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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2014亞洲百大最佳大

學排行榜，台灣共有13所大學

入榜，亞洲大學是新上榜，在亞

洲百大排名第83名、台灣第10
名；接著2015年亞洲百大最佳

大學排行榜，台灣有11所大學入

榜，亞洲大學連續兩年入榜，名

列亞洲百大排名第93名、台灣第

10名，也是亞洲百大中最年輕的

大學。

泰晤士報公布亞洲百大最佳

大學排名，台灣進榜大學之中，

連續兩年，前10名中有8所是國

立大學，僅中國醫藥大學、亞洲

大學是私立大學，分居私校第

1、2名；前台北醫大校長、現任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許

重義說：「創校16年的亞大，是

全世界最年輕的百大新興潛力大

學！」，亞大在研究、國際化、

產學等指標表現優異，成功挺進

亞洲百大最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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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個百大
全球第93名
全台第10名

全球第53名
全台第10名
金

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

國家共23國大學2014
年排名，台灣有19所大學入

榜百大，其中，國立台灣大

學全球名列第6名，亞洲大學

第53名、全台排名第10名。

亞大校長蔡進發特別感謝全

體師生的努力，讓亞大兩度

挺進此項全球百大排行榜。

蔡進發校長指出，亞大

創校以來，校務發展快速，

辦學認真，參加各項評鑑名

列前茅，學生人數從創校1
千2百人成長到現在的1萬2
千人；老師研究能量逐年提

升，在國際期刊發表數量，

在全台147所大學院校中，

排名第14名，受到社會的高

度肯定。亞大正加速國際化

腳步，師生們出國留學、發

表論文、參加國際設計發明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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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公布創校50年內、

全球前100名大學排行榜，台灣有

中山大學、台灣科技大學、陽明

大學、亞洲大學4所大學上榜；其

中，新進榜的亞洲大學，排名第

99名，全台第4名，是唯一的私立

大學，是台灣50年內所設大學中

表現亮麗者。

校長蔡進發說，亞大今天有

此成績，是全校師生努力成果，該

校已發展出教學特色，正全面培育

生物科技、保健養生、醫療雲端、

半導體領域、長期照護產業，以及

藝術產業經營、休憩管理等特色人

才，且在產學方面已有技轉上市成

效；該校學生參加國際發明暨設計

競賽，獲獎連連，7年來共獲72件
德國iF、紅點等設計大獎，在世界

各地國際發明展參賽，迄今已獲97
面金牌；教育部獎助學生國際設計

競賽排行，亞大自2013年起已連續

3年獲得高教體系第一，備受肯定。

全球第99名
第4個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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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最新公布2015～2016
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台灣共

有24所大學入榜前800大，

「中亞聯大」中國醫藥大學、

亞洲大學同時入榜；官網告知

亞大，亞大首次入榜、全球排

名601至800名之間，據推算排

670名，台灣排第17名、私校

第7名。對一所創校僅16年的

亞洲大學而言，能成為全球最

年輕最佳大學800大，實為難

能可貴。

亞大校長蔡進發指出，

2015年泰晤士報公布「亞洲最

佳大學」排行，「中亞聯大」

中醫大、亞大也是全台私校第

1、2名。該校在泰晤士報評

比中的教育核心、學術論文被

引用指標、國際化、產學合作

等指標表現優異，辦學穩定成

長，是亞大搶進「全球最佳大

學800大」排名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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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個百大
全球第670名
全台第1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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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公布2016亞洲前200
名大學排名，台灣共有24所大

學上榜，締結「中亞聯大」的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雙雙

入榜；其中，中醫大為全台私

校第1名、亞大第5名，辦學獲

得國際肯定。

根據泰晤士報高教專刊亞

洲前200名大學排名官網的資

料推算，中醫大排名上升到第

46名、全台第6；亞大則排在

亞洲第131至140名間、全台

第14名。

亞大研發長黃志揚指出，

高教特刊2016評鑑亞洲地區

大學排名，從100所增至200
所，依教學、研究、論文引用

次數、產業評分、國際化等13
項指標評比，2016年全台24所
大學進榜，創校16年的亞洲大

學是最年輕的入榜百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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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個百大
亞洲第131至140名
全台第14名

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公布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

名榜，台灣有16所大學入榜，前3名為台大、

清大、成大，締結「中亞聯大」的中國醫藥大

學、亞洲大學雙雙入榜，中醫大全球排名706
名、全台第8名、私校第1名；亞大首次進榜，

全球排名969名、全台第16名、私校第5名，辦

學獲國際肯定。

亞大研發長黃志揚指出，「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雜誌」排名，著重在研究聲望、論文

