足，但參與營隊師生們都盡心盡力，在活動的過

程中，參加營隊高中生都興緻勃勃、努力學習，激發心理系輔

導同學們的服務熱情，這是書本之外難得的學習機會。 營隊活

動總召集人李易翰同學說，整個活動要經營的細節很多，需要

發揮領導、分工與授權的精神，才能讓整個團隊動起來。營隊

活動結束後，將召開檢討會議，做為下次辦營隊時參考改進，

讓寶貴的經驗傳承下去。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社寒假在緬甸臘戍展開志工服務，為當地亞洲大學國際志工社寒假在緬甸臘戍展開志工服務，為當地

學童舉辦團康、戲劇表演及詩歌教學等冬令營活動。學童舉辦團康、戲劇表演及詩歌教學等冬令營活動。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社緬甸志工服務隊，寒假前往緬甸臘戍展

開「愛心無國界˙緬甸傳愛趁現在」志工服務，1月21日到25日分

別在嗎哪果宣國民小學、福音戒毒所新生之家等處，安排戲劇

表演、團康活動及詩歌教學等活動，展開為期5天的志工服務，

為當地學童、新生之家弟兄們帶來難忘的回憶。

亞大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包括隊長余涓如及陳詩婷、曾姿瑄

、王世欽等位同學，在何志文、林淑容指導老師帶領下，今年1

月18日啟程前往緬甸臘戍地區，19日抵達偏遠臘戍後，在當地

翻譯陪同下，到華人辦的福音戒毒所新生之家及嗎哪果宣華人

國民小學進行場勘及行前準備；1月21日起展開為期5天的冬令

營活動，1月29日返台。

亞大國際志工社緬甸志工服務隊，在嗎哪果宣學校為學童們，

安排設計戲劇表演、團康活動、詩歌朗誦及華語教學等活動，

由於學童多達300多人，志工服務隊利用課餘時間，先培訓當地

老師團康活動、氣球教學等，再由當地老師教導學童，發揮合

作教學效果；離開之前，志工服務隊將台灣所募集文具、物資

發送給當地學校，留給當地孩童們使用。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志工服務隊到福音戒毒所新生之家帶活動

，受到新生之家弟兄們熱烈歡迎，在教唱歌曲時，新生之家的

弟兄反應熱烈，個個聲音宏亮，至於充滿逗趣又具教育意義的

戲劇表演，讓新生之家的弟兄們感觸良多，又如踩報紙等團康

活動，讓新生之家弟兄們展現團隊合作；志工服務隊長余涓

如說，帶團康活動時，新生之家弟兄們真的是熱情又有趣。

志工服務隊陳詩婷、曾姿瑄同學說，在冬令營活動中，她們教

導「三隻小豬」等歌曲及帶動跳，可說是活潑、有趣，不但深

圖說：亞大國際志工服務隊到緬甸臘戍服務，與緬甸嗎哪小

學300多位師生生大合照。

受學童們喜愛，連新生之家弟兄們也為之著迷，展露難得一見

的笑容。

林淑容老師指出，緬甸當地的學童教學資源短缺，師資也缺乏

，老師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如嗎哪果宣小學有300多位15歲以下

的學童，有的老師大概18歲左右，普遍只有高中程度。至於福

音戒毒所新生之家有35位弟兄，年齡18歲至50歲不等， 沒想到

在志工隊同學為新生之家弟兄們帶來系列的團體活動，帶來滿

場笑聲、熱烈互動，可說玩得很「HIGH」，收獲滿滿。

值得一提的是，在離別晚會中，嗎哪果宣學校學生還獻唱「捨

不得」一曲給志工團隊，此首歌曲為當地老師雅各老師創作曲

。他們大聲唱著：捨不得你、我…，歌聲感動現場所有的人，

個個熱淚盈眶。福音戒毒所新生之家梅朝磊弟兄還代表獻上

感謝，謝謝亞大志工服務隊帶來的關愛、歡樂，他說：「謝謝

你們！請不要忘記我們大家！」，相約下次再見。



山東建築大學36位師生，結束在亞洲大學寒假短期研修，山東建築大學36位師生，結束在亞洲大學寒假短期研修，

感謝亞大精心安排，讓他們滿載而歸!感謝亞大精心安排，讓他們滿載而歸!

