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
見雜誌主辦2017「台灣最佳大學」調查，針對學校

整體辦學聲望，全台126所大學211位校長、副校長

互評結果，亞洲大學獲選為「未來10年台灣具潛力大學10
強」（附表），名列第7名、私大第2名，亞大校長蔡進發

說，很榮幸能與資深國立大學同列具潛力大學，感謝全體

師生的努力，獲得肯定。

遠見雜誌評語，中部的亞洲大學辦學卓著，學術聲望

不斷攀升，是進榜2所最被看好的私立大學之一，顯見在

學術圈人士的心中，許多私校的發展潛力，儼然超越國立

大學。

蔡進發校長指出，亞大開辦以來，即重視美學教育，

除了力邀日本國際知名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興建亞洲大學現

代美術館，定期舉辦國際知名雕塑家、藝術家作品展覽，

吸引參觀人潮；並舉辦「大師論壇」，陸續邀請25位
諾貝爾獎得主蒞校講學、座談，讓亞大師生親

炙大師請益，展現世界級辦學雄心。

「創校17年的亞大，能在眾

多資深公私立大學群雄中，脫

穎而出，顯示辦學績效頗受肯

定。」蔡進發校長說，亞大雖

是入榜最年輕大學，但潛力與

未來均被看好，所以更要積極

辦學，努力提升國內學術地

位，達成各界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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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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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長黃志揚指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

誌」排名，著重研究聲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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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指標與亞大致力

提升研究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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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進入世界大學500大，這是亞大努力目

標！」校長蔡進發說，亞大正與中醫大合作，以AI
人工智慧中心、大數據中心、3D列印中心、網路成

癮防治中心等研究發展，提出「百師計畫」因應教

育部的深耕計畫，建立教學特色。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英
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公布2018年亞洲

最佳大學排行榜，前300大中，台灣共有

26所大學進榜。創校17年的亞洲大學排名271
至280名之間，台灣排名第23名、私校第9名，

也是全亞洲入榜的最年輕大學。

亞大研發長黃志揚說，《QS世界大學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是當前較受

注目的大學排行榜之一，以教學、研究、雇主滿

意度調查、國際化等4大指標，細分研究發表、

引用率、聲譽調查、國際學生人數、國際學者共

同發表學術論文數量等9項分析，針對各大學進

行評比。

黃研發長強調，QS亞洲排名相當著重學術

聲望與研究品質，佔整個排名60％，其次是教學

品質20％、學生就業、國際化各10％。第二次

參加評比的亞大，成績在論文發表人均（paper 
per faculty）較去年進步至53.1分，甚至超前許

多整體排名在亞大之前的國立大學，顯示亞大的

研究能量不輸研究型大學。

亞大名列英國QS亞洲最佳大學300大
中醫大、亞大雙雙入榜全台私校第1、第5名

   亞大獲選「未來10年台灣具潛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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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大學創校17年，創新教學績效卓著，近年

來，在國內大學校院學術排名，已穩健保持在

前段班，如遠見雜誌公布「台灣最佳大學前30強」，

亞大排名第25名，也是入榜最年輕大學。此外，亞大

在國際學術排名更見大躍進，獲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

育特刊評比全球最年輕百大大學，短短4年累計「八

個百大」大學（附表）。

遠見雜誌和台大教授團隊，連續2年針對全台

150多所大學，進行5大面22個項目評比，2016年

公布「台灣最佳大學30強排行榜」，亞大第26名；

2017年7月公布「台灣最佳大學30強排行榜」，亞大

第25名。

國際學術排名方面，亞大從2014年起即獲泰晤

士報高教特刊評為全球最年輕百大大學，如2017年3
月公布亞洲300大最佳大學，台灣有26所大學上榜，

「中亞聯合系統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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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年輕的「八個百大」大學