發表、國際合作、論文被引用、Top 10%優質

期刊發表、高被引用率論文比例與數量等12

項指標評比，這些與亞大創辦人蔡長海、校長

蔡進發帶領亞大力求轉型，提升亞大的研究能

量，往重視「教學服務品質的研究型大學」的

國際一流大學努力邁進的目標，不謀而合；蔡

長海也是中國醫藥大學董事長，他帶領的中醫

大2016年在此項排名全球722名、全台9名，

「中亞聯大」中醫大、亞大雙雙入榜  全台私校第1、第5名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2017年上升16名為706名，全台私校第1名。

「五年進入世界大學五百大！」校長蔡進發說，這是亞

大努力前進目標，亞大正與中國醫大合作，以大數據中心、

3D列印中心、網路成癮防治中心、金融科技與區塊鏈中心

等研究發展，提出5年50億的「百師計畫」因應教育部的深

耕計畫，建立教學特色。

項  目 全球排名 台灣排名 私大排名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2017亞洲300大最佳大學排名 第181-190名 第16名 第6名

2017年全球最佳年輕大學 第151-200名 第3名 第2名

2016亞洲200大最佳大學  ～第一個百大～ 第131-140名 第14名 第5名

2015-2016全球800大最佳大學  ～第二個百大～ 第670名 第17名 第2名

2015亞洲百大最佳大學  ～第三個百大～ 第93名 第10名 第2名

2014創校50年內．全球百大潛力大學  ～第四個百大～ 第99名 第4名 第1名

2014 新興經濟體 23國百大大學  ～第五個百大～ 第53名 第10名 第2名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016全球最佳大學 第969名 第16名 第5名

《Cheers雜誌》2017大學辦學績效最佳「Top20」
　亞大連續3年與國立名校名列前五名、私大第2名 ─ 第4名 第2名

金磚五國及

亞洲大學全球資訊網：http://www.asia.edu.tw/        校址：41654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Tel：（04）2332-3456    Fax：（04）2331-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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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大學創校進入第16年，辦學績效卓著，近年