大陸山東建築大學，遴選34位學生及2位教授，跨海到亞洲大學

進行18天的寒假短期研修，2月4日下午舉辦結業式，5日返回

大陸；亞洲大學副校長鄧成連頒發山東建築大學每位師生研修

證明書，山東建築大學建築城規學院副院長李俊策特別感謝亞

大的細心安排，讓來台研修的師生度過歡愉、難忘的學術

之旅。

亞大4日下午2時在亞洲講堂舉辦「山東建築大學寒假短期研修

結業式」，亞大副校長鄧成連、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榮、副主

任陳坤成、創意領導中心主任黃萬傳、經管系教授吳天方、商

設系助理教授李元榮等人到場。

黃萬傳主任、李明榮主任說，山東建築大學的師生在台灣學習

、參訪，4日舉辦結業式，返回大陸後，就是亞大永遠的校友，

以後若有任何需求，亞大師生會樂於提供協助；希望各位同學

將台灣的人文風情，或是學術所體驗，帶回大陸交流，個個未

來人生都有美好前程，相約後會有期，

總務長朱界陽1月21日歡迎建築大學師生到訪時，曾介紹推薦即

將落成的安藤忠雄藝術館，是值得參觀的宏偉建築，歡迎學建

築的大陸同學去觸摸「清水模」的工法，感受一下這個不簡單

的建築。山東建築大學藝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專業2年級王廣睿

今天就說，已經帶著同學去「摸」過清水模工法的牆面了，真

的很不一樣，希望下一次來訪時，能看到宏偉的安藤忠雄藝

術館。

此外，商設系助理教授李元榮也祝福每位山東建築大學的學生

，返回大陸後前程似錦，李元榮老師說，昨天恰好是他40歲

生日，今天是他到亞大任教一週年；引來山東建築大學肖雪曼

的注意，她當場脫下指環，指名送給李元榮老師紀念，讓李元

榮老師相當感動，答應下次有機會親自導覽介紹亞大安藤忠雄

藝術館。

山東建築大學建築城規學院副院長李俊策、藝術學院學生管理

圖說：亞大為山東建築大學假短期研修班舉辦結業式，所有師生

開心合影，離情依依。

科科長侯振軍說，到台灣亞洲大學學習、參訪，感觸良多，首

先感覺亞大師 長們特別親切、認真，校方所推動三品教育、社

工大學等制度，值得學習；其次是亞大學習環境良好，第三是

到亞大學習時間太短，只能看到皮毛，不夠深入，將來有機會

還會再來台學習交流。

山東建築大學藝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專業二年級王廣睿、韓悅

等位同學說，這18天的短期學習之旅，不但品嘗台灣美食，體

驗台灣風土人情，也學習到不一樣的、新鮮的課程，這真是一

個難忘的經歷，尤其，亞大師長講授的課程，有不少是站在時

代前端，相當豐富、寶貴，讓他們滿載而歸，領略不同學術的

氛圍。

為歡迎山東建築大學師生到來，亞大安排寶島文化產業與建築

藝術美學參訪，還有生活美學、創意行銷、台灣休閒產業、數

位時代建築業等專題課程，如副校長劉育東主講：安藤館的建

築前後等課程，與山東建築大學師生學術交流，從1月21日至2

月4日為期18天。

亞洲大學半導體產研專班印尼阿西夫(Ashif) 、印度維克希 (Vikash)亞洲大學半導體產研專班印尼阿西夫(Ashif) 、印度維克希 (Vikash)

國際學生，在國際會議中發表EI 級論文，表現傑出國際學生，在國際會議中發表EI 級論文，表現傑出



亞洲大學半導體產研專班來自印尼阿西夫(Ashif)及印度維克希

(Vikash,) 兩位國際學生發表2篇 EI 級會議論文，並獲得國科會核

定通過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勵金2萬3000元，將前往日本發表

論文。

亞大半導體產研專班負責人許健教授指出，阿西夫今年4月22

到25日將到日本北九州 (Kitakyushu)參加 第十屆 IEEE 國際功率

電子及驅動系統 (10th IEEE  Power Electronic and Drive Syste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國際年會，並發表論文，阿西夫的論文

研究題目是 " Novel Structure of Deep Trench Capacitor With

Higher Breakdown and Higher Capacitance Density For 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該論文是一創新結構的深溝積體電

路電容器設計，具有高擊穿電壓及高電容密度的特性，可以大

幅降低目前功率元件電路之面積與成本， 此一論文，由他與楊

紹明老師共同指導。

另一篇論文，也是由許健授與楊紹明老師指導，主要是探討該

元件的電路模擬及解析，維克希同學已於上週到台灣高雄市參

加第二屆國際下世代電子會議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xt Generation Electronics) ，並發表論文，獲得很大迴響。目

