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
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

刊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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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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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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日公布創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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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來共獲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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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面金

牌，教育部2013年獎助學生國際

設計競賽排行，高教體系第一，

備受肯定。

全球第99名 全球第86名
全台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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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名、全

台排名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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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所大學院校中，排名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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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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第10名 全台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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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最新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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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的亞洲大學而

言，能成為全球最年輕最佳

大學800大，難能可貴。

亞大校長蔡進發指出，

今年6月泰晤士報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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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百大

全球第670名
全台第1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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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大學創校進入第15年，辦學績效卓著，榮獲英國泰晤士報

高等教育特刊2014年「創校50年內．全球百大潛力大學」全

台第4名；2015年「金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23國百大大學，全台

第15名；2014、2015年6月泰晤士報公布「亞洲最佳大學」排行，

「中亞聯大」的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連續2年是全台私校前兩

名；加上最新公布的入榜全球800大，亞洲大學是最年輕且已累積

「四個百大」大學。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最

新公布2015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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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雙雙入榜；中

醫大全球排名447名，台灣第6名、私校第1名；亞洲大學首次入

榜、全球排名670名，台灣第17名、私校第7名。清華大學以降的

全球排名，是根據英國TIMES世界大學排名官網（https://www.
timeshighereducation.com）評分推算。

台灣進榜的24所大學中，中醫大、亞大國際排名表現優異，

這兩所大學同一位董事長蔡長海，兩校於三年前策略聯盟為「中

亞聯大」，兩所大學行政、圖書、教學研究、跨領域學習等資源

共享，共同成長，分別衝高國際學術排名。

泰晤士報高教特刊2015年以教學、研究、引文、國際展望、

工業收入等5項指標、13項分析，從全球1萬7,000多所大學中，篩

選前段2,000所大學進行調查評比，選出全球傑出800大。

泰晤士報全球800大  中醫大、亞大雙雙入榜

▲「中亞聯大」中醫大、亞洲大學聯盟，教學、研究合作，圖為兩校師生聯合招生。

  全球最年輕的四個百大大學亞洲大學創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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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大學進榜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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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最佳大學
11所大學進榜百大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國立師範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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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所大學進榜百大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中原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長庚大學

元智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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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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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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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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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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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全球最佳大學
全球
排行

臺灣
排行 24所大學進榜百大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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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中原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輔仁大學

國立義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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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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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新生獎學金
加碼到480萬元

因
應社會需求及少子化的困境，

亞洲大學努力轉型，興建中

的亞大附設醫院，預計2016年5月營

運；新設的護理系、視光系擴大招

生。學士後獸醫系、聽力暨語言治療

系、職能治療系獲准於2016年招生，

全力培育醫護人才；另設立5千萬元

創業基金，獎助在校生、畢業校友創

業；並與91家知名品牌企業簽約合作

培訓，保證1千人就業。

蔡進發校長說，該校與王品集

團、巨大（捷安特）機械工業、臺灣

數位光訊集團等知名企業簽約，透過

產學，讓學生「畢業即就業」；為因

應國內護理人才需求，2014年中興建

附屬醫院，2016年開幕。護理系培育

護理師，到亞大附屬醫院、護理之家

上班保證月入50K。2015年招生40人
的視光系，已與小林眼鏡簽訂產學合

作，並與國際視光名校紐西蘭奧克蘭

大學聯盟，兩校聯合教學，兩校學生

同步視訊上課。

「大一到大四，亞大都有人才

培訓計畫！」學涯中心主任蕭芳華指

出，該校推出品牌實習暨保證就業學

程，夜間校內設有各項證照加強班、

多益、托福英檢加強班等，完全免

費；大二、大三修習品牌實務後，設

有到企業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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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大還設有5千萬元創業基金，協