來，在國內大學校院學術排名，始終保持在大

學排行私校前段班；遠見雜誌最新公布「台灣最佳大

學前30強」排行榜，亞大排名第26名，也是此次入榜

最年輕大學。此外，亞大近年來在國際學術排名也大

躍進，榮獲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評比全球最年

輕「五個百大」大學。

遠見雜誌和台灣大學教授團隊，首次針對全台

154所大學，進行5大面22個項目評比，2016年9月
29日公布了「台灣最佳大學30強排行榜」，其中

有14所私立大學入榜；遠見雜誌指出，亞大成立不

久，即力邀日本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興建亞洲大

學現代美術館，定期舉辦展覽，吸引參觀人潮；亞

大並舉辦「大師論壇」，迄今已邀請15位諾貝爾獎

得主蒞校演講，讓師生親炙大師請益，擴展國際視

野，展現辦學雄心。

遠見雜誌公布「台灣最佳大學30強」

▲亞洲大學被評比為全球最年輕五個百大大學，招收優秀學生就讀。

全球最年輕的五個百大大學亞洲大學創校
16年

亞大第26名  站穩大學排行榜前段班

「近年來，亞大與中醫大聯盟成立「中亞

聯大」，兩校展開教學資源交流合作，頗見績

效；為突破少子化困境，力求轉型，亞大附屬醫

院已於2016年8月1日營運，以「醫學中心」級

的優質服務，獲得高評價，將進一步籌建長期照

護的護理之家；並紛設有「證照師」的護理系、

心理系、職能治療系、聽語系、視光系、學士後

獸醫系等，讓學生有實作場域，畢業即就業，且

「師」字輩的證照平均月薪50K左右；又這些專

業，在海內外職場，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極

受學生喜愛。

亞洲大學從2014年起接連獲英國泰晤士報

高教特刊評為全球最年輕「五個百大」大學（如

圖）；另泰晤士報高教特刊2017年3月16日公布亞

洲300大最佳大學排名，台灣共有26所大學上榜，

締結「中亞聯大」的中醫大、亞大雙雙入榜；其

中，中醫大在亞洲排名第67名、全台私校第1名，

亞大是亞洲排名第181至190名間、全台第16名、

私校第6名，辦學績效同獲肯定。

此外，泰晤士報高教特刊4月6日公布2017
年全球最佳年輕大學排行榜（Young University 
Rankings），台灣有8所大學上榜，其中，亞洲大

學也入榜，名次在151至200名區間；在臺灣8所大

學中，亞大是最為年輕的一所。



提高新生獎學金
加碼到480萬元

亞
洲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展現建築之

美，可以欣賞國際建築大師安藤

忠雄獨特的清水模建築工法，還有安藤

大師所重視的光和影、三角型建築穿透

空間；並可近距離觀賞身價不斐的藝術

大師創作藝術，還有羅丹《沉思者》、

法裔美籍藝術家妮基《娜娜與海豚》兩

座戶外雕塑品，已成為臺灣中部地區新

地標。

亞大現代美術館2013年10月起營

運，3年來，陸續舉辦「羅丹與亨利摩爾

創世紀雕塑展」、「朱德群、林壽宇、劉

國松、李勤抽象世代展」、「竇加大展」

及「青春無限」、「大破大立」、「可醫

可藝」、「美的覺醒」特展。開館至今已

有51萬的粉絲與愛好觀眾前來參觀。

最新檔期將從2017年9月16日至

2 0 1 8年 3月 4日舉辦「無極之美－趙

無極回顧展」特展，由現代美術館、

趙無極夫人弗朗索瓦女士（Françoise 

Marquet）、趙無極有忘年之交的亞大董

事馬維建共同籌劃，展出近70件趙無極作

品，保險金額破億元，其中，不乏曾於拍

賣市場創紀錄的作品展出。

為鼓勵學生進場參觀，亞洲大學教師

得因教學需求，提出申請，可帶領學生免

費入館；至於亞大、中國醫大教職員生個

人憑證可購買100元入場券，其他具學生

身分者憑證，也可購買220元優待票（全

票250元）。

中部新地標！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展現建築之美

全力提升學生國內外職場就業力！
夜間開設免費英文、專業證照班，百家企業1千人就業

因
應社會需求，亞洲大學有5千萬元微創基

金，已獎助在校生、畢業校友15團隊創業；

並與寶成、南榮、巨大（捷安特）、上銀、臺灣數

位、全聯、王品集團，及海外新加坡、日本、大

陸等106家知名品牌企業簽約，透過產學合作、培

訓，讓學生「畢業即就業」，將謀合1千人就業；

大二、大三修習品牌實務課程後，到國內外企業實

習1年的「3加1」學程，或實習半年的「7加1」學

程，達到無縫接軌的「畢業即就業」目標。近1年
來，亞大學生到國內外品牌企業實習人數473人。 

「亞大全力提升學生的國內外職場就業力！」

學涯中心主任蕭芳華指出，亞大於夜間設有各項

職場專業證照、多益、托福英檢加強班等，完全

免費。2017年2月10日止，光是通過多益、英檢

（500～900分）部分共6,252張證照。

亞大每學年開辦50個證照班或國考班，包括律

師、心理師、會計師、社工師、護理師、營養師等

輔導班，7年來，全校27個學系共補助501種證照

班，取得證照有1萬1,129張。

此外，配合政府南向政策，亞大即將在印尼泗

水成立招生辦事處，上學期亞大即開辦印尼、越南

語課程，已有127位本地生選修，迴響熱烈；將再

開泰國、印度等國語言班，師資由亞大招收的東南

亞國家博士生輔助，成效良好。2017年暑假，選修

印尼、越南文的同學，也將優先選派輔助他們到該

國研習，學以致用。

連續3年名列全台辦學績優「Top20」大學前5名

《
C h e e r s》雜誌2 0 1 7大學辦學績效最佳

「Top20」調查，邀全台140位大學校長互

評，亞洲大學榮獲第4名、私校第2名；《Cheers》
雜誌社長劉鳳珍稱許亞大已連續3年獲「Top20」
辦學績優大學，且每年均與台大、台科大、北科大

等國立大學並列前5名，又都維持私立大學第2名，

表現亮麗！ 
「Top20」辦學績優前5名大學中，都是校

齡悠久的大學，亞大能在16年內，並列其中，

是種榮幸！」蔡進發校長說，亞大已連續1 2
年獲得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近幾年榮獲