▲ 「中亞聯合系統大學」兄弟校中醫大、亞大在大學博覽會中一起招生宣傳造勢。

國內外學術排名亮麗 全台名列前茅亞洲大學創校
17年

「台灣最佳大學」、「台灣最具潛力大學」雙雙入榜
校第6名。

泰晤士報高教特刊2017年全球最佳年輕大學

排行榜，亞大又入榜，在臺灣8所入榜大學中，亞

大是最年輕的一所。

2017年7月，泰晤士報公布「2017亞太地區

大學排名」，台灣有26所大學上榜，中醫大、亞

大雙雙入榜，中醫大第84名，是台灣唯一搶進百

大的私立大學。亞大在171至180名間，全台第14
名、私大第7、私大非醫學院排名第3，兩校辦學

績效同受國際肯定。

亞大校長蔡進發說，教育部2017年7月核准

亞大、中醫大成立「中亞聯合系統大學」，兩校

展開跨校學程、輔系、雙主修的交換生等跨校合

作，頗見績效。中醫大、亞大董事長蔡長海，近

年來推動兩校在行政、圖書、教學研究、跨領域

學習、國際化等資源共享，也創下一加一大於二

能量，分別衝高兩校在國內外大學排名。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評比

　亞洲大學獲全球最年輕「8個百大」大學
項　　目 全球排名 台灣排名 私校排名

 2017 亞太區200大最佳大學 第171-180名 第14名 第7名

 2017 創校50年內�全球最佳年輕大學 第151-200名 第3名 第2名

 2017 亞洲300大最佳大學 第181-190名 第16名 第6名

 2016 亞洲200大最佳大學 第131-140名 第14名 第5名

 2015-2016 全球800大最佳大學 第670名 第17名 第2名

 2015 亞洲百大最佳大學 第93名 第10名 第2名

 2014 創校50年內�全球百大潛力大學 第99名 第4名 第1名

 2014 　　　　23國百大大學 第53名 第10名 第2名

亞大獲英、美評比全球、亞洲最佳大學
項　　目 全球排名 台灣排名 私校排名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大學 第969名 第16名 第1名

英國《QS世界大學排名》亞洲最佳大學 第271-280名 第23名 第9名

亞大獲遠見、Cheers評比 最佳大學

2015年起，連續3年，獲《Cheers》雜誌辦學績優最佳大學「Top20」，名列前5名、私校第2名。

2016年起，連續2年獲《遠見雜誌》最佳大學前30強，入榜最年輕大學。

創校
17年

金磚五國及
新興經濟體

遠見雜誌2017年未來10年具潛力大學
排名 學校 排名 學校

1 國立清華大學 6 逢甲大學

2 國立台灣大學 7 亞洲大學

3 國立成功大學 8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4 國立交通大學 9 國立陽明大學

5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10 台北醫藥大學

▲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提高新生獎學金
加碼到480萬元

配
合政府南向政策，亞洲大

學、中國醫藥大學獲教育部

核准在印尼泗水設「台灣教育中

心」，提供全台各大學的招生服

務；2017年12月中旬在印尼泗水、

日惹舉辦「2017印尼臺灣高等教育

展」招生，台灣計有26所大學校院

參與盛會，目標招進2千位印尼學

生，另將陸續舉辦台印教育論壇、

實習參訪等學術交流，幫印尼台商

培育人才。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指出，亞

大2016年設「東南亞學術交流研究

中心」，全力開拓新南向，亞大在

印尼有30所大學姊妹校，其中，Gah 
Jah、Mada兩所大學在印尼排行前四

名。另亞大印尼校友會現有315人、

目前在亞大的印尼學生60人。

國際學院也於2017年2月開設印

尼、越南語兩班，有127位本地生選

修，迴響熱烈，9月再開泰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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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優先選派輔助他們到該國研習，學

以致用。

「目前亞大有10位同學正在新加

坡樟宜機場實習，每月有5萬元至6．
6萬元不等收入！」陳英輝院長說，

亞大也獲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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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補助70位學生機票、生活費，到東南

亞實習，包括提撥150萬元，補助16
位同學到新加坡樟宜機場實習。

中亞聯大在印尼設                      前進國際

夜間開設免費英文、專業、國考證照班
亞洲大學全力提升學生國內外職場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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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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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媒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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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亞大學生到國內外品

牌企業實習人數1,0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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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2日止，光是通過多

益、英檢（400～990分）部分

共7,028張證照。

亞大每學年開辦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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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種證照班，取得證照有1萬3,656張，提升職

場就業力。以2017年為例，亞大學生22人考上社工

師、32人取得幼教師。值得一提的是，6年來共有

10人考上臨床心理師、28人考上諮商心理師，月薪

45K起跳。

連續12年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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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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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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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名列全台辦學績優「TOP20」大學前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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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8 淡江大學、南台科技大學

10 清華大學、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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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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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大外文系吳亮廷（前排右二）曾到新加坡酷鳥航空實習，畢業後，已到新加坡航空公司擔任空服員。

在校3年、國內外實習1年  成效亮眼

▲ 財金系林郁軒同學（右），畢業前考取16張財金專業證照，與指導老師王癸
元合影。

亞大獲補助東南亞實習就業  大學高教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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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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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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位諾貝爾獎

得主、國際大師講學，師生親炙

大師風範，如2016年5月、2017年
12月兩場「大師論壇」，分別與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

博士（Dr.Angus Deaton）、201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佛．哈

特（Oliver H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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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獎學者到亞大演講、座談，至今

共有15位（附表），已成為亞大

辦學國際化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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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師生親炙大師請益  擴大國際視野