助在校生、校友創業，去年開辦已有6
位校友及20位在校生，組成12個微型

創業團隊，由學校獎助8萬元至20萬元

不等獎勵金，已有相當成功案例，創

業當老板，追逐夢想。

亞洲大學努力轉型  興建附屬醫院、護理之家
● 5千萬元創業基金，獎助在校生、校友創業   ● 產學品牌企業91家，保證1千人就業

▲

 亞大創業基金獎助校友王韋舜創設「小寶
文創」，業績長紅，是成功案例。

現代美術館《青春無限》特展登場
李洪波、奈良美智、董承濂、蔡佳葳  中日台藝術家聯展

亞
洲大學現代美術館正舉辦《青春無限－

forever young》年度特展，邀請中國李洪

波、日本奈良美智、台灣董承濂、蔡佳葳等當代藝

術家，聯合展出40多件繪畫、紙雕塑、金屬陶瓷、

裝置藝術等創作藝術作品，這是現代美術館開館2
年來，首次呈現的當代藝術展覽，展期從2015年8
月至翌年1月31日。 

亞大現代美術館表示，此次參加聯展的藝術

家獨樹一幟，董承濂被稱為是台灣超級新星、曾獲

選美國「40Under40」美國國家美術館展出40位、

40歲以下具有潛力的新生代藝術家；蔡佳葳於28歲
時，即受邀到法國龐畢度藝術中心展出；日本藝術

家奈良美智的插畫在國際藝術品拍賣場上，具亞洲

指標性；中國大陸的李洪波近年來以層層疊疊的紙

張在國際雕塑界受到注目。

配合《青春無限》特展，現代美術館引進智慧

眼鏡為導覽工具，開創台灣藝文展覽之先；戴上智

慧眼鏡，參觀者欣賞藝術品同時，可見藝術家預錄

的影音解說、瀏覽藝術品的背景資料，除了詳細瞭

解到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更能與展場環境互動。

亞洲大學邀請普立茲克獎、日本建築大師安藤

忠雄，設計興建亞洲現代美術館，歷經6年半，成

功挑戰罕見困難的三角形建築設計，也達到世界最

高規格的大阪「清水模工法」標準。館內的三角光

影與安藤忠雄設計日本教堂的十字架光影，有異曲

同工之妙，呈現建築藝術之美。

▲ 中國藝術家李洪波作品看似石膏雕塑，實則可以任意拉長變形的
紙雕塑。

152所大學校長互評獲選「辦學績優進步卓越」Top20大學，全台        
創

校15年的亞洲大學，最近

喜事連連！天下《Cheers》
雜誌2015年2月12日公布國內首次

大學校長互評「辦學績優進步卓

越」Top20大學，亞洲大學名列第

2名。2月2日又連續11年獲得教育

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更難得的

是，半年內連續榮獲英國泰晤士報

評為「三個百大」大學，也是全球

最年輕的百大大學。 
天下《Cheers》雜誌社長劉

鳳珍指出，亞大以黑馬之姿躍進，

不但去年英國泰晤士報世界新興大

學設校50年內，排名名列全球第

99名，平均註冊率96%，有7、8
個學系註冊率更高達100%，如此

耀眼表現，堪稱是新設私立大學之

星。 
蔡進發校長說，創校 1 5年

來，亞大於2005年榮獲教育部

「大學校務評鑑」私校第三組第一

名，並從民國2006年起，連續11
年獲得教育部「大學教學卓越計

劃」的獎助，累計共獲得5億4,749
萬元；其中，2015、2016兩年共

獲1億2千萬元補助款，不但補助

金額全國第三高，是新設大學中佼

佼者。

此外，亞大積極推廣、執

行環保、節能及環保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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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萬元獎學金，外加海外雙聯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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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

教務長陳大正說，學測成績60級分以上、

大學指考30％以內，分4個等級，個人申請第

一志願就讀亞大，可領取24萬元至480萬元的

獎學金；另四技二專甄選統測65級分以上分3
個等級，個人申請第一志願就讀亞大，可領取

40萬元至480萬元。

以繁星推薦入學60級分以上，比照國立臺

灣大學收費，唸4年約可省20萬元。學測60級
分以上、大學指考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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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設