英國泰晤士報，評為全球及亞洲最年輕的「5

個百大」大學，亞洲大學國內外排名亮眼。

蔡校長強調，創校16年來，亞大重視辦學績效

評鑑，除了2005年榮獲教育部「大學校務評鑑」私

校第三組第一名，從2006年起，連續12年獲得教育

部「教學卓越大學計畫」的獎助，累計共獲得6億
1,749萬元，其中，教學卓越大學2017年延續性計

畫，亞大再獲補助7千萬元獎助，不但補助金額全

國第二高，更是新設大學中的佼佼者。

《Cheers》雜誌總編輯盧智芳指出，亞大創校

16年，積極推動國際化，建立教學研究特色，世界

學術排名快速躍升，辦學獲國際肯定，且研究與教

學並進。「有好的領導人及好的策略，讓大學績效

提升」，綜觀TOP20（辦學績效明顯進步或成長）

榜單，可發現「私校崛起」和「國際連動」2大趨

勢，2 0 1 7年全

台 第 4 名 的 亞

大，就是最明顯

的例子。

亞
洲大學為吸引優秀新生，再提高新生

入學獎學金，最高獎學金加碼到480萬
元，大學學測拿到75級分、大學指考前3%，

最高可領360萬元，外加海外雙碩士、雙聯博

士助學金最高120萬元，合計最高可領480萬元

超高額獎學金。

副校長兼教務長陳大正說，學測成績60級
分以上且以第一志願就讀亞大，分5個等級，四

年下來最高可領取4萬元至480萬元的獎學金；

四技二專甄選統測65級分以上且以第一志願就

讀亞大，分4個等級，四年內最高可領8萬至

480萬元的獎學金；另大學指考30%以內，分5
個等級，分別可領8萬至480萬元。

以繁星推薦入學60級分以上，比照國立台

灣大學收費，唸4年約可省20萬元。學測成績

65級分以上、大學指考15%以內、英文成績達

頂標者獎學金16萬元、達前標者可領8萬元。

陳教務長強調，5年來，已有2位領取360
萬元獎學金，3位領取160萬元獎學金，領5萬
到120萬元獎學金的同學，每年都超過百位，

亞大獎學金「看得到、領得到！」，他們原本

都可唸台成清交，但指名就要亞洲大學。

連續12年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

辦學績效進步
卓越大學排行

排名 校名

1 逢甲大學

2 亞洲大學

3 台灣大學

4 台灣科技大學

5 台北科技大學

6 成功大學

6 中國醫藥大學

8 淡江大學

8 南台科技大學

10 清華大學

10 中原大學

10 元智大學

10 台北醫學大學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2015.02.12。
▲ 亞大獲《Cheers》雜誌評為辦學績效進步卓越大學，中央研究院士曾志朗（左）頒獎給蔡進發校長。

亞洲
大學

大手筆！亞大

亞洲大學  新生獎學金最高480萬元
類別 領取標準 最高金額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學測）

75級分，第1志願。 480萬元

73～74級分，第1志願。 100萬元

70～72級分，第1志願。 40萬元

65～69級分，第1志願。 8萬元

60～64級分，第1志願。 4萬元

四技二專甄選

（統測）

75級分，第1志願。 480萬元

73～74級分，第1志願。 100萬元

70～72級分，第1志願。 40萬元

65～69級分，第1志願。 8萬元

考試分發

（指考）

前3%（含），第1志願。 480萬元

3%～8%（含），第2志願。 100萬元

8%～15%（含），第3志願。 20萬元

15%～30%（含），第4志願。 8萬元

繁星推薦
60級分以上，學雜費比照國立台灣大學（頂尖大學）之

收費邀準。
20萬元

英文成績優良入學

學測65（含）級分以上、英文成績頂標。 16萬元

學測65（含）級分以上、英文成績前標。 8萬元

指考原始總分15%以內，英文成績頂標。 16萬元

指考原始總分15%以內，英文成績前標。 8萬元

詳情請見官網

▲

 亞大現代美術館右側
外觀，矗立楊英風大
師的「鳳凰來儀」戶
外雕塑品。

亞洲
大學

在校3年、國內外實習1年，成效亮眼！

▲ 商設系三年級黃釋民、劉彥辰、吳竣富同學創立「Patya打鐵仔─好朋友設計家俱」，是成功案例之一。

亞洲大學國內外排名亮眼：國際連動、私校崛起！

無極之美－趙無極回顧展：最新檔期（2017.9.16-2018.3.4）

教育部  2017年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名單
核定補助經費 學校名稱

8千萬元 中原大學、逢甲大學

7千萬元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6千萬元 東海大學、南華大學、淡江大學

5千萬元
大葉大學、元智大學、世新大學、東吳大學、高雄醫學
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輔仁大學、銘傳大學、靜宜大學