前維克希、阿西夫國際學生還共同撰寫另一篇 SCI 論文準備

發表。 

許健教授表示，亞大半導體產研專班，是為了提升亞大國際化

圖說：亞大半導體產研專班許健教授（中）與發表國際論文的印

尼阿西夫(Ashif)(右) 、印度維克希 (Vikash)國際學生。

及降低產學落差而設，不僅為台灣半導體產業轉型為「非摩爾定

律(More-Than-Moore)」的技術，如無線通訊、智慧型功率電子

及高壓功率電子的元件，進而設計、創新，建立強大的3D元件及

製程實驗室 " 虛擬製造" 的技術，已為台灣產業有所貢獻。

亞洲大學半導體產研專班，目前又有多家半導體製造及設計廠商

要求合作，提供獎學金，將吸收更多優秀國際學生就讀；半導體

產研專班所培育的畢業生，就業率是百分百，即使攻讀博土也都

有很優異的表現，如到德國唸博士的印尼籍校友Hutomo，上月

獲頒2012歐洲最佳年輕科學家獎。

亞洲大學舉辦「從伊斯坦堡宣言─談國際器官勸募政策」研討會，亞洲大學舉辦「從伊斯坦堡宣言─談國際器官勸募政策」研討會，

以色列Jacob Lavee醫師等人應邀分享在國內勸募經驗。以色列Jacob Lavee醫師等人應邀分享在國內勸募經驗。

亞洲大學2月25日舉辦「從伊斯坦堡宣言─談國際器官勸募政策

」研討會，邀請亞洲大學邀請了參與推動以色列2008年器官移

植法立法的Jacob Lavee醫師，以及”國家掠奪器官”作者之一的

馬來西亞吉隆坡醫院腎臟科主任Ghazali Ahmad兩位國外專家來

分享他們在國內提高器官移植勸募的經驗。

此次研討會，由亞大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李美玲主持，邀請以

色列希巴醫學中心心臟移植部主任、前以色列移植醫學會理事

長Jacob Lavee雅各‧拉維醫師，及馬來西亞吉隆坡醫院腎臟科

主任/前馬來西亞腎臟醫學會理事長 Ghazali Ahmad加扎利・阿邁

德醫師，以「以色列器官移植現況」、「馬來西亞器官移植

現況」為題發表演講；台灣國際器官關懷移植關懷協會發言人

黃士維醫師也到場聆聽。中國醫藥大學同時視訊現場轉播，氣

氛熱絡。

李美玲副院長指出，移植器官短缺乏成為全球性共同關注議題

，台灣需要器官做移植的病患逐年增加，如何增加器官捐贈及

加提升國內的勸募，成為政府及國人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由

於信仰、民情的關係，亞洲國家器官捐贈比率遠遠落後歐美

國家，使得病患無法在可預期的等候時間等到器官移植手術。

圖說：亞大舉辦「從伊斯坦堡宣言─談國際器官勸募政策」研

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 一方面致力於禁止境外器官移植旅遊，另方面致力於提高國

內器官捐贈數量，並且成效卓著，值得借鏡。

Jacob Lave醫師說，「器官非法交易和移植旅遊」已成為全球性

的問題，以2006年為例，巴基斯坦每年進行的2000例腎臟移植，

就有三分之二是由外國人來接 受手術；數十年來，國際組織像

是世界衛生組織，一直遣責這樣的行為，然而，隨著近年來網

路傳播變得更簡便，富國病人更有意願去旅遊購買器官。



國家，使得病患無法在可預期的等候時間等到器官移植手術。

因此亞洲病患大量前往中國，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國家接受器

官移植手術，卻又面臨醫療安全及器官來源不明所牽涉之道德

及法律風險。

2008年，以國際器官移植學會及國際腎臟醫學會為首，各國代

表共同發表了 「伊斯坦堡宣言」，要求世界各國立法禁止器官

移植旅遊、器官非法交易及器官移植商業行為，並且應採取有

效策略增進國內的器官捐贈數量；以色列Jacob Lave、馬來西

亞Ghazali Ahmad醫師指出，以色列、馬來西亞相繼制定新的政

策

路傳播變得更簡便，富國病人更有意願去旅遊購買器官。

Ghazali Ahmad醫師也強調，器官移植作為20世紀醫學奇蹟之一

，至今已使得 數十萬的病人生命得以延和改善，器官移植的確

是一項挽救生命的治療方式，不過，器官移植的成功，並不需

要讓世界上的窮人犧牲，做為富人的器官來源；如此一來，不

但鼓勵器官交易，最後衍變成只有富人才能獲得器官移植，這

是不公平的，也是一項不正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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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組 校園巡守及交通服務隊工作研習校園巡守及交通服務隊工作研習 102年年3月月1日日 -6月月29日日  1830-1930 軍訓室軍訓室