策略聯盟學校獎學金，各學系各採計科目原始

總成績為招生名額前10％者，入學發給5,000
元。至於不分系國際設計學士班，成績優異

者，可獲歐美交換留學獎學金20萬元；日本、

大陸等地當交換生，可獲5萬元獎學金。

陳教務長強調，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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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

世界綠能大學排行榜
國際
排名

臺灣
排名

17所大學進榜百大

23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41 2 亞洲大學
51 3 國立中興大學

54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67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69 6 大葉大學

71 7 國立交通大學

81 8 淡江大學

83 9 國立東華大學

89 10 國立成功大學

93 11 義守大學

99 12 靜宜大學

104 13 逢甲大學

111 14 元智大學

160 15 建國科技大學

204 16 臺北醫學大學

228 17 臺灣觀光學院

資料來源： Green 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201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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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104～105年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名單
104年

核定經費
獲補助學校

8千萬元 逢甲大學、中原大學

7千萬元
中國醫藥大學、元智大
學、臺北醫學大學

6千萬元 亞洲大學、國立臺北

大學、大葉大學

5千萬元

世新大學、東吳大學、東
海大學、南華大學、高
雄醫學大學、國立宜蘭大
學、淡江大學、實踐大
學、輔仁大學、銘傳大
學、靜宜大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5.02.02。

▲  亞洲大學獲天下《Cheers》雜誌選為「Top20」辦學績優學校，名列全台第2名，
由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頒獎給蔡進發校長（左）。

第2名

榮獲2013年「世界綠能大學」

排行（Green  Met r ic  Wor ld 
University Ranking）第41名、

全台第2名；2014年10月獲經濟

部能源局節能績效評比，獲全台

大學第1名的傑出獎。

亞洲
大學

新設5系：護理系、視光系、聽語系、職能治療系、學士後獸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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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4級分、第1志願 120萬元

65～69級分、第1志願 40萬元

60～64級分、第1志願 24萬元

四技二專甄選

（統測）

75級分、第1志願 480萬元

70～74級分、第1志願 120萬元

65～69級分、第1志願 40萬元

考試分發

（指考）

前3%（含）、第1志願 480萬元

3%～8%（含）、前2志願 120萬元

8%～15%（含）、前3志願 40萬元

15%～30%（含）、前4志願 24萬元

繁星推薦 60級分以上，學雜費另比照國立臺灣大學（頂尖大學）
之收費標準。 20萬元

英文成績優良入學

學測60（含）級分以上、英文成績頂標 16萬元

學測60（含）級分以上、英文成績前標 8萬元

指考原始總分40%（含）以內、英文成績頂標 16萬元

指考原始總分40%（含）以內、英文成績前標 8萬元

國際設計學士班
歐美交換留學獎學金iBT 80分 or（iTP 550分） 20萬元

日本、大陸留學獎學金 5萬元

▲ 日本藝術家奈良美智的「燈花女孩」作品。

詳情請見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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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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起，已先後聘請22
位諾貝爾獎得主、國際大師，與師

生面談互動，親炙大師風範，擴

大國際視野；亞洲大學2015年10
月20日「大師論壇」，再邀201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著

名的經濟學大師讓．提霍勒教授

（Prof.Jean Tirole）蒞校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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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師生親炙大師請益，擴大國際視野