4千萬元
中國文化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慈濟大學、義守大學

3千萬元
大同大學、中華大學、玄奘大學、佛光大學、國立高雄
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實踐大
學

2千8百萬元 國防醫學院

備註：本表以學校筆畫排序。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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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國際大師到亞大講學
亞

洲大學舉辦「大師論壇」，

已先後聘請24位諾貝爾獎

得主、國際大師，與師生面談互

動，親炙大師風範，如2016年5
月18日「大師論壇」，再與201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博士

（Dr. Angus Deaton）餐敘、座

談。 
蔡進發校長指出，亞大從

2006年起，每年邀請1至4位諾貝

爾得獎學者到亞大演講、座談，至

今共有14位，已成為亞大辦學國

際化一大特色（附表）。

蔡校長說，值得一提的是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Dr. 
Ferid Murad）受聘為亞大榮譽講

座教授，已第9度到亞大講學。

亞洲大學師生親炙大師請益  擴大國際視野

國
際名廚、亞大休憩系講座教授江振

誠，將上課場域移到他開設的台北

「RAW」餐廳授課、用餐體驗；休憩系主

任林宜欣說，55位休憩系同學藉由體驗英

國威廉瑞德商業傳媒評選2017「亞洲50最
佳餐廳」排名第24、台灣最佳餐廳所呈現

的餐點、環境及服務水準，瞭解成功餐廳

背後所需要的努力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被美國時代（TIME）雜誌譽為「印

度洋上最偉大的廚師」的江振誠「RAW」

餐廳，堪稱目前最難訂位的餐廳。江振誠

強調，好的餐廳、好吃的料理，還不算成

功，最重要的是強大的服務團隊、執行力

及意志力，希望藉由這次用餐之旅的參

訪，讓同學知道如何用五感品嚐RAW的

服務、餐點及擺飾上的細節，期盼同學們

未來在職場上能發揮所長，找出進步的空

間，且要超出上司的期待，真正能體驗出

他所講述的「八角哲學」。

亞大休憩系主任林宜欣指出，亞大資

傳系講座教授陳文茜上學期邀請在新加坡

開設米其林二星法式餐廳ANDRE的江振

誠到亞大對談，江說他有責任幫助台灣新

世代定義「台灣料理」，所以答應校長蔡

進發邀聘，趁每月休假一天回台機會，到

亞大授課。

來自馬來西亞的休憩系四年級李慧珊

同學說，江教授主持的新加坡餐廳，分別

被Discovery頻道選為「亞洲10大最佳餐廳

主廚」、時代雜誌譽為「印度洋上最偉大

的廚師」及「全球最佳150位名廚」、紐約

時報評為「全世界十大值得專程搭飛機造

訪的餐廳」；江教授想為台灣餐飲業做得

更多，3年前，回台北開設創新季節料理餐

廳RAW，這次江教授把他的餐廳當教室，

也請外場領班Elise、主廚Alain一起上課，

「江教授淋漓盡致表現出對夢想堅持與責

任，我很感動！」

國際名廚江振誠教授的職場傳授

諾貝爾級學者、國際大師　亞洲大學講學一覽表

得主/亞大講學 重要經歷

諾
貝
爾
獎
得
主

1 李遠哲 博士

2006.5.14、2007.12.22
‧1986年化學獎得主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

2
穆拉德 博士

2009.04.14-2015.3.18，
9度到亞大指導、座談。

‧1998年生理醫學獎得主
‧威爾剛之父
‧亞洲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3 威廉森 博士

2010.6.22
‧2009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

4 歐斯壯 博士

2010.8.23
‧2009年經濟學獎得主（首位女性得主）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

5 摩坦森 博士

2011.10.21
‧2010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

6 戴蒙德 博士

2011.12.1
‧2010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7 皮薩里德斯 博士

2011.12.16 
‧2010年經濟學獎得主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8 沙金特 博士

2012.9.21
‧2011年生理醫學獎得主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

9 席姆斯 博士

2012.10.26
‧2011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10 李維特 博士

2011.10.27
‧2013年化學獎得主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

11 戚凱羅 博士

2013.12.11
‧2004年化學獎得主
‧以色列晶體學家

12 尤娜特 博士

2013.12.11
‧2009年化學獎得主
‧以色列生物學家

13 韓森 博士

2014.11.6
‧2013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

14 提霍勒 博士

2015.10.20

‧2014年經濟學獎得主
‧ 盧玆大學經濟學院
　「讓－克．拉豐基金會」主席

15 迪頓 博士

2016.5.18
‧2015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國
際
大
師

16 米契爾 博士

2008.5.30
‧1971年第六個登入月球的太空人
‧美國智力科學學院創辦人

17 勃林克萊 教授

2010.10.19
‧1980年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得主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