翔音擊團翔音擊團 101-2翔音擊團期初大會翔音擊團期初大會 102年年3月月4日日 1800-2000 學生社團辦公室學生社團辦公室

武學研究社武學研究社 武學研究社期初大會武學研究社期初大會 102年年3月月4日日 1800-20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116教室教室

健康服務社健康服務社 新春健活力新春健活力 102年年3月月4日日 1800-2000 健康大樓健康大樓 H314教室教室

衛生保健組衛生保健組 捐血活動捐血活動 102年年3月月5-7日日 1000-1700 感恩學苑前廣場感恩學苑前廣場

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 多財多金系大會多財多金系大會 102年年3月月5日日 1600-1700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 M009

國際標準舞社國際標準舞社 國標社國標社 -期初大會期初大會 102年年3月月5日日 1800-2000 體育館韻律教室體育館韻律教室

生物科技學系系學會生物科技學系系學會 101-2生科系期初系大會生科系期初系大會 102年年3月月6日日 1600-1700 亞洲國際會議中心亞洲國際會議中心

財金法律學系系學會財金法律學系系學會 台中法院實務交流台中法院實務交流 102年年3月月6日日 1300-1700 台中地方法院台中地方法院 /台中高等台中高等

法院法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創意商品設計系 創意商品設計系系大會創意商品設計系系大會 102年年3月月6日日 1500-160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A101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系學會保健營養生技學系系學會 101-2保健系學會系花系草選拔賽保健系學會系花系草選拔賽 102年年3月月7日日 1300-1700 資訊大樓門口資訊大樓門口

ACG動漫研究社動漫研究社 101-2學期學期 ACG動漫研究社期初大會動漫研究社期初大會 102年年3月月7日日 1800-20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310教室教室

羽球社羽球社 羽你相見羽你相見 -羽球社羽球社101-2期初大會期初大會 102年年3月月7日日 1800-20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116教室教室

慈青社慈青社 慈青社慈青社 -期初茶會期初茶會 102年年3月月7日日 1800-2000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流行音樂社流行音樂社 跟著流行音樂走跟著流行音樂走 102年年3月月7日日 1800-2100 Showtime廣場廣場

真善美禪學社真善美禪學社 真善美禪學社真善美禪學社101-2學期幹部訓練學期幹部訓練 102年年3月月9日日 0800-1700 行政大樓行政大樓 L011教室教室

貝達那卡羅浮群貝達那卡羅浮群 祈願惜福感恩羅浮週祈願惜福感恩羅浮週 102年年3月月11-15日日 1000-1500 Showtime廣場廣場

衛生保健組衛生保健組 主動防護，流感止步主動防護，流感止步 102年年3月月13日日 1530-1730 M001亞洲會議中心亞洲會議中心

生存研習社生存研習社 社團生存遊戲展社團生存遊戲展 102年年3月月13日日 1700-21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310教室教室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系學會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系學會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期初系大會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期初系大會 102年年3月月13日日 1500-1600 國際會議廳國際會議廳 M001

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 特殊資源教室活動特殊資源教室活動 -襪子娃娃製作襪子娃娃製作 102年年3月月13日日 1800-2000 尚未確認尚未確認

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 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班際盃運動比賽班際盃運動比賽 102年年3月月18-27日日 1800-2100 操場、籃球場、排球場操場、籃球場、排球場

國際企業學系系學會國際企業學系系學會 讓百年夢想．感動四方讓百年夢想．感動四方 102年年3月月18日日 1500-200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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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關係講座」「人際關係講座」  
—A+的人際人生！講師：魏明毅諮商心理師的人際人生！講師：魏明毅諮商心理師

102年年3月月18日日 1800-2000 A101

休閒與遊憩管理系系學會休閒與遊憩管理系系學會 101-2學期期初系大會學期期初系大會 102年年3月月19日日 1500-160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衛生保健組衛生保健組 只要健康，不要結核只要健康，不要結核 102年年3月月19日日 1800-2000 M001亞洲會議中心亞洲會議中心

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組 生活學習生訓練講習生活學習生訓練講習 102年年3月月20日日 1800-2030 M001