知
名主持人陳文茜應聘為亞大資訊傳

播系教授，2015年9月10日在亞洲

大學上了第一堂課「愉悅學校」，她與大

一新生、老師分享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倡

導「愉悅學校」的快樂經驗，也開出自己

的快樂「清單」，勉勵年輕學子，不用太

在乎別人的看法，不必用當下評價自己，

因為人生有很多選擇。她以逃到歐洲的非

洲難民勉勵同學，台灣人活得很幸福，要

有追求昇華的哲學，一輩子要快樂擁抱生

命。 
「我是台中長大的小孩，永遠懷念故

鄉，所以我選擇來亞大上課！」陳文茜教

授在亞大「文茜講堂」開講，講堂擠爆500
多位師生，連講台上都有同學盤坐聆聽。

這學期，陳文茜教授將以「愉悅學

校」為主軸，接著於10月6日蒞校主講：

「逆境哲學」、11月26日主講：「快樂比

任何學問都難」、12月3日主講：「生命

高手」、12月15日主講：「我不想念我自

己」、12月24日主講：「旅行」、2016年
1 月7日主講：「回憶如此多情」。

此外，亞大休憩系聘請王品集團董事

王國雄兼任講座教授，2015年9月22日起

連續4個月開辦系列管理講座，王國雄教授

率先以「品牌定位」主題，分享他在王品

集團成功的陶板屋、藝奇、舒果等品牌創

立經驗。

「王品集團的各個品牌定位，是以品

牌的價格、個性及產品屬性來區分！」王

國雄教授強調，王品集團是以「熱情＋活

力＋家人＋以客為尊」的卓越企業文化，

將王品集團推向員工及顧客滿意度均高的

秘密武器。

陳文茜：台灣很幸福，要快樂擁抱生命！
王國雄：王品集團「熱情＋活力＋家人＋以客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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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
大
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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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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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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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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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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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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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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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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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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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1 。

23位

亞
洲大學半導體產研專班畢業

生表現優異，2015年有4位
來自印度、印尼應屆畢業生，分別

被中央研究院、交通大學錄取全額

獎學金的博士班，其中，有3位還沒

畢業就獲聘台灣半導體大廠當工程

師，他們選擇先就業。半導體產研

專班負責人許健教授說：「此一產

研專班所培育國際學生，每年在國

內、外產業界、學界都搶著要！」

許健教授指出，還有15位北

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碩士生，

2015年間分批到亞大半導體實驗室

取經，北大碩士生與亞大本地生、

印度籍研究生，一起學習半導體元

件的製作流程與特性、奈米印製技

術，實習1年。

近年來，亞大半導體研究中心

培養45位國際科技人才，發表60多
篇國際期刊論文，如2010年畢業、

印尼籍的胡托姆HUTOMO到德國

深造，2012年獲頒歐洲最佳年輕

科學家；他的研究成果，還被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要求用在教材上網。

2014年更獲德國

布朗史威格科技大學

最佳博士畢業生獎，留校任教。

此外，美國杜蘭大學陳紫郎

教授每年都帶領一班研究生，考察

台灣醫療、健保業務，並與亞大研

究生合班開課；健管系主任葉玲玲

說，亞大與杜蘭大學連續8年互訪交

流，與德州農工大學學術交流也進

入第2年。2015年6月，清華大學美

術學院院長魯曉波也到亞大進行學

術交流。

加速國際移動力  半導體　　畢業生表現優異
亞大與杜蘭大學、德州農工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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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主持人陳文茜應聘為亞大教授，上了第一堂課「愉悅學校」。

▲ 北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碩士生，分批到亞大半導體研究中心，與國際學生、亞大碩士生一起研究半導體元件製程。

陳文茜、王國雄在亞洲大學開課

▲王品集團董事王國雄到亞大上課，主講「品牌定位」系列主題。

Ferid Murad）受聘為亞大榮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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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亞大對高中生一項國際「禮

物」。

產研
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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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出國交換生留學實習生論文發表國際設計、發明競賽當國際志工
亞

洲大學加速國際化腳步，師生們頻頻在國際間移動，除了吸引近300位國際學生就

讀，學校更開闢送學生出國的六大途徑，包括送學生出國留學、實習及當國際志

工、或到國外當交換生、論文發表，還補助學生參加國際設計發明競賽。

2015年暑假，亞大獎助214位同學，分批到美、英、西班牙等海外大學、企業、偏遠

亞
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2件作品，榮獲2014
年日本G-Mark國際設計獎，素