18 安德魯 教授

2011.2.25

‧ 2004年美國視覺效果協會傑出個人角色
動畫獎得主

‧PIXAR（皮克斯）動畫公司總監

19
安藤忠雄 大師 
2008.1.10-2013.11.23，
4度到亞洲大學論壇

‧1995年普利茲克獎得主
‧東京大學榮譽教授

20 榊原英資 教授

2013.5.10
‧ 日圓先生（前日本大藏省財務官）
　青山學院大學客座教授

21 Jan 設計大師

2013.11.18
‧捷克布魯諾雙年展協會主席
‧捷克布魯諾大學教授

22 Mike 動畫大師

2013.11.18

‧ 前LAIKA企劃總監，曾任職於華納兄
弟、皮克斯與迪士尼，參與作品有超人
特攻隊、玩具總動員、聖誕夜驚魂。

23 余秋雨 文學大師

2015.3.5
‧大陸知名散文作家
‧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24 麥爾荀伯格 博士

2015.9.18
‧全球大數據權威專家
‧牛津大學網路研究所教授

資料來源：亞洲大學，2016.5.18 。

24位

亞
洲大學注重教學研究，迎合時代

趨勢需求，已陸續規劃成立東

南亞區域研究中心、網路成癮防治中

心、大數據研究中心、金融科技與

區塊鏈研究中心、3D列印醫療研發

中心、食品安全檢測中心、臨床心

理中心、食藥用菇類研究中心、水

稻T-DNA生技研發中心、半導體研

究中心、 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 眼

視光中心等12個研究中心，配合未來

發展趨勢，展現師生辦學特色！

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正殷，加上區

塊鏈技術興起，正衝擊傳統金融業！亞

洲大學10月19日宣布成立中臺灣第一

個「金融科技與區塊鏈研究中心」，將

應用「大數據研究中心」資料，與臺灣

IBM、臺灣金融科技公司、證交所、

中研院等單位產官學合作，為金融科

技、醫療產業精進服務；同時開設金融

科技（Fintech）學程與講座，培育創

新轉型菁英及新一代金融科技人才。

此外，亞大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

策，已成立「東南亞區域研究中心」，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說，利用台灣在東

南亞的優勢，已開設越南語、印尼語等

教學，讓台灣學生到東南亞就業更具競

爭力；亞大同時成立了「台師大．中亞

聯大聯合華語中心」，吸引東南亞學生

來亞大學習華語。 
國內首創的「亞大網路成癮防治

中心」，在心理學專家、副校長柯慧貞

帶領下，透過各項研究報告，對國內青

少年網路成癮的嚴重性提出建言，喚起

政府和國人重視，並享譽海內外，哈佛

大學教授麥克．理奇（Michael Rich）
日前特地到亞洲大學共商合作。將來亞

大附屬醫院營運後，決定開設臨床心理

中心，投入更多網癮預防與治療。

國人重視食安問題，亞大「食品

安全檢測中心」不但經衛福部認證，為

社會檢驗服務，最近又獲TAF基因改造

黃豆、玉米食品檢驗認證，是全國第一

家有此認證的實驗室！利用專業先進的

儀器設備及技術，提供各界食品安全檢

測服務！

亞洲大學設立12大研究中心  師生展現辦學特色
新設中臺灣第一個「金融科技與區塊鏈研究中心」

▲  「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士受聘為亞大榮譽講座教授（中），已9度到亞大指導教學。

▲ 亞大創辦人蔡長海（左四）、校長蔡進發（右四）、IBM總經理黃慧珠（左二）、臺灣金融科技公司董事長
王可言（右二）等位貴賓碰觸水晶球，象徵亞大金融科技與區塊鏈研究中心啟動。

亞大學生一堂米其林級餐廳即教室的饗宴！

▲國際名廚、休憩系講座教授江振誠在RAW餐廳上課，講授他的經營理念與構想的實踐。

「日圓先生」榊原英資2013年5月
也到亞大演講；其他如國際建築大

師安藤忠雄、皮克斯動漫總監安德

魯．高登、普立茲獎得主及史丹佛

大學教授勃林克萊、登月太空人艾

德格．米契爾博士相繼蒞校演講。

蔡校長說，每次諾貝爾獎得

主、國際大師到校演講時，亞大都

邀請策略聯盟公私立高中生一起聆

聽，目睹大師風采、學習互動，也

是亞大對高中生國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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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大學所推行的國際交流318計劃：學生必備