國際企業學系系學會國際企業學系系學會 多元文化市集多元文化市集 102年年3月月20日日 1000-170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A101前大前大

草皮草皮

宿舍服務組宿舍服務組 房東座談會房東座談會 102年年3月月20日日 1400-1630 M001

武學研究社武學研究社 武學研究社幹部訓練武學研究社幹部訓練 102年年3月月20日日 1800-22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116教室教室

Rainbow百性社百性社 認識多元文化之了解愛滋講座認識多元文化之了解愛滋講座 102年年3月月20日日 1800-20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311教室教室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學生心理成長團體 /工作坊工作坊  笑傲人際笑傲人際  
~人際關係成長團體人際關係成長團體  講師：潘正夫實習諮商講師：潘正夫實習諮商

心理師心理師

102年年3月月20日日  
-5月月22日日

每週三每週三  1830-2030 
共共8週週

M006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班級學生輔導講座班級學生輔導講座  
主題：人際關係、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生主題：人際關係、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生

涯規劃、時間管理、情感議題涯規劃、時間管理、情感議題  
講師：校內外諮商心理師講師：校內外諮商心理師

102年年3月月20日日  
-5月月29日日

每週三每週三1500-1700 班會教室班會教室

香草園點心社香草園點心社 101-2學期香草園點心社期初大會學期香草園點心社期初大會 102年年3月月21日日 1500-1600 食品加工實驗室食品加工實驗室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學生心理成長團體 /
工作坊工作坊  Fun鬆鬆 Go生活生活─壓力調適團體壓力調適團體

102年年3月月21日日  
-5月月16日日

每週四每週四  1800-2000 
共共8週週

M006

網球社網球社 102年第一屆亞洲盃網球錦標賽年第一屆亞洲盃網球錦標賽 102年年3月月23日日 0800-1700 網球場網球場

攝影社攝影社 兩校聯合棚拍兩校聯合棚拍 102年年3月月23日日 0800-1700 萬象雲集萬象雲集

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財務金融學系系學會 愛傳亞洲，金津有味愛傳亞洲，金津有味 -棉花糖傳情棉花糖傳情 102年年3月月25-29日日 0800-1700 管理學院一樓廣場管理學院一樓廣場

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 讓愛流動讓愛流動 -社工系社工系 102年年3月月25-29日日 1000-1700 Showtime廣場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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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家的創意人生發明家的創意人生  講師：劉大潭先生講師：劉大潭先生

102年年3月月26日日 1800-2000 A101

諮商輔導組諮商輔導組

學生心理成長團體學生心理成長團體 /工作坊工作坊  
女朋友‧男朋友～愛情探索與自我成長團體女朋友‧男朋友～愛情探索與自我成長團體

講師：倪啟修實習諮商心理師講師：倪啟修實習諮商心理師

102年年3月月26日日  
-5月月21日日

每週二每週二1800-2000 
共共8週週

M006

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組 與校長有約與校長有約 102年年3月月27日日 1830-2000 A101

Rainbow百性社百性社 認識多元文化之防治校園性別霸凌講座認識多元文化之防治校園性別霸凌講座 102年年3月月27日日 1800-20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311教室教室

機動車輛安全騎乘研究社機動車輛安全騎乘研究社 機研社期中大會機研社期中大會 102年年3月月27日日 1800-2000 資訊大樓資訊大樓 I306教室教室

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
諮心知新社志工培訓諮心知新社志工培訓 -認識聽覺障礙認識聽覺障礙  & 手語手語 102年年3月月27日日  1610-1810 尚未確認尚未確認



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
歌曲教學歌曲教學 (暫定暫定 ) 1610-1810 尚未確認尚未確認

真善美禪學社真善美禪學社 大學心生活二日營大學心生活二日營 102年年3月月30-31日日 0800-2000 行政大樓行政大樓 L011教室教室

衛生保健組衛生保健組 初級急救員訓練初級急救員訓練 102年年3月月30-31日日 0800-1700 管理大樓管理大樓 M210教室教室

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組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  (鹿港文化之旅鹿港文化之旅 ) 102年年3月月30日日 0800-1730 鹿港鹿港 (暫訂暫訂 )

ACG動漫研究社動漫研究社
中區大專院校動漫社成果發表暨同人誌販售中區大專院校動漫社成果發表暨同人誌販售

會會 (CAE1) 102年年3月月31日日 1000-1700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

 

無無

 

本報著作權均屬「亞洲大學」或授權「亞洲大學」使用之合法權利人所有，禁止未經授權轉貼或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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