有“設計界奧斯卡獎”之稱的

G-Mark獎項，已有50年歷史，

是全球四大設計大獎之一。半世

紀以來，亞洲大學是台灣學生第

1次獲獎，且一次2件，創下空前

紀錄，表現亮麗！

視傳系講座教授林磐聳指

出，參加日本G-Mark國際設計

大賽的作品，必須與產業結合的

上市商品，門檻較高，台灣學生

很難在G-Mark國際設計大賽獲

獎，2014年亞洲大學2件作品，

創下台灣大學生在日本G-Mark
獲獎記錄。

視傳系碩士生林李娃、邱

雅琪、陳晏亭、張丞恩、黃彥瑜

同學設計的「集元果-集集大山

禮盒」作品，是在禮盒造型上的

創意設計，以南投縣集集山蕉四

種加工商品為主，加上日據時

代，日皇喜愛「千」字號品質的

集集山蕉符號等元素設計。在包

裝結構設計上，大山禮盒的開啟

方式，就像臺灣人吃香蕉一樣用

「剝」的。從山頂將包裝「剝」

開，呈現出來的是四種山蕉加工

食品。

亞洲大學  獎助出國6大途徑

▲ 亞大視傳系劉峻源同學（中）發明作品，榮獲2015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金牌、大會國際最高獎，
接受馬來西亞副首相慕尤汀（左3）、大會主席Dr.Ong（左2）特別頒獎表揚。

50年來，台灣大學生首次獲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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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傳系2件作品獲日本G-Mark獎

村落等地遊學、交換生、實習、國際志工；其中，外文系

有9位同學到新加坡樟宜機場實習1年，16位同學分赴美國

佛光山達拉斯分校、馬來西亞余仁生公司、永信東南亞公

司、西班牙巴塞隆納CLICASIA公司實習；還有44位師生

到馬來西亞、柬埔寨老人院、偏遠村落當國際志工，為當

地弱勢族群服務。

亞大國際學院院長林峰田說，亞大有100位同學2015
年7月1日起分別到美國西來大學、西班牙巴塞隆那自治大

學、馬來亞大學暑期研修。休憩系2位同學已到瑞士工商酒

店管理學院（BHMS）攻讀餐飲雙聯學位；另有馬來西亞

一流大學馬來亞大學100位同學，7月底到亞大研習1個月。

亞大還獲得教育部

104年度「學海飛颺」及

「學海築夢」計畫共155
萬元補助，遴選45位學

生到海外當交換生、實

習生；其中，有24位學生9月起分赴姐妹校美國密西根福林

特分校、芬蘭拉普朗塔大學，英國北安普頓大學，西班牙

巴塞隆那自治大學、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韓國首爾世宗

大學當交換生，一圓出國留學的夢想。

「亞大鼓勵同學出國比賽拿金牌，教授也全力指導學

生創新發明，補助機票、訓練英文講解，還包辦模型費、

專利費及攤位費！」亞大校長蔡進發說，5年來，校方已補

助2,420萬元，獎助242位學生參加國際設計發明競賽。

此外，亞大連續兩年獲教育部補助國際學程經費共

1,650萬元，開辦全英文課程，吸引18國、近300多位國際

學生就讀。

▲ 2015日本插畫大賽最大獎的視傳系碩士生劉經瑋與得獎插畫作品。

近
6年來，亞洲大學學生在世界各國

設計、發明競賽發光、發熱，得獎

連連，大放異彩，迄今共獲262面獎牌，

其中，已有77面金牌；此外，共有44件
學生作品榮獲德國iF、紅點設計大獎，讓

亞洲大學躋身國際設計名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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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24次競賽共

獲77金、92銀、63銅、28特別獎1大會次

首獎、1國際最高獎，合計262面獎牌；

其中，有6件作品已申請專利、成功技轉

給廠商，共獲80萬元技轉金，為同學賺進

第一桶金，成績亮麗。

亞洲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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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iF大學排名第30名，臺