「3」種語言、輔助4年至少出國「1」次、以及

透過「8」種途徑送學生到國外學習，1年來共有516
位，已顯現績效。校長蔡進發說，其中，到美國、英

國、瑞士拿「雙聯學位」的學生，2017年就有28位；另

有來自25國、4400位國際學生，亞大正全面推動學生的

國際移動力！

亞洲大學送你出國8大途徑，留學英美雙聯學位，顯見成效！

亞
洲大學推動學術新南向，成果

豐碩，除了獲教育部輔助准往

印尼泗水設「台灣教育中心」，為台

灣所有大學招生交流服務外，又獲教

育部2017海外實習「學海逐夢」補

助422萬元，以金額計是高教大學第

1名；其中，「新南向學海築夢」286
萬元，也是高教第1名！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表示，印

尼泗水的「台灣教育中心」，是由亞

大和中醫大的「中亞聯大」共同設

置，將借重兩校在國際排行、國際化

經驗，前進印尼，為台灣所有大學做

各項服務。他說，台灣擁有優質的大

學師資與研究、完整的學制、綿密的

產學合作，以及低廉、高cp值學費政

策，都是拓展國際學術交流的利基，

首期目標約2千位學生。

「我們將運用中亞聯大兩校資

源，協助台灣大專院校開拓印尼高教

市場！」亞大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指

出，將在泗水積極推動台、印大學教

育展、論壇、招生、實習等各項學術

交流，並設華語文教育，幫印尼台商

培育人才。

陳英輝院長說，亞大2016年設

「東南亞學術交流研究中心」，全

力開拓新南向，光是印尼就有30所

大學姊妹校，其中Gah jah、Mada
兩所大學在印尼排行前四名。亞大

印尼校友會已有315人，目前在校印

尼學生有60人。

「目前亞大有15位同學在新加

坡樟宜國際機場實習，每月有5萬元

收入！」陳院長指說，這是亞大學

生3年就讀1年海外實習的「3加1」
學程，2017年又獲教育部「新南向

逐夢」286萬元，將補助70位學生

機票、生活費，到東南亞實習；其

中150萬元將補助30位同學到新加

坡樟宜機場實習！

全面推動國際移動力  318計劃

獲准前往印尼設「台灣教育中心」
為全台大學開拓招生交流服務

▲亞大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中，打領帶者）到印尼成立校友會。

新南向逐夢  亞大獲高教補助第一名

亞
大學生的設計作品，在國際設計競

賽中發光、發熱！視覺傳達設計

系四年級吳承諭、黃聖軒同學，2017年5
月以「鹿港老巷好（Finding Taiwan old 
street）」海報，榮獲第96屆紐約藝術指

導協會年度獎插畫海報類、字體設計類

「雙銅獎」，這是96年來首次有臺灣的大

學生勇奪「紐約ADC獎」雙銅獎！

視覺傳達設計系另有2件學生作品：

「集元果－集集大山禮盒」、「亞洲大

學現代美術館形象設計」創意卡，榮獲

2014日本G-Mark國際設計獎，素有“設

計界奧斯卡獎”之稱的G-Mark獎，已有

50年歷史，是全球四大設計大獎之一。半

世紀來，亞大是台灣學生第1次獲獎，且

一次2件，創下空前紀錄，表現亮麗！

亞大學生發明團隊，從2010年起陸

續參加馬來西亞、韓國首爾、瑞士日內

瓦、法國巴黎、德國紐倫堡、比利時布魯

塞爾、台北國際發明展，7年來，累積31
次競賽共獲97金、113銀、82銅、32特別

獎1大會次首獎、3國際最高獎，共獲328
面獎牌。其中，有11件作品成功技轉給廠

商，共獲94萬元技轉金，為同學賺進第一

袋金，成績亮麗。

亞大創意設計學院學生參加素有設

計界「奧斯卡」之稱的德國iF設計大獎，

共有3件作品榮獲iF設計獎、11件作品入

圍，另有1廠商得獎，目前全球iF大學排

名第57名，臺灣第10名，私校第6名。

至於德國紅點設計大獎，亞大迄今共

有52件學生作品榮獲，其中，有11件榮

獲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以2016
年紅點傳達設計獎為例，亞大學生有11件
作品獲獎，其中，1件榮獲最佳獎；累積6
年的紅點概念設計獎成績，亞大已是亞太