亞
洲大學不斷關心社會與產經趨勢，當

為開創辦學格局依歸。蔡進發校長

指出「在校深耕、在地深耕、國際深耕」

是亞大當前辦校3大面向，善盡國際與台灣

社會的公民責任，已繳出不錯的成績單。 
蔡校長表示，亞洲大學的「在校深

耕」包涵透過AI智慧學院的精準教學，

達到創新教學改革，再加上人文品德素養

培育，不斷創造人文關懷價值。「在地深

耕」部分，如亞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設

立亞大附屬醫院，及經營縣市政府幼兒園

教育等產學案，善盡台灣公民社會責任。

「國際深耕」方面，如受教育部委託在印

尼設「台灣教育中心」，展開新南向學術

交流；又長年推動國際志工，進行非洲等

地海外深耕志工服務等。

全國首創成立5年的亞大網路成癮防

治中心，由副校長柯慧貞帶領研究團隊，

研發出預防網路、手機成癮、戒癮的新教

材與方法，經實驗印證，有效協助七成五

的青少年脫癮；這套新教材，陸續與台南

市、台中市、桃園市等8縣市教育局合作，

培訓1萬人次種子老師，希望再培訓累進2
萬人次種子老師，投入日益嚴重的網路成

癮防治工作。

近年來，亞大三品書院戮力推動「志

工大學」，已培育1萬2,230位志工，去

年暑假就有9團131人分別到尼泊爾、印

度、柬埔寨、賴索托等國服務。學務長張

少樑說，以非洲國際志工隊為例，創領中

心主任林君維帶領13位亞大師生，到史

瓦濟蘭、賴索托的非洲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ACC〉教學服務，照顧孤兒院童，並

提出改善當地貧困的長期深耕服務計劃。

2017年12月史瓦濟蘭的32位院童，專程到

亞大「感恩之旅」，表演中國功夫，場面

溫馨感人。

亞大附屬醫院秉持「救急、救腦、救

心、救命」使命，以「醫學中心」優質服

務，提供24小時急診、482床、23個專業

門診科別的醫療照護服務，獲得高評價，

將進一步籌建長期照護的護理之家，深耕

造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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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哈特 博士

2017.10.16
‧2016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國
際
大
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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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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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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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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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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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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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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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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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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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位

國
際名廚江振誠在亞洲大學擔任

休憩系講座教授，他實務教學

的特色，頗受學生喜愛；除了將上課

場域移到他開設的台北RAW餐廳授

課、用餐體驗，還移地到台中大遠百

授課，「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 模擬同學規劃的餐廳實景，讓同

學們彷彿身歷其境，體驗虛擬餐廳的

情景。

休憩系主任林宜欣指出，亞大資

傳系講座教授、知名媒體人陳文茜年

前邀請在新加坡開設米其林二星法式

餐廳ANDRE的江振誠到亞大與師生

對談，江說他有責任幫助台灣新世代

定義「台灣料理」，3年前，回台北

創立「RAW」餐廳，重新定位「台

灣味」，強調與季節元素的融合，也

答應亞大蔡進發校長邀聘，利用空檔

到亞大授課。

江振誠「RAW」餐廳，被英國

威廉瑞德商業傳媒評選2017「亞洲50
最佳餐廳」排名24，也是台灣最難訂

位的餐廳。上學期，亞大休憩系55位
同學，到RAW餐廳上課，江振誠帶

領團隊幹部親切教授，讓同學們瞭解

成功餐廳背後所需要的努力，及團隊

合作的重要性。

「這是一堂米其林級餐廳教

室的饗宴！」休憩系四年級學生鄭

韶軒說，國際名廚授課、職場的體

驗，及一流的感受與收穫，這堂課

太值得了！

上學期，江振誠老師透過問題導

向學習法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讓餐旅微型創業修課44位同

學分組討論餐廳開設的模擬。江振誠

老師還親自帶同學到台中大遠百，教

導同學實際操作VR，讓每位同學站

在當時規劃餐廳的現址，觀看餐廳以

3D虛擬空間創造的樣貌，討論餐廳的

模擬意象。

休憩系二年級簡羽嫺同學驚喜

說：「太神奇了，沒想到同學們合力

規劃的餐廳在眼前出現，每一個空間

都栩栩如生！」

亞洲大學學生米其林級「餐廳即教室」的饗宴
國際名廚江振誠教授「虛擬實境」創意餐廳體驗

▲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皮薩里德斯教授到亞大演講，與亞大學生討論經濟，互動熱絡。

▲ 知名媒體人、亞大資傳系講座教授陳文茜（右），在亞大與國際名廚江振誠對談。

亞大推動網癮防治、開設亞大醫院、

座教授，已第9度到亞大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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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國際志工   善盡社會責任
加強地區醫療服務  培訓網癮防治種子老師  培育國際志工深耕服務

▲ 史瓦濟蘭非洲阿彌陀佛關懷中心孤兒院童，專程到亞大報恩表演，亞大原民社以台灣原住民舞
蹈，歡迎院童遠道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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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大學參加教育部106年「台灣學生參