灣第7，私校第4名。其中，商設系左楚

浩、向浩天、莊宗樺同學的「水域救生指

引裝置（life light）」作品，榮獲2012年
iF產品設計概念獎，名列全球前20名內、

全台第1名，得獎作品影像，還被iF全球

官方網站選為唯一宣傳作品，全球曝光，

相當難得。

至於德國紅點設計大獎，亞大迄今

共有41件學生作品榮獲，其中，有10件
榮獲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以2015
年紅點概念設計獎為例，亞大學生有3件
作品獲獎，其中，視傳系陳亭妤同學的

「寶柚平安」（Pomelo as Blessing）產

品設計作品，榮獲最佳獎，累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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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設計‧發明競賽  獲獎連連

已獲44件德國iF、紅點設計獎；262面金牌

▼   德國紅點獎主席澤克博士
（著白西裝者）與蘇格蘭評
審（右1）共同頒獎給亞大
兩組獲紅點最佳獎同學。

亞
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生劉

經瑋以「包包流浪記（The little 
bag）」系列插畫，榮獲日本插畫界最權威

的2015日本插畫大賽最大獎（第1名），獲

頒30萬日圓獎金，這也是台灣首次有專業

插畫家獲此大獎，劉經瑋同學能以學生身

分在此專業大賽中獲獎，意義非凡；日本

插畫家協會會長蟹江隆廣說，「包包流浪

記」系列插畫，運用樸拙的色彩、造形的

創造力，不但深具故事性，也帶來想像的

趣味性，顯示日本人所沒有的獨特感覺。

亞大創意設計學院副院長兼視傳系

主任謝省民表示，日本插畫大賽邁入第15
年，今年全球各地174位專業插畫家、348
件作品參賽，僅43位插畫家獲獎，劉經瑋

同學獨獲此大獎，相當難得；劉經瑋從亞

大大學部一路研修到碩士班，經林磐聳、

游明龍等位設計大師指導，培養極佳的設

計能力，曾獲紅點等國際設計大獎；由於

日本插畫協會聯結世界出版界及廣告插畫

市場，官網表示只要入選，就是進入成功

之路；劉經瑋的得獎，可望成為未來國際

插畫界新星。

劉經瑋同學指出，他是以「包包流

浪記」中「與主人分離」、「迷失在城

市」、「下定決心」、「永不放棄」等5張
系列插畫參賽獲獎，並已與台灣利奇佳出

版社合作，將「包包流浪記」插畫增加到

100張，預計年底前「包包流浪記」手繪本

將在台灣上市。此次獲獎，除了會在東京

舉辦定期展出所有得獎作品外，他已接獲

日本Agent Hamyak Tokyo邀請，今年10
月底在新宿高島百貨公司展出一個月。

榮獲2015日本插畫大賽最大獎  台灣首位第1名！
亞大視傳系劉經瑋「包包流浪記」系列插畫

另外，視傳系4年級張雅婷、林怡

利、林緯茹同學的「亞洲大學現代美術

館形象設計」創意卡，以日本建築大

師－安藤忠雄為亞大設計的亞洲現代美

術館為主題；根據美術館三個三角型堆

疊建築的特色，以立體卡片設計，當打

開卡片時，能立即展現美術館的立體之

美。

日本產業設計振興會（JIDPO）

舉辦的日本Good Des ign  設計大賞

G-Mark，是亞洲最具權威性的設計大獎

之一，與德國iF工業設計獎、紅點設計

獎、美國IDEA工業設計獎，並列為國際

四大設計大獎，素有“設計奧斯卡獎”

之稱。

▲ 亞大商設系（右起）蔣宜芳、田孟雅、鄧喬予同學手
持2015年iF得獎作品海報。

▲ 視傳系陳亭妤同學的「寶柚平安」
設計作品，獲2015年紅點概念設計
獎最佳獎。

亞大國際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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