地區第13名，全台私大排名第3名。

96年來，亞大學生勇奪2017「紐約ADC獎」雙銅獎

▲ 視傳系碩士生劉經瑋以「捕獲野生烏魚」、《包包流浪
記》繪本等作品，3年內榮獲比利時、德國、紐約、倫敦
等28項國際設計大獎。

亞
洲大學榮獲教育部105年「台灣學生參加

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全國高教體系第

一名，亞大校長蔡進發說，亞大已連續3年獲得

高教體系第一名，尤以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生劉

經瑋，表現最傑出，他不但連續3年獲德國紅點

獎，亦獲紐約、倫敦、比利時等國28件國際大

獎，實屬難得。

劉經瑋同學近年來在國際設計大賽中嶄

露頭角，獲獎連連，先以「包包流浪記」獲日

本插畫大賽全場大獎的首獎、2014德國紅點

獎、奧地利、德國、加拿大、紐約、倫敦等

15件國際插畫獎；再以具台灣味的烏魚子包

裝設計「捕獲野生烏魚」，一口氣拿下2015
德國紅點、比利時pentawards（金獎）、奧

地利Joseph Binder  Award、瑞士Graphis
（銀獎）、芝加哥世界之星包裝競賽、紐約

CQ41winner、路易斯威爾國際創意（金獎）、

倫敦國際創意競賽、義大利A' Design Award
（銀獎）、日本東京APSC、美國國際設計獎、

加州卓越設計大獎等12個國際獎項。

劉經瑋同學2016年又以「Tea Fans」包裝

設計，在古老茶文化中添入新構想，再獲德國

紅點獎。

「他是位每個月有不錯收入的學生！」創

意設計學院院長陸定邦說，劉經瑋的《包包流浪

記》繪本，2015年底出版前就被預購5千本，現在

還有牽猴子整合行銷公司經紀行銷、代接案件，

每月平均有3件設計案，有時1個設計案，有10萬
元以上稿酬，在學期間，他經常受邀到奧地利、

北京等地演講，儼然成為國際專業插畫設計師。

視傳系碩士生劉經瑋 3年內勇奪28件國際大獎！
經紀公司網羅、《包包流浪記》繪本上市熱賣！

▲ 視傳系吳承諭（右）、黃聖軒同學前往
紐約，領取全球廣告與設計人夢寐以求
的立方獎座。

▲ 視傳系蔡雅欣等5位同學設計的「怪獸亨提」作品，獲2016紅點最佳獎，與侯曉蓓老師（左1）
到德國受獎，與紅點主席澤克博士（Dr. Peter Zec）（右2 ）合影。

▲ 亞大外文系吳亮廷同學（前排右 2）到新加坡
nokscoot 酷鳥航空實習，2016年1月期滿1年返校、
6月畢業，申請到新加坡樟宜機場擔任空服人員。

▲ 亞大校長蔡進發（中）等位師長與兩組
獲得「日本G-Mark國際設計獎」同學們
合影

50年來，亞大學生獲2014日本G-Mark國際設計獎！

臺灣大學生首度獲獎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指出，亞大培育學生必備3種
語言是中文、英文、程式語言；大學4年內，學校會盡

力輔助學生至少出國1次，1年來，亞大運用約1千萬元

獎助金，透過8個途徑送516位學生出國，包括雙聯

學位、交換生、短期研修、發表論文、海外實

習、國際志工、國際設計發明競賽與展演、新南

向築夢。其中，到海外留學進修的學生有109人。

陳院長強調，亞大與英、美、澳、瑞等18所大學簽

有雙聯學位，分別是3加1、2加2兩校雙聯學位，目前有

14 位已取得英國北漢普敦大學、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學院等校學位；有8位正在英國、美

國、瑞士攻讀，另有6位準備到美國加州州立聖伯納迪

諾大學、英國密德薩斯大學攻讀。

亞大也啟動海外品牌國際企業實習機制，2016年
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250萬元最高金額獎助學金，

分別送了60位同學至新加坡、日本及西班牙等地實習1
年，月領5萬多元實習費。

值得一提的是，亞大再向教育部申請2017年海外實

習、進修「學海築夢」系列計畫，共獲教育部補助560
萬8千元，若以補助總金額論計，獲私立綜合大學第二

名、全國排名第6，亞大學生出國實習、進修人數可望

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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