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總計學生

43人次、11件作品獲獎，教育部頒發42萬5千
元獎勵金，亞大學生得獎數名列全國高教體系

第一名。蔡進發校長說，亞大已4年獲得高教

體系第一名，實屬難能可貴。

創意設計學院院長陸定邦表示，亞大106年
獲獎11件作品，有9件是獲得德國紅點傳達設計

獎、1件是入選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另1件
是視傳系吳承諭、黃聖軒同學「字蹟」作品，

榮獲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A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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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字蹟」作品，還獲得德國紅點最佳

獎等國內外6大獎35萬元。

視傳系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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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亞大學生近年來投入各項國際發

明設計競賽，獲獎連連，到瑞士、法國、比利

時、吉隆坡、首爾參加發明競賽，累計339面獎

牌，其中金牌99面；學生又榮獲美、英、德、

法、加拿大、奧地利各項國際設計獎98件，其

因
應人工智慧AI時代需求，亞洲大學獲教育部核

准設「人工智慧學院」，定位為支援全校的學

院，先增設規劃「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預計招

生45名學生，並定期舉辦人工智慧研討會，增加人工

智慧知識、培養人文關懷及跨領域實力，才可超越人

工智慧。

蔡進發校長說，因應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亞

大將成立人工智慧研究中心，並已獲准增設人工智

慧學院，整合「智慧校園」與「智慧醫院」的研究

及應用，希望成為國內人工智慧研究的學術重鎮，

進而強化和產業的結合，培育人工智慧AI的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8月亞大附屬醫院營運

後，已逐年提升學生職場就業力，亞大紛設國考

「證照師」學系：護理、心理、聽語、視光、職能

治療、保健營養、社工、學士後獸醫，都可就近到

亞大附醫實習，畢業後，月薪均在50K以上，有強勁

的職場就業力，頗受學生與家長所喜愛；其中，聽

語系的語言治療師、聽力師月薪60K以上。

護理系主任吳樺姍強調，創系4年的護理系，

103-106學年度註冊率均達97%以上，偏鄉菁英公

費生錄取率100%，表現亮麗；亞大附屬醫院已同

意提供成績優異、有意願留院服務大三、大四學

生，每年12萬在學獎助學金，畢業後考取「護理

師」證照，保證亞大附醫就業年薪60萬元以上。

亞大附屬醫院帶動有國考證照學系  就業力強
亞洲大學獲准設「人工智慧學院」  因應AI時代需求

亞
洲大學全面推動國際移動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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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徑出國，蔡進發校長說，每年在

國際移動的學生超過500位，其

中，到美國、英國、瑞士拿雙聯

學位的學生，2017年就有28位，

已顯現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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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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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引學子選擇到亞大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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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9位正在英國、美國、瑞士、澳

洲攻讀。

亞大辦學績效受到國際肯

定，吸引不少國際生慕名就讀，

目前有20國、573位國際學生在

亞大求學。

8大途徑送學生出國  每年超過500人  來校國際生近600人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國際競賽  亞洲大學已4年高教第一
▲ 亞大護理系舉辦加冠典禮，學生代表以中、英文宣誓，帶領所有受冠生宣讀誓詞，莊嚴肅穆。

亞洲大學推動318計劃  國際移動力強

全台96年來，首奪「紐約ADC獎」雙銅獎
全台50年來，獲日本G-Mark國際設計獎

劉經瑋同學，3年獲紅點等28件國際大獎
創系5年，室設系連續2年獲「亞洲設計獎」金獎

亞大學生打破國內外得獎紀錄

中iF獎、紅點獎共68件，亞大目前是全球iF大學排名第43名，臺

灣第9名，私校第5名。又以視傳系碩士生劉經瑋，3年來，以「包

包流浪記」、「捕獲野生烏魚」等包裝設計，共獲28件國際設

計、漫畫大獎，表現最優！

創系僅5年的室內設計系，表現不遑多讓，參加「亞洲設

計獎」，已連續2年獲得學生組金獎，王軒宇同學以「靜謐 / 
Tranquil」作品，獲第六屆「亞洲設計獎」金獎，饒育瑋同學的

「現代烏托邦」作品，獲第七屆「亞洲設計獎」金獎。

▲ 蔡進發校長（中）等位師長與兩組獲得「日本G-Mark國際設計獎」
同學們合影。

▲ 視傳系謝省民教授（後排右四）帶領14名得獎學生代表到德國領獎，與紅點主席賽克博士（Dr. Peter Zec後排左三）合影。

▲ 視傳系吳承諭（右）、黃聖軒同學前往美國，領取
「紐約ADC獎」雙銅獎。

▲ 視傳系學生劉經瑋以「捕獲野生烏魚」、「包包流
浪記」繪本等作品，3年來榮獲德國、紐約、倫敦
等28項國際設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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